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臨期第三主日 2022/12/11（甲年） 

共融堂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士林 

  

   
   

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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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 
  

  

  

蘭雅 
  

  
  

  

 

 

 

  

◆輔祭培訓實務課 在石牌堂 
時間：12/17週六 下午 4:00 
地點：石牌天主堂 聖堂內 
歡迎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一起來 
學習，加入彌撒禮儀服務的行列！
特別鼓勵學齡孩子報名學做輔祭！ 
洽詢請找神父，或電 02-28324270 

 
共融堂訊 

士林耶穌君王堂      石牌聖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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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2-2841            電話：2832-1337 
士林區中正路 264號     石牌路 2段 90巷 20號        士林區延平北路           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號 
shilinchurch@gmail.com      shipai-catholic-church.org          6段 175號               www.lanya-shrine.org 

 

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2023年的禮儀年曆海報已送達
各堂區，歡迎教友們向各堂索取。 

將臨期 禮儀日曆 
12/13(二) 聖璐琪貞女殉道 紀念 

12/14(三) 十字聖若望司鐸聖師 紀念 

 

喜樂主日 
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
應當喜樂！因為主已經來近了！（斐四 4-5） 

    

12/24 (六) 聖誕節前夕 
20:00 士林堂 子夜彌撒 
20:00 石牌堂 子夜彌撒 
21:00 蘭雅堂 子夜彌撒 
20:00 社子堂 子夜彌撒 

12/25 (日) 聖誕節 
09:00 士林堂 天明彌撒 
08:30 石牌堂 黎明彌撒 
19:30 石牌堂 天明彌撒 
10:00 蘭雅堂 天明彌撒 
09:00 社子堂 天明彌撒 
 

◆石牌堂青年彌撒（每月第三主日晚上） 

時間：12/18(日)19：30 地點：石牌天主堂 
歡迎各位弟兄姊妹，來參加石牌堂本月的
青年彌撒，來齊心祈禱，歌詠讚美上主！ 

◆【展望基督再來 預備救主降生】 
（將臨期第二階段 12/17～12/24） 
（鼓勵教友們在這七天，每天都參與彌撒！） 

將臨期的第二階段是預備慶祝「救主降生」

的紀念。這紀念在此時此地藉聖言和聖事，

重新體驗基督降生救贖我們的事實；也就

是救恩事件透過禮儀「重演」在我們身上。 

【和好聖事.預備自己.迎主降生】 

敬請安排辦理和好聖事，喜迎耶穌降生。 
◆歡迎教友盡早聯絡來找神父辦告解， 
主日彌撒前的和好聖事參考時間： 

12/17、12/18：主日彌撒前半個小時 

（士林堂、石牌堂、社子堂） 

12/24：子夜彌撒前一個小時 
（蘭雅堂、士林堂、石牌堂、社子堂） 

 

◆蘭雅堂彌撒時間調整 
讓教友更好參與彌撒，準備迎接聖誕節， 

12/19(一)～12/23(五)平日彌撒 19：30， 

12/17(六)、12/24(六)平日彌撒 7：00， 

12/18主日彌撒一樣在早上10：00。 
 

♁願聖家的平安與大家同在♁ 
聖誕節的腳步已近，請教友們在家中 

佈置小馬槽，預備喜迎耶穌誕生! 

 

 

◆聖誕節福傳/報佳音活動 
今年聖誕節坐落在週六和週日， 
請把握難得的機會，踴躍來參加 
各堂的福傳和報佳音活動！ 
◇士林堂：12/24下午 5:30-7:30 
教堂前院【福傳報佳音晚會】 

◇石牌天主堂：12/24晚上 7:00 
◇蘭雅朝聖地：12/24晚上 8:00 



  

  

 

 

 

 

 

 

 

 

 

 

 

 

  
 

 

 

 

 

 

 

