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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常年期 禮儀日曆 

01/25 
(一) 

聖保祿宗徒歸化 
遣使會創立週年 

慶日 

01/26 
(二) 

聖弟茂德及 
聖迪德(弟鐸)主教 

紀念 

01/28 
(四) 

聖道茂司鐸聖師 
(多瑪斯•亞奎納) 

紀念 

01/30 
(六) 

真福雷永明司鐸 紀念 

 

由教宗方濟各去年起訂立，於每年常年期

第三主日舉行的「天主聖言主日」，提醒所

有牧者與信友，聖經對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

和價值，以及天主聖言與禮儀之間的關係：  

回應天主聖言主日的主題，共融堂區推行：

『手抄聖經祈禱活動』身體力行我們對天主

聖言的崇敬，在本主日提供手抄經文素材，

供教友帶回抄寫、默想祈禱。請於本週抄寫

所選段落，下主日帶回教堂，會於獻餅酒的

時候，將大家抄的經文帶到祭台前面奉獻。 

◇注意：因教友們一齊參與，抄寫祈禱，這

聖經抄寫活動是「接力」形式，所以您拿到

的內容可能含有上段的結尾或下段的開頭， 

也可能是在段落中間缺少頭或尾，請別在意 

，直接抄寫即可。目見缺失的部分，請教友 

們查閱聖經，來幫助您的祈禱和默想。 

上主向我們發言，並滋養我們。獻給聖經

的一天，不應只被視作一年一度的事件，而

是個全年的事件，因為我們迫切需要加強對

聖經和復活主的認識和熱愛：就是那不斷在

聖經中向信徒團體發言並擘餅的基督。 

 

◆指南書 台灣 Camino-徒步朝聖之路 
追隨傳教士先賢，全國天主堂徒步朝聖之路， 

共融堂區有明愛會出版的台灣 Camino指南， 

售價 230元，請洽各堂傳協會購買；若數量

完售也可以向堂區登記，我們再統一團購。 

◆今年的聖灰禮儀在 2 月 17日 
請教友們將家中的聖枝，在 2/7(日）之前， 

帶到教堂來，我們收集後將統一製作聖灰。 

◆天主聖言主日『手抄聖經祈禱活動』 
 

 

◆聖保祿宗徒歸化(1/25) 

遣使會創立週年 
◇恭喜遣使會今年創會 404週年， 

聖文生於主曆 1617年1月25日，

在法國的富萊維宣講了總告解， 

被認為是向基督徒傳教使命的 

開端和遣使會的起始。 

◇遣使會台灣南部會院（合併台南

和高雄會院）1/25在台南市成立，

讓我們為遣使會的聖召發展祈禱。 

1/25也是聖保祿宗徒歸化紀念。 

讓我們為教會、遣使會在台灣、

以及自己的福傳使命祈禱。 

◆宗教與藝術講座系列之一： 

羅馬傑出宗教藝術品 
地點：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時間：2/21(日)14:00～15:30 

講者：柯士達神父 Fr.Costa Paolo 

機會難得，歡迎踴躍參加！ 

（細節請參閱講座海報） 

《不用出國也能欣賞世界藝術》 



  

  

 

 

 

 

 

 

 

 

 

 

 

 

  
 

 

  

 

 

 

