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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聖灰禮儀在 3/2 (週三)
士林堂、石牌堂：彌撒在 7:00 及 19:30
社子堂、蘭雅朝聖地：彌撒在 19:30
【3/2 守大、小齋】
：聖灰禮儀當日，凡年滿

電話：2832-1337
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 號

四旬期 禮儀日曆
3/2
(三)

聖灰禮儀日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

18 歲而未到 60 歲者應遵守大小齋，凡滿 14 3/4 為 3 月第一週五，平日彌撒取消，
歲者應遵守小齋。守大齋：當日只飽食一餐，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時間如下:
早晚可略進小食。守小齋：不食用肉類食品。 堂區 耶穌聖心彌撒 明供聖體
19:30
士林
20:00

◆四旬期拜苦路
主日
彌撒後
每週五
19:30
社子堂
蘭雅堂

石牌堂(4/10 除外)
士林堂(3/6、3/27、4/10 除外)
石牌堂(3/4 除外)
士林堂(3/4、3/11 除外)
每週五 19:30(台語)
每週五 19:30(拜苦路、聖體降福)

◆共融堂區 四旬期避靜
士林堂：（神師 - 許達士神父）

15:00-19:30個人
19:30-20:00團體
19:30 耶穌聖心 15:00-19:30
蘭雅
彌撒暨聖體降福 明供聖體

石牌

20:00

明供聖體主題：為世界和平祈禱，
特別為遭受戰爭的地方祈禱平安。

◆ 3/2 為和平祈禱，教宗呼籲
信友全心奉獻祈禱和禁食。

講題【與耶穌一起上耶路撒冷】
3/05(六) 9:30 開始
明供聖體＆和好聖事：14:00～
3/06(日) 主日彌撒＆彌撒後講座
蘭雅堂：（神師 - 麥安泰神父）
3/12(六) 9:30 開始
明供聖體＆和好聖事：15:00～
講題【四旬期選讀福音中的靈修】

教宗方濟各：耶穌教導我們用上主
的武器—祈禱和禁食來回應暴力
和惡魔的頑愚。邀請大家在 3/2，
即聖灰週三瞻禮這天，特別為和平
全心奉獻祈禱和禁食。願和平之后
保護世界免受戰爭瘋狂的蹂躪。

1.禮儀宣報的對象-外在世界 2.當代靈修的焦點-內
在世界 3.全在意識 4.走進啓示 5.靈修操練從有到無

日期：2022/3/27（週日）
講師：陳科神父
地點：士林天主堂（聖堂）
10:30 開始避靜/默想/反省
和好聖事：14:30，彌撒：15:30
午餐：100 元，歡迎自由奉獻
報名電話：02-2832-4270
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石牌堂：（神師 - 麥安泰神父）
講題【生活中的信仰與祈禱】
3/26(六) 9:00 開始
明供聖體＆和好聖事：14:00～
天母堂：（神師 - 潘家駿神父）
4/02(六) 9:00-16:00

◆第四總鐸區四旬期聯合避靜

◆為慕道班候洗者祈禱

◆聖畢哲祈禱文(請帶回家誦唸)

感謝天主，今年有 4 位慕道者宣示，將在
4/16 復活節前夕領洗，首先於 3/6(日)，
上午在石牌天主堂及下午在台北聖家堂，
通過甄選禮的儀式，接受堂區及主教祝福，
正式成為準備領洗的候洗者。歡迎您於
3/6(日)早上 8:30 到石牌堂觀禮給予他們
祝福，也請大家持續為候洗者祈禱。

在四旬期的開始，鼓勵教友誦唸思
念救主耶穌基督的苦難與生死的
禱文，共十五篇祈禱文與十五遍
天主經與聖母經。請以虔敬之心每
日誦唸，並且紀錄下來，持之以恆。

【為遣使會慈善事業募集零錢活動】

◆四旬期青年徒步朝聖
《五峰旗聖母朝聖地》

3/11(五)19:30～3/12(六)20:00
◆依循傳統，在每年四旬期開始，我們呼 報名費用：1000 元
籲遣使會堂區的每個教友開始儲蓄零錢， 參加對象：13-45 歲
線上報名請掃 QR code：
並在九月(聖文生月)最後一個主日奉獻。
◇今年所募集的總額的三分之一將用於援 聯絡：陳玉真 0927174270
助遣使會互助辦公室（VSO）
，該辦公室由
《不用出國也能欣賞世界藝術》
遣使會總會管理，旨在幫助貧困的遣使會
地點：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省會進行傳教和慈善工作。另外三分之一
◆宗教與藝術講座系列之一：
將用於支持臺灣文生大家庭「13 棟房子運
「海頓的《基督十架七言》」
動」
，最後的三分之一將用於支持德保社會
時間：3/20(日)14:00～15:45
服務辦公室為中國的窮人的服務。
講者：安吉恩神父 Fr. Emanuele Angiola
-（細節請參閱講座海報）
◆石牌堂兒童主日學 (6 歲至 11 歲)
3/6 開始，每主日上午 10:00-11:00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

◆石牌堂青少年主日學

3/13 開始，每月的第二、四週上課。
時間：上午 10:00-11:00
◆士林堂兒童主日學 (6 歲至 11 歲)
2/20 起每主日 10:30-11:30 (2/27 停課)

◆士林堂青少年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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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林
堂

2/20 開始，每月的第一、三週上課。
時間：10:30-11:30 (2/27 停課)

◆共融堂區主日學 踏青徒步淡水
對象:共融堂區的兒童與青少年、
神長、老師、陪伴的家長與教友
◇日期: 2/27(主日)彌撒結束之後
出發:上午 10:00(第一梯次石牌堂)
上午 10:20(第二梯次士林堂)
回程:下午 3:00(漁人碼頭輕軌轉捷運)
◇報名:石牌、士林堂之主日學老師、傳
協會正副主席、陳玉真姐妹(青年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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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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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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士坤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