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 融 堂 訊
本堂神父：柳學文神父
堂區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士林耶穌君王堂
台北市士林區中
正路 264 號
電話：2832-4270

2018 年 5 月 27 日

朝聖地主任：潘文線神父

乙年

堂區信箱：lanyashrine@gmail.com

天主聖三節

石牌聖體堂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
路 2 段 90 巷 20 號
電話：2821-4735

1.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
6 月 1 日為六月第一個星期五，共融堂區明供
聖體及耶穌聖心彌撒時間如下：
堂區
耶穌聖心彌撒
明供聖體
士林堂

19:30

石牌堂

20:00

蘭雅聖母顯靈聖牌朝聖地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 號
電話：0970818232

20:00
15:00-19:30(個人)
19:30(團體)

19:00
07:00
2. 石牌聖體堂 55 周年堂慶
蘭雅朝聖地

a. 音樂會：
6 月 2 日（六）下午 5:00 在石牌堂庭院舉
辦聖體聖血節音樂會，現場並有摸彩。
b. 堂慶彌撒時間
6 月 3 日 (日)上午 10:00，彌撒後有明供
聖體及共融午餐；晚上 7:30 仍有彌撒，歡
迎一起來朝拜上主。
3. 2018 聖體員避靜及派遣禮：
共融堂區(士林、石牌、蘭雅)的聖體服務員已
完成報名，屆時請務必著正式服裝出席。
時間：6 月 2 日(六)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派遣禮彌撒:下午 3:00)
地點：主教座堂
4. 奧撒南讀書會：
文生善會「奧撒南讀書會」開始招生囉！歡迎

常年期第八週禮儀日曆
5/29(二)
5/31(四)

聖何開枝(雅敬)殉道
聖母訪親

自由紀念日
慶日

6/1(五)

聖猶定(猶思定)殉道

紀念日

6/2(六)

聖才林及聖伯鐸殉道

自由紀念日

6/2(六)

特敬聖母

自由紀念日

代禱意向
請為我們週遭身體受病痛的親友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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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豐仁弟兄、應德耀夫婦、楊錫琦弟兄、
徐文秀姊妹、張子文弟兄、商淑貞姊妹、
康耀文弟兄、譚兆溶弟兄、林高月姊妹、
士
李謹之姊妹、汪小嵐姊妹、陳蘭生夫婦、
林
堂
周榮安弟兄、盧德馨姊妹、韋哲啓夫婦、
趙若杰弟兄、倪祚沁姊妹、李榮崑弟兄、
鍾玲玉姊妹、趙吳玉慶姊妹
包鴻綏弟兄、張軒誠弟兄、張萍影姐妹、
石
黃若瑟弟兄、張泮漁弟兄、張希良夫婦、
牌
曲謝福妹姊妹、張芝淑姊妹、陳杭璋弟兄
堂

蘭
雅
堂

趙明玉姐妹、欒平昇弟兄、胡迪寰弟兄、
李素英姐妹、趙湘雯姊妹、張世來弟兄、
謝玉梅姊妹、劉曼玲姊妹、黃玉真姊妹、
陳嘉福弟兄、劉家彰弟兄、簡月華姊妹、
陳石玉坤姊妹

6. 小文生生活營：

各位教友參加。

對象：升小三至升國一

時間：6/4(一)起，每週一上午 10:00~11:00

活動日期：7 月 4 日(三)至 7 月 8 日(日)

地點：士林堂活動中心。

活動地點：四湖文生中學

5. 耶穌聖心節：

報名：即日起至 6/8(五)止。

6 月 8 日(五)為耶穌聖心節，共融堂區耶穌聖
心彌撒時間如下：
(石牌堂及士林堂當日晨間彌撒移至晚上)
堂區

耶穌聖心彌撒

明供聖體

士林堂

19:30

20:00

石牌堂

19:30

20:00

蘭雅朝聖地

07:00

19:00

費用：3500 元(共融堂區全額補助)
詳情請見公佈欄。
7. 印尼朝聖：
時間：8/27(一)至 9/3(一)
費用：每人 37,000 元
報名至 5/31(四)止
報名請洽金崙天主堂蔡恩忠神父，電話：
089-771147。

