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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基督生活團通訊 383期主曆 2017年 1月 

       本期出刊日 2017年 2月 10日 

E-mail：ccllccrroocc..tt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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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室 電話：02-23655553  

 

全國團體 

【執委會】 

◎ 繳交奉獻的費用，帳戶有變更(為現任主席與副主席的帳戶)，懇請配合匯

至郵局的郵撥帳號 50351043   戶名：許惠芳，或是華南商業銀行 帳號

117-20-162335-9 戶名:王文芳，謝謝大家！ 

◎ 今(2017)年的 3 月 1 日為聖灰禮儀(「四旬期」開始)，期勉我們能準備身

心， 

善度復活佳節。 歡迎團員們報名參加今年四旬期安排的避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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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彰化靜山靈修中心 神

師：楊天旭神父 

  4/0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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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參加者，請盡快填寫好報名表(請務必寫妥報名表寄到秘書處喔! )；名

額有限，額滿為止！將以收件時間之先後為憑。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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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心地已順利於 1 月 14 日(六)上午在耕莘文教院 409 室舉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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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第一次聚談。當天有：弘道(邦華)、生命(德蘭+金玉)、磐石(德

儀)、耕心(美瑜)、時代(寶梅)、伯達(小蕙)、兩兩(楨雯)、中道(美玲)、芥

子(詠欣)、恩臨(曉嵐)、至善(瑪君)、橄欖枝(皓星)、方濟各(安妮)、法伯

爾(慶芸)、躍躍(翰玲)、菓燃(正勇)、依納爵(方中)、育德(香如+之英)、

朝聖者(琬婷+子彬)、牧鐸(素心)、薩威(美蘭)、喜樂(玨君)等代表，以及

執委會：惠芳、珏君、振川、文成&全國 EA:穆神父參加。除了配合世界

文件分享各小團體(或團員)如何回應青年使命工作，這次並舉行每團一菜

的午餐，豐富熱鬧；又一次美好的共融。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383）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恩臨 CLC、康寧 CLC、磐石 CLC、

耕心 CLC、兩兩 CLC〞，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啪！啪啪啪！！  

（曉嵐）                                         

 

【恩臨】 

◎ 1/2 我們一起到台大的義饗聚餐，並到台大校園郊遊。為了這一年共同走

過，彼此陪伴的美好經驗歡慶並感謝天主。我們也藉著 1/4 的團體彌撒，

將這一年的團體美好經驗奉獻給天主。     （志誠） 

◎ 1/4 年度感恩祭，獻上我們的謝恩、求恩。其中挑起我們對聖體聖事的

更深理解。 

◎ 1/25 年節氣氛濃厚，當天晚上我們一起在耕莘四樓認真閱讀世界文件

PROJECTS 166，以及選出了紋綺為新任協調人，分外歡欣、感動。      

（雅娜） 
 

【康寧】 

◎ 康寧 1 月 14 日聚會，當天下午康泰召開董事會，有好幾位團員因為是康

泰董事，所以出席董事會，晚上團員與康泰工作人員，一起用餐感恩共

融。  （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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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 

◎ 跨年元旦，磐石團員和喜樂、至善、法伯爾等團的團員一起在聖本篤避

靜院進行跨年避靜。31 日晚上大家一起享用各自帶來的點心，一起跨年

互祝平安！ 

◎ 元月 15 日，本團聚會，開始閱讀《行動就是祈禱》第一章。大家分享依

納爵神修對自己的影響，非常動人。 

◎ 本團倪南華的父親於元月 6 日上午回歸天家。也於元月 14 日上 9 午點於

高雄救世主堂舉行殯葬彌撒。一切順利，請大家為倪爺爺祈禱！ 

◎ 大年初一，團員陳德儀在澳門主教座堂和澳門的姐妹團磐石一起參加春

節彌撒，不約而同的同坐一排，彌撒後並一起向神父拜年，共同分享團

體經驗，欲罷不能。相約 2 月 5 日我們聚會日再以 Skype 進行團拜。     

(惠芳) 

 

【耕心】 

◎ 耕心今年從宗座勸諭「愛的喜樂」開始新的一年，1/5.12 由前任協調人

陳麗珠帶領，1/19 則由耕心的新任協調人閻美瑜帶領，兩位優秀的老師

不僅精準抓出重點，更讓團員們分工合作，深入閱讀部分章節，共同分

享。 

◎ 共同閱讀愛的喜樂過程中，不僅是閱讀，也期待團員們有更深的反省，

期待消化之後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從勸諭中也可感受到教宗真切了解這

具挑戰的時代裡，我們面臨什麼樣的挑戰，甚至是困難，值得花些時間

閱讀、思考、祈禱。(淑明) 

 

【兩兩】 

◎ 1/3 主題：世界團體看基督生活團的服務世界團體看基督生活團的服務

目的是要了解基督生活團生活方式的服務方向，由靜默開始依序唸基本

守則第一、二、四、八-1 條及第八條 1.2.3.4 小節，在安靜默想後，分成

兩小組分享及討論再基本守則內令自己感動及注意到的地方，不少人覺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1.2.3.4/&h=ATOzTbmX3xtnj4cplZSCIm8Bg2dtxA0FyEPVkbNuJSbtpG-hIdH_vtA9sF_WT3yeZNpKmq1zuDi35KzvqNRyls78cyJ_Gl4C_M8adYBN3TFMBDV9tPyqvp13MHuR3woXizpn1A&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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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讀基本守則感覺很好，是個值得一讀再讀的文件。 

