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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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彌撒（每月第三主日晚上） 

地點：石牌天主堂 時間：01/17(日)19:30 

歡迎參加由葡萄小組服事音樂的青年彌撒， 

一同祈禱，同聲高歌，讚美上主！ 

 

聖母瑪利亞，求以妳的聖
寵、妳的轉禱和妳的楷模，
拯救我們免於一切凶惡。 
求妳解開阻礙我們與天主

結合的死結，使我們擺脫罪
惡和錯謬，好能在一切事物
中找到天主，把自己的心靈
託付給祂，並常在兄弟姊妹
中事奉祂。阿們。 

常年期 禮儀日曆 

01/21 
(四) 

聖雅妮(依搦斯) 
貞女殉道 

紀念 

 

 九日敬禮彌撒 主日/平日彌撒 

1/17 
(日) 

蘭雅堂 10:00 
(九日敬禮第七日) 

主日彌撒 
各堂時間如常 

1/18 
(一) 

蘭雅堂 19:30 
(平日彌撒取消) 

士林堂、石牌堂 
平日彌撒 7:00 

1/19 
(二) 

蘭雅堂 19:30 
(平日彌撒取消) 

士林堂、石牌堂 
平日彌撒 7:00 

 

 

 

◆ 2021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1月 18日～1月 25日 

本年度基督徒合一祈禱週，主題為
「住在我的愛內，你們將多結果實」 
 

◇基督徒合一泰澤祈禱： 
1月 22日 週五下午 7:30 

◇基督徒合一祈禱會： 
1月 23日 週六上午 10:00 

地點：天主教中華殉道聖人朝聖地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二段 25號) 
 

瑞士廣鄉隱修團體分享：我們聽

從耶穌時，祂的生命遂流入我們

內。耶穌邀請我們讓祂的話存在我

們內，然後無論我們求什麼，必給

我們成就。我們以各種身分，盼望

自己與基督相連，好能遵守祂的誡

命，即彼此相愛，如同祂愛了我們

一樣。親近他人，在團體中與人相

處，有時與大不相同的人相處，這

一切會很困難。然而，若少了淨化

人心的痛苦，便沒有友誼。若沒有

十字苦架，就無法愛近人。 

基督徒的分裂、彼此疏遠，乃是

一大絆腳石，因為這也意味著離天

主更遠。當然，修和的種種努力代

價高昂、要求犧牲。但是，基督的

祈禱始終支持著修和，祂渴望我們

合而為一，就如祂與天父原為一體

一樣，為叫世界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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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結聖母九日敬禮 (共融堂區聯合) 
 

 

◆提醒注意個人衛生及自身防疫安全 
冷天持續，又近春節連假，內政部來函提醒

大家，注意提升防疫意識，以因應疫情可能

趁冬天再度升溫。堂區會確實做好防疫工作 

，與您共同為了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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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宗方濟各訂立，定於每年常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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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督徒，我們是同
一子民，仰仗著臨在我們中間的上主，
走在歷史的旅途中。 
上主向我們發言，並滋養我們。獻給

聖經的一天，不應只被視作一個一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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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我們需要與聖經發展出更密切

的關係，否則我們的心靈會無動於衷，
眼目會冷漠無情，猶如受着各式各樣的
瞽盲所侵蝕。」 
所以，天主聖言主日正好給我們提供

了一個理想的機會，以重讀教會的一些
文件，尤其是已就彌撒中宣讀的天主聖
言，作出神學、儀式學及牧靈原則整理
的《彌撒讀經集導論》；這些原則對於
其他各禮儀慶典（聖事、聖儀、時辰頌
禱禮），也是有效的。 

 

下主日預告：【天主聖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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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都有精彩講座； 
◇現場書展全面八折，歡迎大家前往參與 
主教團網站活動縮址：https://reurl.cc/9ZXV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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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二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我敵人的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在我的頭上傅油，使我的杯爵滿溢。 
 讀經一  撒慕爾紀上三：3b - 10，19 

介紹撒慕爾以前，我們先對若蘇厄佔領福地之後，以色列子民的歷史作
一個回顧。 

那時，十二支派彼此之間只有一種鬆散的聯盟關係，基本上是各自為政
的。此時的天主，仍然對定居在客納罕地的以色列人悉心照顧，當選民遭受
迫害時，天主便擇定一位管理者或拯救者來解救人民，這位英雄就充滿天主
的神能，來完成天主的托付，我們後世稱這類英雄人物為民長或士師，其中
有名的如基得紅、參森等人，可以想見當時的選民還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國
家，這期間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然而以民往往在需要天主的時候就呼求天
主，危機過去之後就忘了天主，常引起天主降罰，這個民主始終沒有長治久
安過，撒慕爾是最後一個民長，上主將藉著他，為以色列子民立定君王，先
為撒烏爾，後為達味傅油。 

