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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十週禮儀日曆 
11/1(四) 諸聖節 節日 

11/2(五) 追思已亡  

11/3(六) 聖瑪定‧包瑞斯修士  自由紀念日 

11/3(六) 特敬聖母 自由紀念日 

婚配彌撒 

士林堂 11/22(四)下午 2：00 
羅承豪弟兄 

王湘榆姊妹 

殯葬彌撒 

士林堂 11/10(六)下午 2：00 林秋涼(惠子) 

婚姻金句 

「你的婚姻生活，就是你向孩子宣講的最佳福音」 

祈禱意向 

請為我們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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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林
堂 

應德耀夫婦、楊錫琦弟兄、徐文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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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蘭生夫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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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頴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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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希良夫婦、

曲謝福妹姊妹、張芝淑姊妹、陳杭璋弟兄、

張海宇弟兄、張吳維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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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家彰弟兄、簡月華姊妹、陳石玉坤姊妹、

張懋弟兄 

 

1. 煉靈月特別奉獻： 

11月為煉靈月，教會鼓勵教友們為已亡的

親朋好友奉獻彌撒，使我們的親人能早日

在天上得享永恆的福樂；教堂備有信封

袋，請填寫您需要奉獻的亡者姓名，於

10/31 日前交回士林堂或石牌堂，神父將

為已經奉獻的亡者每天做一台彌撒，從

11/1一直到 11/30。 

2. 共融堂區諸聖節及追思已亡彌撒時間： 

諸聖節 

士林堂：11/1(四)晚上 7:30 

石牌堂：11/1(四)晚上 7:30 
蘭雅堂: 11/1(四)晚上 7:30 

追思已亡 

士林堂：11/2(五)早上 7:00、晚上 7:30 

石牌堂：11/2(五)早上 7:00、晚上 7:30 
蘭雅堂: 11/2(五)晚上 7:30 

11 月 2 日 石 牌 堂 明 供 聖 體 時 間

15:00-19:00(個人) 

3. 聖母顯靈聖牌九日敬禮 

此次由蘭雅朝聖地主辦，請大家踴躍參加。 

日期 時間 主禮神父 祈禱意向 

11/18(日) 10:00 潘文線神父 為窮困弱勢者 

11/19(一) 19:30 卜魯士神父 為守貞潔生活 

11/20(二) 19:30 費克強神父 為家庭 

11/21(三) 19:30 洪性道神父 為青年 

11/22(四) 19:30 洪山川主教 為司鐸 

11/23(五) 19:30 蘇喜德神父 為聖召 

11/24(六) 19:30 周繼源副主教 為身心病苦者 

11/25(日) 10:00 潘文線神父 為父母親 

11/26(一) 19:30 范玉言神父 為國家 

11/27(二) 19:30 柳學文神父 為教友信德 

2018年 11月煉靈月追思已亡彌撒時間如下： 

三德墓園：11 月 2日(五)上午 10：00 

大直墓園：11 月 2日(五)下午 3：00 

八分寮墓園：11 月 3 日(六)上午 10：00 

慈恩園：11月 4 日(日)下午 2：30 

金寶山墓園：11 月 10日(六)上午 10：30 

請眾弟兄姊妹為煉獄中的靈魂祈禱。 

 

天上諸位聖人聖女請爲我們祈禱！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耶三十一 7-9；希五 1-6；谷十 46-52】 

