彙

基督生活團通訊 388 期主曆 2017 年 6 月

本期出刊日 2017 年 7 月 7
E-mail：c
clcroc.tw@gmail.com 郵撥帳號：郵撥帳號 50351043 許惠芳

銀行帳號：華南商業銀行 117-20-162335-9 戶名:王文芳
發行處：中華民國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主編：吳曉嵐
地址：臺北市 100 辛亥路一段 22 號四樓 電話：02-23655553 傳真：02-23655127

全國團體
【執委會】
◎ 在過去的世界代表大會已經表明了我們是『一個團體』
，不論在哪一個層級，世界
的、區域的、國家的、…。這『一個團體』的意識，顯露並內化於使命、陶成、
靈修等的過程中，彼此相互影響。然而在台灣，在我們國家團體內，遇到了一些
必然的考驗、困難，是需要我們持續的關注。---我們多麼渴望基督生活團的團員
都是結合在基督內的兄弟姐妺，有共同的靈修淵源，共同的靈修工具與方式，共
同的培育元素，同樣的生活方式，同樣的獻身精神。我們透過聚會團體的培育過
程，在不同的工作場域，不同的堂區，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生活中展現相同的基
督生活團精神，那是結合在基督內，以更的精神。在一切事上尋求並找到天主。
讓我們聚在一起，共同探討我們團體的情況，祈願整合之後，更能向前邁進。
今年代表大會的主題是：我們實現了一個團體嗎？
日期：2017 年 10 月 14、15 日

地點： 彰化靜山

每團可派代表 2 人，Guide 請儘可能參加。感謝時代及方濟各生活團承担本次的
庶務工作。
為協助各團體準備參與大會，我們建議以下 3 個反省題供大家參考：


你和你的團體如何表現及實踐我們是一個團體？



你的團體是否接近團體各階段的樣貌？為什麼？



為了實現一個團體，我們需要的共同重要元素是什麼？
陶成組為了服務團體的需要，擬定一份「團體各階段的樣貌」
，這是一份「嘔心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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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成品，希望成為重要的參考文件。我們將會在代表大會中提案，將這份文
件在代表大會中正式通過，以表達大家一致的看重。但在此仍鄭重強調，即使在
代表大會中通過，這也並不是一個法律。連我們的基本守則也是要以「愛的內涵
律」來解讀與遵行。請團員們了解我們的用意，不必誤會。若有疑意，儘管提出，
這才是在愛內的溝通。
世界代表大會將於 2018 年 7 月 22-31 舉行。依往例我們會派兩位代表前往參加。
如果你們有想要推薦的人選，請在今年 8 月 10 日以前向秘書處提出名單。執委
會將開會決議最適合的代表，並於大會中派遣。
如果小團體或團員有提案，請於 7 月 22 日前提出。執委會整理後，會隨第二封
信寄給大家。我們邀請在團體中有一段時間的團員，可以與團員、神師一起分辨，
看自己在生活團中的成長是否到了答覆的時刻，願意在弟兄姐妹的見證下，作暫
時奉獻或終身奉獻。
◎ 暑假期間安排在彰化靜山的個人深度避靜，日期是 7/19(三)晚上~7/23(日)上午共
完整三天、8/21(一)晚上~8/27(日)上午，共完整五天；神師是楊天旭神父。意者
請填寫好報名表與秘書處聯繫，以利相關後續安排！額滿為止喔！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388）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
〝磐石 CLC、時代 CLC、大源遠 CLC、生命
CLC、中道 CLC〞，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啪！啪啪啪！！ （曉嵐）
【磐石】
◎ 六月份的兩次聚會，我們繼續用《羅馬書詮釋》來研讀保祿對罪和恩寵的教導，
也分享自己藉著洗禮，死於罪惡，獲得新生命的經驗。穆神父更用哲學及神學的
觀點為我們解釋“原恩寵”（相對於原罪）的意義和罪惡便是否認天主，不信賴
天主而致的不安和焦慮。大家都有茅塞頓開，對信仰有進一步認識的喜悅。
◎ 惠芳參加聖體服務員培訓，完成十二次課程，以後可以為堂區做更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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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怡的女兒柔謙學校大提琴社首演，四位低年級小朋友穿著白衣黑長裙，雖是初
學，卻頗有架式，一絲不苟，他們專注的神情，看來頗為享受音樂之美。
（清華）
【時代】
◎ 6/9 聚會，惠英姐帶領奈及利亞陶成教材Ⅱ，聖經反省［默想］經文谷十 46-52，
團員分享不同的感受，瞎子雖受人斥責，仍對耶穌喊叫並走到耶穌跟前，有團員
看到瞎子的勇敢與堅持、有團員看到瞎子對耶穌的信心、有團員看到耶穌對瞎子
說：
「你願意我給你作什麼？」的詢問，天主在這段經文對我說什麼呢？
◎ 6/23 國傑哥帶領研讀 GP3，
「凡喪失根源者，必喪失身分」
，國傑哥用心良苦準備
投影機和電腦，藉由投影片揭開歷史的帷幕，這段歷史對我們很重要，因為「誰
失去自己的根，必要喪失身分」
，我們與那些和我們有同一神修傳統的基督徒保持
連繫，我們是「一個」依納爵靈修的團體。
◎ 另外，今年全國代表大會，由時代與方濟各承辦庶務，河靜擬定了工作計畫書，
詳列相關庶務分工與議程，工作人員將於 10/13 下午先到靜山預作準備，為此，
時代團員職業攝影師一秋取消原訂的冰島旅行，而在大會擔任攝影師、彌撒答唱
詠及相關工作，獲得團員的歡呼！我們將按河靜的籌備流程表，和年輕有活力的
方濟各密切合作；並將於 7/22 和執委會在四維文教院共融。後續聚會將研讀秘書
處來信：
「團體各階段樣貌」
。

