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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避靜】共融堂區安排
◆石牌堂 12/4、12/5 神師：許達士神父
12/4(六) 9:00-12:00 講道，12:00 午餐午休
13:00-14:00 講道後有明供聖體/聽告解
12/5(日) 8:30彌撒 講道10:00-12:00結束
◆士林堂 12/18(六) 神師：崔寶臣神父
主題：遠離奴役我們的偶像，走向在天主內的自由。

12/18(六) 9:30-14:30 (避靜地點在聖堂內)
將於 12/18(六)13:00-14:30 開放辦告解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
12/3 為 12 月第一週五，平日彌撒取消，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時間如下：
堂區 耶穌聖心彌撒
明供聖體
19:30
士林堂
20:00 明供聖體
石牌堂

20:00

蘭雅

19:30 耶穌聖心

朝聖地 彌撒暨聖體降福

15:00-19:30 個人
19:30-20:00 團體
15:00-19:30

明供聖體

◆福傳志工培訓實務課程 之四
時間：12/5(主日) 下午 2:00-4:00
地點：士林堂 董文學中心（直接來 不需報名）
神父邀請共融堂區的教友們來參加這個
能培養我們實際福傳能力的實務課程。
一起來分享學習！讓我們福傳走出去！

◆將臨期募糧食助窮人活動
請大家響應捐助糧食(罐頭、米、麵等等可存
放之乾糧)，來幫助困苦的人，堂區辦公室會
在將臨期收集大家的愛心，之後再發送給
貧困的外籍學生和勞工。本慈善活動收集之
糧食，會送到聖多福天主堂的食物銀行。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常年期 禮儀日曆
11/30(二)

聖安德宗徒

慶日

12/03(五) 聖方濟‧薩威司鐸 慶日

婚配彌撒
石牌 12/11(六) 陶德誠弟兄
堂
下午 2:30 何易歡女士
殯葬彌撒 (上午平日彌撒取消)
士林 12/03(五) 謝希忠弟兄
堂
上午 9:00
台北 11/29(一) 潘南山弟兄
二殯 上午 7:30

【禮儀年度更換公告】
本週為丙年將臨期第一主日，
彌撒禮儀本更換成紅色的
「主日感恩祭典(丙)」

◆將臨期點燈儀式
迎接將臨期，11/27 晚上在士林堂
以及 11/28 晚上在石牌堂，彌撒前
有點燈儀式，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聖誕布置說明
為福傳需求，教堂外馬槽已搭上，
聖堂內保留煉靈月為亡者祈禱的
布置到月底，12 月才改成將臨期的
布置，之後再換成聖誕節的布置。
♁祝福藺鐸神父 11/28 生日快樂
神父在台灣的日子當中，幫助了
遣使會堂區的牧靈服務，尤其是
天母堂的外國團體，現在他即將
離開台灣，去馬尼拉研讀心理學
，我們為他祈禱一切平安順利。

【將臨期祝福將臨圈禱詞】
主禮:今天在將臨期的開始,我們歡聚
一堂,祈求天主賜下恩寵的雨露,使我
們的心田透過四週的準備能相稱地迎
接救主基督的聖誕。現在所要舉行的將
臨圈祝福儀式,將幫助我們了解將臨期
的主要意義;這將臨圈也要伴同我們度
過整個將臨期,幫助我們準備心靈,接
受聖誕節帶給我們的恩寵。

《將臨期》
天主教會的禮儀年度是由將臨期為
新的一年揭開序幕。將臨期，是個希
望與等待的季節，在將臨期中，我們
有四週的時間，為我們的教會、我們
的身心靈，做好準備迎接耶穌的誕生。

◆祝福禱詞
♁(祝福將臨圈)
主禮:請大家祈禱:永生的天主,在祢面
前,一千年猶如一天,但是祢願藉宗徒
的口一再勸告我們:「要常警醒」,期待
「救恩的日子。將臨期特別要求我們誠
心悔罪。因此,求祢聖化這將臨圈,並使
這節期的每一天成為我們得救恩的日
子。求祢降福+這常青的花圈,使我們因
注視它,而加強我們內心對救恩的渴
望,並以喜悅的心期待著救主基督的來
臨。祂是天主,永生永王。 眾答:阿們。
♁(祝福蠟燭)
主禮:慈愛的天主,祢派遣了祢的聖子,
作照耀萬民的真光。求祢降福並聖化+
這些蠟燭,使之成為那照耀人類之光的
象徵,常提醒我們準備祢聖子的再度來
臨;當我們在此將臨期的主日多點一支
蠟燭時,也讓我們心中對基督的愛日益
增長;使我們能相稱地、時常準備好迎
接祂的誕辰和顯現,並使我們有一天終
能親睹祢那充滿恩寵和真理的榮耀。以
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阿們。
(點燃第一支蠟燭。)

《共融堂區 讀經班》
士林堂：(一)19:30-21:00聖經讀經班
(四)19:30-21:00 青年讀經班
(四)19:30-21:30 小磐石讀經班
石牌堂：(一)09:00-10:00長青讀經班
(一)18:30-20:00 聖經讀經班
(二)19:30-21:00 聖經讀經班
蘭雅堂：(一)20:30 聖經總覽分享班
(二)10:00-11:30 聖經讀經班
社子堂：(主日)彌撒後，福音讀經班
10:30-12:00(除了每月第三週主日)

祈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
禱 求天主賜予他們勇敢接受病苦的
恩寵,並使他們早日獲得治癒:
士
林
堂
石
牌
堂
蘭
雅
堂

