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 融 堂 訊
本堂神父：柳學文神父

2018 年 11 月 4 日

朝聖地主任：潘文線神父

堂區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乙年 常年期第卅一主日

堂區信箱：lanyashrine@gmail.com

士林耶穌君王堂
台北市士林區中
正路 264 號
電話：2832-4270

石牌聖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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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
路 2 段 90 巷 20 號
電話：2821-4735

1. 泰澤祈禱：
11/9(五)晚上 7:30 在士林堂舉行泰澤祈禱，
青年們準備了多元化的音樂，請教友參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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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備有信封袋，請填寫您
需要奉獻的亡者姓名，填妥後交回士林堂或石
牌堂，神父將為已經奉獻的亡者每天做一台彌
撒，一直到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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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兆雲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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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遣使會北區堂區青年共融
營 標: 在主內我們是一家人
時 間: 12 月 1 日(六)08:30-18:00
地 點: 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對 象: 國一生~35 歲未婚青年
報 名 費: 200 元
活動內容: BBQ 烤肉、破冰遊戲、刺激的闖關
遊戲(建立團體共識)
報名截止日期: 2018.11.18(日)
報名請洽共融堂區辦公室
5. 文生關懷據點舉辦台南旅遊：
時間：12/1(六)-12/2(日) 兩天一夜
地點：台南後壁菁寮聖十字架堂、聖若瑟堂
費用：每人 3500 元
報名截止日為 11 月 18 日(日)止
報名請洽劉炳寬弟兄
6. 明年度的月曆已經印製完成，歡迎有需要的教
友索取，自由奉獻(成本 100 元)。

常年期第三十一週禮儀日曆
11/7(三)
11/9(五)

聖吳國盛(伯鐸)殉道

拉特朗聖殿奉獻日

自由紀念日
慶日

11/10(六)

聖良一世教宗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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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牌堂

12/1(六)上午 10:00

倪國宏弟兄
黃愛珊姊妹

殯葬彌撒
石牌堂

11/7(三)上午 9:00

丁厚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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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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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陳蘭生夫婦、周榮安弟兄、盧德馨姊妹、
林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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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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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海宇弟兄、張吳維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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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
謝玉梅姊妹、劉曼玲姊妹、黃玉真姊妹、
雅
堂
劉家彰弟兄、簡月華姊妹、陳石玉坤姊妹、
張懋弟兄
信友為煉靈求「全大赦」
：
於 11 月 1 日至 8 日，到墓地為亡者祈禱，或在
心裡為亡者祈求。
信友為煉靈求「限大赦」
：
1. 在墓地為亡者祈禱，或在心裡為亡者祈求。
2. 虔誠誦唸亡者日課的早禱或晚禱，或唸「凡諸信
者靈魂，賴天主仁慈，息止安所。阿們。」
(《大赦手冊》1999 年，29)

