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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體
【執委會】
◎ 明(2017) 年重要行事曆
1、2017 基督生活團日 2017.03.25-26。
2、2017 基督生活團代表大會 2017.10.14-15
3、協調人聚會 01.14，10AM。05.06，10AM。09.02，10AM。
4、永奉聚談 05.06，2：30PM。11.18，2：30PM
5、執委會 01.07-08，04.29-30，07.15-16，08.12，10.28-29，
2018.01.06-07
◎ 我們常說基督生活團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條旅程。而我們身為
團員，都生活在其中也走在同一條路上。既然同為家人、夥伴，希
望我們縱使來自不同的背景，在依納爵靈修的薰陶下，至少有相同
的氣味和相似的面貌。

陶成組受執委會派遣，參考世界團體文件

和各國家團體及自身多年的台灣經驗，擬出一份 CLC 團體陶成各階
段的樣貌(參見已寄給全國團體的〝團體陶成各階段的樣貌〞)。讓我
們知道團體在不同階段需要操練和關心的部分，讓團體輔導在陪伴
聚會團體發展時，能有一張藍圖在手，知道可以協助團體一起走在
同一條道路上，往哪個方向去。
明年全國代表大會上，陶成組將提案，請代表大會同意將這份文件
正式列入國家文件，供所有聚會團體參考。我們先寄出這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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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團體先行討論，並給陶成組意見，我們可以再做修改，凝聚共
識。這樣在代表大會上不需要再耗時討論，可直接投票表決。
如同 GP 一樣，陶成組是以對團體的愛擬出這份文件，希望對團體有
幫助。盼望大家也能以愛來閱讀、討論並提意見。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 請各團體將團體的成員通訊 update 資料，主動寄送給秘書處存查，
感謝 !
最飆投彙獎
◎ 這（381）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
〝育德 CLC、耕心 CLC、四維 CLC、
時代 CLC、康寧 CLC〞
，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啪！啪啪啪！！
（曉嵐）
【育德】
◎ 20161104 今晚是育德 CLC 11 月第一次聚會，分享「非暴力溝通」
第四章，分辨想法和感受的不同，要常常學習表達自己的感受，使
溝通更順暢。表達感受時，願意「示弱」有助於解決衝突。
而秀英 & 興漢的福音之旅分享，非常感人！吉隆坡、馬六甲、金馬
崙和檳城等四地，不管是夫婦、青年營，或是今年第一次舉辦的爸
爸營，都充滿主的恩寵，在人不行，只有經驗到天主的愛，才能以
愛還愛！感謝主！
◎ 20161118 今晚是育德 CLC 十一月第二次聚會，主題是生活分
享，在生活中分辨祈禱 & 尋求天主的旨意。特別感動的是興漢的分
享：花蓮玉里天主教堂 75 歳法籍神父劉一峰，來台已 50 年，透過
資源回收，照顧失業的身心障礙者，一生都奉獻給台灣的弱勢族群。
主日感恩祭後必定陪伴智障殘疾孩子們一起去玩，完全沒有身段，
由馬來西亞來的義工們在劉神父身上看到真正的福傳，把信仰活出
來，非常感動！
傳揚主的愛沒有國界！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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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芝）

