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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體 

【執委會】 

◎ 財務執委玨君感謝夥伴們在過去二年內的包容及耐心，今年的大會上，更是承

蒙大家的體諒，通過變更財報審核期間的議案，讓財委對十月初的結帳壓力不

再如此巨大。 

而在今年的財務中，很高興在拾一奉獻上，收到推動以來的最高金額，突破 70

萬元。然誠如曉光在大會上所提醒，大團體每年的費用支出，已突破 150 萬元，

但我們的團費收入卻只是 100 萬以內(不管是估列的預算、或是實際的決算)，

在不動用往年餘額的前提下，我們必須也一定得依賴行有餘力的團員們慷慨奉

獻的拾一之獻。(財報相關詳細數據，請參考另附給大家的檔案。) 

1998 年穆神父接任台灣地區 CLC 的全國 EA，距今即屆 20 年，他為我們點出，

當時的團費收取標準同今日沒有不同，然而生活中的物價，卻已經翻漲數成、

或是與當年有幾倍的差異；在不調整團費收取標準的前提下，我們僅能在鼓勵

每位在團體內的夥伴，發揮『共同團體共同承擔』的精神，按時按標準繳付團

費，並在行有餘力之外，“更”實行拾一之獻在這個團體。 

每四個月一次的協調人聚談，財委也總是提醒前來開會的夥伴們，注意小團體

繳交團費的狀況，然而在個別團體中，因繳納方式的不同，協調人或 Guide 也

未必能充份掌握團員們的繳交情況；所以此次大會後，從 2016.10~2017.09

期間針對 2017 年團費的繳納情況，依個別團體的團費的繳納情況，已都寄送

給協調人及 Guide，而是否要公告給小團體內的每個團員們知道，可由個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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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行決定。報表中列示的團員名單，亦需要協調人及 Guide 及團員們確認，

有些人也許已轉到他團，或是離開基督生活團。若發現我們提供的報表有誤，

可於週間撥電話到秘書處跟曉嵐核對，或是透過電郵的方式詢問，期彼此之間

不存在誤解、差異的狀況。 

另外，在聆聽各方意見後，我們建議自 2018 年起，鼓勵個別團體，以團體方

式於每年 2 及 8 月繳納半年團費到指定帳號內。當然這不是一個強制的要求，

是一種邀請，如果您的團體願意於 3 月份一次繳納全年團費，不會有任何問題。 

我們已一同走過更名新生的五十年，更希望這個團體能永續在信仰中，與耶穌

同行，如果對財務執行及報告呈現有想法，歡迎大家可以透過電郵直接跟我聯

絡(ange505@gmail.com)，或是透過秘書處轉達給執委會。 

◎ 民國 106 年 11 月 4 日下午 2:00 - 4:45 在耕莘文教院一樓大廳，由基督生活團

與台灣社會發展關切協會、台北利氏學社、耕莘文教院共同舉辦「我們都會慢

慢變老」座談會！    

◎ 基督生活團大團體於 11 月 11 日下午 02:00~04:30 在耕莘文教院的四樓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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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新的嘗試之後，很開心有幾位新朋友願意加入看看。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 最飆投彙獎 

這（393）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育德 CLC、中道 CLC、磐石 LC、耕心 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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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德】 

◎ 11/3 (五)的聚會在紫色小屋進行，出席的人有秀英、興漢及香如。我們先一起

分享晚餐，然後繼續分享代表大會的內容，分享我們的團體、靈修、使命。我

們更加意識到基督生活團是天主給教會、給世界的恩賜。最後我們分享了當日

的讀經及福音，以祈禱結束聚會。   (香如) 

◎ 11/11 育德 CLC 開心喝喜酒，恭喜秀英 & 興漢 ！ 祝福育德第二代宇恩娶

老婆- 美麗的文昱，滿心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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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貼心的新郎 & 新娘安排婚禮專車，往返台北 & 新竹芎林天主教隱修

院，育德夥伴們有香如、夢芬、阿萬、文杰，貝貝和慶宇，一起開心參加幸福

喜悅的婚禮感恩祭，祝福宇恩 & 文昱，白首偕老 & 主恩滿滿！  （貝貝） 

◎ 11/17 育德十一月第二次聚會，參加的有秀英、香如、貝貝、阿萬和文杰，一

起進行褔音和生活分享，新科婆婆秀英分享她的喜悅「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

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大家一致贊同新婚夫妻，應該離開父母而居住，

才能真正獨立，一起同心合意經營彼此的婚姻生活。 

願主保守祝福每個家庭！阿們！   （貝貝） 

◎ 11/25-26 育德 CLC 有秀英、貝貝和文杰，一起參加弘神父在新竹納匝肋修

院帶領的避靜，在今年全國代表大會前團體樣貌分辨中，一致認為每年團員每

年至少參加一次 3 天以上，或兩次大團體辦的周末避靜，以更新內在，為團員

是非常重要的，求主保守帶領。      （貝貝） 

 

