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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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三) 聖思嘉貞女 紀念 

 

 

◆泰澤祈禱 延後一週 

本月泰澤祈禱因逢春節，延後一週舉行。 
時間：2/19(五)19:30 地點：士林天主堂 

人都有保持安靜的需求，更有與主交心 
的渴望，歡迎您在下週五晚上，暫時離
開生活中的忙碌，以音樂及靜默來進入
沉靜祥和的氛圍，靜心地向上主祈禱。 

 

◆2/12(五)大年初一各堂彌撒時間 
士林耶穌君王堂：上午 10：00 

石牌聖體堂：上午 10：00 

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上午 10：00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上午 10：00 

（各堂初一彌撒後有新春祭祖，歡迎參加） 
 

◆大年初一春節彌撒奉獻 
2/12彌撒中奉獻將支持明愛會的慈善工作 
 

◆2/14(主日)各堂彌撒時間正常 
歡迎大家在新年期間相約主日共融歡聚。 
 

◆平日彌撒暫停 
士林：2/15(一)、2/16(二) 
石牌：2/15(一)、2/16(二) 
蘭雅：2/13(六)、2/15(一)、2/16(二) 
 

◆農曆新年期間辦公室休假 
春節期間，共融堂區辦公室和士林堂辦公室

休假時間為 2/10(三)至 2/16(二)。 

◆兒童冬令營圓滿完成 
感謝天主帶領和聖神的幫助， 

共融堂區第二屆【愛在這裡】 

兒童冬令營(2/3～2/6)已經

圓滿完成。總共 42 位小朋友

(超過半數不是教友) 在本次

籌辦的神父、修女們、支援的

志工們和全體工作人員的通

力合作之下，度過充實、快樂

且充滿感動的四天。讓我們一

起繼續為這些 

可愛的小天使 

祈禱，在主愛 

澆灌下都能夠 

成為教會未來 

的小小尖兵。 

 

◇ 祝福 郝若瑟神父 02/10 生日快樂！ 

 

婚姻金句 
基督信徒有以喜樂和信念去宣報 

有關家庭好消息的使命。 

 

◆聖灰禮儀特別報告 

今年聖灰禮儀在 2月 17日，注意只有
晚上有聖灰禮儀，早上沒有平日彌撒，
敬請弟兄姊妹們安排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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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早餐暫停：防疫考量，士林堂、

石牌堂暫停每週主日後的共融早餐。農曆

新年後重新評估，安全無虞後再度開放。 

◆主日晚間祈禱團體 
由共融堂區教友發起的祈禱團體， 

透過 Line群組的串聯，讓大家在自

己家裡，於每週固定的時間內，為

寫在群組的所有意向一起祈禱： 

(a.目的：發揮共同祈禱的力量 

(b.邀請對象：共融堂區教友 

(c.時間：每主日晚上 9:00～9:30 

(d.進行方式：(1)在主日晚上 9時

前或後將您的祈禱意向(可以有數

個)傳到此群組；(2)在家裡唸玫瑰

經或慈悲串經；(3)全體共同祈禱 

◇注意事項：參加者傳訊息到群組

內的時間僅限於上述時間內傳送。 

傳到群組的祈禱意向不需重覆。 

在唸玫瑰經或慈悲串經時想到意向 

也可隨時輸入祈禱。 

◇請掃 QRcode加入： 
或由連結加入： 

https://line.me/R/ti/g/XuVbrNqK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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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早日脫離新型冠狀病毒祈禱文 
仁慈的天父，感謝祢賜給我們的各種

恩惠。我們謙卑地來到祢臺前，為缺少
相親相愛，向祢求宽恕；為沒有善用祢
賜給我們的各種恩惠向祢認罪；為我們
的自私、貪婪、不和睦、驕傲、冷漠，
以及一切不潔的思想和行為向祢誠心
懺悔。我們真心承認我們的罪過，求祢
憐憫我們並轉變我們的心。 
求祢在人心不安的日子裡垂憐我們

眾人，求祢拯救那些因得到新型冠狀病
毒而去世的人，並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
人早日康復。求祢降福並保護那些為照
顧被隔離的病患、所有醫療團隊成員，
保祐他們身心靈平安。 
也為我們的國家祈禱，尤其是執政

者、政府官員和各政黨，求主賜給他們
睿智、遠見、毅力、信心，在這關鍵時
刻能虛心信靠上主，並能同心協力、團
結一致，共度難關，使國家人民早日恢
復平安快樂的生活。 
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將耶穌的平安和安慰傳出去 
以往過年的時候，有很多機會可以外出

踏青或返鄉拜訪親戚，今年因為疫情影響， 

多數人不能遠行。神父除了鼓勵這時候多

陪伴鄰近的親戚長輩之外，也可以多關懷

周遭孤獨的長者，帶給他們耶穌的平安和

安慰。尤其當中有些是教友的長者，已經

很久沒有參加彌撒了，如果我們知道有這

些需要陪伴且不方便外出參加彌撒的弟兄

姊妹，共融堂區有神父願意在農曆年後前

往舉行家庭彌撒，請來電聯絡安排時間： 

共融堂區辦公室聯繫電話：(02)2832-4270 

 



 

 
 
 
 
 
 

 

常年期第五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願我們頌謝上主的仁慈，稱頌祂為人所做的奇事；因為祂使口渴的人獲
得滿足，使饑餓者飽饗美物。 
 讀經一  約伯傳七：1 - 4，6 - 7 

