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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基督生活團通訊 392期主曆 2017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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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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團體 

【執委會】 

◎ 於 2017/10/28 (六) ~29(日)兩天在耕莘文教院 4F 召開執委會會議，出席者:惠

芳、文芳、珏君、河靜、開明、振川、執秘文成, 全國 EA 穆神父；請假者：俊

清。大致內容包含一、代表大會回顧二、工作小組預算，報帳流程三、工作小組

檢視四、討論「為愛而走」是否定為長期支持的使徒工作。並做出決議五、澳門

專案六、OPEN DAY /OPEN HOUSE 七、2018 年行事曆八、朋友間工作小組及

出版實體專刊的討論九、團體推舉參加國外活動並支付參與者費用，選才流程 SOP

草案十、全國代表大會果實的落實十一、下次執委會議時間：2018 年 1 月 6、7

日 

◎ 我們所屬的基督生活團大團體，計畫在今(2017)年 11 月 11 日下午 02:00~04:30

舉辦一場 OPENDAY 活動，目的是向外介紹我們自己所參加的這個團體。也許大

家仍然記得自己是怎樣開始參加基督生活團，怎樣逐漸了解這個團體，甚至有很

多人已經選擇繼續或永久留在這個團體。然而，除非有機會接觸，並願意進入，

否則不會有這樣的過程。 

我們願意嘗試任何可能的方式去吸引教會內的朋友們，但也需要提供教友們認識

基督生活團的機會。基本守則第 4 條中明確的指出:「我們按照我們的特恩，召集

那些感到要更迫切地把全部生活層面與圓滿的基督信仰結合起來的人成為一個團

體。」，因此在教會內將基督生活團介紹給還不認識它的教友是我們的任務。我們

希望我們團體內所有的團員能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這個 OPENDAY 活動，也許為這

個活動祈求天主，也許將此訊息轉告所屬堂區的教友，也許透過網路的連結，轉

達我們的邀請，也許在 OPENDAY 當天陪著朋友一起來參加。雖然我們舉辦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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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是一個新的嘗試，我們希望盡我們的力量好好的努力。請記得這個活動的地

點是耕莘文教院的四樓 409 室。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392）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中流 CLC、幼稻 CLC、生命 CLC、中道 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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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流】 

◎ 10 月 7 日參加了聖母聖心修女會 85 周年的慶祝活動，在經過了三次的教育訓練

後，中流的部分夥伴也加入了聖母聖心之友會擔任基本會員，第一階段參加的有

慶昌、雪切、棟忠、大德、潔馨翠華、寶玲、任曙等八人，未來除了每星期三晚

上 1930 在曉明的讀經班外，各團員們要負擔更大的使徒與福傳工作。 

◎ 10 月 21 日這是一年度的盛大喜宴，由中流與大專同學會共同精心策劃之下，我

們齊聚逢甲立德中心為輔導馮 神父慶生，有來自美國、大陸、北中南東的教友們，

及聖母軍、神修小會等共 130 人齊聚一堂，今天夥伴們不但精銳盡出，連中流的

第二代也參與了盛會，很高興神父精神飽滿全程參與，在由大家提供的一家一菜

豐盛的午餐中，度過了主恩滿滿的周末假日。   （曙） 

 

【幼稻】 

◎ 最近幼稻的聚會依舊是生活分享與讀經。 

★如峰雖然在荷蘭唸書，但有時候仍然會跟我們視訊分享在那邊的生活，他的  

  生活有點辛苦，需要大家的祈禱。 

★唐寬已出發去歐洲旅遊一個多月，在開始工作前放鬆自己，去看看世界，上 

  週四有去探望如峰，並和我們視訊分享。 

★經倫在台大醫院的工作變得繁忙，較少來聚會，每次來聚會也是疲累的狀態， 

  但並沒有跟團體斷掉聯繫，也為他的工作祈禱。 

★大承雖然在服役，但因為是在國中當替代役，所以每週四晚上仍然可以來參 

  與聚會。 

★怡君的房仲工作雖然讓她忙又累，但她仍會空出週四的時間和大家聚會，雖 

  然中間偶爾需要出去講電話處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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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嵋的狀況沒什麼改變，雖然生活有點忙，但大多每週四都會出席生活團。 

