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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堂訊 

士林耶穌君王堂      石牌聖體堂      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 
電話：2832-4270       電話：2821-4735 北投區          電話：2812-2841            電話：2832-1337 
士林區中正路 264號     石牌路 2段 90巷 20號        士林區延平北路           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號 
shilinchurch@gmail.com      shipai-catholic-church.org          6段 175號               www.lanya-shr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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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瞻禮主日】 
 

 
 

https://youtube.com/user/CMChineseProvince 
(歡迎訂閱修會頻道並開啟小鈴鐺通知功能) 

線上 

彌撒 

6/27 

9:00 

主禮：魏伯鐸神父 

講道：潘家駿神父 

 

常年期 禮儀日曆 

6/28(一) 
聖宜仁(依勒內) 

主教殉道 
紀念 

7/3(六) 聖多默宗徒 慶日 

 

◆自我靈修、互相關懷 影片分享 
◇潘家駿神父和大家分享 
如何自己閱讀和默想聖經： 
https://youtu.be/_LomAcISRlg 

◇心靈訪談－柳學文神父與張孟真老師 
https://youtu.be/TKLWT5hJMQs 

◇靈修分享－玫瑰經的由來(羅高雄老師) 
https://youtu.be/vwz13GA6n9s 

 

◆聖多默宗徒 慶日 7/3 
多默追隨耶穌三年，處處流露出他是位

忠信的宗徒。在耶穌傳教事業的尾聲，當
得悉拉匝祿病死後，多默首先提出要跟隨
主耶穌到伯達尼去，可見他置生死於度外 
(若 11:16)。在聖神降臨後，多默四處廣
傳福音同時亦是一位出色的傳教士，不愧
是教會的基石 (弗 2:20；默 21:14)。我們
深信多默宗徒正與主耶穌同在，能享見天
主光輝的聖容。多默擁有一段令人羡慕的
人生，和圓滿永恆的生命。可是當我們談
論多默宗徒時，卻甚少提及他的忠信、愛
德、本領和輝煌的貢獻。相反地，「多默」
的名字已成為「懷疑」的代名詞，往往與
「不信」扯上關係。 
人們把焦點錯放於多默剎那間的猜疑，

而忽略了他長久對主耶穌的依恃之心，令
世人對多默宗徒有所誤解。這也提醒我們
懷疑的心態能產生強大破壞力，其負面的
影響實非多默宗徒所能預料，我們要引以
為鑑。耶穌挑戰多默叫他「不要作無信的
人，而要做一個有信德的人」(若 20:27)。
我們也不可信口開河，耶穌著眼的是我們
的生活。我們因信德而生活，藉「基督在
我內生活」(迦 2:20)免我們陷於「不信」
之中。主耶穌因愛我們，且為我們捨棄了
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我們要信賴主耶穌，
在天主子的信仰內生活。 

 
《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瞻禮主日》 
福音記載聖伯多祿是磐石，在這磐石上， 

基督要建立祂的教會。而「磐石」一詞在
舊約聖經中出現多次，非常重要，每每都
用作指向默西亞。例如：「匠人棄而不用的
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基督是默
西亞，是磐石；基督給西滿改名為伯多祿
–即「磐石」， 就是要伯多祿成為基督的
代表，作為祂所建立的教會的領袖。 

對於羅馬天主教徒，在天主所賜予的
眾多恩寵中，最特別的就是我們縱使萬分
不配，竟能成為「由聖伯多祿和聖保祿這
兩位宗徒於羅馬所建立的，遠古和普世性
的教會」-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一份子，這
真是一個多麼特別和奇妙的恩寵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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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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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牌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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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燕姐妹、黃世豪弟兄、劉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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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士雅弟兄、陳石玉坤姊妹 

 

◆【共融堂區 防疫公告】◆ 

因新冠疫情進入第三級警戒： 
1.所有彌撒、活動，都暫時停止。 
2.教堂暫時不對外開放。 
3.如有緊急牧靈事項，如病人傅
油、和好聖事，請聯繫神父安排。 
共融堂辦公室：(02)28324270 
朝聖地辦公室：(02)28321337 
讓我們祈禱疫情早日得到控制，這
段時間可多在家裡讀經祈禱，參與
線上彌撒，加強家庭靈修，並透過教
友群組等方式互相支持，讓我們一
起渡過這段非常時期。【神父鼓勵
多念慈悲串經，來為疫情祈禱。】 

【奉獻特別公告】 
在彌撒和活動都暫停的時刻，感謝 
教友仍來詢問如何奉獻支持教會。 
以下奉獻管道，提供給教友們： 

 

神父每天一樣會在會院內做彌撒，如果您

有求彌撒的需要，可聯繫神父。神父會將 

教友們的祈禱意象，帶到每天的彌撒中。 

● 士林堂自養金： 

玉山銀行士林分行(代碼:808) 
帳號:0657-940-003269 
户名: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 

 

● 石牌堂自養金： 

台新銀行石牌分行(代碼:812) 
帳號:2086-01-0000186-1 
户名: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 

 

● 蘭雅堂自養金： 
永豐銀行蘭雅分行(代碼:807) 
帳號:157-018-0003340-1 
户名:王承前 

 

【共融堂區主日彌撒中奉獻】 
○陽信銀行營業部(代碼:108) 
帳號:00101-051382-7 
戶名:柳學文 WIERZBICKI PAWEL 

 
◎奉獻請註明存款人姓名 
存款方式：1.ATM轉帳 2.匯款 

3.到指定銀行無摺存款 
自養金依各堂年度計劃入帳；共融
堂原彌撒奉獻入帳可洽柳神父查詢 

為受新冠肺炎疫情折磨的人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祢是人類軟弱時的唯一 

靠山。求祢仁慈垂顧祢子女的痛苦處境; 