社
子
堂

應德耀夫婦、楊錫琦弟兄、商淑貞姊妹、
康耀文弟兄、譚兆溶弟兄、林高月姊妹、
李謹之姊妹、汪小嵐姊妹、盧德馨姊妹、
韋哲啓夫婦、趙若杰弟兄、倪祚沁姊妹、
王美智姊妹、鍾玲玉姊妹、蘇撫群弟兄、
吳孟芸姊妹、趙吳玉慶姊妹、王頴弟兄、
謝希忠弟兄、區忠揚弟兄
張軒誠弟兄、張萍影姐妹、黃若瑟弟兄、
劉先怡弟兄、張希良弟兄、陳杭璋弟兄、
張海宇弟兄、葉漢明弟兄、張海燕姊妹、
黃世豪弟兄、黃西滿姊妹、張吳維貞姊
妹、方莊金葉姊妹、汪李美子姊妹
趙明玉姐妹、胡迪寰弟兄、趙湘雯姊妹、
謝玉梅姊妹、劉曼玲姊妹、簡月華姊妹、
陳彥伯弟兄、李美麗姐妹、陳石玉坤姊妹
鄭玉裁姊妹、邵秋菊姊妹、廖文芳弟兄、
潘碧玲姊妹、歐屏生弟兄、林子銜姊妹、
劉玉媛姊妹、黃清良弟兄、陳雙明弟兄、
江秋妹姊妹、陳黃寶却姊妹、浦士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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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第一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上主，請指示我祢的道路，教給我祢的途徑。以真理指導我，我終日
仰望祢，因為祢是我的救主。



讀經一 耶三三：14 - 16
教會的禮儀年是從盼望耶穌基督的降生開始，一直到基督為萬世
君王而告終，每年週而復始地慶祝基督降生成人、成長、福傳、受難、
死亡、復活、升天，然後是世界終末，基督以君王之尊再臨。如今禮
儀年又進入將臨期，為企盼聖嬰的誕生，我們要在心靈上做最妥適的
準備，以芬芳的德性做為迎接聖嬰的最佳禮物。
今天的讀經一，耶肋米亞先知一反陰鬱與悲歎，用欣喜的口脗述
說著上主預許的復興，而復興的方法是由達味的家族生出一株正義的
苗芽，在地上執行公道和正義，他的名字將是「上主是我們的正義!」
這位能表彰上主正義的，正是將在世上宣揚上主的公義和仁慈，具有
永恆的王位和司祭職位的那一位，無人可以取代祂。這個預許，也只
有在默西亞身上才能實現，實際上，也真的如此。
將臨期，是慈母聖教會偕同所有信友，準備歡迎聖嬰降誕的時期，
讓我們一起做好準備，將祂安置在我們潔白無垢的心靈中。


讀經二 得前三：12 - 四：2
這是聖保祿寫給得撒洛尼信友的第一封信，當時保祿人在雅典，
因為他的學生弟鐸從得城回來，向他報告那邊的近況，聽到得城的信
友在信仰上仍然受到迫害，因此寫信去鼓勵他們，他說他白天黑夜地
向主懇求，為能見到得城教友的面，好能彌補他們在信德上的欠缺，
也說到做為一個基督徒，在現世是免不了要受苦的，天天背著自己的
十字架跟隨耶穌是信徒的本份。

至於得城的信友在信德上有什麼欠缺呢？從書信的第四章到第五
章，我們看到他們對信德的道理還不够理解，對於貞潔、亡者以及末
世的道理也有些誤會，甚至有人天天吃飽等死，以為耶穌基督很快要
再臨，人不必再努力工作了，有的則耽心著耶穌基督再臨時，那些長
眠於地的祖先將如何能與生者一同迎接主的到來，等等不一而足。聖
保祿耐著心加以解答，並告訴他們要彼此相愛，行事為人應以保祿的
態度為榜樣，這樣才能使天主喜歡，特別要遵從主耶穌所教導的誡命，
不可行邪淫，應以聖潔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體，這樣才能在成聖的道
路上前進。保祿對得城信友的勸勉，就是在今天對我們也同樣的適用。


福音 路二十一：25 - 28；34 - 36
主耶穌預言世界終有一天要窮盡，而那一天，是基督以宇宙君王
的尊威乘雲降來審判生死者；在那一天，眾人要因恐懼而昏絶，萬眾
要因上主的威能而哀慟。
主提出世界將會終窮的警告，當時並沒有很多人相信。可是主在
警示世界末日的同時，也預言了耶路撒冷先要徹底的被毀滅，聖殿的
華麗將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而且這日子很快就會到來。果然，不到
一個世代，耶路撒冷就在西元七十年，被羅馬人攻陷而遭致完全的毀
滅，如同我們以前說過的，耶穌預言京城的毀滅已然應驗了，那麼祂
預言末日的必然到來就沒有可懷疑的了。
那日子一到，古往今來，所有的人都要在人子面前接受審判。今
天的福音說：
「當這些事發生時，你們應當挺起身來，抬起你們的頭，
因為你們的救援接近了！」所以我們就該懷著喜悅又雀躍的心情迎接
主的到來，就像聖保祿宗徒在弟鐸書第二章 13 節所說：「虔敬地在今
世生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們偉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榮
的顯現。」但是，如果我們一直以來都在罪惡中生活，那麼，這一天
的到來將是個悲劇的開始，因為我們將不會是屬於被選擇的一群。
這樣看來，警醒是必要的，一位忠僕不論主人在白天或黑夜回來，都
能不失其勤勉，隨時可以向主人交帳，主人將給予賞報也是可以確信
的。慈母聖教會在這個將臨期所選讀的福音，都圍繞著這個主題，目
的就是要我們快快導正自己，不要陷於罪的網羅，利用歲末好讓身心
靈做一次大掃除，乾乾淨淨迎地接救主的降誕，讓祂成為家庭的主人，
更成為我們心靈的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