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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基督生活團通訊 384期主曆 2017年 2月 

       本期出刊日 2017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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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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 CLC 日所安排的一切是為了幫助我們以更活潑熱心的方式來紀念我們

的金慶，我們期待積點的方式能幫助我們更積極地參與金慶，但不希望積

點影響我們的喜悅共融之情。這也是神操的原則與基礎：「由此可見，取用

世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幫助多少，便取用多少；能妨礙多

少，便放棄多少。」 

◎ 關於 CLC 日的事前準備，我們在第一封信第二頁的第三點已提到，任何根

據 PROJECTS 166 中的四點紀念金慶的建議，所作的紀念與準備，只要能

在 CLC 日兩天活動期間，於指定的展示區展示或分享予眾人即可，歡迎個

別團體自由發揮。可以四擇一，也可以四項都作。    為了鼓勵更多人的

參與： 

1.  我們的活動老少咸宜，也會安排家長的喘息任務，歡迎帶小朋友同行。 

2.  竭誠歡迎帶非團員的家人與朋友同行。 

3.  附上報名表（含台北與台中相關交通資訊），請務必於 3/10 之前將報名

表交至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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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說要帶鬆餅機或煮咖啡來同樂，為我們共同的日子增添喜慶的香

氣。歡迎有意願在休息時間提供手作服務者，於 3/15 之前告知秘書處，以

便安排。 

今年另一個好消息就是澳門團體也將有伙伴來台灣與我們共同歡慶五十金

慶，「懷著感激之情，我們頌謝上主在這五十年來賜予的滿滿恩寵；懷著謙

卑之情，我們祈求上主引導我們未來的路途。」唯願我們所得到的恩寵，

也能成為我們為家庭、教會、社會、國家與世界帶來的一份美好的禮物。

一起愈顯主榮吧！ 

◎ 第十五屆執委會的第 6 次會議紀錄，已請協調人轉寄給全國團員們了，請

查收!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384）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茫萊撒 CLC、中道 CLC、大源遠 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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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萊撒】 

◎ 2 月 24 日開春後的第一次聚會，我們的 EA 吳伯仁神父走馬上任。“你們

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瑪 6：32 

◎ 生活分享：淑芬，欣芸，維蓉分享了寒假中的生活領略到天主的恩寵帶領

和愛。 

◎ 討論：3，4 月的行事曆。單週讀經和生活分享；雙週閱讀 在日常生活中

體驗天主。                  (欣芸) 

 

【中道】 

◎ 2 月兩次聚會，我們一起閱讀"襪子堆裡的聖人"的第 3 章－里修小德蘭，及

第 4 章多默．牟敦。分享我們對這兩位聖人的認識和經驗。 

◎ 2 月兩次聚會的主題是"團體中的鹽"單元四:分辨的藝術，由怡如和明華分

別帶領上、下半段；希望進一步認識依納爵給我們很重要的工具，培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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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生活中的分辨都是為更走向天主，而不為環境中的迷幻色彩所矇蔽。 

◎ 農曆年間，月惠的父親回到天父懷裡，我們在祈禱中，求天主陪伴並彼此

支持。 

◎  中道近期有團員邀請新人來團體體驗聚會帶來的信仰力量，也有團友回到

團體中。願主在祂為每個人所準備的獨特道路上，陪伴我們，也讓我們互

相扶持成長。                                     （怡如） 

 

【大源遠】 

◎ 大源遠基督生活團二月份活動是二月十八日於聖家堂的地下室會議室舉辦

一家一菜新春聚餐，團員每家都大顯身手展現廚藝。guide 文成：蒜苗炒

臘肉。淑靜：海鮮義大利麵。麗秋：炒米粉、有機香蕉（麗秋爸爸種的）。

美玲：排骨蘿蔔魚丸湯、鮮菇時蔬。信財：水果和緬甸點心。錦春夫婦帶

山東大餅。大家邊吃邊分享最近的信仰生活及家庭生活點滴。信財的太太

月霞這次也出席聚餐。當大家得知她經常參加攝影團體國內外旅遊，便相

約五月邀她來生活團分享攝影心得。（功堯）  

 

【康寧】 

◎ 康寧 2 月 11 日晚上 7:00 在康泰 11 樓聚會，有團員的生活和工作、常年

第六主日福音分享，房志榮神父指導。      （榮珍） 

 

【育德】 

◎ 20170205 育德 CLC 新年家聚，謝謝文杰阿萬的邀請，我們一起到新落

成美麗的蘭雅天主堂參加主日彌撒，享用豐盛午餐，分享彼此的新年新希

望！感謝主！開心見到好久不見的慶宇和貞媚，發現大家都開始規劃退

休，希望能找到生命下半場喜歡做的事⋯⋯恭喜之英順利買到新屋，也一起

為香如祈禱，今年能如願恢復上班生活，求主保佑！文杰和阿萬的房子，

很寬敞舒適，真該學習阿萬的斷捨離，丟掉大量不用的物品，才能享受如

此空間！小育德今天明安代表出席，希望下一次家聚有多一些小育德一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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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17 育德二月第二次聚會，主題是生活和福音分享，好久不見的

