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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基督生活團通訊 382期主曆 2016年 12 月 

       本期出刊日 2017年 1月 11日 

E-mail：ccllccrroocc..ttw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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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生活團自 1967 年由「聖母會」更名以來，即將屆滿 50 年，這是屬於

天主的恩寵時刻，更是每位團員的珍貴生活歷程。我們將於 2017 年 3 月

25、26 兩日共同於台中聖愛山莊一起慶祝，請大家預留時間，並邀請團員

們踴躍出席，一同共融。並請團體提早考慮承接生活團日的庶務工作，願意

接受邀請的團體請主動回報秘書處。 

◎ 預計 1 月 14 日(六)上午 10-13：30(含年度共融午餐，每團一菜)在耕莘文教

院 4 樓 409 室有 2017 年的第一次聚談。    配合世界文件請您先調查您的

小團體(或團員)如何回應青年使命工作，當天與大家分享。另隔週就是華人

農曆過年，我們邀請大家每團一菜，一起年度共融(尾牙)午餐。 

協調人聚談是大團體內部交流的直接管道，也是小團體間彼此交流的平台，

邀請每位協調人或代表人參與並分享團體的近況。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 繳交奉獻的費用，請匯至現任的全國主席(郵撥帳號 50351043許惠芳)與副主

席(華南商業銀行 117-20-162335-9 戶名:王文芳)帳戶，謝謝大家！ 

◎ 2017 年的四旬期周末避靜，北部做了跨越(月)的安排 : 

  3/10-12(周五晚上八點-周日下午四點) 地點: 八里聖心靈修中心  

  神師:聶世平神父 

 

  3/11-12(周六上午十一點-周日下午五點) 地點:彰化靜山靈修中心       

  神師:楊天旭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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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周五晚上八點-周日下午四點) 地點:八里聖心靈修中心               

  神師:詹德隆神父 

最飆投彙獎 

◎ 這（382）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耕心 CLC、康寧 CLC、時代 CLC、中

道 CLC、大源遠 CLC〞，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啪！啪啪！！ （曉嵐）                                         

 

【耕心】 

◎ 12/01 淑明帶大家進入愛的語言最後一章，第 13 章「表達感激」。介紹非

暴力溝通表達感激的三個部分： 

(1)  對方做了什麼事情使我們的生活（情緒､環境…）得到改善？ 

(2)  我們有哪些需要得到滿足？ 

(3)  我們的心情怎樣？ 

同時提醒大家，當別人對我們表達感激時，我們既不自大，也不假謙虛。藉

由近期在生活中覺得有爭議與衝擊的婚姻平權與中梵建交議題，讓大家學習

以非暴力溝通的方式分享各自的觀察、感受、需要、請求，會中有理性、感

性、激昂、憤怒、恐懼，在賴修女的引導下回歸對生活歷練、對福傳的「表

達感激」。時代潮流與普世價值紛亂的現今，祈禱天主賜予分辨的智慧、傾

聽、接納與感恩的心。 

◎ 12/08 今天有澳門基督生活團到耕心訪團，同時也是方進德神父以「在生活

中，分辨基督的聲音」為主題演講的日子，大家都好期待這一天，慎重地將

聚會地點改到二樓(莘友活動大廳)舉行。 

方神父風趣幽默地提醒大家，分辨是一個過程，要注意天主那細微的聲音，

先體會上主對我們的愛，天主賜給我們自由，讓我們以平心的態度，探索生

命中的每一個選項，要注意我們選擇後所帶來的神慰和神枯（凡生命走向天

主，將帶來平安與力量，勇敢與神慰；惡神則會帶給我們不安，擾亂，焦慮

和似是而非的謬誤），提醒我們分辨工作、生活與召叫，等待有一致性的神

慰後，與天主合作，以愛去行動。結束前方神父問大家「會不會覺得天主的

聲音很微妙，而我們領會得很辛苦？」、「有沒有愛派遣在身邊的人？」愛常

常包括犧牲，在我們尋找生命中的啟發與熱情時，要懂得靜下來分辨！ 

會後朱神父準備蛋糕、玉娟特地買了 2 個大壽桃為方神父慶生，澳門團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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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帶來的小點心；耕心 CLC 期盼有機會再聆聽方神父的道理。 