【耕心】
◎ 11/3 今晚靄儀帶大家進入愛的語言第 12 章「重獲生活的熱情」
，練
習觀察自己：
(1)高度壓力會在那些時候出現？
(2)在當時你腦中想些甚麼？對自己說些甚麼？
(3)問自己在這樣情境中，我真的希望看到甚麼改變能夠發生？
(4)最後問能做出甚麼特定的事，以促使我希望的改變發生呢？
靄儀讓大家玩遊戲，以抽籤的方式每 2 個人一組，分享彼此遇到壓
力時的內在想法及為什麼，接著再以抽籤的方式換組分享改變的經
歷。希望練習以善意溝通的方式讓對方聽得懂我們，我們也懂對
方。相信天主也在細聽！
◎ 11/4 朱神父於耕莘醫院進行門診白內障手術，麗珠淑明陪伴，其他
的人在工崗位及如常的生活中虔誠代禱手術順利；朱神父左眼的視
力恢復，但還有視差的問題，大約 1 個月後右眼手術後視力就一級
棒了。
◎ 11/10 由麗珠及靄儀引領大家繼續進行讀經系列--馬爾谷福音第 8
章，想想幾個問題：
(5)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伯多祿認主為默西亞， 你的答案呢？
(6)｛提防法利塞人的酵母和黑落德的酵母｝耶穌叮嚀我們甚麼？
(7)｛人應跟隨耶穌背十字架｝ 這是一個充滿苦難奧秘的教會， 我
們跟天主之間有什麼故事嗎？
◎ 11/12-13 在聖心女中舉行下半年的團體避靜，參考書籍為朱神父選
定的《一個人的聖殿：安頓心靈的七項修鍊》
，共分四講，分別由淑
明、玉燕、婉婷及玉娟主講，計有 10 人參加。
在《一個人的聖殿》中，作者克里斯多夫．傑米森神父告訴我們：
尋找聖殿之前應該有我們是自由的人，可以選擇忙碌，也可以選擇
抵抗忙碌的心理準備。提醒我們如果想要在生活中找到專屬於我們
的神聖空間，必須要有一個與日常生活不同的學習環境，要有自願
持守的德行規範，雖然我們不可能隨時言行無暇，真誠正直，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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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失敗、不合己意及氣餒時要勇於承認、勇於修正，遠勝於從不
改變。當我們尋找及進入這獨一無二的心靈安頓之所時，可以透過
「西方隱修之父」聖本篤在一千五百年前寫下的規範，以靜默、默
觀、服從、謙遜、團體、靈性與希望等 7 項修練(或七個步驟)，正視
並填補心靈的缺口、擁抱隨時隨地皆能安頓心靈的能力。
◎ 11/17 靄儀自輔大神學院畢業後，在 11 月特別撥空為我們連續主持
不同的主題，今天的聚會講述大陸教會現況。她透過豐富的
powerpoint 讓大家了解天主教在大陸的福傳歷史與影響，也對今天
立法院內外因婚姻平權議題所產生的抗爭與價值觀的衝擊，建議大
家要多觀看､聆聽、分辨跟行動。
◎ 11/24 除了月省彌撒前談談各自在 11 月的愛德行動與生活近況，彌
撒中共融、代禱與互祝平安，彌撒後神父依舊進行他把我們養肥的
點心時間，今天是好吃的咖啡蛋糕。

（玉燕）

【四維】
◎ 王良儀退休，本月起重新加入四維基督生活團聚會。

（伶珠）

【時代】
◎ 10/28 嘉慧帶領德國基督生活團工作手冊第三章 1.11「藉團體聚會
作決定」
，此單元的目標是「借助團體之力，比較清楚地了解一個要
決定的問題」
；並研讀 1.12「團體一起決定」單元，討論今後時代是
否分為二組聚會，決定暫不分組，但生活分享請事先妥善準備，限
定每位三分鐘，20:30 進入主題 ， 22:00 聚會結束。
◎ 11/11、25 燕珠及克民分別帶領德國基督生活團工作手冊第三章
1.13 事件默

想～19 衝突–諮詢，讓團員在團體中從一個事件或

一項經驗，聽出天主想說什麼，或聽到這個召喚的答案， 利用這個
機會，在日常生活的事件裡尋找天主、找到天主；鼓勵團員面對衝
突並看出成長的機會、學習察覺。燕珠並帶領團員共同畫一幅畫，
大家在靜默中觀賞這幅畫，隨性說出自己的想法。
◎ 將臨期 12/10-11 有十一位團員報名和神父在靜山帶領避靜，有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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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不約而同提早到靜山，因此，12/9 聚會暫停一次。

（寶梅）

【康寧】
◎ 康寧 11/12(六)晚 7:00，在康泰 11 樓聚會。聚會的前半段我們讀//
福音的喜樂-第四章 pp.197-223//；接著有丙年常年期三十三主日福
音分享，由陳正昱負責，房志榮神父指導。

（榮珍）

【磐石】
◎ 11/6 團體彌撒後討論《願祢受讚頌》第六章前半部，第 202-227 條，
在這一部繼續前面章節提到的環保，在這裡加上生態教育與美育的
重要性。團員討論摘要：教宗指出應避免極端消費主義，人都以為
消費可以得到自由與滿足，正好相反，越消費越感到空虛。與其消
費，應更去發堀與欣賞天主的創造，培養美感教育與生態教育，從
身邊的小事小物，例如路邊的一朵小花，去感受天主的創造，並珍
惜萬物。
◎ 11/20 聚會繼續分享《願祢受讚頌》第六章後半部，第 208-246 條，
也是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團員討論摘要：教宗鼓勵教友，面對外在
的壓力，仍要堅持信念。單打獨鬥也許不行，但可以透過與他人合
作。引用聖十字若望的話語，鼓勵人與天主更密切的合作。看到有
需要的地方，馬上行動。

( 韻如 )

【大源遠】
◎ 大源遠基督生活團本周開會由瞿眼科院長錦春與芬芬教授共同主
持，於 12 月 01 日晚上七時於聖家堂的例會中討論題目——「科學
與宗教」
，當天來參與開會的有文成、年璨與麗秋夫婦、益民與淑靜
夫婦、信財及協調人功堯等，幾乎全員都到了， 首先在觀看 You-tube
影片羅振宇邏輯思維演說後開場，由於本周負責的錦春與芬芬夫婦
對歐洲天主教歷史很有興趣，個人信仰與身心靈追求也有獨特見
解，難得資深團員彼此分享信仰，再一次尋找天主旨意，大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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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也分享各自信仰經驗，收益頗多。 最後在大家合念天主經中結
束這次科學與宗教題目探索。