好人為什麼會受苦？不是常說好人有好報嗎？約伯傳試圖為我們解開

這個謎題，但是看來，它也沒有為我們提出一個絶然的答案，天主的聖意實

在深不可測。約伯是個外邦人，生性善良，富甲一方，家庭美滿，天主允許

魔鬼對約伯施加試探，使他失去財富和家人，還全身長滿惡瘡，看看這個時

候的約伯竟將如何？有三個好友對約伯的遭遇表示同情，企圖安慰他，他們

認為善良如約伯，竟遭受這麼大的不幸和痛苦，莫非是約伯犯罪的緣故？然

而他們的解釋和安慰都沒有辦法切中肯要，甚至搔不到癢處。約伯否認犯罪，

因此請求天主為他申冤。他的朋友提出另一個理由，認為約伯所以如此受苦，

是上主要警告世人或是為鍛煉祂所愛的人成器，人不可因此埋怨天主。 

最後天主在旋風中現身說法，要人謙虛為懷，不可妄作聰敏，完全承認

上主的大能、慈愛與上智，靠著信德把自己交付給天主。的確，受造物縱使

是人類，也不可以自身的遭遇向天主抗辯，因為陶工依照自己的自由意思揑

塑陶土，陶土豈能反抗？約伯傳的文字和內容都很優美，是一部文學的上乘

之作，聖經學者把它列為智慧書的範疇，很值得我們細細品嚐。 

 讀經二  格前九：16 -19；22 - 23 

「如果我不傳播福音，就有禍了！」難道這句話單對聖保祿宗徒適用嗎？

不是的，當我們領受洗禮時，傳播福音的責任就已經託付給我們了。 

梵二大公會議「教友傳教法令」給我們極明確的提醒：傳播福音除了靠

著司鐸特別負擔的宣講和施行聖事的任務來完成，教友也有應當完成的部分，

教友要成為「真理的合作者」，基本上和牧靈工作者是相輔相成的（教友法

令5）。傳播福音的工作不止於生活見證，還必需尋求機會以言語來宣揚基督，

引領外教人得到信仰，因為「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而且在每位教友的心

中，聖保祿這句話應該得到回響（教友傳教令 6參照）。至於聖保祿說：「對

信心輭弱的人，我就像他們一樣，為爭取那些輭弱的人；對怎樣的人，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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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怎樣的人，為的是盡自己的力量去救一些人。」這並不是說，為了某些

人，我們非得先與他們合流不可；不是的，我們是要站在堅強的信德基礎上，

本著同理心，與人親近，引導人們更加接近基督。而傳福音，要不求名利的

去傳，我們最大的奬賞就是名字被豋記在天上了（路一：20b）。 

 福音  谷一：29 -39 

主耶穌基督巡行加里肋亞海岸各城鎮村莊，宣揚天國、施恩行善、治病

驅魔，幾乎全部的時間都用上了。但是祂在忙中，仍不忘尋找機會向天父祈

禱。聖史馬爾谷這樣記載：「清晨，天還很黑，耶穌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

地方，在那裏祈禱。」四部福音都對耶穌的祈禱多所著墨，今天，我們就來

談談主耶穌的祈禱。 

四位聖史為我們指出耶穌每在重要的時刻都會先行祈禱，以尋求天父的

旨意，而顯示出祂對天父的順服。相信祂在曠野四十天，受魔鬼試探的前後，

必然做了深刻的祈禱。耶穌開始傳道生活，受若翰的洗禮後立即祈禱，天為

之開了，聖神如鴿子形像降臨，天上傳來天父的聲音（路三：21 - 22）；耶

穌在選十二個門徒前曾徹夜祈禱（路六：12）；耶穌以五餅二魚顯示增餅的

奇蹟後，獨自上山祈禱（谷六：46）；耶穌在大伯爾山顯聖容時，也是在祈

禱中（路九：29）；在最後的晚餐，祂為自己、為門徒、為信友祈禱（若十

七）；受難前在橄欖山園祈禱（瑪二十六：39）；路加記載當時的主耶穌血汗

併流（路二十二：44）。馬爾谷所記的則有三次，一是在主開始傳道時（谷

一：35即今天福音所述），二是傳道的中段（谷六：46），最後一次為山園祈

禱（谷十四：32）。看得出來，耶穌的確在每個重大的時刻祈禱。 

耶穌本就是天主，何以祂仍然要向天父祈禱？我們看到他的祈禱有特別

的內容：其一，讚美天父，因為祂是萬有的根源；其二，為自己也為世人祈

禱，教導我們，就如兒女向父親請求，父親無不應允的；其三，為拯救世人，

持續地向天父祈禱，以增加力量而克盡全功（谷十四：32 -42；瑪七：7 - 11）。

更重要的，祂教導我們以天主經的內容向天父祈禱，因為凡我們為光榮天主，

為傳揚福音，以及為生活上的一切所需，包括物資、精神、獲得罪赦、免於

災禍、抗拒魔誘，在天主經的祈禱中，無一不備，何其簡明而易行，若信友

天天以天主經的內容祈禱和默想，已足夠作為往赴天鄉的資糧了。 

福音的第二個重點是「宣講」。主耶穌宣講天國的福音，佐以愛的實際

行動，讓人感動而樂於接受。主也把這個言與行的工作托付給宗徒們，更托

付給信友們，所以每位兄姊都有責任把耶穌介紹給別人，讓人有機會接近祂，

更好是得到信仰。雖然聖保祿說：「如果我不傳播福音，就有禍了。」但在

羅馬書第十章，他也講過：「人若不信祂，又怎能呼號祂呢？從未聽到祂，

又怎麼能信祂呢？沒有宣講者，又怎能聽到呢？若沒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

宣講呢？正如經上記載：傳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麼美麗啊！」（羅十：14 - 15）。

各位兄姊，我們的脚步必定是美麗的，當我們勇敢的去傳播福音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