◎ 12/15 今晚由麗珠引領團員進行年度改選，及預排 2017 年上半年行事曆： 

(1)  2017 年新任協調人美瑜、副協調人麗珠、靈修怡真、活動令憙/宿暖、

總務玉娟、文書淑明。謝謝她們慷慨地承擔，也相信在新的協調人帶領下， 耕

心必有新氣象！ 

(2)  2017 年上半年避靜，朱神父已選定「平凡見神妙(下)」，第 1~4 講人員

分別為：美瑜、宿暖、永誠、令憙。 

(3)  2017 年 2/11(六)元宵節將在建隆、淑明家舉行農曆春節團拜。 

(4)  2017 年上半年除繼續研讀「馬爾谷福音」，另規劃以「愛的喜樂」為主

要的聚會題材。 

◎ 12/22 原訂於 12/29(四)舉行年省彌撒，並為賴修女慶生聚餐，因修女將前

往大陸福傳，提前至 12/22(四)晚上，12/29(四)則改成休會。時間、地點： 

18：30 年省彌撒 (一樓小聖堂) 

19：30 慶生、吃披薩、分享 ( 4 樓朱神父辦公室) 

修女烘焙聖誕蛋糕、妙瓊烤了國王派、玉娟採購大壽桃，耕心準備紅包、玉

燕獻上鹿港阿振麵茶，大家為賴修女慶生與祝福，感謝修女如慈母般長期陪

伴與照顧耕心每一個團員！ 

我們以慈悲喜年及願祢受讚頌為題綱，回顧今年、展望來年，感謝與祝禱；

這一周我們也準備以喜樂與期待、讚美與感恩的心情，迎接主耶穌的降臨。          

                                                （玉燕） 

【康寧】 

◎ 康寧 12 月 18 日在依納爵靈修中心舉行避靜一天，由方進德神父帶領。 

                                                      （榮珍） 

【時代】 

◎ 12/9 聚會因將臨期靜山避靜，暫停聚會。 

◎ 12/23 聚會輕鬆一下，一家一菜聖誕前夕歡樂聚餐，團員家眷共襄盛舉，除

了豐盛的各家美食外，有團員也準備美美的飯後甜點，主人家更特別備有美

酒助興，大家不僅暖了身，更是暖心！！！    （寶梅） 

 

【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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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天公作美，由淑琴安排，我們到北投做半日遊，由專業導覽員帶

我們參觀北投公園、北投綠建築圖書館、溫泉博物館等，導覽行程後我們一

群人到了北投聖高隆邦天主堂，在這形似方舟的天主堂靜默祈禱，享受心靈

的 SPA，淑琴和阿茅為大家準備豐盛的水果、好喝的紫米紅豆湯及蛋糕，為

詹神父慶生，晚上我們又再品嘗當地美食名店，真是身心靈舒暢的北投之行。 
 

◎ 12 月 15 日曉英的繼父安詳離世，享年九十五。懇求天主接納亡者靈魂，得

享天福。 

◎ 怡如父母和弟弟陸續因病住院開刀，祈求天主堅強他們的身體和心靈，度過

病痛難關。 
 

◎ 12 月 17 日是中道半年一次的團體和好聖事，由瓊芳、美玲和明華共同準

備。讀經是將臨期第四主日的福音。一起準備自己的心靈，迎接耶穌聖誕。

在個別告明後，每個人都收到瓊芳和明華準備的磁鐵書籤，希望書籤上的小

天使陪著我們一起讀書：｢襪子堆裡的聖人｣。並點上一根小蠟燭，希望將天

主的光明迎到我們的內心和生活中。最後彼此預祝聖誕快樂。 

◎ 12 月 31 日我們一起開始讀「襪子堆裡的聖人」一書、檢討 2016 年 7-12

月中道聚會的狀況、訂立 2017 年 1-6 月的行事曆，並選舉新的協調人。感

謝怡如兩年來對中道夥伴的耐心和服務，更感謝美玲的慷慨，願意接下

2017-2018 協調人的棒子，讓我們享受她一貫的從容和幽默。（曉英、明華） 

 

【大源遠】 

◎ 大源遠基督生活團於 12 月 31 日年終歲末晚上於聖家堂的例會中討論主題

天主教與中國文化, 由年璨麗秋夫婦主持, 由首先王教授以梵二的話來引

言, 梵二肯定每個地方文化的價值, 如此福音能夠充分文化化, 天主教才能真

正本地化, 大家發言熱烈討論這一主題, 收穫良多. 當天來參與開會的有益民

淑靜夫婦,錦春芬芬夫婦,信財及協調人功堯以及guide文成,先為元旦生日文

成慶生, 文成很努力把蠟燭吹熄, 大家共祝文成生日快樂.  會後團員在簡短

生活分享及一年回顧,大源遠團員也與饒神父一同合影, 在每個團員互道新

年快樂中圓滿結束。       （功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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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兩】 

