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融堂訊
士林
士林耶穌君王堂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2021/11/07（乙年）
共融堂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石牌
石牌聖體堂

社子
蘭雅
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

電話：2832-4270
電話：2821-4735 北投區
士林區中正路 264號 石牌路 2 段 90 巷 20 號
shilinchurch@gmail.com

org
shipai-catholic-church.org

電話：2812-2841
士林區延平北路
6 段 175 號

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下週預告：士林耶穌君王堂、石牌聖體堂
11/14 (日)為【傳協會理事改選】投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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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二) 拉特朗聖殿奉獻日 慶日
11/10(三) 聖良一世教宗聖師 紀念
◆Talitha kum 祈禱會【找到內心的平安】
11/11(四) 都爾‧聖瑪定主教 紀念
○士林天主堂 11/12(五)19:30
11/12(五) 聖樂山主教殉道 紀念

邀請您來參與，讓我們一同在祈禱中領受來
自天主的平安！「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
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瑪 11:28》 石牌
堂
◆ 基督普世君王節 暨 士林堂堂慶
石牌
堂
11/20 - 19:00 聖體遊行＆彌撒

11/21 - 09:00 彌撒＆明供聖體

婚配彌撒
12/11(六) 陶德誠弟兄
下午 2:30 何易歡女士
01/08(六) 張澔宇弟兄
下午 2:30 許哲珮女士

◆共融堂區青年服務組成立
○節目表演 - 10:30（士林堂 前面廣場）
為發展青年牧靈福傳，神父聯合各
○堂慶聚餐 - 12:00（董文學 活動中心）
（抽獎券每張 100 元，請向游秘書購買。） 堂傳協會在上月組成專案小組。經
多次會議，聘請陳玉真姊妹擔任共
◆ 青年彌撒（每月第三主日晚上）
融堂區青年服務組組長，本月起專
時間：11/21(日) 19:30 地點：石牌天主堂
職為共融堂區的青年牧靈福傳工作。
歡迎一起來，同聲祈禱，高歌讚美上主！
♁請為青年祈禱，堂區的永續發展
(彌撒音樂服事:共融堂區青年葡萄小組)
關鍵在青年團體的成長。祈求天主
賜給青年服務組不斷成長的力量；
_◆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
更求聖神帶領所有教友盡己所能，
♁主保瞻禮 11/27 ♁九日敬禮 11/18-26 攜手合作，幫助青年團體的發展，
日期
主禮神父
_彌撒時間
在主愛共融中一起推動教會的未來。
11/18(四)
程若石神父
19:30
◆福傳志工培訓實務課程 之三
11/19(五)
林之鼎神父
19:30
時間：11/7(日) 下午 2:00-4:00
九 11/20(六)
王承前神父
19:30
地點：士林堂董文學中心（不需報名）
王承前神父
10:00
日 11/21(日)
來分享來學習，讓我們福傳走出去！
黃斯勝神父
19:30
敬 11/22(一)
11/23(二)
范凱令神父
19:30
◆天主教 400 年前在台灣的愛
禮 11/24(三)
孔天予神父
19:30
11/14(日)10:30 士林堂董文學中心
11/25(四)
柳學文神父
19:30
邀請曹銘宗老師，來分享四百年前
11/26(五)
潘家駿神父
19:30
西班牙傳教士來台灣傳教的歷史
主保
和故事，更讓我們藉著先人傳教士
11/27(六) 費克強會長神父 10:30
瞻禮
的奉獻，體會天主永恆不變的愛。

◆ 煉靈月追思已亡彌撒 各地墓園時間

◆ 煉靈月獻彌撒信封袋

八分寮：11/6(六)10:00 慈恩園：11/7(日)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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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您要祈
禱的亡者姓名，盡早帶回士林、石
牌、社子堂交給神父，神父每天都會
為所有已經交回堂區登記奉獻的亡
者做一台彌撒，直到 11/30。

◇教會為煉靈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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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月選擇連續或分開的
任何八日至墓地為亡者祈禱，或在心裡為亡者祈
求。
（八日內每日履行有關善工，都可獲一個全
大赦。）2.於追思已亡日前或後一主日或於諸聖
節，到聖堂或小堂為亡者祈禱，念〈天主經〉及〈信
經〉
。(疫情期間可在 11 月選另一日履行該善工。 【公告日】各堂傳協改選
(二)求「有限大赦」
，辦理妥當告解、善領聖體及 (任期：2022 年1 月 至 2023 年12 月)
按教宗意向祈禱：1.在墓地或在心裡為亡者祈
◇ 士林天主堂 傳協會改選
求。2.虔誠誦念亡者日課的早禱或晚禱，或念「凡
自 10/30 起，公告候選名單兩週
諸信者靈魂，賴天主仁慈，息止安所。阿們！」
『11/13、11/14 選舉投票』
◇請參考「宗座聖赦院於當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11/21 堂慶，日程順延)
頒賜全大赦予煉靈之法令」
https://reurl.cc/bRqMMM

11/27、11/28 宣布選舉結果

◆台語彌撒應答暨彌撒曲唸(唱)會
因台北總教區福傳本地化推廣台語彌撒，
邀請堂區禮儀組及有興趣的教友來學習！
日期/時間：(兩次擇一參加即可)
11/13(週六) 14:30～16:30 (第一次)
11/20(週六) 09:30～11:30 (第二次)
地點：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示範帶唱：謝文鄉弟兄、李盈儀老師
指導神師：潘家駿神父

◆臺東【多良天主堂】整修募款
遣使會在臺東的多良天主堂，是在金崙堂區
人數最少、最年邁、也是經濟上較窮困的部落。
豪大雨連連加上近海風化，聖堂急需整修！
1.銀行帳號(可開抵稅收據)
(匯款後請電 28356773 黃小姐
告知您的姓名、地址以利寄送)

台北富邦銀行代碼：012
士林分行代碼：3006
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

◇ 石牌天主堂 傳協會改選
自 10/31 起，公告候選名單兩週
『11/14 選舉投票』
11/21 宣布選舉結果
◇蘭雅朝聖地、社子堂
日程及細節另在堂區宣布
●士林堂週一晚上7:30 的讀經班
自11/8 起恢復回到青年中心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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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牌
堂

300-210-452-609
(請註名:為多良天主堂)
2.郵局帳戶(不開收據)

戶名：金崙天主堂
帳號：0261148-0029752
(請註名:為多良天主堂)

●可用「為主傳愛奉獻袋」
背面下方寫:多良天主堂

蘭
雅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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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忠揚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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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燕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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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麗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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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秋妹姊妹、陳黃寶却姊妹、浦士坤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