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融堂訊
士林耶穌君王堂
士林

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2022/10/30（丙年）
共融堂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石牌聖體堂
石牌

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
社子
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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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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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二)諸聖節彌撒 19:30

常年期 禮儀日曆

士林、石牌、蘭雅朝聖地，諸聖節彌撒皆為 11/01(二)
諸聖節
節日
晚上 7:30，當天早上沒有平日彌撒。
11/02(三)
專用經文
追思已亡
◆11/2(三)追思已亡彌撒：
11/04
聖嘉祿‧鮑榮茂主教
紀念
士林、石牌、蘭雅堂皆有兩台追思已亡彌撒，
分別為早上 7:00、晚上 7:30，敬請參加。

◆11/4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

●為紀念祖先，11/6 石牌堂和士林堂在當主日 11月第一週五，上午沒有平日彌撒，耶穌
早上彌撒後有祭祖儀式，士林堂還有入龕儀式； 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主題:煉靈月)：
蘭雅朝聖地在 11/2 晚上追思已亡彌撒後祭祖。
堂區 耶穌聖心彌撒 明供聖體

◆石牌堂 11/12 臨終祝禱團追思彌撒

士林

天主教第四鐸區臨終安寧祝禱團，煉靈月
安排給家屬的追思彌撒，11/12 上午十點
在石牌堂舉行，歡迎收到通知的弟兄姊妹
闔家蒞臨，共同為過世的親友們祈禱。

石牌

19:3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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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2022 將臨期避靜-士林堂

◆11月煉靈月獻彌撒信封袋

時間：11/26(六) 9:00～15:30
主題：
「天主－人」陰柔與陽剛?!——
從陰陽觀想神性 藉陰陽再探人性
主講：林之鼎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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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將臨期避靜-石牌堂
時間：12/3(六) 9:00～16:00
主題：耶穌來臨我心 –
與耶穌探索將臨期的意義和祝福
主講：方進德神父

◆2022 將臨期避靜-蘭雅朝聖地
時間：12/3(六) 9:30～15:30
主題：請體驗，請觀看，
生活的天主是如何與我同在。
主講：林艾雯修女

◆ 讓愛動起來～牧靈講座
主題：主，叫我看見!
時間：11/5(六) 9:30～11:00
講者：林艾雯修女 地點：蘭雅朝聖地 3 樓

「諸聖節」的意義：天主願意我們
得救，在世上度著充滿著愛的豐富生
命，來日在天上做聖人，繼續為世人
造福，及為人祈禱；
「諸聖節」邀請我
們有志氣為人謀幸福，將來做聖人。
「追思已亡」的意義：天主給機會
那些在生活上還未完善的亡者，靠大
家的祈禱，互相幫助，可以上天堂。
所以我們要以愛心，為亡者祈禱，亦
要設法幫助別人，完善自己的生活。

◆ 基督普世君王節 暨 士林堂堂慶
11/19 (六) 19:00 聖體遊行＆彌撒
11/20 (日) 10:00 彌撒＆明供聖體
主保瞻禮彌撒主禮：鍾安住總主教
彌撒中並有共融堂區堅振聖事，歡迎您
來為這些領受堅振的弟兄姊妹們祈禱。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
11/27 主保瞻禮暨九日敬禮

《不用出國也能欣賞世界藝術》
地點：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宗教與藝術講座系列之二：
「朝聖家聖洛克 與
文藝復興畫家 Tintoretto」
時間：11/20(日)14:00～15:45
講者：柯士達神父 Fr. Costa Paolo
-（細節請參閱講座海報）

主保瞻禮：提前於 11/26 慶祝
九日敬禮：11 月 17 日～25 日

◆ 煉靈月 追思已亡彌撒
今年 11 月煉靈月追思已亡彌撒時間如下：
三德墓園：11 月 2 日（三）10:00
大直墓園：11 月 2 日（三）15:00
八分寮墓園：11 月 5 日（六）10:00
慈恩園：11 月 6 日（日）14:30
◇ 請眾弟兄姊妹為煉獄中的靈魂祈禱。
◆「煉靈月」將至，特將教會所規定為煉靈
求「大赦」的方法公告：
(一)求「全大赦」
，妥當辦理告解、
善領聖體以及按教宗意向祈禱：
1.於 11/1-8 至墓地為亡者祈禱，或在心裡
為亡者祈求。2.於追思已亡日 11/2 前一
主日、或後一主日，或於諸聖節，到聖堂或
小聖堂為亡者祈禱，念〈天主經〉及〈信經〉
。
(二)求「有限大赦」
，妥當辦理告解、
善領聖體以及按教宗意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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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抄聖經祈禱活動』
由教宗訂立的「天主聖言主日」
，提醒所有
牧者與信友，聖經對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
和價值，以及天主聖言與禮儀之間的關係：
因此共融堂區推行：『手抄聖經祈禱活動』
身體力行對天主聖言的崇敬，於各堂區提供
手抄經文素材，供教友帶回抄寫、默想祈禱。
請在明年 1/26 天主聖言主日前帶回教堂，在
當天於獻餅酒時將抄好經文帶到祭台奉獻。
◇聖經抄寫活動是「接力」形式，教友們一
齊參與，所以拿到的內容只是某段落，整段
聖言請查閱聖經，來幫助您的祈禱和默想。

《共融堂區 讀經班》
士林堂(一)19:30-21:00聖經讀經班
(四)19:30-21:00 青年讀經班
(四)19:30-21:30 小磐石讀經班
石牌堂(一)上午長青讀經班（暫停中）
(一)18:30-20:00 聖經讀經班
(二)19:30-21:00 聖經讀經班
蘭雅堂(一)20:00 聖經總覽分享班
(二)10:00-11:30 聖經讀經班
社子堂 (主日)彌撒後，福音讀經班
(除了每月第三週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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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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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德耀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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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希姊妹、陳一村弟兄、葉漢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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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保群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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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秋妹姊妹、
浦士坤弟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