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融堂訊
士林
士林耶穌君王堂

四旬期第四主日
2022/03/27（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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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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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第四總鐸區四旬期聯合避靜
◎ 3/27 (日) 士林堂 (聖堂)
神師：陳科神父
__10:30-14:00 默想、午餐、反省
14:30 和好聖事、玫瑰經
♁15:30-16:30【感恩聖祭】
《歡迎參加‧祈禱靈修》

《
自
由
參
加
》

◆【2022 聖週禮儀時間表】◆

教友們在四旬期都該妥善辦理
_和好聖事，可利用主日彌撒
_之前的半小時找神父辦告解。

四旬期 主祐平安
婚配彌撒
石牌 04/23(六) 張家芸姐妹
堂 下午 2:00 謝瑋哲先生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

4/1 為 4 月第一週五，士林堂及石牌堂
◇聖枝主日 4 月 10 日
平日彌撒取消，彌撒及明供聖體時間:
4/9(六)：士林堂 19:00 社子堂 19:30
堂區 耶穌聖心彌撒 明供聖體
4/10(日)：士林堂－09:00
石牌堂－08:30、19:30
19:30
士林
20:00
蘭雅堂－10:00 社子堂－09:00
15:00-19:30個人
石牌 20:00
◇蘭雅堂聖週一、二、三（4/11.12.13）
19:30-20:00團體
彌撒時間:19:30，早上彌撒取消。
◆四旬期拜苦路
◇聖週四 主的晚餐 4 月 14 日
石牌、蘭雅、社子堂：19:30(彌撒後有
主日
石牌堂 (4/10 除外)
遷供聖體) ；士林堂：19:00(印尼文)
彌撒後 士林堂 (4/10 除外)
◇聖週五 主受難日 4 月 15 日
石牌堂 每週五 19:30
拜苦路：士林、石牌、蘭雅堂－15:00
士林堂 (4/1 除外)
禮儀：士林、石牌、蘭雅、社子堂－19:30
(主受難日應守大小齋，藉祈禱和守齋來準備
教會最大的慶節－基督蒙難與復活的日子。)

◇聖週六 復活前夕 4 月 16 日
◎祝聖食物：士林堂：10:30-11:30
(麵包.燻肉.蛋.鹽)石牌堂：13:00-14:00
耶穌復活節守夜禮：
士林堂、蘭雅堂、社子堂－19:30
石牌堂－19:00(印尼文)
◇耶穌復活主日 4 月 17 日
士林、石牌、蘭雅－10:00 社子堂－9:00
(石牌堂晚上 19:30 彌撒取消)

社子堂

每週五 19:30 (台語)

蘭雅堂

每週五 19:30

◆四旬期青年避靜
4/02(六) 地點:石牌堂 保祿廳
神師：史若望神父 9:30 報到；
13:00 起：和好聖事、朝拜聖體、
聖體降福 (連絡：0927174270 陳玉真)

♁教宗方濟各為烏克蘭祈禱經文♁
上主,求祢寬恕我們的戰爭。
主耶穌基督、天主子,求祢垂憐我們罪人。
在基輔的砲火下誕生的主耶穌,求祢垂憐
我們。在哈爾科夫的防空洞死於母親懷中
的主耶穌,求祢垂憐我們。二十歲就被派
往前線的主耶穌,求祢垂憐我們。
主耶穌,在祢十字架的陰影下, 祢還是看
到了武裝的手,求祢垂憐我們。如果我們
眼見祢的手被鐵釘刺透仍不滿足,還要繼
續喝亡者被武器殘害而流下的血,求祢寬
恕我們。如果祢為了守護而創造的這雙
手,成了死亡的工具,求祢寬恕我們。
上主,如果我們繼續殘殺自己的弟兄,求
祢寬恕我們;如果我們像加音一樣,繼續
在自己的田裡拿石頭砸死亞伯爾,求祢寬
恕我們。如果我們仍不厭其煩地為殘酷無
情申辯,如果我們以自己的痛苦來合理化
我們慘無人道的舉動,求祢寬恕我們。
主,求祢寬恕我們的戰爭。主,求祢寬恕我
們的戰爭。主耶穌基督、天主子,我們哀
求祢。求祢使加音停手!
求祢光照我們的良知,不要讓我們的目的
得逞,求你不要讓我們為所欲為!
求祢阻止我們,主,求祢阻止我們!
當祢使加音停手之後,求祢也眷顧他!
他是我們的弟兄。主啊,求祢終止暴力!
主,求祢阻止我們。阿們。

◆ 教區清明節追思彌撒
˙八分寮墓園：4/2(六)10:00
˙三德墓園：4/4(一)10:00
˙大直墓園：4/4(一)15:00
˙金寶山墓園：4/9(六)10:30
˙慈恩園：4/17(日)14:30 追思至 16:00

◆ 清明掃墓禮儀禱文
◇目前尚處流感以及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流行期間,最基本且重要的防疫措
(放在教堂後面 每家自由拿取)
施仍是落實:勤洗手、彌撒全程配戴口
♁主耶穌曾說:「我就是復活及生命,
罩、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生病
誰相信我,即使死了,仍然要活,凡是
及身體不適者,請安心在家休息。
活著而相信我的人,永遠不會死亡。」
◇請教友在參加任何已公布的教會活
♁樂於寬恕和援助罪人的天主,懇求
動前,先與主辦單位聯絡或上官方網
祢大發慈悲,恩賜一切去世的親友,
站查詢,確認活動是否如期舉行。
賴聖母瑪利亞及諸聖人的轉求,
早日加入他們的行列,共享永福。
因我們的主基督。

◇教友行愛德，服務眾兄姊 (三)
4/03(日)彌撒後 地點:士林堂
元健助聽器在主日彌撒後，為需要的兄姐
做聽力檢查，凡達到聽損程度(雙耳聽損
達60-90分貝)的兄姐，均獲贈助聽器乙部！
當天有資深選配師到場做檢測及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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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牌堂 4/3(日)候洗者懇禱禮
為今年度慕道班候洗者舉行的懇禱禮，將 士
在下主日「四旬期第五主日」早上彌撒中 林
於石牌堂舉行。歡迎前往觀禮給予祝福。 堂

◆四旬期愛德運動(明愛會)
劃撥:19143701(註明:四旬期)
●特殊奉獻袋若用完，請拿「為主傳愛」多
功能奉獻袋，背面勾選寫上「明愛會」即可。

【共融堂區 主日彌撒時間】
士林堂：週六 19:00；週日 09:00
社子堂：週六 19:30；週日 09:00
石牌堂：週日 08:30；週日 19:30
蘭雅朝聖地：週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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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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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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