◎ 1/10 主題：讀 CLC DAY 文件 

生活分享後，主持人帶領大家輪流讀 project 166，並稍做說明台灣的基

督生活團在聖母聯會時就有了，是由鄭聖沖神父帶進來的，之後再分享

文件內容-團體的共同記憶，不只是回憶，還要創造，把恩寵用在重大的

服務上、想起過去的事件並反省其對自身的意義是人的天性我們通常藉

由在旅程中，陪伴 CLC 團員的那些鼓舞人心之士而獲得這恩寵。 

◎ 1/17 主題：準備 CLC 日(一) 

本次聚會主要討論 CLC 日承辦主要工作內容，分配工作及大會進行方式。 

◎ 1/24 月省彌撒由莊清廉神父帶領，結束後再繼續討論關於 CLC 日感謝

卡片製作進度、活動內容等事務。              （秀美） 

 

【中道】 

◎ 2017 年團體選用詹姆士．馬丁神父(James Martin, SJ)著作，《襪子堆裡

的聖人》作為讀經分享。馬丁神父以幽默風趣的行文介紹各時代聖人，

讀來輕鬆且生趣盎然。1 月我們看完第一章「聖女貞德」，這位聖人的遭

遇有痛苦瘋狂的一面，但她信賴天主，在一切磨難中勇往直前，毫不退

卻地信靠天主，使我們想起經文：「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

主」。聖人們並不是完美無缺，與我們一般人也類似，但對天主毫不猶豫

地信賴，這種精神也許是聖人之所以成聖，同時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典

範。 

◎ 1/7 的聚會主題是倫理判斷，今年是「家庭年」，倫理判斷的個案也以婚

姻為題，團員們提出許多應考慮的問題，幫助大家思考，尤其是對於渴

望婚姻的年青人有很大的鼓勵和幫助。 

◎ 1/21 由曉英負責電影欣賞，主題太吸引人了參加的團員大爆滿，曉英為

大家準備便餐，這次聚會的時間提前，大家藉著「腦筋急轉彎 Inside Out」

這部喜劇動畫片，討論了情緒對於我們的行為還有人際關係的影響，每

個人也分享了對於情緒的自我察覺與變化。 

◎ 大年初四在團員世德阿茅夫婦家，中道新年大團圓，有 41 年的老團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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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詹神父參加，彼此分享生活及禮物、加上廚房事務的分工等。謝謝

世德與阿茅的慷慨熱情款待，盡興歡喜的一天。 () 

 

【至善】 

◎ 元月八日閱讀《願祢受讚頌》，哲迪導讀第四章整體生態學。在這一章教

宗除了指出面對生態危機之解決方案需考慮的相關因素之外，特別探討

了生活空間與人的關係、公益原則和世代間的公義。 

◎ 元月二十二日月省彌撒後，閱讀 PROJECT 166 以及 2017 慶祝基督生活

團第一封信，行經四項分享題，討論後發覺可採用第一點閱讀基本守則

來慶祝，因為別的方式都比較不可行。 

◎ 元月三十一日新春彌撒於振川家舉行，特別為受病苦得醫治的親友們祈

禱、為求學中的青年祈禱，也為團員在這一年的工作辛勤奉獻給天主祈

禱。彌撒後家庭聚餐。振川太太蒸煮的紅豆湯，可口暖胃。     （瑪君） 

 

【大源遠】 

◎ 團員益民淑靜的三女兒曼欣和楊立先生於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於聖家堂舉

行婚禮彌撒，彌撒後於維多麗亞酒店宴客，參加的團員有文成、信財、

年璨麗秋夫妻，功堯美玲夫妻、錦春芬芬夫妻和他們女兒瞿澄，大家都

祝福新人幸福美滿。 

◎ 天主教醫師協會邀請團員益民於一月二十二日協會例行月會演講：基督

徒在大陸行醫經驗他以幻燈片先介紹本身信仰生活，然後介紹大陸醫療

現況讓大家都有深刻的印象，大源遠的團員踴躍參加當天的演講。 

◎ 團員錦春芬芬夫妻於農曆年期間，赴英國倫敦參加女兒瞿澄完成碩士學

業的畢業典禮，大家都恭喜他們並祝旅途平安。    （功堯） 

 

【方濟各】 

◎ 1 月，原先排定二次（1/12 及 1/26）聚會，但，因為 1/26 已是除夕前

一天，因此，大家決定休會一次，好好準備過年。 

◎ 1/12，由永歆主持，我們閱讀＜Projects 165 青年：歷史的繼承者，未



 6 

來的先驅者＞。 

◎ 關於青年工作，團員們各自有服務領域，藉這次聚會，我們檢視本團服

務青年的項目，還發想幫青年拓展視野連結關係，例如為安妮陪伴的母

佑堂和鯉榕的嘉義堂青年們，在菁寮天主堂舉辦共融，還可以揪其棣與

春桂的大專青年們與會，而方濟各可以全團一起服務。這個夢想，值得

期待。 

◎ 這一天，原高雄伯多祿的蔡紹方，來參加聚會。紹方因準備研究所搬回

台南居住，方濟各歡迎他的加入。   （春桂） 

 

【朝聖者】 

◎ 本月第一次聚會訂定了未來三個月的聚會主題和主持人，有一種接受天

主帶領、朝著目標前進的方向感，心裡覺得很踏實。這個月去了一趟德

國，旅途中看到很多座教堂，感受到滿滿的喜悅和滿足，心中也有更進

一步接觸天主的渴望，希望能一直保有這份心情。  （曉雯） 

◎ 年前公司與家中事務繁重，每天都比昨天需要天主，信望愛三德都有被

考驗的感覺，對自己、他人、教會有時百感交集，但仍相信聖神的陪伴

跟光照，因有耶穌開路同行，所以仍有希望。持續祈禱。 （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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