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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預告：1/10主受洗節 
 

 請來吧！ 
新年度開始之際，神父和我們

一起感謝天主，讓台灣教會在疫
情中還能在2020年舉辦各項禮儀
及信仰活動，謝謝各位教友為了
教會所做的各種奉獻和參與。尤
其是所有團體負責人和志工們，
感謝您們這一年來的無私奉獻。 
疫情影響，彌撒參與人數減少

了許多;自去年五月起恢復彌撒，

到現在也還沒回到以往，教友們

踴躍參與主日彌撒的光景。 

擔心疫情，有人選擇在家觀看

彌撒直播，但這不是應該的：只

有因生病或政府規定而無法出門

的人，或是如去年教區宣布暫停

彌撒的時期，才會有特別的豁免。 

現在台灣相對來說是安全的，

只要確實遵守正確的防疫習慣，

就可以放心出門參與彌撒。 

 除了提醒要守瞻禮主日，本屆

慕道班也受影響，儘管有受天主

召叫的慕道者，卻非常缺乏陪伴

的教友，尤其缺乏代父母。所以

請來吧！為了天主，盡我們教友

福傳的責任，請來吧！ 

【共融堂區慕道班】： 

上課地點：士林耶穌君王堂 

週三班 19：30-21：00董文學中心 

週六班 10：00-12：00青年中心 

◆ 聖誕節特別奉獻報告 
感謝大家同心響應：聖誕節子夜彌撒，

共計奉獻 183,968元於耶穌聖嬰前。 
奉獻將用於聖地教會福傳、聖文生善會 

以及共融堂區的慈善工作。 

 
◆ 泰澤祈禱（每月第二個週五晚上） 

時間：01/08(五)19：30 地點：士林天主堂 

歡迎您在本週五晚上，以音樂及靜默進入 

沉靜祥和的氛圍，靜心地向上主祈禱。 

 
解結聖母九日敬禮 
(共融堂區聯合敬禮) 
 

石牌堂 1/11-13 19:30 
(上午平日彌撒取消) 
士林堂 1/14.15 19:30 
(上午平日彌撒取消) 
社子堂 1/16(六)19:30 
蘭雅堂 1/17(日)10:00 
蘭雅堂 1/18.19 19:30 
(上午平日彌撒取消) 

我們教區的墓園正遭逢困境，阻礙教友順利

為去世親友安置。共融堂區將舉辦聯合九日

敬禮，和教區一同為解開此困境祈禱。 

「我們心中經常懷抱著種種軟弱、問題、以及

難解的結，因此容易遇上困難與阻礙。賞賜無

限恩寵的天父，願意我們將無限的信賴放在聖

母瑪利亞身上；祂更願意我們將阻擋自己與天

父合一的不幸與苦難，交託在聖母瑪利亞的手

中。如此一來，瑪利亞將為我們解開糾纏不清

的結，讓我們更貼近她的聖子耶穌基督。這正是 

『解結聖母』的真意。」（伯格里奧神父/教宗方濟各） 

 



  

  

 

 

 

 

 

 

 

 

 

 

 

 

  
 

 

  

 祈
禱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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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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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賢士們那樣，每個人都在尋找天主 

主顯節是基督之光顯示給全人類的節日。 
天主的光在耶穌聖嬰身上顯示，照亮了世界。 
聖誕節顯示了天主子降生成人的恩寵，除

了馬棚中的聖母瑪利亞和大聖若瑟外，牧羊
人、卑微和貧窮的人也看到了這個奧跡。 
主顯節慶祝的正是這份恩寵被賜予並顯示

給全世界。這是基督賜予恩典的普世節日，
也是教會蒙召將基督之光傳給世人的使命。 
賢士們是朝向耶穌的光行走的人。上主讓

那些尋找祂、離開自己的安全保障而走向祂
的人與自己相遇；上主也讓那些跟隨天主聖
言之光引領的人與自己相遇。 
賢士們也是朝拜上主的人，給耶穌獻的禮

物是人與天主間互相交換的美好象徵。賢士
們朝拜耶穌後各自返鄉。這表明與基督的相
遇是要使我們轉變，將祂的光帶到生活中。 
賢士們與黑落德的相遇，提醒我們在走向

基督的旅程中總有不同的黑落德，阻擋我們
接納降生成人的天主。賢士們明智地堅持自
己的選擇，不再回到黑落德那裡，免得為所
見和所朝拜的恩典作見證的自由受到牽制。 
基督徒深信人的心靈是為天主而造的。聖

奧斯定在《懺悔錄》中寫道：「祢為了祢自己
而造了我們，我們的心靈無法安寧，直到它
在祢內安歇。」可見，即使人在外表上顯得
冷漠和疏離，在他們心中仍有一種對天主的
渴望，這是因為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 
真正的福傳行動首先應是喚醒人在心中的

這一渴望。然後表明，「唯有一種無止境的愛
的恩典才能完全滿足這渴望，這愛正是藉著
耶穌基督彰顯並賜予了我們」。這樣的福傳行
動對今天和每個時代，甚至後現代焦慮不安
的人而言，也同樣有效。（節錄自：梵蒂岡新聞網） 

 

【主顯節】  

時間：2021/2/3～2/6 

(每天 9:00-17:00) 

地點：士林耶穌君王堂 

對象：小學 2~6年級生 

◇手作美勞與點心製作： 
學習激發創意，實作享受過程； 
◇聖經故事與認識教堂： 
薰陶品德素養，參觀教堂朝聖； 
◇桌遊益智與大地團康： 
促進思考溝通，培養團隊合作； 
◇歌曲教唱與優游樂音： 
音樂律動之美，身心愉悅和諧； 