◎ 12/6 主題:教會之母-簡短的生活分享後，主持人帶大家輪流念聖經章節(若

二 1-11，若十九 25-37，宗一 12-14，宗一 42-47)後反省(1)瑪利亞對我熱

切的愛對我的生活有影響嗎？(2)我們藉著瑪利亞能更相似基督嗎？大部分

人都能從生活經驗中與瑪利亞連結 

◎ 12/13 團體避靜後休會 

◎ 12/20 主題:從復活的基督及聖神降臨看瑪利亞-藉著默觀、默想經文: 

若二十 1-29、若二十一 1-23、宗二 1-21 --聖神降臨在我們中間； 

迦五 13-26、羅十二 1-21--現世中如何遵守天主的誡命，分享中大家對不

同的章節及經句各有所不同的感觸 

◎ 12/27 由裴神父帶領做月省彌撒，結束後團體一同討論 2017 上半年行事曆          

                                                       (秀美) 

【方濟各】 

◎ 12 月，原先排定二次（12/8 及 12/22）GP 聚會主題，如此，在今年底便

完成 GP 全部內容。但計畫趕不上變化，因著這段時期婚姻平權的熱議，我

們決定順延 GP 期程，改為討論這個議題。 

◎ 在聚會日子來臨之前，團員先提供手邊所蒐集的資料也表達意見。這段期

間，又因社會各方輿論及教會內的作為，以致於團員在 LINE 群組上的發言

面向，有擔憂也有期待。 

◎ 二次聚會由其棣主持，內容準備下足苦功。12/8，其棣先從 19 世紀開始介

紹人權、性別相關法案的演進，之後，請大家從「社會」「法律」「信仰」三

個層面，對於〔婚姻、性別、性行為、性解放、家庭〕等字詞的〈定義〉〈權

利〉〈義務〉內容認知，寫下來一起討論。這個做法幫助大家意識先前來自

社會各方的意見表達或訊息，究竟是站在哪一個面向，因為，唯有理解彼此

發言的層面及思考脈絡，才有溝通的可能。在這之中，「法律」是這次婚姻

平權直接關涉卻是我們最陌生的部分，幸好，我們團員有法律人嘉偉，幫我

們補足很多正確的法律概念、資料和法條。 

◎ 12/22，延續婚姻平權主題。上次聚會，從其棣準備的材料及活動中，大家

對於這個議題，建立初步的討論基礎。這次聚會，則讓大家將網路上或其他

管道所看到的贊成／反對／疑問／嗆聲的資料提出，交換觀點心情。而其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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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分享他 12/16 晚上去台北耕莘文教院參加生活團執委會舉辦的「同性婚

姻修法議題座談會」，藉此，大家對教會／法律／教育現場三方面對這議題

的立場及所產生影響有更多的認識。 

◎ 12 月，我們團員在婚姻平權議題的討論過程中，情緒情感及理智歷經些許

激盪，我們期盼在這之後，開放、接納，一起繼續前行。 

◎ 12 月在團體內有喜事---團員玉娟成立了「恩臨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於

12/24 舉行開幕祈福禮。玉娟多年來從事助人工作，成立事務所是生涯與職

涯的新頁，我們齊聲慶賀。      （春桂） 

 

【恩臨】 

◎ 團體利用的準備將臨期的機會，全團一起進行「播種祈禱的種子」方案。藉

著這個共同祈禱與分享的機會，我們也參與並陪伴了彼此在生涯規畫、情感

及工作挑戰等的生命實況。最後一週回顧時，發現到因著伙伴的參與，許多

傷痛、不安、彷徨的時刻，不再那麼難熬，反而得到了支持的力量。（志誠） 

 

【Magis】 

◎ 第一次聚會：省察分享在家庭中、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家庭間的關係。  

◎ 團體年度聚餐共融、聖誕禮物交換。  

◎ 團員求婚。 

◎ 回顧 2016 整年，我們在何處感到喜樂、在何處感受到痛苦不自由。 (宇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