（寶梅）

【大源遠】
◎ 大源遠基督生活團團協調人交接於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於羅斯福路二段魚餐廳舉
行，是一家日式海鮮餐廳，在用餐輕鬆享受晚餐同時- 團員們也互相分享最近生
活點滴與信德感想，最重要是參與生活團在這個團體裡讓大家信仰可以分享---，
本次參加的團員有文成、 益民淑靜夫妻、年燦麗秋夫妻、功堯與錦春等；這次還
有一項活動是益民六十大壽，團員老友一起為他過生日，倍感溫馨。
◎ 下月起協調人交由錦春負責，在基督生活團執行秘書文成監交下，順利完成交棒
任務。
◎ 本次會議決議於下月開會時再一起討論下年度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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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堯）

【生命】
◎ 5/6.5/27 生命與大源遠再次邀請譚家駿與郭扶梅來介紹聖經人物與人格九
型，經過他們的帶領與反省，發現每一種人格特性都是美好的也有其弱點，而
上主會用最合適這種人的特性來變化並提升，讓我們驚訝的目瞪口呆。
◎ 為大陸偏原地區貧窮學生的助學金，除了生命的奉獻外，今年大源遠的團員也
一同參與這關心及捐款的行動。
◎ 5/20 聖家堂 65 週年慶音樂會，潘宇藩、李宗容又再一次參於服務。
◎ 六月 26 日輔導賈修女要回西班牙省親，九月中回台。團員大夥在修女院小聚，
金玉貼心的準備了很多好吃的，再加上尤修女的飲料、甜點，好豐盛。我們也
分享了聖神的神恩對自己生活的影響。大家還送給修女一個紅包，祝福修女旅
途平安、愉快。
◎ 6/22 陳浙棟的母親殯葬，生命五位團員去殯儀館參加陳伯母的告別式。而後去
大章台鳳的麵館吃麵聊天。
◎ 台鳳宣布要去靜山做一個月的神操，大家眼睛一亮，她一定和天主的關係非常
親密，才可能做這個選擇。

（德蘭和台蓮）

【中道】
◎ 6/3 由潔貞與輔導詹德隆神父合作為我們安排團體和好聖事。欣逢教會的生日—
聖神降臨節，感謝詹神父藉著主日兩篇讀經講道協助我們省察，幫助我們在聖神
內辦妥和好聖事，領受天主無限的愛與寬恕；也謝謝潔貞的精心安排，在喜樂中
互道平安結束 2 個小時的團體和好聖事!
◎ 6/17 的聚會我們在第一時段生活分享，藉著「襪子堆裡的聖人」第八章伯爾納德
-露德聖母顯現的見證人，分享我們對這位聖潔聖人的感動與在現實生活中的觸動
與體驗!
第二時段「總檢討」
，我們回顧過去半年的聚會內容，藉以訂定下半年的行事曆。
除固定主題外，我們繼續操練「團體中的鹽」第 5 單元，也將有兩位團員作「生
活整合」
；另增加一個新的主題-- 明華「專書導讀」
。