連絡電話：(02)2832-4270 

費用：1,000元 

額滿為止！ 
請掃 QRcode報名： 
或連結表單： 

https://forms.gle/ciWKW7opb4E657
157 

 

《 2021愛在這裡 》 

第三屆 兒童冬令營 

 

 



 

 
 
 
 
 
 

 

主顯節 

文/廖修三弟兄 
我們在東方看到了祂的星，特地帶著禮物來朝拜祂。 

 讀經一  依六十：1 - 6 

今天的讀經一，先知依撒意亞帶著多麼激動的口脗述說重建後的熙雍該

有的光景。充軍回來的以色列子民憧憬著復國後的快樂、繁榮和強盛。由於

深深懷念聖王達味和智慧之王撒羅滿的文治武功，認為復國後的猶大國，必

定如二位先王在位時一般，居世界之首，受萬國朝貢。但是這樣的光景再也

沒有出現過！難道先知的神諭落空了嗎？ 

「看哪！黑暗籠罩大地，陰雲遮蔽萬民」，這是先知在還沒有看到光榮

前的嘆息，也是天下萬民在還沒有獲得上蒼救援前的苦況。聖瑪竇的福音，

是四部福音中最常引述先知依撒意亞的記載，來證明主耶穌就是被等待的那

一位。「萬民將趨赴你的光芒，眾王將奔向你升起的光輝。」印證在今天的

節慶—主顯節，三位東方的國王（一稱智者或賢士），被異星吸引，前來朝

拜新生的嬰兒耶穌，明認在襁褓中的那一位就是萬王之王。先知的神諭頓然

間從文字轉化成為鮮活的景像。時至今日，我們也都見證了：「你舉目向周

圍觀看！人們都已經集合，向你而來。」願全世界在祢面前屈膝並宣認：「主，

我的天主！」 

 讀經二  弗三：2 - 3a，5 - 6 

聖保祿被解往羅馬受審前，在凱撒肋亞，阿黎帕王的面前受訊時，憶述

主對他召叫的經過，主對他說：「因為我顯現給你，正是為了要選派你為我

服務，並為你見到我的事，以及我將要顯現給你的事作證。我把你從外邦人

中救出，是要打發你到他們那裏去，開明他們的眼，叫他們從黑暗中轉入光

明，由撒彈權下歸向天主，好使他們因信我而獲得罪赦，並在聖化的人中得

有份子。」（宗二十六：16 - 18） 

聖保祿從羅馬寫信給他曾長住達三年之久的厄弗所教友們。他說：「天

主啟示我，讓我知道祂的奧秘。」的確，如果我們從耶穌在大馬革的路上召

叫保祿的過程來看，主真的啟示了他有關外邦人將藉著福音，在耶穌基督內，

與猶太人同為繼承人，同為一體，同為恩許分享人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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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保祿在羅馬寫這封信時，隨時都有二位羅馬兵士的手腕和保祿的手腕銬

在一起，但是坐監的保祿，形體雖受拘束，內心却是自由的，他不認為自己

是羅馬皇帝的階下囚，倒更認為是主耶穌的僕役，他讓我們明白，從創世以

來，即隱藏在天主內的奧秘，要我們放心的依恃信德，前進到天主的面前。 

 

 福音  瑪二：1 - 12 

三位從東方來的賢士，他們姓啥名誰？來自何方？何時啟程？何時結伴

同行？歷來雖有許多的傳說，聖經均無可考。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這三

位賢士都是研究星象學的人，家境富有，充滿熱忱，也一向聽說過猶太民族

正日夜盼望他們的救主默西亞的來臨，當他們看到一顆明亮的星星升起，認

為猶太人的新君已然誕生，就隨著星星的指引，前往探尋，朝拜這位新生的

君王。 

異星消失時，三位賢士頓然失去指引，只有求教於黑洛德的宮廷，有關

新王誕生的消息就因此而傳遍了。靠羅馬帝國撑腰的黑洛德王，是一位嗜殺

成性，無道至極的君王，他有極嚴重的被害妄想症，老覺得有人要謀害他的

生命，以篡奪他的王位，他有十幾個妻妾，近二分之一被他所殺，對自己的

兒子，也毫不留情的說砍就砍。聽到三位賢士報告猶太人的新君誕生，他那

裏能够容忍，虛情假意的要三位賢士找到新生君王時，給他通報，以便前往

朝拜。還好三位賢士完成任務之後，因天使的啟示，繞道而行，解救了嬰兒

耶穌。 

「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由你為我出生一

位統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源於亙古，遠自永遠的時代。」這段舊約出自

米該亞先知書第五章第 1節。耶穌將誕生於白冷城，先知早有記載，他們就

在白冷找到嬰兒耶穌。三位賢士並不因為這個嬰兒的貧困弱小而看輕祂，相

反的，他們朝拜了嬰兒，把千里迢迢帶來的貴重禮物獻上。這其中表現了多

大的信、望、愛三德！  

追求信仰的過程中，我們也有迷失方向的時候，就如同異星暫時消失，

使三位賢士一時失去指引。幸好主耶穌升天時應允要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終結。祂為我們遣發了聖神，留下了七件滋養信友靈性生命的聖事，使我

們一直在正確的道路上前行，不致迷失方向。 

今天的讀經一，依撒意亞先知早在主耶穌降生以前七百多年，就為我們

寫了那一幕，全世界的君王，將從四面八方而來，為君王獻上珍貴的禮物，

賢士來朝就是具體的表達。天主的第二位，取了人性，居住於人間，因著三

位賢士的找尋、朝拜，把自己顯示給天下萬民。「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

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

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 

（若三：16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