天主聖三節
【申四 32-34, 39-40；羅八 14-17；瑪廿八 16-20】
潘家駿 神父

本主日我們又進入常年期主日。在聖神降臨
後的第一個常年期主日，教會慶祝天主聖三節，
也就是慶祝天主聖父、天主聖子和天主聖神的節
日。
每當我們想到或談到天主聖三時，很自然的
就會想到天主聖三的奧秘。然而雖然歷代的教父
和神學家們，不斷地試圖要將這聖三奧秘的面貌
用神學的語彙描繪出來，但總是很難用人的理智
和思維來說得明白。因此，教會也只能把天主對
有關祂自己的啟示，用人那極有限的語彙來描繪
天主無限無量的性體：
「祢和祢的獨生子及聖神，
只是一個主、一個天主，不是單獨一位，而是三
位一體。祢的光榮，和祢聖子的光榮，與聖神的
光榮，毫無差別。三位分明，性體唯一，尊威均
等。」
（本節日專用「頌謝詞」）
的確，面對這天大的奧秘，想要完全用我們
的理智去瞭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對我們人來
說，天主的啟示是要我們去相信，而非去全部理
解。然而，雖然我們的思維有限，永遠無法明瞭
天主的奧秘，或理解祂的思想與行徑，但是我們
的心却是可以認出祂的臨在，以及祂在我們生命
中的化工，因為我們可以讓天主的愛充滿我們，
在愛中稱祂為父，並在他人而特別是窮苦的人身
上認出基督來。所以我們能否取悅天主聖三，關
鍵就在於「愛」以及我們怎樣跟別人分享這天主
的愛。這種對聖三之愛的妙覺圓悟讓我想起了東
方教會的一闋禮儀禱文：「讓我們彼此相愛，所
以我們就能以合一的心靈宣信父、子、聖神，這
性體唯一、不能分割的三位一體。」的確，如果
要窮盡人間的詞彙來形容天主聖三，那麼應該非
「愛」字莫屬了。啊！原來「愛」才是能見心明
性地抓住天主的真覺心法！人的心靈無法抓住
的天主，但為祂的所有子女，天主卻是反過來一
個勁敞開為父為母的愛與疼惜。
這愛到底的愛情竟促使祂派遣祂的聖子來
到我們當中，並以祂那在十字架上的祭獻，而與
我們訂立了足以令我們驚奇得目瞪口呆的生命
盟約，這盟約要把我們引入天主兒女的生命中，
分享耶穌祂那「這是我的愛子」的生命。是的，
天主就是以如此的愛向我們啟示了祂那深邃的
奧秘，這是超越人理智範圍的奧秘，因此必須由
天主自己以愛的行動將這聖三的奧秘通傳給我
們。天主不僅讓我們在祂的愛中經驗這奧秘，更
邀請我們去參與這奧秘，且活出這奧秘。如果我
們不親身參與並活出這奧秘，那麼即使我們的道
理學得再多，神學懂得再深，這樣的奧秘為我們

個人而言仍然只是虛構的，而我們所認識的天主
也只是我們自己網路虛擬出來的幻象罷了。
因此在本主日彌撒的福音中，聖史瑪竇為我
們敘述耶穌在升天之前，賦予了我們大使命，這
使命就是：「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我的門徒，因父及子
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
都要教導他們遵守。」透過這福傳使命的實踐，
我們便能參與及活出天主聖三愛的奧秘，因為就
如教宗方濟各在他的勸諭《福音的喜樂》中所說
的「福傳使天主的國體現在我們的世界裡。」所
以，福音的宣講「有其清晰的社會性內容：因為
在福音的核心中有團體生活和對他人的委身。最
初的宣講內容已包括一種直接的道德內含，也就
是以愛德為中心。」換句話說，在福音的傳揚過
程中，「接納救恩信息和顯示手足真情，兩者之
間有著密不分的紐帶。」是的，耶穌所賦予我們
的使命，就是從我們自己走出去，走到我們的人
類同胞，擁抱我們的弟兄姊妹。
但如何讓這天主聖三的愛連結到我們的生
命中，好使我們能承擔起這大使命，以愛還愛呢？
在這大使命的派遣中，耶穌已經清楚地表達了基
督徒藉著洗禮而讓生命歸屬於聖父、聖子、聖神，
並且與天主聖三的每一位產生了生命的聯結：我
們與信德和救恩的本源－天主聖父有關係，因為
祂給我們再造一個新生命；我們與那將受洗者接
納到祂的教會裡的天主聖子有關係，因為祂拯救
了我們；我們與天主施予受洗者最大恩惠－天主
聖神有關係，因為祂把天主性的生命通傳給我們，
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兒女。
多麼殊勝榮寵！我們竟然能夠成為天主的
兒女，成為基督的同繼承者。或許我們會誠惶誠
恐地自問：怎麼可能？然而就如有一次照鏡子時，
突然驚覺自己與我那去逝的父親極其相像。看著
我自己的容貌，我突然看見了十五歲那年我見到
的父親容貌。他自卑、自負但又信心十足，我對
他崇拜但又批評，我愛他卻又怕他。當我在鏡中
看到我自己的容貌時，我驚呼我們兩個人怎麼會
那麼像。我在震驚我和父親的相似處時，我也體
會到我是他的兒子，我必需繼承他受人尊敬、懼
怕、讚美、誤會……就像我父親一樣。
同樣地，我們既是那位愛我們到底的天主的
兒女，所以我們擁有祂的 DNA（遺傳基因）
；盼望
我們那一天在照我們心靈的那一面鏡子時，我們
也會驚覺到，我們與三位一體的天主是何等地相
像啊！
會的，一定會的。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