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融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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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延平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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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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期 禮儀日曆

下主日預告：
【聖神降臨節】
◆復活期 和好聖事： 請復活節之前
尚未辦理告解的教友，在 6/5 五旬節主日
前，安排時間來找神父，辦理和好聖事。

5/31(二)

◆共融堂區【聖神降臨九日敬禮】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

讓我們如同宗徒圍繞聖母，一起祈禱，
以求聖神在我們生活內奔放！
共融堂區 2022 聖神降臨九日敬禮
日期
時間
教堂
主禮神父
5/27(五) 晚上 7:00 天母堂 劉中鋒神父
5/28(六) 晚上 7:30 社子堂 史若望神父
5/29(日) 上午 8:30 石牌堂 潘家駿神父
5/30(一) 晚上 7:00 天母堂 張永躍神父
5/31(二) 晚上 7:30 蘭雅堂 楊伯多祿神父
6/01(三) 晚上 7:30 士林堂
田鵬神父
6/02(四) 晚上 7:30 石牌堂 李春雨神父
6/03(五) 晚上 7:30 蘭雅堂 郝若瑟神父
6/04(六) 晚上 7:00 士林堂 孫華強神父
士林堂 上午 10:00
6/05(日) 五旬節主日
洪山川總主教

6/1
6/3

聖母訪親

慶日

聖猶定(猶思定)殉道 紀念
聖嘉祿‧盧安江等殉道 紀念

6/3 為 6 月第一週五，士林堂及石牌堂
平日彌撒取消，彌撒及明供聖體時間:

堂區 耶穌聖心彌撒
19:30
士林
石牌

20:00

明供聖體
20:00

15:00-19:30個人
19:30-20:00團體

◆共融堂區健康靈修講座
♁特別邀請醫院志工、陪伴送聖體的
教友、家中長期照護病人的家庭參加。
講者：仁愛會楊修女
地點：石牌天主堂保祿廳
◇6/18(六) 10:00-12:00 主題一:

『從救恩脈絡探討疾病的出路』
為何聖經中如此頻繁出現有關疾病的內容？
耶穌的治癒與我有關嗎？祂治癒有何含義？

◇6/25(六) 15:00-17:00 主題二:
（5/31～6/4，九日敬禮該堂的早上平日彌撒取消） 『怎麼看待及面對疾病？』
◇ 祝福 王承前神父 6/4 晉鐸 38 週年快樂！
◇ 祝福 卜魯士神父 6/2 晉鐸 49 週年快樂！

◆ 社區福傳種子基礎培訓
6/11（9:00-17:30）於 士林天主堂
對象：16 歲以上已領洗及堅振教友
回應「同道偕行」宗旨，體現共議性教會，
讓共融/參與/使命成為更新信仰生活的
動力，懇求天主引領我們成為福傳種子。

將疾病降臨到家人或我身上時,為什麼是我?
難道是懲罰?天主怎麼沒管我?這是麻煩嗎?
挖掘這些內心聲音背後存在的能量
_

2022【天主教台灣青年日】

◆瑪利亞起身並急速啟程(路 1:39)
時間：8/15(一)至 8/19(五)
地點：輔大中美堂、台北各堂區及修會
對象：15-35 歲，不限宗教

費用：NTD 2,500 元
窗口：02-27372555
https://reurl.cc/e64YdR

特刊：堂區網路讀經/祈禱團體資訊
(所有會議室請提前至少 10-15 分鐘加入)
週一◆19:30 讀經分享班
軟體：Zoom 聯絡：鄭光浩
進度：得撒洛尼前書
週二◆19:30 讀經班 聯絡人：蕭卓慧姐妹
軟體：Google Meet 代碼 jhv-jymg-cyx
進度:舊約瑪加伯下，後接智慧書
週二◆19:30 路加福音專題
軟體：Zoom 聯絡：張曉鶴
進度：路加福音
週四◆10:00 大德蘭全德之路讀書會
聯絡人：石致蓮 0933-760-540
週四◆21:00 為司鐸等神職祈禱
聯絡人：謝素瑾 0916-774-305
專為司鐸、聖召、教宗意向祈禱。
週五◆19:30 石牌天主堂玫瑰經祈禱
邀請兄姐共同參與，唸玫瑰經為平息疫
情、俄烏戰事、教宗意向..等祈禱。
週日◆21:00 主日晚間祈禱團體
讓大家於每週固定時間內，
為寫在群組的所有意向祈禱：

◆士林天主堂小磐石讀經班
時間：6/23 起 每週四 19:30-21:30
帶領者：張曉鶴姐妹
地點：士林堂教友活動中心
教材：
《希伯來書詮釋》光啟文化
(請先自行購書，謝謝)
詳洽：張曉鶴姐妹(0938309634)
或士林堂辦公室 02-2832-4270
_

♁為大家的平安和健康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
祢是人類軟弱時的唯一靠山。
求祢仁慈垂顧祢子女的痛苦處境;
他們正因今次疫症而受磨難。
求祢紓緩病者的痛苦,
賜力量給醫護人員,
並接納亡者，賜給他們祢的安息。
求祢在這災難時期,賜祢的子女,
因祢的慈悲,而獲得安慰。
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網路通訊群組使用規範提醒：
堂區的群組是教友交流信仰訊息的重要
空間，以堂區活動公告、靈修分享..等
為主。勿張貼與信仰無關之內容，謝謝。

祈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
《聖母喜樂經》是復活期的特別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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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教友們每天誦念，直到聖神降臨節。

聖母喜樂經 (白話文)
啟：天上母后，歡樂吧！阿肋路亞。
應：因為您親生的愛子，阿肋路亞。
啟：正如祂所預言，已經復活了，阿肋路亞。
應：請為我們祈求天主，阿肋 路亞。
啟：童貞瑪利亞，歡樂吧！阿肋路亞。
應：因為主真復活了，阿肋路亞。
啟：請大家祈禱：
應：天主，祢的聖子耶穌基督，我們的主
已經復活，天下萬民踴躍歡騰，懇求祢因
童貞聖母瑪利亞的轉求，賜我們分享永生
的喜樂。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復活期不念「三鐘經」而改念「喜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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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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琴姊妹、張朱婉娣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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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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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