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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一)追思已亡彌撒

電話：2832-1337
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 號
www.lanya-shrine.org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常年期 禮儀日曆

士林、石牌、蘭雅堂皆有兩台追思已亡彌撒， 11/02(一)
追思已亡
分別為早上 7:00、晚上 7:30，敬請參加。 11/04 聖嘉祿‧鮑榮茂主教 紀念

◆耶穌聖心彌撒、追思已亡及明供聖體
(11/6 為 11 月第一週五，平日彌撒取消)
堂區 11/6 彌撒時間 11/6 明供聖體
士林 19:30 追思已亡
20:00
15:00-19:30 個人
19:30-20:00 團體

石牌

20:00 追思已亡

蘭雅

19:30 耶穌聖心彌撒

◆十一月煉靈月特別奉獻
教會鼓勵教友在煉靈月為已亡親友獻彌
撒，使亡者能早日在天享永福；教堂備有
信封，請填寫您要奉獻的亡者姓名，盡早
帶回士林、石牌、社子堂交給神父，神父
從 11/1 起將為所有已經交回堂區登記奉
獻的亡者每天做一台彌撒，到 11/30。

◆煉靈月 追思已亡彌撒
大直墓園：11/2 (一) 14:30
八分寮： 11/7 (六) 10:00
三德墓園：11/2 (一) 10:00
龍巖福田：11/7 (六) 14:00
金寶山： 11/7 (六) 10:30
慈恩園： 11/8 (日) 14:30
◆ 為煉靈求「大赦」的方法：
(一)求「全大赦」
，辦理妥當告解、
善領聖體以及按教宗意向祈禱：
1.於 11/1-8 至墓地為亡者祈禱，
或在心裡為亡者祈求。(疫情期間
宗 座 聖 赦院 頒布法令，可自行選擇
本月另一時段，或分開來的任何八日
履行該善工。
（上述八日內每日履行
有關善工，都可獲一個全大赦。）

2.於追思已亡日 11/2 前一主日、
或後一主日，或於諸聖節，到聖堂
(11/27 顯靈聖牌聖母慶日瞻禮 歡迎參加！) 或小堂為亡者祈禱，念〈天主經〉
及〈信經〉
。(疫情期間亦可在 11 月
11/18(三) 為教會
羅際元神父
19:30
份選另一日期履行該善工。
11/19(四) 為弱勢
饒志成神父
19:30
(二)求「有限大赦」
，辦理妥當告
11/20(五) 為家庭
郝若瑟神父
19:30
解、善領聖體及按教宗意向祈禱：
11/21(六) 為青年
王承前神父
19:30
1.在墓地或在心裡為亡者祈求。
11/22(日) 為司鐸
王承前神父
10:00
2.虔誠誦念亡者日課的早禱或
11/23(一) 為聖召
裴育聖神父
19:30
晚禱，或念「凡諸信者靈魂，賴
11/24(二) 為病苦
阮進懷神父
19:30
天主仁慈，息止安所。阿們！」
11/25(三) 為愛德
楊伯多祿神父 19:30
◇請參考「宗座聖赦院於當前新型
11/26(四) 為國家
魏伯多祿神父 19:30
冠狀病毒疫情下頒賜全大赦予煉靈
11/27(五) 瞻禮慶日 費克強神父
19:30
之法令」https://reurl.cc/bRqMMM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九日敬禮

《11/1 諸聖節 11/2 追思已亡》

【我們在這裡真好】
（瑪 17：4）

◆「諸聖節」的意義：
天主願意我們得救，在世上度著充滿著愛
的豐富生命，來日在天上做聖人，繼續為
世人造福，及為人祈禱;「諸聖節」邀請
我們有志氣為人謀幸福，將來做聖人。
◆「追思已亡節」的意義：
天主給機會那些在生活上還未完善的亡
者，靠大家的祈禱，互相幫助，可以上天
堂。所以我們要以愛心，為亡者祈禱，亦
要設法幫助別人，完善自己的生活。

當朝拜聖體時，您在想什麼？說
什麼？做什麼？讓我們一同學習，
祈禱靈修，更加親近耶穌聖體。
時間：11/5(四) 19:30～21:00
地點：石牌天主堂 保祿廳
講者：徐千邦執事

宗座聖赦院 於當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頒賜全大赦予煉靈之法令「節錄」
在本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為獲取適
用於已亡信眾的全大赦，在必須履行的善
工和必須滿全的條件上，均可為保障信友
的安全而作出適應，而頒賜大赦的時期，
伸延至整個 11 月份。…經教宗方濟各特
准，樂意於本年，在群體聚集被禁止的情
況下，批准以下適應疫情而作的安排：(…
全大赦規則之部分文略…)
長者、病人及所有基於嚴重原因─例如
基於有關當局於目前疫情下，為避免眾多
信友擠進神聖地點所設的限制─而不能離
開家居者，可藉著與其他信友保持心神上
的契合，並完全擺脫對罪惡的依戀，以及
盡快滿全三個慣常的條件（領受告解聖
事、在彌撒中領聖體，並為教宗的意向祈
禱）的意願，在耶穌或聖母的聖相或聖像
前虔誠誦念為亡者的經文，例如聖教日課
為亡者的晨禱或晚禱，或念玫瑰經、慈悲
串經，或念其他為亡者最常用的禱文，或
專心反省為亡者禮儀採用的其中一篇福
音，或透過履行一項慈悲善工，同時把自
己生活上的辛勞痛苦奉獻給天主。……
●完整法令請參考主教團網頁：
https://www.catholic.org.tw/vatican/3info_v
/Decreto_cn%20202010_TW.pdf

◆11/21 迎接將臨期徒步朝聖
陪伴聖母下鄉探親（石牌堂主辦）
09:20 出發 紅樹林捷運站星巴克
12:00 彌撒 淡水本篤修道院
◇請自備飲水、筷子、口罩（彌撒時）
費用100 元，請向各堂傳協會長報
名、繳費，後彙整給共融堂葉秘書。
◆聖文生善會【英語品格教育營

系列】 - 孩子的童年不能等
時間：11/14(六) 地點：士林天主堂
聖文生善會舉辦英語教育營 (困難
家庭優先，費用全免！)報名網址：
https://qrgo.page.link/hnhVZ
亦可掃描 QRcode 報名：
或電 0963-603-950 詢問
祈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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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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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德馨姊妹、
林
堂 韋哲啓夫婦、趙若杰弟兄、倪祚沁姊妹、
鍾玲玉姊妹、王美智姊妹、吳孟芸姊妹、
王頴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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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希良弟兄、
牌
堂 陳杭璋弟兄、張海宇弟兄、葉漢明弟兄、
劉先怡弟兄、莊明陽弟兄、黃西滿姊妹、
黃世豪弟兄、張吳維貞姊妹、曲謝福妹
姊妹、方莊金葉姊妹
趙明玉姐妹、胡迪寰弟兄、李素英姐妹、
蘭
雅 趙湘雯姊妹、謝玉梅姊妹、劉曼玲姊妹、
堂 劉家彰弟兄、簡月華姊妹、陳彥伯弟兄、
陳石玉坤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