( 功堯 )

【方濟各】
◎ 11 月，有二次聚會。原先聚會地點（台南青年中心）因場地修繕緣
故而改至勝利路聖心堂，並且，邀請新任本堂王秉鈞神父一起參加。
聚會中，王神父總適時提點，釐清問題，對於王神父的陪伴，大家
覺得獲益良多。
◎ 11/10，由玉娟及坤結共同主持，這次聚會主題回到《祈禱的美麗境
界》第八章念著禱文睡著的小孩及第九章聆聽天主。天主以各種不
同方式、機會臨在我們的生命中，祈禱與聆聽便是發現這份臨在、
與祂相遇的方法。「聆聽就是修剪」，這是全然跟隨基督自然產生的
結果，而天主的平安正是藉著這些修剪所賜下。
◎ 11/24，雅欣主持，GP9「喜樂吧！瑪利亞…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
我們分享瑪利亞與自己的關係，一起看她如何與天主合作，參與耶
穌福傳使命。經過這次，我們明白瑪利亞對生活團的重要性。這一
天，還有值得高興的事，就是陳永貞姐妹與我們一起聚會已三個月，
並且答應繼續，Guide 奕秀姐贈予蠟蠋，歡迎永貞成為方濟各一員。
（春桂）
【中道】
◎ 11/5 聚會主題為社會關懷，團員百綺邀請在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工作的靜芬為大家介紹小胖威力疾病，會後團體奉獻 3,000 元，希
望盡綿薄之力，幫助小胖威力患者和家人。
◎ 11/19 第一小時由團員曉英帶大家分享《活出大人生》最後ㄧ章，
為這本書劃下美好句點；第二小時由團員明華帶領大家認識團體中
的鹽，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讓大家去認識並分辨自己在團體中的各
個角色。

（百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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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s】
◎ Magis 很久沒有交彙了！大家都還在，也都有好好聚會，只是沒有
交彙。

現況就是小小朋友持續長大，持續陪我們聚會，品質當

然有維持。在窘迫的時間裡，大家也開始做婚姻生活的主題，生活
品質持續提升。
我們會持續交彙的。

（宗衡）

【兩兩】
◎ 11/1 主題應該是瑪利亞的召叫，主持人因為太想聽古琴的音樂會，
所以帶領大家到國家音樂廳去聽古樂演奏，不過聖母也沒放過我
們，在安可曲的時候居然出現了聖母經，也算是沾到聚會的主題。：
D
◎ 11/8 主題：瑪利亞的答覆-- 以聖經章節做為題材(路一 26-38，39
－45 路二 1－20，21－38，39－52 瑪二 13－18 路八 19－21)
默想回答 1. 瑪利亞的何種態度或感覺最令我感動？2. 我覺得此種
態度如何？3. 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尋找天主的旨意並開放自己
努力答覆。我們看到瑪利亞的謙遜、勇氣、服從，願意接受天主的
邀請，也鼓勵自己對天主更開放。
◎ 11/15 主題:十字架的道路-本周聚會讀若望福音十九章 25-37，默想
後分組討論以下問題 1.為建立天國，我需要在生活中表現瑪利亞的
態度嗎？2.我是否深刻的體會到，跟隨基督謙遜、貧窮、自我給予的
道路是一項特恩呢？3.我是否願意與瑪利亞一起，跟隨今天被出賣，
被拋棄和被釘死的基督呢？我們從瑪利亞身上學到了她的自我給
予，把自己放在僕人的位置，但要效法她仍有很多困難，因此自我
安慰：我們是瑪利亞旁邊的瑪利亞旁邊的瑪利亞。大家有空可以閱
讀教會憲章第八章。
◎ 11/22 達奇神父帶領團員們做月省彌撒。彌撒後為我們的 GUIDE 慶
生，意外的有了一個 5 個蛋糕的聚會。
◎ 11/29 會外會：在高記聚餐，為達奇神父餞行，也順便為在北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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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回來的曼琪接風。

(秀美)

【朝聖者】
◎ 這個月我幾乎都在大陸出差，還好回來的時候有趕上朝聖者吃羊肉
爐聚餐，好像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聚餐吧！真不錯，希望未來能有更
多像這樣的活動(^_^)a。

(子彬)

◎ 這個月分享了 GP6 的前半部，聚會中按著材料的進行順序慢慢反
省，彼此分享，我發現這樣慢慢進行的節奏較能幫助我進入主題，
並且能因著聆聽其他夥伴的分享更感覺到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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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