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融堂訊
士林
士林耶穌君王堂

基督普世君王節
2021/1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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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2-2841
士林區延平北路
6 段 175 號

org
shipai-catholic-church.org

shilinchurch@gmail.com

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抽獎券每張 100 元，歡迎購買。）
_

◆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

♁主保瞻禮 11/27 ♁九日敬禮 11/18-26

九
日
敬
禮

日期
11/18(四)
11/19(五)
11/20(六)
11/21(日)
11/22(一)
11/23(二)
11/24(三)
11/25(四)
11/26(五)

主禮神父
程若石神父
林之鼎神父
王承前神父
王承前神父
黃斯勝神父
范凱令神父
孔天予神父
柳學文神父
潘家駿神父

_彌撒時間

19:30
19:30
19:30
10:00
19:30
19:30
19:30
19:30
19:30

www.lanya-shrine.org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 基督普世君王節 暨 士林堂堂慶
11/20 - 19:00 聖體遊行＆彌撒
11/21 - 09:00 彌撒＆明供聖體
○節目表演 - 10:30 ○堂慶聚餐 - 12:00

電話：2832-1337
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 號

常年期 禮儀日曆
11/22(一) 聖采琪貞女殉道 紀念
11/24(三) 聖永樂司鐸及同伴殉道 紀念

無原罪
慶日
顯靈聖牌聖母
婚配彌撒
石牌 12/11(六) 陶德誠弟兄
堂
下午 2:30 何易歡女士
殯葬彌撒 (上午平日彌撒取消)
石牌 11/24(三)
紀律弟兄
堂
上午 9:00
11/27
(六)

【禮儀年度更換公告】 基督
普世君王節是乙年最後一個主日
(常年期第34 主日)，下週為丙年將
臨期第一主日，彌撒禮儀本將更換
成紅色的「主日感恩祭典(丙)」

主保
11/27(六) 費克強會長神父 10:30
瞻禮
11/27 慶日瞻禮，彌撒後餐點慶祝，歡迎參加！

◇ 祝福 楊伯多祿神父 11/23 生日快樂！

【將臨期避靜】共融鄰近堂區安排
◆石牌堂 12/4、12/5 神師：許達士神父
12/4(六) 9:00-14:00 後有明供聖體/聽告解
12/5(日) 8:30彌撒 講道10:00-12:00結束
◆士林堂 12/18(六) 神師：崔寶臣神父
主題：遠離奴役我們的偶像，走向在天主內的自由。

12/18(六) 9:30-14:30 (避靜地點在聖堂)
將於 12/18(六)13:00-14:30 開放辦告解
◆天母堂 11/27(六) 神師：許達士神父
11/27(六) 9:00-15:00，之後開放辦告解

◆基督君王節特殊奉獻
支持主教團事工，教堂備有特殊
奉獻袋，歡迎踴躍奉獻。 戶名：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郵政劃撥帳號：19700247
電話:(02)2732-6602 轉 263

《聖加大利納‧拉布萊》11/28

聖母顯靈聖牌敬禮禱文

聖加大利納‧拉布萊,1806 年出生法國
蒙提。1830 年被准許進入仁愛修女會。瑪
利亞,天主之母，在 1830 年 11 月 27 日賜
給當時的小加大利納聖牌的圖案。神視出
現在巴黎聖味增爵·德·保祿仁愛之女會母
院。加大利納看見聖母站在地球上,有令人
目眩的亮光從她伸展的手中射出。圍繞著
這景象的是題詞:“吁！瑪利亞,無原罪之
始胎,我等奔爾台前,望爾為我等祈！”聖
母指示加大利納,"依照這個樣式,做一個
聖牌,凡佩戴它又誠心誠意信賴我的人將
獲得豐富的恩寵。”經大主教的同意,在
1832 年鑄造了第一批聖牌並在巴黎發放。
聖母的恩典幾乎立即賜給戴她聖牌的人。
雖然受寵於聖母的顯現和其他恩寵,但是
她奉獻自己的一生,謙遜安靜地為老人服
務,逝世於 1876 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在
1933 年列她為真福;教宗碧岳十二世在
1947 年 7 月 27 日列品她為聖人。

無玷童貞瑪利亞，妳是吾主耶穌的
母親，也是我們的母親，顯靈聖牌
一再顯示，妳的轉求是無所不能，
從不令人失望，我們由衷的信賴妳；
現在我們懷著兒女孝愛之情，懇求
妳為我們獲得此九日敬禮所求得
恩寵恩惠，只要是對我們的靈魂，
和我們所代禱者的靈魂有益處的。
(此處可按個人意向祈求)
聖母瑪利亞，妳知道我們的靈魂，
多少次做過妳聖子的宮殿。
祂是憎恨罪惡的，所以求妳使我們
痛悔罪過，心靈純潔，得以全心愛慕
天主，並使我們一切思言行為，都能
讓妳聖子獲得更大的榮耀，更求妳
使我們獲得祈禱及克己的精神，
為使我們以刻苦補贖而重新得到因
罪過所失落的恩寵，妳是天使和
世人的母皇，求妳使我們日後也能
同居永福之所。阿們！

◆煉靈月獻彌撒信封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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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求「有限大赦」
，辦理妥當告解、善領聖體及
按教宗意向祈禱：1.在墓地或在心裡為亡者祈
求。2.虔誠誦念亡者日課的早禱或晚禱，或念「凡
諸信者靈魂，賴天主仁慈，息止安所。阿們！」
◇請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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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bRqMMM

◆共融堂區青年服務組成立
電話/Line：0927174270(陳玉真姊妹)
E-Mail：cmyouthservice@gmail.com
♁請為青年和堂區的永續發展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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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
雅
堂

社
子
奉獻索取。如果發完請聯絡共融堂辦公室詢問。 堂

◆2022文生家庭月曆請以家庭為單位向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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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先怡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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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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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