 
【聖母始胎無原罪節】12/8(四) 
本節日慶祝的奧蹟是聖母瑪利亞，自她存在

母胎中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原罪。這是全能天

主的特恩，使她因救主耶穌基督的功勞，預先

完全免染原罪，成為完整且聖潔無瑕的女人。 

 於第四世紀時，聖師厄弗冷及聖安博的著作

裏，已談論到聖母無原罪的道理；在她身上毫

無罪污，也是沒有被污染的貞女。但到第八世

紀時才有此節日的出現，最初稱「安納懷孕瑪

麗亞」，是在 12/9慶祝。慶祝安納老年懷孕，

同時也慶祝瑪麗亞的完全聖潔，絲毫未受罪污

的玷染。此節日首先在東方教會中傳開，所有

禮書中對聖母始胎無原罪的特恩都極為讚頌。 

 此節日後經許多管道也傳到西方教會，首先

到義大利南部，接續到英國及法國一帶。這些

地區開始轉移此節日慶祝的重點：強調她生命

的開始，亦即受孕時，就絕對沒有玷染原罪。 

 教宗克萊孟第十一世於 1708 年，才把此節

日定為整個教會應舉行的慶節。而後，教宗碧

岳第九世於 1854年 12 月 8日，隆重聲明「聖

母始胎無染原罪」為當信的道理；1963年，

又公佈了新編的本節日彌撒和日課經文。教宗

良第十三世提昇此節日為首等慶節，並享有八

日慶期。梵二後的彌撒經書保留了 1963 年的

大部分經文，只是改編了聖經選讀，並新加了

一篇專用頌謝詞：指出聖母在救恩史中的地位

及其與整個教會的關係。她是基督的母親，也

是教會的原始。她與基督不可分離，與教會也

不可分離。 （摘自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祈
禱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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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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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惠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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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牌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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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
雅
堂   

社
子
堂 

「慈善所做的工作是為天主所作的。 

如果我們值得為慈善事業而使用 

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對我們來說 

是極大的喜樂，因為這些東西都是 

天主賜予我們的。」－聖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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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祝福將臨圈禱詞】 

《 將 臨 期 》 
天主教會的禮儀年度是由將臨期為
新的一年揭開序幕。將臨期，是一個
希望與等待的季節，在將臨期中，有
四週的時間，為我們的教會、我們的
身心靈，做好準備迎接耶穌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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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備心靈迎接主降生－基督光榮地
降來，是指向祂的永生恩許，為此我們蒙召
悔改，引領盼望主的來臨及衪的聖誕慶典。 

 

在聖堂或家裡布置『將臨圈』，極富象徵
意義，能幫助我們在聖誕前善作準備。用
綠色樹枝結成的環，象徵天主無止境的愛
及永恆的生命。綠色也象徵希望：期盼救
主的降臨。紫色帶與蠟燭指示出將臨期中
我們應善做準備；每主日點燃一支蠟燭，
象徵世界之光—基督的到來逐漸接近。 

 

主基督，照世真光，願祢的光永遠存留在
我們心中，提醒我們「聖言成為血肉，居住
在我人中間。」願祢的愛常照射在我們生活
中黑暗的角落，使我們的言行常光明、磊落，
在充滿黑暗的社會中，努力作「光明之子」。 

《共融堂區 讀經班》 

【神父委任特別公告】 
共融堂區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的任期，
已在今年 2022的九月屆滿六年了， 
故將由遣使會費克強會長神父，派遣 
柳學文神父到天母天主之母堂，擔任 
本堂神父；同時也將派遣穆希聖神父 
為新任的共融堂區主任司鐸。 
 

◆主任司鐸派遣時間 
2022/12/25在天母天主之母堂： 
派遣柳學文神父為新任主任司鐸。 

2023/1/1在士林堂：派遣穆希聖 
神父為新任的共融堂區主任司鐸。 

◆12/31慕道班朝聖活動 

【深坑加爾默羅聖母聖衣隱修院】 
◇請為慕道班祈禱，歡迎教友報名陪伴 
12/31(六) 8:00 士林天主堂彌撒 
彌撒後出發，預計10:00抵達深坑隱修院，

●朝聖地導覽/和隱修女談心/聖堂祈禱 
12:00車行到深坑老街散心（午餐自理） 
預計下午 3:00回到士林天主堂 
車資：500元（慕道者免費） 
報名：共融堂區辦公室 葉致賢秘書 
聯絡：(02)2832-4270 Line留言：philyeh 

【預告】2023愛在這裡冬令營 
《一個充滿愛與歡樂的兒童園地》 

時間：2023/02/01～02/04 (9:00~17:00) 
地點：士林耶穌君王堂 
資格：小學 2年級至小學 6年級生 
活動：～手作美勞與點心製作～聖經故事
與認識教堂～桌遊益智與大地團康～歌曲
教唱與優游樂音～ 
◇預告營期時間，給各位家長們預做安排， 
報名等細節內容，請留意之後公布。 

聯絡電話：(02)2832-4270共融堂區辦公室 
服務時間：週二至六，上午 9~12，下午 2~6
主辦單位：天主教台北總教區共融堂區  

◆2023世界青年日 請把握機會 
目前已有十多位青年報名，還有興趣 
的弟兄姊妹，敬請留意報名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