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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基督生活團通訊 394期主曆 2017年 12 月 

       本期出刊日 2018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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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3655553 傳真：02-23655127 

 

全國團體 

【執委會】 

◎ 近期已將 PROJECTS 169 中文版寄給大家(謝謝明華翻譯、香如&文芳的校對)；

在教宗方濟各所有的重要文件中，有一個字彙一直出現：喜樂！（『願祢受讚頌』

本身也是喜樂的歡呼聲。）這肯定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刻意強調這個想法，當

作他的夢想以及他的作風的綱要。這就像是一個嶄新的代碼，他正努力落實在教

會中。這不僅意味著快樂，更意味著豐富的生命和自由，「充滿那些和耶穌相遇的

人的心靈和生活」（福音的喜樂 1）。這個字彙我們可以用來當作分辨的標準：  

a. 為我而言，參加基督生活團是一個令人喜樂的經驗嗎？  

b. 在基督生活團的各層級團體，我們是否能找到喜樂並且分享它？  

c. 針對喜樂而言，基督生活團是一個生活的見證嗎？  

d. 為我們世界大會的籌備，更直接相關的問題是：教宗方濟各所提出的喜樂，對 

   基督生活團有怎樣的挑戰？  

無論是給予或接受，缺了喜樂，不會有真正的恩賜(禮物) ！。 

◎ 預計 1 月 20 日(六)上午 10：00-12：00 在耕莘文教院三樓的 MAGIS 青年中心會

議室為今年的第一次聚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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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捐款，可直接匯至協會帳戶(台灣社會發展關切協會  華南銀行/公館分行  帳號

118-10-011574-2)；團費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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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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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的四旬期周末避靜 : 歡迎團員們向秘書處踴躍報名參加！ 

 2 /23-25(周五晚上八點~周日下午四點) 地點: 八里聖心靈修中心  

  3/3-4(周六上午十一點~周日下午四點) 地點:彰化靜山靈修中心       

  3/9-11(周五晚上八點~周日下午四點) 地點:八里聖心靈修中心               

 

最飆投彙獎 

◎ 這（394）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時代 CLC、大源遠 CLC、耕心 CLC、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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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 

◎ 繼暑假團員個人三天、五天及八天避靜後，12/9、10 二天，12 位團員至靜山參

加和為貴神父帶領將臨期避靜，出靜後並與和神父餐敘，神父忘記晚餐約會而預

購高鐵北返，國傑哥獲悉後，雖然自己不克參加避靜，卻馬上幫神父訂購下一班

車票。二天避靜獲益良多，餐敘時，神父娓娓道來入會時為何選擇耶穌會、來臺

灣服務等等心路歷程，難得與時代二十年前的輔導、可能也是時代的末代輔導聊

神父的往事，團員很珍惜這個機會，「從來沒機會與和神父聊這些」、「都只能

彌撒證道聽神父講話」……感覺與我們永遠的輔導和神父更加親近。 

◎ 12/22 聚會當天適逢冬至，在長期提供時代聚會場地的舜三秀珍家，惠英姐掌廚

鹹湯圓、奕秀準備豐盛的魯味、河靜自己醃漬白玉蘿蔔、如玉的鮭魚、新團員幼

鳳剛毅多樣美味的小菜…大家在歡樂中長了一歲；餐後進行年終回顧，團員擔任

友團 GUIDE，覺得時代支持她的使徒工作；全國代表大會庶務工作順利完成，看

到時代的向心力與共同承擔，大會讓團員省思我們如何分享大團體的恩寵、分擔

大團體的使命與責任，同時藉由共同籌備大會庶務工作，讓時代團員更認識方濟

各的伙伴；有團員回顧分享，世界會動、工作會更新，人隨時在變，惟一不變的

是永遠愛我們、從不離開我們的主耶穌！明年行事曆繼續研讀奈及利亞教材與

GP。      （寶梅） 

 

【大源遠】 

◎ 12/23 本團例會為團圓聚餐，除了固定出席的團員外，一些較少出席的團員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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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大家見面分外親切。看到下一代的年輕人出現更是高興，希望有朝一日他