                        潘家駿神父 

    本主日彌撒《馬爾谷福音》的內容非常美麗，

這一篇美麗的福音正是向我們敘述，一個渴望能夠

看見的耶里哥盲人，當他遇見了耶穌之後，如何重

啟光明，看見真相的故事。 

  這個治癒奇蹟故事的發生地點是在耶里哥城附

近，這座城市雖然世世代代承受著詛咒，而處在罪

惡的暗黑當中，但卻是擋不住這位將為我們受苦受

死的救主，祂就是要藉著死亡來為我們的生命除去

罪惡的詛咒，給我們的生命帶來光明。福音裡，我

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充分認識自己，知道自己是盲目

的人；同時從他對耶穌充滿信德和盼望的呼求，我

們更能體會到他那深切的渴望，渴望得到醫治。因

此，這渴望讓這名叫巴爾提買的瞎子豎起耳朵、打

開心，而聽見並覺知到有甚麼不尋常的事正在周圍

發生。於是他不僅為自己，也為在《瑪竇福音》中

所敘述的同一個故事中的另一個瞎子同伴大聲祈

求（瑪廿 30）。他詢問旁人這陣騷動究竟是怎麼回

事，而當他知道這正是他日夜所期待的那位路過這

裡，要往耶路撒冷去，便死命抓住機會狂呼吶喊。

這是他第一次而或許也將是最後一次的機會，能從

耶穌那裡得到他所最渴求的幫助，當然他拚死拚活

都絕不放棄這一次的機會，於是提高聲音吶喊：「耶

穌，達味之子，可憐我吧！」 

    然而，這個渴望不僅沒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鼓

勵，甚至被許多他身邊的人責斥，要他閉嘴、不要

出聲。但他決志再也不要停留在黑暗的光景當中，

他再也不願意活在老是聽來的虛假真相當中，如果

物換星移，以今天的話來說可能就是透過網路、媒

體、名嘴、政客等所告訴我們的所謂真相當中。他

要耶穌幫助他衝破黑暗、衝破虛假，他就是要看見

光明、看見真理。 

    因此之故，這個瞎子喊叫得更加厲害了：「達

味之子，可憐我吧！」瞎子的一再喊叫也成了我們

虔誠祈禱的榜樣，教導我們越是有困難就越要堅持

不懈地祈禱。我們有絕對充分的理由像巴爾提買這

樣喊叫，因為我們所擁有的耶穌就是一位充滿慈悲

的默西亞，祂就是本主日彌撒的第二篇讀經《致希

伯來書》中所說的，我們所擁有的大司祭，祂「有

能力同情無知和迷途的人」。而福音中的瞎子，所

代表的正是我們所有因罪而成為盲目無知和誤入

迷途的人，我們人常常因為心盲而處在黑暗當中，

而見不到光明，也找不到生命的出路；然而，只要

我們願意依靠耶穌的同情和慈悲，我們就可以在祂

的光照下，走上得救之路。  

    是的，我們既然擁有如此疼惜我們的天主，因

此福音中的瞎子當然有理由對耶穌如此滿懷信心

地繼續吶喊。這位瞎子所祈求的對象是慈悲的耶穌，

而非群眾，所以除非答案與回應來自耶穌，其他一

切他都不接受，而耶穌是從未拒絕有需要者的呼喊，

因此眾人的責斥只是促使瞎子更加堅定地呼喊。 

瞎子迫切的求憐聲立刻傳進耶穌憐憫和慈悲的心

中，耶穌不顧眾人的阻攔，停下腳步來回應他的呼

求，呼喚這個人來到自己跟前；而瞎子的回應則是

扔掉外衣，跳起來，一步躍出，帶著信心來到耶穌

面前。我們不也是該當如此嗎？當我們祈禱時，我

們也必須丟開裹在身上自以為義的外衣，卸下一切

重擔和糾纏內心的罪惡，來到耶穌跟前。 

    當巴爾提買來到耶穌跟前，他敏銳的聽力聽見

耶穌以祂慈悲憐憫的聲音並充滿慰藉的聲調對他

說：「你要我為你做甚麼？」身為全知全能者，耶

穌當然知道這個人所需要的是甚麼，但是耶穌時常

問那些想得醫治的人一些問題，其目的就是希望這

些求助者能夠以信德說出他們的需要，以預備好心

靈去接受他們所殷殷盼望得到的祝福。瞎子巴爾提

買回答耶穌說：「老師，請讓我看見。」在這回答

中，沒有遲疑、沒有驚慌，也沒有猶疑，因為他對

耶穌充滿了信心。這個信德的祈求聽在耶穌的耳朵

裡一定如同音樂一般，令祂喜悅，也觸動祂那慈悲

和憐憫的心弦，而發出與瞎子的祈求相互和弦的美

妙樂音：「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我想這句充

滿恩寵的應許，一定足夠巴爾提買餘音繞樑一輩子

生命。 

    故事到此似乎該結束了!可是還沒有結束，故

事緊接著告訴我們另一個訊息，而這個信息才是真

正的治癒：瞎子就在路上「跟著耶穌去了」。瞎子

利用機會馬上跟隨了耶穌，現在他的生命道路可以

走得穩穩當當了。開始的時候他可能只是希望疾病

得到治癒而來到耶穌跟前，但現在他超越了自己的

私欲願望而去跟隨了耶穌。是的，為了更有能力並

真正地看見真相，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遇到祂，而是

跟隨祂，就像這位瞎子一樣。因為我們無法憑自己

的力量去看見真理、認出耶穌，縱使我們已經多麼

接近真理、靠近耶穌，憑自己我們仍舊無法看見真

理，也無法識得真正的耶穌。《馬爾谷福音》一直

強調耶穌是一個我們無法掌握、無法參透的謎或秘

密，沒有祂的醫治和恩寵，便沒有人可以真正地明

白祂、看見祂，同時也不能看見祂要我們看見的人

生真相。 

    這則發生在兩千年前的美麗故事在時間上已

經過去，但在真理上卻是萬古常新。巴爾提買代表

了一切渴望醫治盲眼、獲得光明的人們；而納匝肋

人耶穌是世界的光，祂射出光芒，在祂內，才能夠

完全沒有黑暗。一旦我們把自己放在像瞎子巴爾提

買一般的位置上，祈求天主的憐憫，我們的瞎眼便

會得見耶穌就是光明、就是釋放者、就是救贖者，

並透過祂的光照而找到生命的真理與真相， 並且

有能力為真理作證，幫助人走上真理的道路。阿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