他們正因今次疫症而受磨難。求祢紓緩 

病者的痛苦，賜力量給醫護人員，並接納 

亡者，賜給他們祢的安息。求祢在這災難 

時期，賜祢的子女，因祢的慈悲，而獲得 

安慰。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蘭
雅
堂 

教宗方濟各「神領聖體」祈禱詞： 
「吾主耶穌，我俯伏在祢腳前，向祢獻上

我痛悔之心和懺悔的精神。我的心陷入虛

無的深淵，卻又沉浸於祢聖善的親臨。在

祢愛情的聖事裡，我朝拜祢；將我這如同

簡陋居所的心，全獻給祢，我渴望領受

祢。在等待領受共融聖事的福樂之際，我

願在精神上擁有祢。吾主耶穌，求祢來到

我內，我也進入祢內。願祢的愛情能燃燒

我的整個生命，無論生死。主耶穌，我相

信祢，我盼望祢，我愛祢。阿們。」 



 

 
 
 
 
 
 

 

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 

文/廖修三弟兄 

上主，我們的天主，祢藉著聖伯鐸與聖保祿宗徒奠定了信仰的基礎；

求祢也因他們的轉求，使我們珍視所接受的信仰，以得永生。 

 

 讀經一  宗十二：1 - 11 

黑洛德為取悅司祭、經師、長老、以及反對基督信仰的猶太人，

處死了大雅各伯宗徒後，又把聖伯鐸下到獄中，為防他脫逃，左右兩

手分別與兩個衛兵銬在一起。聖伯鐸當然瞭解擺在他面前的命運，然

而他毫無恐懼的在監獄中沉沉入睡，甚至天使叫都叫不醒他，這位幽

默的天使只好以哈癢的方式拍着聖伯鐸的肋旁，伯鐸這才迷迷糊糊的

起來跟着天使脫離牢寵。聖路加告訴我們，當時整個教會都在為伯鐸

向天主懇切祈禱。神蹟固然出於天主的恩寵，但整個教會同心合意的

祈禱，其力量也是非常強大的，兄姊們千萬不要小看彌撒中的信友禱

詞，那是集整個教會的信友齊心合意的懇禱，一定會被天主所悅納。 

聖教會建立伊始，各種迫害也隨之而來，我們後人可以想像當時

的福傳是多麼不容易，然而迫害越多，信仰也隨之蓬勃，兩千多年來，

教會仍然屹立不搖，我們可以確信，耶穌基督透過祂的聖神與我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終結。 

 

 讀經二  弟後四：6 - 8；17 - 18 

很難想像，教會成立初期，迫害教會最烈的聖保祿在皈依之後，

竟然成為福傳最勤、護教最殷的大宗徒。為了福傳所遭受的危難，看

聖保祿的自述：「他們是基督的僕役？我瘋狂地說：我更是。論勞碌，

我更多；論監禁，更頻繁;論拷打，過了量；冒死亡，是常事。被猶太

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少一下；受杖擊三次；被石擊一次；遭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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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三次…。勞碌辛苦，屢不得眠；忍饑受渴，屢不得食；忍受寒冷，赤

身露體…還有我每日的繁務，對眾教會的掛慮。」（格後十一：23 - 28）。 

我們相信，當斯德望致命的時候，聖保祿在一旁看管兇手的衣物，

親眼目睹斯德望毫不記仇的為加害者祈求天父的寬恕，赴難而面不改

色，保祿事後必定有極深刻的反省，在保祿生命的最後，他也以同樣

的心情，勇敢接受死亡。且看他在給愛徒弟茂德的第二封信說到：「因

為我已被祭奠，我離世的時期已近了。這埸好仗，我已打完；這塲賽

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

為我預備下了…」（弟後四：6 - 8）他知道正義的冠冕已為他預備好

了，不但給他，也會給一切愛慕基督的人。 

 

 福音  瑪十六：13 - 19 

主耶穌在斐里伯的凱撒肋亞，準備最後一次朝耶路撒冷前行，去

面對苦難、死亡和復活。門徒們同祂一齊生活已有三年之久，到底他

們真的認識祂嗎？主於是問：「人們說人子是誰？」門徒們把一般人對

耶穌的看法說了之後，耶穌再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原來當時的

人，對默西亞有各種不同的期待，絕大部份的人以為默西亞應是一個

復興以色列國，打敗羅馬人，恢復達味榮光的俗世大君王。但伯鐸因

聖神的感動，脫口而出「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 

眾多門徒，唯獨伯鐸這樣肯認主耶穌默西亞的屬性是「永生天主

之子」。耶穌因此立定伯鐸為磐石，教會築基之所靠，任何反對天主的

邪惡力量都不能戰勝她。按照這段聖經的註解，「鑰匙」為權柄的象徵，

交伯鐸鑰匙就是給予權柄，立為首長之意。「束縛」、「釋放」則指禁止

或准許的意思。 

主耶穌以這幾節經文許給伯鐸在教會內具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

權能，這些權能也延續性地交予伯鐸的承繼者，就是其後的歷代教宗。 

有意思的是，今天我們紀念的這兩位大宗徒，一位曾經嚴厲地迫害過

教會；另外一位則在主耶穌最艱困的晨光，不敢在眾人面前承認他是

主的門徒。然而在兩位大宗徒回頭之後，却成為福傳最有力的勇士。

我們歡度教會的兩大柱石，聖伯鐸和聖保祿的慶節，希望因着兩位聖

人的轉禱，使信友們也能勇敢的為主作見證，讓我們師法他們的榜樣，

使福音廣傳於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