行動：教友們通力合作，發展堂區福傳！ 
 

緣起：2020【遣使會台北教區牧靈大會】 

討論許多重要事項，幫助堂區牧靈和福傳。 

◇牧靈大會後，就是需要大家開始行動的

時刻！請參考以下由大會總結出的建議，

結合堂區的需要，主動奉獻自己的能力和

長處，來幫助堂區的福傳和發展。 

(1).請支持青年的聖召和發展！ 

青年是教會的現在和未來，需要多加支持！ 

本地的聖召很少，我們在加深遣使會聖召

文化之時要特別照顧堂區內對聖召有嚮往

的青年。堂區活動的時候也要加深和青年

之間的合作，因為教會需要青年的活力。 

(2).了解並彰顯聖文生精神！ 

聖文生是遣使會的會主，推薦在堂區靈修

團體和慕道班安排介紹聖文生；也要關心

窮苦的人，將聖文生精神發揮在生活中。 

(3).訂定計畫，確實執行： 

通過建立良好的系統，堂區需要清楚的願

景、使命，短/長期的目的，以及年度計畫。 

(4).通過服務表現信仰精神：發展團體的

社會服務；如聖文生善會或國際婦女善會。 

(5).重視向外福傳：發展福傳小組，特別

注意不只發展堂區內靈修，要對外福傳！ 

(6).注重彼此合作：除了堂區間合作，也

要向外合作如政府、非營利組織、商業團

體；培訓專門募款人員；堂區合作加深使

命感；舉例：文生大家庭13棟房子運動。 

(7).遵守法律和正義：標準化加強堂區雇

員、建築管理以符合政府規定。 

(8).把天主放在中心：通過童貞聖母發展

顯靈聖牌聖母敬禮和推廣小組。 

【基督主內肢體 合作一起前行】 

◆天主教聯展 1/26～1/31 
地點：主教團辦公大樓 

(大安區安居街39 號) 

◇心靈加油站：每日精彩講座； 

◇書展全面八折，歡迎參與！ 
主教團網站活動縮址：

https://reurl.cc/9ZXVNv 

◆《恭喜徐千邦執事晉鐸神父》 

願天主祝福他神父的新身分以

及福傳工作；也讓我們為台灣

的本土聖召祈禱！ 

祈
禱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 

求天主賜他們勇敢接受病苦的 

恩寵,並使他們早日獲得治癒: 

士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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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吳玉慶姊妹、王頴弟兄、 

蘇撫群弟兄、吳孟芸姊妹 

 

石
牌
堂 

包鴻綏弟兄、張軒誠弟兄、 

張萍影姐妹、黃若瑟弟兄、 

張泮漁弟兄、張希良弟兄、 

陳杭璋弟兄、張海宇弟兄、 

葉漢明弟兄、劉先怡弟兄、 

張吳維貞姊妹、黃西滿姊妹、 

方莊金葉姊妹、張海燕姐妹、 

曲謝福妹姊妹、黃世豪弟兄 

蘭
雅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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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彰弟兄、 

簡月華姊妹、陳彥伯弟兄、 

陳石玉坤姊妹 

 

◆共融早餐暫停 
基於防疫考量，士林堂、石牌堂暫停每週

主日之後的共融早餐，等農曆新年後重新

仔細評估，待安全無虞會再度宣布開放。 



 

 
 
 
 
 
 

 

常年期第三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祢指引，使我們能以言行配合祢仁愛的計劃，並使
我們常在祢愛子的名下，結出豐碩的果實。 
 讀經一  約三：1 - 5，10 