們也能組成一個團體，對他們的信仰將大有助益。特別之處是益民帶了一個法國

家庭(6 人)與會，他們都是虔誠的教友，剛好任神父在法國進修過，溝通無礙，做

了一次很好的國民外交。 

◎ 前幾天收到中道生活團的聖誕卡，非常特別，在此向中道的所有團員及明華致謝，

也祝大家新春愉快，主恩常在。我們正在構想，下次找個適當的題目邀中道一起

來共融，讓彼此多些交流與認識，體現我們都是大家庭的一份子。  (錦春) 

 

【耕心】 

◎ 12 月 7 日(四)我們的聚會，是特別的主題：年輕可愛、才華洋溢，但有一個老靈

魂的阿信，為我們分享他與天主的愛情之路。窗外寒冬細雨，團體內阿信分享的

聖召經歷峰迴路轉，非常真摯感人且恩寵滿被；阿信說：愈分享對天主的愛，體

驗就越深，天父通過大家來愛我，我也通過大家來愛祂。我們感謝天主派他到我

們中間，與我們一起走信仰的旅程。 

◎ 感謝天主，12 月 14 日(四)剛答覆暫奉的玉燕接下了耕心 2018 年的新任協調人，

祈求天主降福她及她的家庭平安健康，賜予玉燕百倍賞報。我們也順利訂出 2018

上半年的聚會材料是：若望福音及由耶穌會士亞豐素神父所著，香港基督生活團

翻譯，思維出版社所出版的《個人聖召-神操衍生的深度轉化》。亞豐素神父於 1965

年周年八日避靜中，與聖神相遇的震撼經驗，給予他在生活與職務上，完全扭轉

性和嶄新的轉化。「天主以我的名字召叫我。」那至真、至深的「我」，正是依納

爵神操最真、最深和至極的意義。 

◎ 今年的最後一次聚會是 12 月 28 日年省彌撒。今年交換禮物的主題是「皓光」；

依九：1「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

人們身上。」為響應環保，禮物不能花錢買。沒想到交換禮物的過程精彩刺激又

溫馨，在聖神帶領下每位團員都領受到最適合自己的愛心禮物。朱神父並將一尊

美麗光輝的佘山聖母抱子像送給卸任協調人美瑜，真是太感謝神父了！我們並和

遠在英國的賴玉修女視訊連線，為修女慶生，彼此恭賀分享與祝福，真符合了那

句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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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德】 

◎ 2017/12/01 今晚育德 12 月第一次聚會，一起進行褔音分享 & 非暴力溝通第

十一章「運用強制力避免傷害」。參加的有阿萬、文杰、夢芬、林昱、香如和貝貝。

福音分享中，我們一致認為該敏於時代訊号，找到自己該做的事！最特別的是，

經由角色扮演生動對話中，更了解運用善意溝通，孩子們提出代替懲罰，更有效

的方法「讓不想學習的孩子暫時到另一間學習教室」，因此讓學校恢復秩序，也保

護同學的學習權利！ 善意溝通的力量真大啊！ 

◎ 2017/12/15 今晚育德 12 月第二次聚會，參加的有阿萬、文杰、秀英、香如和

貝貝，一起進行福音和生活分享，特別注意到婚姻是天主賜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儘管有許多的試探和挑戰，但只要夫妻之間能彼此真正聆聽，愛永遠在！願主帶

領保守，阿們！ 

◎ 2017/12/30 育德跨年幸福家聚，謝謝秀英 & 興漢提供舒適 & 充滿主恩的紫色

小屋，一家一菜：有主人家準備的愛心滿滿火鍋 & 五星級水果，貝貝 & 慶宇

家的紅酒燉牛肉，文杰 & 阿萬家的士東巿場滷味，之英的烤鴨，夢芬 & 林昱

家的蜜紅豆湯，最特別的是香如媽咪製作的蘇家蘿蔔糕，好吃道地！ 

飽餐之餘，大家吐真言，有趣的是慶宇道出每位老公心中的 OS，回首過去一年，

滿滿感恩，也特別感謝育德夥伴們在信仰道路上，彼此相伴，有你們真好！感謝

主！一起準備開心跨年了！       （貝貝） 

 

