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 融 堂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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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地主任：潘文線神父

堂區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乙年 常年期第卅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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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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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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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文生關懷據點舉辦台南旅遊：
時間：12/8(六)
地點：台南後壁菁寮聖十字架堂、聖若瑟堂
費用：每人 3200 元 (65 歲以上 2200 元)
報名截止日為 11 月 18 日(日)止
報名請洽劉炳寬弟兄

慕道班尋求陪伴者
感謝天主！今年有 12 位慕道者願意參加共
融堂區慕道班，但願意陪伴的教友卻很少，
神父希望每位教友都能參加慕道班，一方面
陪伴慕道友，另一方面能增進自己的靈修。
慕道班時間：星期三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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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一)
11/15(四)

聖樂山(若撒法)主教殉道

聖雅伯主教聖師

紀念日
自由紀念日

11/16(五)

聖麗達(瑪加利大)貞女

自由紀念日

11/16(五)

聖潔如 (日多達) 貞女

自由紀念日

11/17(六) 匈牙利‧聖麗莎聖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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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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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遣使會在大陸江西整修聖堂募款

11/18 主日彌撒後在士林堂
11/25 主日彌撒後在石牌堂

並且藉著人們向銀庫箱投錢的舉止而細細品味
社會人生百態。因為銀庫箱不只涉及到金錢，更
是涉及到人對金錢的態度，同時在這態度中也涉
【列上十七 10-16；希九：24-28；谷十二 38-44】
及人對信仰的投身。總之，透過金錢的捐獻，主
潘家駿神父
在本主日彌撒中，耶穌將透過《馬爾谷福音》 耶穌要將人性赤裸裸地予以剖析，並毫不隱藏地
向我們顯出真理來。
中的窮寡婦，教導我們什麼是「多」，而什麼是
主耶穌在銀庫箱前究竟看見了什麼？他看
「少」？什麼是「得」，而什麼是「失」？
見許多富有的人投了很多錢。當然，這些有錢人
在福音的敘述中，當耶穌於聖殿裡看見並向
的奉獻應該受到感激，同時也該為他們的奉獻感
門徒提起這位窮寡婦之前，祂先對當時代的社會
謝天主，因為他們的付出，肯定會為人群造福牟
及經濟現象做了一番評論。這番評論多少能夠幫
利。而在這許多捐獻銀錢的人群中，耶穌卻是特
助我們，在我們透過耶穌的眼睛與這位窮寡婦相
別注意到一個窮寡婦。這個窮寡婦只捐獻了兩個
遇時，能更加明白她所處生活環境的困難，也更
小錢，這「小錢」雖是當時流通貨幣裡最小的單
加了解她那奉獻舉動的卓犖不凡。可以說，耶穌
位，但她卻是把她全部的生活費都奉獻了出來。
的評論為今天的福音事件搭建了一個輔助我們
耶穌看到窮寡婦的這個舉動，馬上就有動於
理解其內容的時代背景。
衷，於是乘機將這窮寡婦的真誠與真正犧牲的精
耶穌在評論的一開始就這樣提到：「你們要
神擺在門徒面前，也讓門徒們瞭解福音的真精神：
提防經師。」對一般人來說，耶穌這樣的提醒似
「這個窮寡婦投入奉獻箱的比所有的人投得更
乎很唐突，也很令人茫然不解，因為對一般猶太
多。因為他們不過是把自己剩餘的投入，但是這
人來說，經師的生活與行為乃代表著當時社會道
寡婦自己非常貧困，卻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
德的標準，而對於他們這些被社會公認的道德楷
活費，都投進去了。」是的，在看透人心的天主
模階層，耶穌卻是叫人要防備他們，這就讓人不
子耶穌面前，這兩者之間的同一舉動卻有著天壤
禁要疑問：「為什麼？」耶穌當然知道聽眾的狐
疑不解，所以祂緊接著就說明為何要提防經師們： 之別。真正恭敬天主並不在乎獻儀的多寡，最重
要的還是內心的虔誠，因此聖教宗大額我略在註
「他們喜歡穿上長袍招搖過市，在公共場所接受
釋這段福音時，也不禁說出了：「天主不看人獻
人的敬禮問安，在會堂裡佔上座，在筵席上坐首
的多少，只看所獻的誠心多少。」
席。」綜合耶穌的這句評論，我們看到祂指出了
是的，從寡婦內心的虔誠中，耶穌肯定了她
經師的三大毛病：虛榮、吝嗇和偽善，而這三大
的慷慨奉獻！她慷慨地拿出自己的一切所有，即
毛病正是相反福音的三大要求：心謙、神貧和內
使所擁有的一切在數量上實在少得可憐，只是
在的真誠。正是因為這三大毛病而阻止了他們明
「只有」，但她不因為自己貧窮而處處為自己的
瞭福音，尤有甚者，竟使他們成為一心反對耶穌
匱乏著想，而是獻出她所擁有的一切，因為她明
和一意謀害耶穌的最根本理由。
瞭哪怕只是兩個小錢，但這微不足道的小錢也能
若這些經師只是表面如此生活，那麼對他人
夠服務於天主以及幫助更貧窮的兄弟姐妹們。的
或許也沒有什麼害處；然而，他們低俗的表面生
確，如同這位慷慨的窮寡婦婦一般，願意把我們
活卻是常常反映出他們低俗的內心態度，並且更
的「只有」交給耶穌，那麼我們手中所擁有的「只
進一步造生不公不義的舉止行動。有哪些不公不
有」就會成為許多人的祝福。是的，能夠「奉獻」、
義的行動呢？主耶穌在評論中就直接明著說：
可以「給予」，那麼即使是處在物質生活的匱乏
「他們吞沒了寡婦的家產，而以長久的祈禱作掩
當中，生命也將擁有最大的富足；即使是在給予
飾：這些人必要遭受更嚴厲的處罰。」原來，按
生命，卻是獲得更豐盛的生命。
照梅瑟的法律和先知的勸言，寡婦應受到特別的
最後，映現在我腦海中的一幕是，耶穌與
保護（參：出廿二 22；申十 18）
，但經師和法利
窮寡婦如果四目交接，當窮寡婦望著主耶穌那雙
賽人非但不特別保護這些弱勢者，反而覬覦她們
肯定及領受、接納的眼睛時，她一定會覺得自己
的家產，視她們為魚肉，更惡劣的是，他們藉著
雖然一無所有，但卻是又如此富足、如此幸福，
自己通曉法律常識的優勢，蓄意欺騙她們，假慈
因為她也可以慷慨付出。而當我們可以用耶穌的
悲為懷的名義來詐取她們的錢財。耶穌在聖殿裡
眼光去看待，以及用耶穌的態度去領受弟兄姊妹
所看見的那一位窮寡婦，就是在這樣一種不公不
在團體裡，或是我們家人在家庭中的付出，那麼
義、荊棘叢生的背景下求生存。
這些付出雖然或許只是窮寡婦的兩文錢，但是我
當耶穌評論了社會不公不義的現況之後，便
們將更懂得彼此珍惜，彼此接納，並彼此成為富
離開了外邦人能夠停留的聖殿殿院，帶著自己的
足的。阿們！
門徒進了婦女們的殿院，在這殿院裡設有捐獻的
銀庫箱。耶穌便坐在銀庫箱前觀看人們怎樣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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