4

（潔貞＋美玲）

【育德】
◎ 今晚的聚會好特別，充滿感恩，原來因大雨取消的聚會，因秀英原已邀請高嘉揚
修士，決定照常開會，參加的有之英、香如、夢芬、林昱和貝貝，在等待嘉賓時，
先閲讀「非暴力溝通」第七章「用全身心傾聼」
，也彼此分享和對應自己的生活。
對於下面小結特別有感：當我們痛苦得無法傾聽他人時，我們需要：體會自己的
感受和需要；大聲提出請求；換一個環境！
◎ 感謝秀英和興漢特別由台中開車趕回，育德夥伴終於和高修士喜相逢，短暫交流
後，邀請他一起參加 6/4 老弘的慶生聚餐，期待分享他充滿聖寵的聖召旅程，感
謝主！
◎ 06/04 親愛老弘，生日快樂！
育德 CLC 在「青田七六」為我們親愛的弘神父慶生，回台探親的嘉陽修士也受
邀參加，參加的有嘉陽、香如、鳯翔、淑華、林昱、夢芬、文杰、阿萬、慶宇和
貝貝，而剛飛到馬來西亞傳褔音的秀英 & 興漢，遠在美國的家興也同步傳來祝
福，感謝主賜給我們如此棒的神師，陪伴和牧養羊群，願主保佑！
◎ 6/17-18 育德 CLC 夥伴們包括鳳翔、文杰和貝貝三位，一起參加老弘在靜山帶
領的團體避靜，以「工作之苦」為主題，一開始彼此分享在工作中的喜樂和痛苦，
也在兩天的祈禱中分辨，工作目標在人，以人為出發點，我們在教會內、外都需
要夥伴，在每天生活中要停下來回顧，看和聽，聆聽天主的話。比較特別的是丁
松筠神父 6/17 喪禮彌撒後，葬於靜山，我們也特別向他敬禮致意，求天主保佑！
◎ 6/30 周五晚育德 CLC 開心相聚，參加穆神父在之英家主持的團體感恩祭，之英
家小而美，真棒！感謝主！
P.S. 之英面子很大，一聲邀請，好久沒來周五晚上聚會的陳大哥排除萬難參加，
小妮子果真強！

（貝貝）

【兩兩】
◎ 6/6 主題:環保靈修二-創造-通往天主的途徑，閱讀經文：詠 19, 1-10 聖事是天主
臨在的標記和方式。創造是首要的聖事，因為它可以使我們經驗到神聖的臨在。
問題分享：自然是否教導我有關天主的事？我是否能在我周遭的自然過程中辨
識出某些天主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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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13 訂下半年行事曆
在訂行事曆前大家先回想上半年比較印象深刻的活動，大多人都分享到承辦生
活團日讓團員們的情感更為加溫及活動成功的喜悅，但也觀察到活動結束後的
連續低出席率，其他還有愛的喜樂及環保靈修系列、意識、月省、會外會及會
前重讀 GP，因此決定了行事曆的主軸。
◎ 6/20 讀愛的喜樂(三)
生活分享後，大家分享所讀的內容，第三章很長，有很多條文，讀起有點費力
。但一起讀了之後，覺得對教會的教導有更多的認識和思考。
◎ 6/27 月省彌撒由蔡明隆神父，彌撒後分配下半年行事曆的負責人，選出新的協
調人、文書、和總務。

（秀美）

【耕心】
◎ 耕心六月份一起讀馬爾谷福音 13~16 章，跟隨著耶穌走過的路，對應著我們日常
生活，我們也和耶穌在一起嗎?耶穌對我們說了甚麼?團員們有精彩而深入的分享。
◎ 6/8 是耕心的會外會，我們選擇了一個輕食餐廳共享晚餐，聚會主要是分享馬尼
拉之旅及長崎之旅，讓無法一起旅行的團員們也能共融，也讓此次留守在家的輔
導朱神父身歷其境，不論旅行到哪，我們都在天主的愛內。
◎ 6 月的月省彌撒，Gaze 團和耕心一起參與，並一起分享，團員們都很開心有如此
美好的交流。

（淑明）

【方濟各】
6 月有三次聚會（6/8 、6/22 及 6/29）。
◎ 6/8，鯉榕主持，閱讀《祈禱的美麗境界》第 11-12 章。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
親近天主，惟一能做的是「等待天主」
。真正的祈禱，如果紮根於我們的空無所有，
同時，也會擁有基督的無窮富裕。
◎ 6/22，執委程河靜大哥特別來台南為我們說明 10 月全國代表大會籌辦事項。鉅
細靡遺的分工計劃，令人讚佩。雖然合作細節還待更多討論，但，按部就班有所
依循，令人安心不少。
◎ 6/29，加碼聚會，由其棣主持，閱讀《祈禱的美麗境界》最終的 13-14 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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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祢願意」
，這樣的祈禱必須是誠服於天主旨意為出發點，而不是一種自以為的交
託。

此外，王秉鈞神父邀請方濟各生活團為聖心堂的聖心三日敬禮帶領明供

聖體(6/23)，雖然準備時間極為壓縮，但大家仍慷慨答覆邀請。在其棣、安妮、
永貞、鯉榕合作搭配下完成任務，並獲得眾多教友們肯定，表達未來能多加舉辦
的渴望。

（春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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