★在成員數量上有些微的改變， 

★允凡是我們的新團員，目前就讀臺北大學歷史研究所（三峽校區），穩定參與 

  聚會 

★紫煥由於要準備國外博班，暫時退出團體，專心準備考試。 

★克威依舊跟我們少有聯繫，會再繼續邀請的。 

◎ 以上，謝謝大家的祈禱與閱讀：）這次沒有參加到會員大會，希望下次能順利參

加到！平安 ！               （筱嵋） 

 

【生命】 

◎ 10 月我們一起回看了生命的歷史，德蘭提供了老照片，幾位老團員寫了簡單的

回憶，在感恩的氣氛下，體會上主在團體的歷史中一路引導及照顧。 

◎ 德蘭的弟弟在波莉維亞過世了，10 月 20 日在聖家堂小堂舉行追思，而後去大

直公墓安放骨灰。        （台蓮） 

 

【中道】 

◎ 10/7 我們到關西露德聖母朝聖地朝聖，感謝詹德隆神父主禮這台玫瑰聖母的

彌撒! 謝謝神父的講道與分享..幫助我們藉著唸各端的玫瑰經時，更能融入我們

的祈求。 中午曉英為我們安排了客家風味的餐點，在簡單的餐敘中有更多的共

融與分享。 

◎ 10/21 的聚會我們在第一時段生活分享，藉著「襪子堆裡的聖人」第 15 章烏

干達的眾殉道者，與作者感同身受的同理這些鮮為人知的殉道者與在東非肯亞

奈洛比的難民—在受到迫害，以及除信仰之外不能另有奢求的極端景況中，如

何勇敢的面對；如何逆來順受、甘之如飴地度著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 

第二時段 世德和阿茅夫婦與我們分享「生活整合」；以及分享兩位的母親們在

臨終時的照護經驗作為「倫理判斷」主題的材料，探討照護者家人在面對親人

臨終醫療，及病人醫療自主權利的分辨。                 (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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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E】 

◎ 十月份我們 Gaze 開始了陶成系列(四)生活的基督，藉由讀經文內容更了解基督

的各個面向與樣貌，更貼近耶穌。 

◎ 現在我們採用 LINE 的記事本做每次的聚會簽到，留言參與這次聚會的心得與

感動，希望從定期的聚會紀錄開始累積看得見的成果，慢慢以實踐團體的目標

邁進。      (瀅如) 

 

【磐石】 

◎ 10 月 1 日聚會繼續讀羅馬書進度是八：23-39「聖神在我們心中的嘆息」「基

督的凱歌」，大家藉由羅馬書詮釋書中附錄題目，分享對聖神的經驗，聖神對我

們在軟弱時，對我們的扶助，親自以無可言喻的嘆息為我們轉求。大家也提出

對聖神不了解的地方，穆神父也ㄧㄧ為大家解惑，主持人南華找到張春生神父

在見證月刊對這一段經文精彩的詮釋供大家賞析。 

◎ 慧敏和德儀代表磐石參加全國代表大會，慧敏在從靜山的回家路上已經迫不及

待地和磐石分享神父的彌撒證道和開會的過程，慧敏的好記憶和詳實的記錄讓

磐石的夥伴如臨現場。 

◎ 10/21 磐石兵分兩路, 慧敏和惠芳參加愛的喜樂論獨身生活座談會，曉秋和德儀

拜訪在八里聖心靈修中心推廣生態靈修工作的惠敏。大家在心靈和友誼上均滿

載而歸。 惠敏非常歡迎所有團員參加八里聖心靈修中心的生態靈修體驗天主渴

望在天地萬物之間與我們交談。        (南華/德儀) 

 

【兩兩】 

◎ 10/3 主題:愛的喜樂 CH7 聚會中團員分享自己家庭的狀況，包括家人之間 

的關係、在家如何過節、家人教我的那些事、令我耿耿於懷的事等等 

。藉由分享再去月讀反省愛的喜樂第七章教宗關於家庭方面的教導。 

◎ 1010 國慶日休會 

◎ 10/17 主題:環保靈修(六)；求恩:祈求天主能幫助我們認清我在所有受造 

物中的地位。本周讀經羅 8:19-23 及教宗通諭及公函，經由默想及反省， 

大家分享了對環境、自身與信仰間的責任，並在生活中繼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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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 蔡明隆神父帶領團員們做月省彌撒。彌撒中神父提醒大家聆聽，並持續為