【中道】 

◎ 12 月 2 日我們的聚會，第一時段，我們藉由閱讀《襪子堆裏的聖人》第十七章《 

聖寵滿被-聖母瑪利亞》，彼此生活分享。對每個人而言，聖母瑪利亞在各自的 

信仰生活中，各有不同的相遇經驗與熟悉感。對於聖母領報，我們有更深入於 

靈修經驗的領會；對於頌念玫瑰經，更燃起每人仰望天主的火熱之心。在信仰 

的朝聖之途中，我們感謝聖母的帶領與陪伴，更親近耶穌。第二時段的生活整 

合，由月惠以「在張力中得安息，在聆聽中得仰望」為主題，從面對家人接連 

的死亡中，反思個人在身心靈所遇到的問題，祈求天主聖神的帶領。詹神父與 

主內的兄弟姊妹都予以建議與引領，在主內，因相愛我們合而為一。 

◎ 12 月 16 日 我們進行歲末的和好聖事，由文成為我們準備。當天的讀經是「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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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6-24」，詹神父於講道時，特地引領大家，一句一句地更深入的領受天主聖 

言，對於「應常喜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不要消滅神恩」（包含自己

與他人）、「不要輕視先知之恩」有更深地體會與反省，也從「願賜平安的天主親

自完全聖化你們」來領會「和好聖事」的寶貴。和好聖事後，文成也以有創意的

補贖方式，帶領大家與大團體有更深的共融，詹神父也鼓勵大家參加第 28 屆寒

士尾牙義工活動。在平安喜樂中，我們等待並準備主耶穌基督的降生。 

◎ 12 月 30 日我們舉行歲末檢討。首先，我們祝賀曉英家增添新生命，12 月 23 日

有個可愛的小男嬰誕生了，這是曉英家與中道的喜事，我們感謝天主的恩典，也 

繼續為曉英身體恢復及母子健康祈禱！接著，第一時段，我們以《襪子堆裏的聖

人》第十八章結語，來分享生活，我們終於閱讀完整本書，感謝天主聖神的帶領。

最後，我們回顧過去半年的聚會主題分享，也在夥伴們的通力合作下擬定了 2018

上半年的行事曆，我們新增主題《愛的語言-非暴力溝通》；也將以《不安的靈魂》

一書作為我們每日讀經分享的材料。2017 年我們充滿感恩，2018 年我們以信心

迎接，繼續在主內得享平安與喜樂！      （月惠、美玲 撰稿） 

 

【兩兩】 

◎ 12/1-3 於聖心女中作將臨期團體避靜 

◎ 12/5 休會 

◎ 12/12 主題：愛的喜樂 (九) 

生活分享後，原主題愛的喜樂第九章，主持人不知覺得帶領團員們再度閱讀了愛

的喜樂第八章，團員們分享了所負責的章節重點與感想後，主持人發現重複閱讀

了第八章，也因此有意外的收穫，同樣的章節，在不同的時候閱讀，讓人有不同

的感觸及發想，好的文章確實值得一讀再讀。 

◎ 12/19 主題：下半行事曆 

本周主題討論明年(2018 年)行事曆，開始的生活分享中，有人分享避靜的收獲，

有人在生活及工作的混沌中，有人為修道的路準備再準備，最後的行事曆只有雛

形。 

◎ 1226 月省彌撒由余明模神父主持。          （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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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各】 

◎ 12 月聚會 2.5 次：例行 12/14 及 12/28 ，加上 12/17 福傳音樂會。 

◎ 12/14，春桂主持。生活分享之後，我們再次進行協調人選意願徵詢，感謝團員

胡玉娟姐妹慷慨答覆接任。順利產生人選後，大家一起把明年上半年度的行事曆

排定，畢其功於一役，感謝天主。 

◎ 12/28，春桂主持。這是今年最後一次聚會，我們使用德國材料「回顧團體一段

來時路」做年度回顧分享。每位分享後，其他團員回饋所注意到的事。大家都注

意到團體的支持、回顧、靈修（避靜）對個人及團體發展是重要的。最後，與會

團員一起為新舊任協調人祈禱，並由 Guide 奕秀姐給予新協調人派遣覆手。 

◎ 12/17 我們在聚會場地青年中心庭院舉辦一場音樂會。這活動由團員古鯉榕發

起，希望藉由音樂會形式，邀請（吸引）學生、好友來參加，有機會進一步認識

我們的信仰。在團員們合作下，音樂會熱鬧溫馨，完成後，大家意猶未盡，期盼

能更常舉辦這樣的福傳活動。       （春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