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聖誕節 2022/12/25（甲年） 

共融堂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士林 

  

   
   

石牌 
  

  
org 

社子 
  

  

  

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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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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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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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福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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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 6:00 
 教堂練唱：石牌堂到石牌捷運站
【遊行報佳音】及聖詠獻唱！ 

 

◇蘭雅朝聖地：12/24晚上 8:00 
教堂前廣場【平安夜報佳音】！ 

 

◆聖誕節特別奉獻 
聖誕節依循共融堂區傳統， 

使用「聖誕節特別奉獻袋」， 

教友於平安夜子夜彌撒時， 

將聖誕節的特別奉獻，聚集

在耶穌聖嬰前；今年的奉獻

將用於共融堂區的牧靈福

傳工作、以及聖文生善會的

各項慈善工作。 

◎可使用「為主傳愛奉獻袋」 

背面勾選並加註寫上 

【聖誕節】特別奉獻。 

主祐平安 

_聖誕快樂！ 

 

 

聖誕期 禮儀日曆 

12/26(一) 聖德範首位殉道 慶日 

12/27(二) 聖若望宗徒聖史 慶日 

12/28(三) 諸聖嬰孩殉道 慶日 

12/29(四) 聖誕八日慶第五日 
12/30(五) 
彌撒時間 
(當天上午 

沒有彌撒) 

【聖家節】 

士林堂 

19:30 

石牌堂 

19:30 

蘭雅堂 

19:30 

12/31(六) 聖誕八日慶第七日 

1/1(日) 
天主之母聖瑪利亞
(世界和平日) 

節日 

 

◆蘭雅朝聖地 年末謝恩祈禱 

2022/12/31晚上7:30 歡迎弟兄姊妹齊聚 
蘭雅朝聖地，一起感謝天主，迎接新年。 

 

願聖家的平安與您同在 
 

 

 

天主之母，為我等祈！ 

 
12/30 聖家節 

 1/1天主之母節 
 

1/8主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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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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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新任主任司鐸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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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教友報名陪伴朝聖祈禱 
_12/31(六) 8:00 士林天主堂彌撒 
歡迎來彌撒鼓勵慕道者，也在今年 
的最後一天，來一起向天主祈禱。 
彌撒後出發，預計十點到隱修院，

●導覽/和隱修女談心/聖堂祈禱 
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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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2-4270或 Line ID：philyeh 

◆2023愛在這裡第五屆冬令營 
時間：2023/02/01-04 (9:00-17:00) 
地點：士林堂 對象：小學 1-6年級 
費用：1000元 名額：40位 
/故事繪本戲劇 
/生命品格教育 
/活潑歌曲舞蹈 
/團康美術勞作 
Line報名：掃碼加入後，請在 

記事本內 google表單輸入資料 
聯絡：(02)2832-4270共融堂區辦公室 

《 聖 家 節 》 
「聖家節」是教會勉勵基督徒家庭，以耶
穌、瑪利亞和若瑟所組成的納匝肋聖家為
榜樣與模範，抗拒一切相反基督徒家庭價
值觀念的外來威脅，而制訂的慶節。 
如同聖家，每個家庭的聖召和使命，如

同瑪利亞和若瑟那樣，是給耶穌騰出地方， 
把耶穌迎入家人們的心中，我們應在心裡
迎接祂，好使家庭在靈性上日益成長。 
 

『聖家禱詞』（教宗方濟各撰寫） 
耶穌、瑪利亞、若瑟，我們在你們身上默
觀真愛的光輝；我們以信賴之心呼求你們。 
納匝肋聖家，讓我們的家庭成爲共融的場
所和祈禱的晚餐廳，真正的福音學校和小
型的家庭教會。納匝肋聖家，讓家庭永遠
不再經歷暴力、封閉和分裂；讓每位受傷
和失足者儘快獲得安慰和痊癒。 
耶穌、瑪利亞、若瑟， 
請俯聽和應允我們的祈禱。阿們。 

◎1/1祝賀天母天主堂主保日快樂！ 

《天主之母節》 
我們說瑪利亞是天主之母，是說耶穌基

督的人性是從瑪利亞的人性中形成的，衪
的天主性和人性是結合在這位身為天主的
基督之內的，基督是天主子，那麼瑪利亞
就應該是天主之母了。「天主聖母瑪利亞」
這是對聖母最高的稱呼，最光榮的頌揚，
我們天天念多少遍聖母經，念到這一句
時，是否抒發過我們對天主的降生救世、
揀選童貞瑪利亞為母親這一偉大信仰的無
限忠誠？是否激發過我們敬愛聖母天主之
母、信賴聖母天主之母的無限熱情？ 
法國教會流行一首讚頌聖母的歌，歌名

《瑪利亞，天主之母》言簡意賅，曲調昂
揚，頗能曲盡兒女戀慕之情，歌詞是： 
瑪利亞，天主之母，瑪利亞，基督之母， 
瑪利亞，人類之母，普天地之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