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五主日 2023/0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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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希聖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常年期 禮儀日曆 

2/6(一) 
聖鄭安道及聖保
祿‧三木等殉道 

紀念 

2/7(二) 真福羅莎‧蘭度 紀念 

2/10(五) 聖思嘉貞女 紀念 

 殯葬彌撒 (上午7:00 沒有平日彌撒) 

石牌 
堂 

2/7(二) 
上午9:00 

李祐任先生 

石牌 
堂 

2/10(五) 
上午9:00 

張吳維貞姊妹 

 

◆共融堂泰澤祈禱（每月第二週五晚上） 

時間：2/10(五)19：30 地點：士林天主堂 

歡迎一起以音樂及靜默，靜心向上主祈禱。 
 

◆士林堂青年彌撒（每月第二週六晚上） 

時間：2/11(六)19：00 地點：士林天主堂 

歡迎各位弟兄姊妹，來參加士林堂本月的

青年彌撒，來齊心祈禱，歌詠讚美上主！ 

◆今年的聖灰禮儀在 2 月 22日 
請教友們將家中的聖枝，在 2/19 (日）前， 

帶到教堂來，我們收集後將統一製作聖灰。 

2023 重要節日預告 

02/22 (三) 聖灰禮儀日 

04/09 (日) 復活節 

05/21 (日) 耶穌升天節 

05/28 (日) 聖神降臨節 

06/04 (日) 天主聖三節 

06/11 (日) 基督聖體聖血節 

06/16 (五) 耶穌聖心節 

07/09 (日) 中華殉道諸聖節 

08/13 (日) 聖母蒙召升天節 

11/26 (日) 基督普世君王節 

12/25 (一) 耶穌聖誕節 

12/31 (日) 聖家節 

 敬請參考，期待並相約一起參與今年

教會內的重要時刻和活動！ 

 

◆兒童冬令營圓滿完成 

感謝天主帶領和聖神的幫助， 
共融堂區第五屆【愛在這裡】 
兒童冬令營(2/1～2/4)已經
圓滿完成。總共 42 位小朋友
在本次籌辦的神父、青年們、
協助的修女們和全體志工人
員的通力合作之下，度過充

實、快樂且充滿感動的四天。
讓我們一起繼續為這些 
可愛的小天使 
祈禱，在主愛 
澆灌下都能夠 
成為教會未來 
的小小尖兵。 
 

 

 

元宵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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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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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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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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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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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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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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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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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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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生大家庭 重要聖人及禮儀 
_ 

01/25(二) 遣使會創立週年 

05/09(一) 聖露薏絲·瑪利雅克 

07/09(六) 聖劉方濟·雷奇·葛來 

09/09(五) 真福菲德列·奧薩南 

09/11(日) 聖董文學 

09/27(二) 聖文生·德·保祿 

11/28(一) 聖加大利納·拉布萊 

 

◆為遣使會慈善事業募集零錢活動繼續 

感謝各位支持，慈善奉獻存錢筒將持續

推動。請大家繼續匯聚愛心，等到九月

聖文生月，再將一年來收集的零錢帶到

堂區奉獻。願天主賜予我們更多恩寵，

藉由持續的愛德行動，使我們成為給他

人帶來希望的工具！ 

◆最後一天！敬請把握！ 

2023【天主教聯展】 
1/31～2/5 (每天 10:00-18:00） 
地點：世貿一館 (B219) 

奉獻金說明 (彌撒中投入奉獻籃) 

彌撒中所需要用的禮儀用品， 

如麵餅、酒水，油燈、蠟燭。 

每月提撥：神父們生活費、牧靈零用

金、遣使會福傳基金、教區奉獻 

共融堂青年基金、共融堂合辦各項靈

修、福傳、節慶活動及特殊專案費用 

共融堂全職人員薪資、行政耗材 

 自養金說明 (自養金奉獻袋) 

堂區水電費、電話費、修繕費、堂區 

垃圾處理費、伙食費(含共融早餐) 

文生善會慈善基金、 

堂區活動費、堂區生活必需 

堂區如有全職人員的薪資、 

清潔人員薪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