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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 九月 聖文生月 預告
9/9 (四) 真福菲德列‧奧撒南 紀念
9/11(六) 聖董文學 封聖 25 周年 紀念
_

9/12(日) 遣使會【聖召日】
9/27(一) 文生大家庭 年度聚會
9/27(一) 聖文生 瞻禮 (節日)

◇九月 聖文生月 慈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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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8
聖母誕辰
(三)
09/09 真福菲德列‧
(四)
奧薩南
09/11 聖董文學(若望)
(六)
司鐸殉道

慶日
紀念
紀念

婚配彌撒

(1) 9/26 彌撒獻儀將作為聖文生月奉獻。 士林 09/18(六) 宋俊頡先生
堂 上午 10:00 林秀芬姐妹
將用於遣使會的慈善事業和福傳工作。
殯葬彌撒
(2)「慈善奉獻存錢筒」之前已發給教友，
士林
09/18(六)
9/26 前可以在主日拿回教堂作奉獻；若
陳宏道弟兄
堂 下午 03:00
沒有存錢筒，請拿「為主傳愛奉獻袋」，
將您為聖文生月而存的奉獻帶回教堂。 ◇祝福費克強神父 9/11 生日快樂！

【泰澤祈禱 福傳音樂會】

◆ 9/11 聖董文學

9/10(五)晚上 7:30 在士林堂前面廣場
這場祈禱是今年度慕道班的開始，請您帶
朋友來！也來陪伴今年的新慕道者們！

為了慶祝聖董文學列聖品 25 周年，
遣使會將於 9/11 晚上 8 點，在天主教
台北總教區的 YouTube 頻道，承接大聖
若瑟年「與天主有約」線上接力祈禱，
，與信友共同為新冠疫情
◆慕道班招生《去傳愛！帶人來！》 分享聖人芳表
平息請求聖人轉禱；並於 9/12 上午在
♁因著信靠天主，我們時時都有無窮希望 高雄聖董文學天主堂，舉行聖董文學聖
和力量，心裡也常有平安，真是無比幸福！ 髑恭迎安置暨列聖品 25 周年感恩祭。

讓我們把天主的平安分享出去吧！
♁為慕道班祈禱，求主保佑我們身為教友
的福傳工作，在聖神帶領之下努力傳愛，
成為漁人的漁夫，來擴展主內的大家庭。
【群組發布「共融堂區慕道班宣傳影片」
，
僅作慕道班邀請之用，請您只發給您身邊
受您邀請來參加共融堂區慕道班的對象。】
◆慕道班報名：2832-4270 或洽共融堂信箱

◆ 9/9 真福菲德列‧奧薩南
菲德列‧奧薩南，義大利人，是聖文
生善會創始人之一，擔任副會長濟弱扶
貧，並深入參與善會擴展事務。他生活
在主內，深刻與主連結，他家庭的信仰
氣氛濃厚，宛如一間小教堂，是基督徒
生活的典範。他的一生以愛德為優先，
在生活中實踐愛人如己的精神，活出信
仰的最佳典範，也是教友的最好榜樣。

【兒童、青少年主日學】開學
◇ 石牌堂兒童主日學
時間：9/12(日)起 上午 10:00-11:00
對象：國小一至五年級的小朋友。
請向鄭大瑜老師或蕭卓慧老師報名

◇ 士林堂兒童主日學
時間：9/26(日)起 上午 10:30-11:30
對象：國小一至五年級的小朋友
請向游秘書或張玉華老師報名

◇ 青少年主日學
時間：9/12(日)起，上午主日彌撒後
◇ 每個月第一、三週在士林堂上課
◇ 每個月第二、四週在石牌堂上課
對象：國小六年級至國三
請向林恆良、蕭卓慧老師或游秘書報名

◆ 士林堂 小磐石讀經班 歡迎您
本期時間：2021 年 9/23～2022 年 3 月
每週四晚上 19:30～21:30
地點：士林耶穌君王堂 教友活動中心
教材：
《迦拉達書詮釋》
《羅馬書詮釋》
報名/訂書請在 9/9 前致電：2832-4270

【彌撒及堂區活動 恢復公告】
◆各堂區恢復 主日及平日彌撒。
◆恢復團體聚會/課程(如讀經班、
慕道班)，但仍暫停共融餐會和營隊
等，有可能會近距離接觸之活動。
◇堂區活動仍須嚴格遵守規定：
1.彌撒限制 80 人以內(含所有服
務人員)，請提早由正門依序入座，
不換座位並避免反覆出入教堂。
2.務必配合防疫規定：實聯制、
量體溫、全程配戴口罩、勤消毒..等。
3.彌撒座位採「梅花座」
，前後座
交叉，確保室內間隔 1.5 公尺以上。
4.排隊行進時請保持距離，預先
做好動線規劃，避免行進路線交叉。
5.彌撒中傳遞奉獻的方式更改，
為防疫的奉獻方法請照各堂說明。
6.彌撒禮成，簡短祈禱後隨即離

開教堂，方便志工們清潔聖堂。

◆不能到場者，請在家參與線上
彌撒。依據天主教法典 87 條-1 項及
1248 條-2 項：在此非常時期，予以
豁免參與彌撒之本份。
◇保祿所寫的《迦拉達書詮釋》與《羅馬書》
，
內容相互映照，共同聚焦在：與天主建立正確 《請持續勤做善功為疫情平弭祈禱》
的關係(義德)，是藉著信德，而非出於遵守梅
瑟法律。保祿對此議題發揮的神學深度，在基
督徒自我身分的認同上，作出了深刻的貢獻。

大聖若瑟年「與天主有約」線上祈禱
七月起直到九月底 每晚 8:00
播出:台北總教區Youtube 頻道
https://reurl.cc/VEZ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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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林
堂

◆ 9/11 是聖董文學的故事和祈禱，歡迎
大家來參加，透過聖人轉求向天主祈禱；
◆ 9/21 是為無家可歸者，由聖文生善會
與共融堂區合作的祈禱主題，歡迎加入。

石
牌
堂

【信仰的歷史長河】講座

蘭
雅
堂

由廖修三弟兄主講，邀請真理電台錄製的
信仰講座，已於 8/18 起在網路上開播！
每週三新增一講 (當天放連結在 Line 群組)
頻道：天主教真理電台 Youtube 頻道

社
子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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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謹之姊妹、汪小嵐姊妹、盧德馨姊妹、
韋哲啓夫婦、趙若杰弟兄、倪祚沁姊妹、
王美智姊妹、鍾玲玉姊妹、蘇撫群弟兄、
吳孟芸姊妹、趙吳玉慶姊妹、王頴弟兄、
謝希忠弟兄
張軒誠弟兄、張萍影姐妹、黃若瑟弟兄、
張泮漁弟兄、張希良弟兄、陳杭璋弟兄、
張海宇弟兄、葉漢明弟兄、張海燕姐妹、
黃世豪弟兄、劉先怡弟兄、黃西滿姊妹、
張吳維貞姊妹、方莊金葉姊妹、
汪李美子姊妹
趙明玉姐妹、胡迪寰弟兄、趙湘雯姊妹、
謝玉梅姊妹、劉曼玲姊妹、簡月華姊妹、
陳彥伯弟兄、黃士雅弟兄、
陳石玉坤姊妹
鄭玉裁姊妹、邵秋菊姊妹、廖文芳弟兄、
潘碧玲姊妹、歐屏生弟兄、林子銜姊妹、
劉玉媛姊妹、黃清良弟兄、陳雙明弟兄、
陳黃寶却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