【中道】 

◎ 11月 4日的開會,社會關懷部分,中道圑員參加由社會發展協會辦的長照座談

會「我們都會慢慢變老」。 

人的老化是自然現象，家人會在醫院和家庭之間往返照顧，身心承受極大的

壓力與負荷。我們可以從衛福部提供的長照資源中，找到讓老年人需要的照

護。宗教信仰所帶來的安定力量，是生命未期不可缺少的力量。 

◎ 11 月 18 日的社會關懷的主題：貧窮世襲／難靠教育脫貧 窮二代怎翻身 

以前的年代貧童還能靠教育翻身，但如果教育和社會支援系統都失能，如今

貧窮的下一代、該如何翻身？ 

這議題有很多面向要關注：家庭、教育、社會福利、價值觀等。 

◎ 11 月 18 日的讀經分享是「襪子堆裡的聖人」這本書—他是我的寶中之寶：

磊思公撒格。 

這位聖人一心一意尋求天主，又決志放棄世間的榮華財富加入耶穌會。數個

世紀以來信友祈求他的代禱，他是青年主保。我們被這位聖人吸引，因為他

堅忍執著又非常慈憫，是天主給的驚奇禮物。     （潔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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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 

◎ 11 月 5 日與  11 月 19 日兩次聚會繼續讀羅馬書，進度分別是是九：1-29；

九：30-十：21。藉由羅馬書詮釋書中的附錄題目分享聖保祿對猶太人拒絕

福音的解釋。11/19 聚會的生活分享，用翻譯自菲律賓 CLC 的材料，團員作

2017 年度個人省察分享，爲迎接新的一年預先準備好自己的心靈。 

◎ 德香與清華的本堂-南松山天主堂參加查經比賽，總共 16 隊參加，德香參與

的聖神組得到第一名，清華參加的聖母組得到第五名，恭喜德香與清華。 

◎ 德香的工作有異動，換到離家更近的汐止分行，願主祝福德香的新職務一切

順利。                             (韻如) 

  

【耕心】 

◎ 我們這半年來為紀念基督生活團 50 年金慶，複習研讀 GP 及 GN，已近尾聲。 

◎ 11/16(四)由麗珠帶領我們看 GN 最後的部分---(三)組織。聚會中輔導賴玉

修女分享她到中國福傳以及印度開會的經過，提及印度加爾各答登革熱流

行，許多孩童喪命，令人鼻酸嘆息、祈求上主垂憐！賴修女將赴英國進修英

文三個月，由朱神父降福並進行團體派遣，祝福修女一路平安，恩寵滿被！ 

◎ 感謝天主，11/23(四)月省彌撒中，入團許久的玉燕慷慨答覆天主的召叫，

成為暫奉團員，暫奉儀式簡單卻溫馨感人，充滿天主聖神的恩寵，由朱神父

帶領大家擁抱與祝福，玉燕說：感謝聖神光照，感謝朱神父在避靜時陪伴分

辨，感謝團員們的準備、禮儀及拍照，謝謝大家的擁抱與祝福，有你們真好！ 

◎ 好久沒有舉行會外會了！11 月 30 日星期四，熱愛電影也精通電影靈修的令

憙，安排了一場精彩感人的電影欣賞《明天別再來敲門》。這個看似平凡的

生命故事，卻以不平凡的氣息呈現人生必經的生老病死、友情、關懷、冒險……

與愛。團員們都深受感動，連朱神父也看得興致盎然，礙於時間太晚，澎湃

的心情只能在群組裡簡單分享。     (美瑜) 

 

【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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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泉在 11 月有兩次聚會：一次是 11/25，由張淑珍引領我們一起分享「愛的

喜樂」-- 第八章陪伴、分辨及融合人性的脆弱。在分享中我們深刻明白—福

音的理想不可削弱，但需要憐憫脆弱的人。不判斷、不定罪，不排斥任何人，

只以慈悲相待，我們以慈悲之心接納和陪伴身邊一些遭遇困難脆弱的教友，幫

助他們重回教會團體，聖體聖事不是為完美的人，相反的聖體聖事是為滋潤軟

弱的人而存在。 

◎ 第二次聚會是清泉下半年的 outing-- -11/27- 28 武陵農場兩天賞楓散心之

旅。還是由我們能者多勞的蘇阿伯(蘇誌郎)還有他美麗年輕的夫人行德規劃行

程。一行 14 人在這兩天行程當中，深刻體悟到 9.2 公里真不是一條易路，特

別是一條急上坡的路;另外，我們也學到一公頃的森林因光合作用可吸收 15-30

公噸的二氧化碳，放出 11- 23 公噸的氧氣，供 40-80 人呼吸。換算一下:台北

市面積 2 萬 7 千多公頃中森林約占一萬一千多公頃，僅可供 44 萬-88 萬人充

足的氧氣呼吸，可是台北市人口高達 270 萬，天啊!有沒有覺得我們就像魚池

中那些擠在一起不斷張開口索食的錦鯉! 