撒烏爾王起初還能聽天主的話，後來變得無道而又猜忌，他死亡之後，
各支派擁立達味為王，攻下耶路撒冷，以此做為都城，天主藉先知納堂，許
給達味的王朝永存不替，預示了萬世君王耶穌基督將出自達味的苗裔。撒慕
爾在開啟以色列子民的君王時代中，終身服事天主，使天主對拯救世人的計
劃逐步完成。至於撒慕爾蒙召的過程則極為有趣，兄姊們可參閱撒慕爾紀上
第一章到第三章。 
 讀經二  格前六：13c - 15a；17 - 20 

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不止一次告訴從異教皈依的格林多教友要守潔德，
就是不要再以自己的身體從事淫亂的行為。所以如此的勸戒，是因為當地的
人信奉女神阿弗黛特（Aphrodite），數千廟妓與朝拜女神的人行淫亂的勾當，
認為女神的能力可以因此進入人體。 

雖然有人以為食色性也，不必苛責，但是聖保祿說：「人的身體不是為
淫亂，而是為主，主也是為身體。」因為我們藉著洗禮，已與基督成為一體，
成為基督的肢體了；若與娼妓結合，就是與娼妓合為一體，我們不可拿基督
的肢體做為娼妓的肢體。但那與主結合的，便與祂成為一體，便是與祂成為
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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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初期，曾為外教人是否應先接受割損，才能受洗成為敎友，有過激
烈的辯論，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最後決定，只要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窒息
之物、並戒避奸淫即可入教（宗十六：19），可見戒避邪淫是極被強調的。 

聖保祿為使格城教友能有聖潔之德，更講出千古的名句：「難道你們不
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嗎？這聖神是你們從天主領受的，你們已不
屬於自己了。你們原是用高價買回來的，所以你們務必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
天主。」無怪乎聖保祿在迦拉達人書說：「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
在我內生活。」（迦二 20a） 
 福音    若一：35 - 42 

若翰洗者見耶穌向他走來，就對自己的門徒說：「看，天主的羔羊，除
免世罪者！」這句話真值得我們反複默想。 

創世紀第四章：「亞伯爾獻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上主
惠顧了亞伯爾和他的祭品，」引得哥哥加音的怒氣，就襲擊弟弟亞伯爾，將
他殺死。這是人類第一次經驗到羔羊的祭獻聯結了人的死亡。 

 亞巴郎一百歲的時候生了依撒格。老年得子，對孩子當然寵愛有加，
然而那曾經許諾亞巴郎的後裔要多如天上繁星、海邊細沙的天主竟對他說：
「帶你心愛的獨生子依撒格往摩黎亞地方去，在我所要指給你的一座山上，
將他獻為全燔祭！」亞巴郎順命服從。當亞巴郎要將獨生子祭殺時，天主阻
止了他，天主沒有要依格成為祭品，改以一隻公綿羊替代。 

出谷紀第十二章 21 - 23節：梅瑟命以色列人：「你們去為你們的家屬
準備一隻羊，宰殺作逾越羔羊。拿一束牛膝草蘸在盆中血裏，用盆中的血，
塗在門楣和兩旁的門框上，…上主一見門楣和兩門框上有血，就越過門口，
不容毁滅者進你們的房屋。」因為有羔羊的血，以色列人得以保存生命。 

 肋未紀自第一章到第七章規定了許多獻祭的禮儀，多次提到在許多獻
祭中，要宰殺無殘疾的羔羊做為犠牲，將血灑在祭壇四周，特別是在舉行贖
罪祭的時候。然而羔羊一再地被宰殺作為獻祭，因為司祭們沒有辦法一次而
永遠的為人除罪。 

依撒意亞先知書第五十三章：「我們都像羊一樣迷了路，各走各自的路；
但上主却把我們眾人的罪過歸到他身上。他受虐待，仍然謙遜忍受，總不開
口，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聲，他也同樣不開
口。」依撒意亞把將要替人承擔罪過的那一位描寫成一隻待宰的羔羊，那一
位的面貌已漸漸的清晰了。 

現在，若翰指著耶穌對門徒們說：「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
其義何指？舊約時期以動物為祭品，除了為謝恩以外，更多的時候是為贖罪
而舉行。犯罪的是人，而祭品是牛、羊，代罪的羔羊這句話就由此而來。但
是以羔羊為犠牲的祭獻總是不斷地重複，因為人的罪沒有辦法真正以羊來取
代。若翰指認耶穌為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預言了耶穌將如羔羊般地被祭殺，
却能一次而永遠的消除人類的罪咎。耶穌選擇在越逾節受難，當時人們為過
節而大量宰殺羔羊，耶穌側身其中，用祂的鮮血滌除世人的罪。 
  天主沒有讓亞巴郎的獨子喪失生命，人類反將祂的獨子處死，這個反差
是如何的鉅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