申五 6）
在愛的誡命裡，愛天主是屬靈性範疇的事情，
【申六 2-6；希七 23-28；谷十二 28-34】
關注的是人與天主的關係，而愛人則是屬倫理範疇
潘家駿神父
的事情，所關注的是人與人的關係。這兩條誡命本
時序漸進，這個主日已經踏入常年期第三十一
來可以說是形影不離、相輔相成的，但弔詭的是，
主日，再過三個主日乙年禮儀年度就即將結束。禮
我們總是可以把愛天主掛在嘴邊，卻無法把愛人放
儀年正是我們生命周期的縮影，提醒人生命有始，
在心上，甚至常以愛天主的理由而對人行使暴力和
亦有終，而整個世界也是如此，有開始也有結束。
迫害。或許愛不愛天主，誰也無法證明，同時也不
想到世界的終結，很自然地就令人想到默示錄中所
向任何人負責，因此我們常常很放心地用嘴巴說愛
預言的可怕景象，不得不令人對那位將在末日要來
天主說得令人感動、用詠唱唱得令別人痛哭流涕，
審判世界的君王產生敬畏之情。然而，今天的讀經
但是一旦要我們回到生活中以行動去愛人、特別是
卻給人另一個圖像：一幅充滿人情味，充滿愛的圖
愛仇人，卻是會令我們當中許多人變得噤聲無語。
像。或許在這舊的禮儀年度即將結束，而新的禮儀
我們捫心自問是否做到了耶穌所教導的愛的
年度尚未開始之際，今天的禮儀以這幅愛的圖像來
誡命？就算曾經做了，又有多常做到呢？要記得，
提醒我們，該當以怎樣的愛的生命態度和愛的生活
接受耶穌在福音中對我們的諄諄教誨，並且遵循而
方式來準備我們自己，去面對那必將到來的審判，
行，是天主給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然而，我們卻
以獲取那決不失落的天國。
是常常反其道而行，這個世界的許多人們非但沒有
因此，在第一篇讀經《申命紀》中，當我們聽
專注在天主的愛上，跟自我和好，反而跟其他人爭
著天主對順從祂誡命和法令的人所要賜予的恩許
戰不休，在你、我之間製造一波又一波的恐懼與不
時，心中不禁因天主的慈愛而充滿了濃濃的甜蜜滋
安，用帶著恐懼的眼光來看待彼此。因此，生活就
味，這恩許是這樣許諾的：「以色列啊！你們要聽
常處在一種無法愛人，甚且令人費解的仇恨與敵意
著，而且要遵行，使你們在流奶流蜜的地方獲得幸
當中，心裡的不滿更是常常龐大到無法擺脫，不管
福，人數增多，如同你們祖先的天主上主所許給你
走到哪裡，都如影隨形，彷彿一大片烏雲，遮去了
們的。」在天主許諾之後，緊接著《申命紀》道出
了人對天主許諾的最極致回應：「以色列啊！聽著！ 生命的過去與未來。
因此，要實踐天主愛的誡命，靠我們人那有限
我們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你當全心、全靈、
度的愛肯定做不到，我們需要來自天主的愛的能力。
全力、愛你的天主上主。」這句話日後成為猶太人
耶穌透過十字架的犧牲已經將祂的聖心賜給了我
每日兩次必得誦唸的經文，以表達對唯一天主的信
仰，這句話也是耶穌在今天的福音中所引用的經文。 們，好教我們能用祂一樣的心去愛天父，也用祂一
樣的心去愛我們的近人。這全副愛天主的愛和愛人
我們可以說，這篇讀經正是為本主日的福音鋪了
如己的愛，要藉著感恩聖祭裡的聖體和聖血進入到
路。
我們的生命內，這正是耶穌付出祂最大的愛的一刻，
本主日的福音就是透過有關天主誡命中，哪一
是祂為拯救我們而將自己奉獻給天父的一刻，這一
條是最大的這個問題，來引出「愛天主和愛人」這
刻也是祂獻出自己的體和血作為我們的精神食糧
一體兩面的主題。這段福音的脈絡是，當耶穌有力
和飲料的一刻。而就是在這一時刻，我們擁有了天
地回答撒杜塞人有關人將來要復活的問題，而令這
主愛我們愛到底的生命；也是在這一時刻，我們擁
些人啞口無言之後，就誰也不敢再問祂了。但在法
有了愛近人的行動潛能。
利塞人中有一個經師，見耶穌對答如流，說得頭頭
道理的一開始，我們提到了末世，而末世的景
是道，便對耶穌十分欽佩，於是滿懷受教之心前來
詢問耶穌，一個關於法利賽人彼此間常爭辯的問題： 象究竟是可怕，還是充滿盼望，都取決於我們怎樣
去回應天主的愛情。在今天的福音裡，耶穌的答案
「哪一條誡命是第一條呢？」
不僅顛覆了法利賽人的思維，也為所有聆聽福音的
然而耶穌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第一條是……
人帶來了挑戰：這項愛的誡命到底是要成為我們的
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兩節
生命，抑或只是淪為我們所熟悉的教條而已呢？這
經文所包含的內容，正是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和生
項誡命到底跟我們生命的關係是要成為我們的生
活的基礎，因此，他們不僅把這經文牢記在心，還
活方式，還是只是淪為信仰的知識而已？判斷的準
牢牢地繫在手上，綁在頭上，以時時處處提醒自己。
則是，因為每一段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
然而，耶穌的這個回答鐵定會令以色列人出乎意料
主，以及愛人如己的生命故事，都該當是一個轉型
之外，因為以色列人普遍認為，在眾多的規則和禁
改變生命的故事，如果在愛過之前與愛過以後都還
令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十誡。梅瑟在申命紀中就曾
是同一個人，那就表示我們讓耶穌這「二等於一」
解釋說，十誡是天主自己所頒布、並受到全體人民
的愛的誡命仍然停留在某種層次的教條上或信仰
聽從的十條誡命。只有這些誡命是由天主自己所宣
知識上而已，這同時也告訴我們，我們愛得還不夠。
布的，其他的誡命和禁令則是由梅瑟解釋並頒布給
阿們！
人民遵守的，因此並不是直接來自天主。所以，根
據這個邏輯來說，耶穌在回答法學士的問題時，就
是硬要選擇也應該選擇十誡中的一誡，特別是選擇
第一誡：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出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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