我們在幽靜的步道中靜靜的感受天主美妙的創造和省思我們對環境隨意的糟

蹋和破壞，倍感羞愧，決心一定要積極珍惜我們的環境，善盡一個管理者的本

分。 

第二天早上，李驊神父帶領我們在園區的涼亭舉行感恩祭，感謝天主賞賜我們

這一切美善。彌撒後，大夥兒效法五餅二魚精神，掏出各自的存糧，餵飽了所

有人和一隻飢餓的大黃狗。喔!除了我們可憐的李驊神父，因為健康檢查他只

可吃低渣食物，無法大快朵頤。每個人都高高興興出門，平平安安回家。感謝

天主!謝謝神父，蘇阿伯，夫人行德。   （嬪妮） 

 

【方濟各】 

11 月聚會二次：11/9 及 11/23。 

◎ 11/9，玉娟主持。生活分享之後，我們閱讀 Projects 168--下一屆世界代表大

會：「基督生活團的慶祝、統整和更新」。今年對團員而言，我們讀了 GP、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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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五十週年金慶及全國代表大會（庶務工作及開會），對 CLC 的各面向有較

多的接觸與認識及實際感受，即使如此，對世界執委會提出的這份文件內容，

仍有許多要用力理解之處，不過，也讓我們更加期待 Projects 169 的提出。 

◎ 11/23，春桂主持。生活分享後，各人就答覆接任協調人提出考慮結果，也澄

清擔憂。雖然新任人選還沒有結果，但我們懷抱希望，繼續祈禱。之後則由春

桂和其棣分享暑假期間在歐洲的見聞，其棣的聖雅各之路讓大家非常嚮往，或

許有機會再揪成團，體驗其中的朝聖滋味。      （春桂） 

 

【恩臨】 

◎ 11/01 -團員一起到醫院探視剛開完刀的 Guide-若瑄，數算神滿滿的恩典，由

住院一開始，惠芳就安排基督生活團的團員輪班接次的照料陪伴若瑄，其中朱

神父也無縫接軌的在開刀前來到病房為若瑄傅油祝禱，上主更在未預期下，為

若瑄預備了超大的視野房卻是健保給付，由住院到開刀出院，不斷看到神的照

料及愛護，讓我們與若瑄一起經驗上主的護佑！ 

◎ 11/8-開始我們奈及利亞–生活方式- A (真福八端 -極端的生活方式) 

第１單元: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團員在經文- 路十六 19-31 (富翁與拉匝祿)的

故事中，感受到死後交帳是沒機會改變的，所有一切上主的心意都在聖言中；

團員彼此期勉讓我們選擇神所愛的，捨去神所惡的，更多選擇依賴天主勝過世

俗物質。 

◎ 11/15 聚會進行奈及利亞–第２單元：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團員彼此分享在不公

義事件中，採取的方式及反省什麼是更貼近上主的心也期許更敏銳的與受苦的

人同哀，勇敢的為愛挺身而出能與那些因不正義或死亡而受苦的人同哀。 

◎ 11/22 聚會進行奈及利亞–第 3 單元：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團員們彼此覺察回

顧過往生活中溫柔所帶來的力量，學習以柔和但堅定的態度勝於暴力的當下；

11 月壽星-曉嵐，團員一起為我們曉嵐慶生，在繁多的人事物中，願上主加添

她的溫柔與智慧，使她所服務的人都感到主的溫柔與慈愛。 

◎ 11/29 彌撒 主禮余明模神父為我們將下列的意向奉獻給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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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新成員的加入、guide 身體健康的渴望 

將團體中每個人和天主、自己、及家人的關係祈求天主的降福。 

追思我們已離世的親友們，在這教會的「煉靈月」更多的為他們祈禱。 (紋綺) 

 

【兩兩】 

◎ 11/07 主題：愛的喜樂 (八) 

生活分享後，主持人帶領大家唱”愛的真諦”開始今天的主題，團員們分別念 

愛的喜樂第八章的 296, 298, 299, 303, 304, 305, 307, 308, 311, 312 接著念

福音若八 3-11，若四 1-26 默想之後，分享 1. 對兩段聖言的感想。2.親友是

否也遭遇婚姻困境？身為基督徒該如何幫助他們？ 

◎ 11/14 主題：環保靈修(七) 

本周主題:整體生態學，願祢受讚頌通諭主要的呼籲，透過經文:出谷記三 2-7， 

我們一起分享以下問題:今天在美麗的創造之中，生命之神如何被揭示為神聖

的土地?有什麼正令這個姊妹、大地之母-天主的美妙創造- 感到沮喪和壓迫?

這個地球最迫切的呼喊，以及最脆弱的是什麼?反省後再藉由願祢受讚頌通諭

的核心-整體生態學的概念，一同反省下列問題:這個概念對我說的是什麼？最

相關也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這個概念與我自己的現實和日常生活有何關

聯？還有，這個概念如何融入我們 CLC 的身份認同和召叫之中？ 

◎ 11/21 主題：世界文件 

生活分享後，主持人帶領大家讀世界文件 projects 168，文件中指出生活團目

前處在的三種實況，也為走向世界代表大會的旅程題出兩個行動，討論中團員

間分享文件中的感受，主持人(guider)也藉此鼓勵大家對大團體的積極參與。 

◎ 11/28 本月月省彌撒由蔡明隆神父主持，彌撒後為即將去待產的團員開了小

小的歡送會。     （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