林昱分享最近搬家的種種，發覺短短三年舊家，竟累積有如此多物品，我

們真的需要學習斷、捨、離！           

◎ 2017/03/01 歡迎家興回台，育德 CLC 夥伴們在民生社區「彩雲南滇緬

美食」開心小聚，有即將到馬來西亞傳福音的秀英、興漢夫婦，文杰、香

如；慶宇、貝貝和明安全家，一起歡聚，正逢四旬期開始，守大小齋日，

清淡菜食，好友相聚，不亦樂乎！          （先芝）  

 

【幼稻】 

◎ 幼稻基督生活團目前的近況： 

輔導神師：丁立偉神父 

成員：筱嵋、紫煥、經倫、大承、唐寬、克威、怡君、如峰 

成員概況： 

筱嵋今天大學畢業、唐寬目前就讀研究所，預計十月到新竹工作、如峰已

去德國留學、大承今年可能入伍、其餘皆為社青 

◎ 我們也會開始邀請新人參與聚會 

聚會時間：每周四 1930-2130，每個月最後一個周四參加台大光啟的彌撒 

      （筱嵋） 

 

【兩兩】 

◎ 2/7 主題：認出一個情況作為我們去服務的召叫 

團員以”準備 CLC 日活動”為服務的召叫的具體情況反省分享。 

◎ 2/14 主題：意識--是怎麼一回事 

主持人先簡短說明前兩次聚會相關主題，主要協助大家在生活中體會與發

現天復的召叫，再用生活團特有生活方式，以個人具體的行動答覆，文芳

也解釋了陶成系列(八)的目的，意識到發生的事件，出現一個需要，意識問

題，根據上週團體內的任務-協辦 CLC DAY，主持人邀請大家認真思考兩個

問題 1.協辦是否遇到甚麼問題?在準備過程中喘生甚麼問題?或導致什麼問

題? 2.為了回應這些問題，可以尋求哪些資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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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主題：面對福音的使命 

主持人帶領大家默想經文(依四十一：8~10； 若十三：12~15)再從協辦

CLC 日工作項目，逐項討論。          （泓儀）  

 

 【恩臨】 

◎ 2/8 晚上輕鬆的在 Hotnut 核果子工坊，舉行我們年後的第一次聚集，伙

伴們分享春節期間上主的陪伴及在美味佳餚中共融，喜樂充滿！！ 

◎ 2/15  

※ 進行 2017 年行事曆的排訂，決議團體配合教會四旬期的節奏和禮儀， 

   由 2/22 起進行八週播種默觀祈禱,並排訂八週時程的負責人與安排 

   4/26 舉行感恩祭。 

※ 讀基本守則 GP :分享 GP 如何滋養我們的 CLC 旅程，引述最喜歡的 GP 

   段落。 

◎ 2/22  

※ 進行播種默觀祈禱-預備週 (本週主要的操練為-意識省察) 

※ 我們的協調人-曹志誠於 3/1 正式啟程到澳洲唸書回應神給他的召叫， 

   引用他見證中的祈禱~~「相信」，是我們最大大的祝福！願這飛往異域 

   的時光，更划向深處。在澳洲基督生活團團員的陪伴下，繼續認識、愛 

   慕並事奉召叫跟隨耶穌基督，成為地上的鹽，世上的光。(願上主的手 

   扶持他，我們同聲祈禱) 

  「相信」，是我們最大大的祝福！        （紋綺） 

 

【耕心】 

◎ 耕心 2 月份繼續閱讀和分享宗座勸諭「愛的喜樂」，2/2.9.16 分別由耕心強

棒張令喜、陳靄儀、林玉娟帶領團體閱讀第 4.5 章，大夥的認真和熱烈分

享，常常讓我們覺得聚會時間不夠用，還有好多值得討論和思考的內容。 

◎ 2 月份我們也有幾位團員觀賞了電影「沉默」，大家一致認為有很多值得討

論的話題。 

◎ 2 月份耕心有一歷史，就是過年的團拜活動，今年到團員淑明的家，同時

有一祝聖儀式，淑明全家大大感謝耕心家人們的支持。     (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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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各】 

◎ 2 月除了表訂二次（2/9 及 2/23）聚會外，2/19 晚上與高雄的生活團團員

合作辦理《沈默》電影觀後分享會。 

◎ 2/9，春桂主持。在春節假期結束的第一次聚會，我們進行 2016 年度聚會

回顧，過去一年我們多數時間浸在 GP 中，努力連線。今年第一季將把最

後二回 GP 補齊，此外，團員建議可以選出自己有感的 GP，以一句或一段

話重述，幫助彼此加深印象。結束回顧，由王秉鈞神父為團體舉行感恩禮，

對過去及新的一年表達感謝與祈求天主恩寵相偕。 

◎ 2/19，在電影《沈默》上映第三天後，南部地區生活團團員合作，在高雄

玫瑰座堂及台南聖心堂各舉辦一場觀影後分享會。從團員們及堂區教友的

心得中，發現生活團的培育幫助我們更能以不同的角度面對真實的生命處

境。 

◎ 2/23，永歆主持。我們閱讀＜Projects 166：2017 年世界基督生活團日─

紀念＞。我們回顧自己個人及方濟各這個團體的生活團旅程，以及這段旅

程帶給自己的影響。之後，我們交流《沈默》的觀看心得，因著不同眼光

而獲得各自禮物，這是團體分享寶貴之處。      （春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