約拿的宣講促使尼尼微人上自國王下至庶民都能改過遷善，而使上主撤

回祂的義怒，本為美事一樁，然而約拿竟因為尼尼微人的悔改與得救對上主

生氣，他說：「上主，當我還在故鄉時，我豈不是已想到這事？所以我先要

逃往塔爾史士去，因為我知道你是慈悲的、寛仁的天主，是緩於發怒，富於

慈愛，憐憫而不願意降災禍的天主。上主，現在求祢從我身上收去我的性命，

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上主讓他知道一株箟蔴今天生長，庇蔭了約拿，

明天枯死了，對它的生死約拿並沒有出過力，但它枯萎時約拿也曾加以憐惜，

天主對人豈不更加憐惜？天主讓約拿明白，他生天主的氣是沒有道理的。約

拿所代表的是傳統選民的陋見，認為除了選民，外邦人是不值得拯救的，然

而天主的仁慈普及天下萬民，選民與異民都是祂的所愛。 

至於後來法利賽人和撒杜賽人前來試探耶穌，要求祂給一個天上的徵兆，

好證明耶穌是默西亞時，耶穌說：「除了約拿先知的徵兆以外，必不給它其

他的徵兆。」（瑪十六：4b）祂是在預示就如同約拿在魚腹裏三天三夜，人

子也要被埋在地裏三天三夜，然後復活，法利賽人和撒杜賽人的心硬，當然

不能瞭解耶穌的意思了。 

 讀經二  格前七：29 - 31 

為鼓勵信友熱心侍奉上主，聖保祿和宗徒們一再提醒我們，生命短暫，

時光易逝，愛天主愛人要及時（羅馬書十三：13 - 14；伯鐸後書三：8；若

望一書二：15 - 17），這些警告應該深深地刻記在信友的心中，這些勸導甚

至提醒我們，人的一生，並沒有多少時光可以去愛、去付出、去反省，千萬

不要讓珍貴的時光空轉，而白白的浪費了生命。一個信仰基督的人因此不能

浪費時光在俗世事務的追求，更不可成為俗世事務的奴隸。聖女大德蘭說過：

「如果我們對那易於消逝的世物過度專注和追求，我們很可能失去對永恆生

命的關注，這對我們靈魂的強健毫無所助。所以我們要脫離世物的捆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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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思念和追求，而一心轉向天主，祂必能協助我們」（成全之路第十章）。 

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頒訂的教會憲章 42號這樣說：「每位基督信徒都

被邀請，並有責任獲致聖德的成全。每人都要努力正確地誘導自己的情感，

不要違反福音的貧窮精神，去享用世物或依戀財富，而阻止其追求完全的愛

德。正如聖保祿說的：享用這世上財富的，要像不享用的一樣，因為我們所

看到的這個世界正在逝去。」 

 福音  谷一：14 - 20 

耶穌來到加里肋亞宣講「天主的福音」，這句話與馬爾谷福音第一章第

一節「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兩相對照觀看，很快發現天主子耶穌

與天主是平行對稱的筆法，我們從而知道，耶穌就是天主。在馬爾谷福音第

一章，耶穌基督的神聖性已然表露無遺。 

「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罷！」時期已滿，表

示時間的急迫性，人類已無可推諉，對福音的召喚必須要立即表明接受與否

的態度。耶穌本身即代表天國，耶穌的來臨證明天國的臨近。而所謂悔改必

須是內心真切的決意，並將這個決意形諸於外在的行動，也就是說悔改應該

是裏外一致，而不是僅有思想，沒有行動。 

「信從福音」，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信從耶穌」，信從耶穌就是信從耶穌

的言行。我們從耶穌的教導中認識了父，祂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

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現在

你們已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若十四：6 - 7）。又說：「你們要相信

我，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若不然你們至少應該因那些事業而相信」（若

十四：11），由此得證，耶穌的施恩行善、教導天國，都是聖父、聖子共同

的志業。有人曾對耶穌召選首批門徒的經過，和若望福音所敍述的情形不同，

而生疑惑。歷來認為馬爾谷福音在此所記述的是這四個門徒第二次與主相遇，

因為若望所記載的門徒們第一次與耶穌相處之後，對耶穌已有初步的認識，

所以耶穌在加里肋亞海邊召喚他們時，他們才能立即放下一切跟隨祂。 

耶穌選擇門徒，並不在於他們的學識和地位，而是從平凡的生活選擇了

他們，因為天主聖子將遣發聖神裝備門徒，門徒的能力最後要來自天主，所

以說是耶穌選擇了他們，而不是他們選擇了耶穌，這種情況對我們每一個人

也都適用。首徒四人，都是漁夫，他們習慣於勞苦的工作，每天面對風浪，

收成之有無也是不確定的，他們是一群質樸而堅毅的人，沒有高深的智慧可

以誇口，也沒有權勢可以顯耀，正如聖保祿所說：「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

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世上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甚而召選了受

人輕視的，以及一無所有的，為消滅那些有的，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

主前無所誇耀。」（格前一：27 -29） 

如果今天我們能被天主所用，我們只有慶幸自己成為天主的器皿，虛心、

謙和、歸光榮於天主，就是我們應有的本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