需要的人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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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美) 

 

【恩臨】 

◎ 10/4 進行電影靈修-《太陽的孩子》英文片名為「Wawa No Cidal」，從阿美族

的話音譯而來，《太陽的孩子》述說的不只是一個部落的共同記憶，它更述說著

我們整個社會的集體記憶。這部片彙集了太陽花學運事件、苗栗大埔案、台東「美

麗灣渡假村」BOT 開發案等等，同時也指涉部落老化問題、隔代教養問題、單親

媽媽面對的挑戰、原住民就業問題、原住民土地遭受剝奪等等問題。團體剛進行

完奈及利亞〝團體〞的單元，接下去進行〝生活方式〞在這部片中看見分辨及選

擇的重要性，也讓團員思考在許多混雜的時代訊號中如何答覆-上主對我們的邀

請! 

◎ 10/18 生活分享後，GUIDE 若瑄宣佈經醫生再次診療需住院開刀，大家聆聽後

也分享周遭開刀經驗，並在祈禱中將手術過程交託給上主！！ 

◎ 10/25 訪團-達義二，在期待中終於到了與達義二團員共融的時間，彼此分享團

體的聚會方式及認識基督生活團的經驗，在分享中再次感受到當年聖神的邀請及

我們的回應，真是上主偉大的救贖，也期待下次彼此的共融 ! （紋綺） 

 

【菓燃 2.0 升級版】 

◎ 分享我們的好消息，迦納預備團和菓燃預備團合一了！經過十個月一起聚會分辨

後，我們發現分不開了！這個月我們重新取團名，叫做[菓燃]，但~是 

菓燃+      加大版 

菓燃 2.0   升級版 

目前共有 12 位團員，2 位 guide，一位 EA 聶神父。 
 

於 10 月 26 日(週四)晚上八點有兩位團員(怡文、冠穎)作暫時奉獻。感謝大家為我們

的團體和這兩位團員代禱。並很開心當天有數位團員前來參與暫奉彌撒。感謝天

主！！                (菓燃+  加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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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德】 

◎ 2017/10/06 今晚育德 CLC 十月第一次聚會，參加的有香如、之英、夢芬、貝貝、

阿萬和文杰。一起分享「非暴力溝通」第十章「充分表達憤怒」。表達憤怒四個步

驟：一、停下來，除了呼吸，什麼都別做；二、想一想是什麼想法使我們生氣了；

三、體會自己的需要；四、表達感受和尚未滿足的需要 

在分享中，聆聽彼此實際生活中面對和處理生氣的經驗，更深深覺得需要給自己

充分的時間來學習和運用非暴力溝通，感謝主！ 

◎ 2017/10/21 育德 CLC 家聚，到夢芬 & 林昱 & 林暢家，參加的有老弘、香如、

之英、阿萬、文杰、貝貝、慶宇、大偉和家蓉夫婦和兒子，重現 20 年前的拜訪，

老弘的祝聖感恩祭，男女主人的熱情接待，大家也為 10/22 的壽星慶宇慶生，

滿滿祝福和聖寵，感謝主！    （貝貝）。      

 

【方濟各】 

10 月聚會二次：10/12 及 10/26。 

◎ 10/12，春桂主持，生活分享之後，我們閱讀全國代表大會各小組年度工作報告。

對團員而言，這能更認識大團體的行動果實。此外，也請大家考量答覆新年度接

任協調人的可能性，由不同團員投入，這為團體持續成長及更新是重要的。 

◎ 10/26，春桂主持，閱讀全國代表大會果實及參與大會的團員分享過程及感想。

大夥在大會中，不管是庶務工作或參與討論或從旁觀察大會的運作，皆有滿滿收

穫，並且激發更深認識團體／靈修的渴望。而透過這樣的互動分享，也讓未能前

去參加大會的團員同享大會豐富的成果。（春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