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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體 

【執委會】 

◎ 第十五屆第十次執委會會議於 2018/1/6(六)~1/7(日)兩天，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

行，出席：主席惠芳、副主席文芳、財委珏君、執委河靜、開明、俊清、振川、

執秘文成, 全國 EA 穆神父，記錄：林振川 

 一、與世代籌備小組共同分辨後選出台灣代表人選  

二、2018CLC 日討論     

三、陳神父分享澳門團體的狀況 

四、對澳門團體現況的回應 

五、團體配對： 

1/20 協調人聚談時，抽簽。 

六、執委會安排訪團：(儘量)下一次執委會議時完成。 

七、與耶穌會合作： 

八、下次會議時間：2018 年 4 月 28~29 日 

◎ 2018 年第一次 協調人聚談，於 2018/1/20(週六) 上午在耕莘文教院 三樓 Magis

青年中心中型會議室舉行；參加團體代表:弘道(邦華)、依納爵(華庭)、  至善(惠萍)、

耕心(玉燕)、喜樂(疆)、 中華(鵬志)、伯達(偉民)、中道(美玲)、 麥子(佩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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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爾(茀綺)、躍躍(道明)、兩兩(楨雯)、磐石(德儀)、恩臨(紋綺)、育德(香如)、

Magis (宇仙)、愛苗(郁翔)、 GAZE(立文)、清泉(淑之)、方濟各(玉娟)、芥子(詠欣)、

時代(寶梅)、幼稻(大承)、薩威(美蘭)、以及執委會惠芳/磐石、文芳/耕心、振川/

至善、行政秘書曉嵐/恩臨、執行秘書文成/中道、全國 EA: 穆神父。當天，各 小

團體代表分享團體聚會及靈修生活現況，以及再次提醒報名 2018 大團體近期避

靜各個時間，尤其今年慶祝世界基督生活團日安排在 4/14(六)一天，地點是耕莘

文教院一樓大禮堂，全國團體一起慶祝，準備方式詳閱第一封信；決議了團體共

同分擔北北基以外團員的交通費、有小團體建議希望明年的 CLC 日能各區揪團辦

理，跨區互訪。並對於 2018 世界代表大會團結基金募款說明。募款截止日期是

2018/4/14。進行團體抽簽配對: 秘書處整理結果後以郵件通知。 

◎ 全國 EA 穆神父訓勉 

今天很高興聽到團體分享各種靈修的方式，可以彼此幫助及提醒。 有團體強調避

靜, 3 天 5 天及 8 天、每日讀經，也有團體提到定期朝拜聖體、我們知道有一些教

會內的團體特別著重朝拜聖體，但聖體是屬於大家的，我們團員用朝拜聖體的方

式加強靈修，也是很好的方法。福音裡有一句話「為此，凡成為天國門徒的經師，

就好像一個家主，從他的寶庫裏，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我們透過協調人聚談

這樣一個機會的分享交流，可以聽到舊的和新的東西。方法也是如此，今年我們

的 CLC 日用一天時間在北部辦，以前沒有用過的方法，是新的嚐試，可以幫助團

體更有活力。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395）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育德 CLC、方濟各 CLC、耕心 CLC、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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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德】 

◎ 2018/01/05 本年度第一次聚會，出席的有 :   秀英、興漢、阿萬、文杰、夢芬、

林昱及香如。聚會開始先進行當日的福音分享，接著是分享愛的語言一非暴力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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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第十二章。在經過一年多每月一次的分享，我們發現非暴力溝通的意識和技

巧，已經慢慢滲入大家的生活中，我們更願意彼此傾聽，發現需要、提出請求，

能與人有更深的聯繫。   （香如） 

◎ 2018/01/19 育德 CLC 一月第二次聚會，出席的有：夢芬、林昱，之英、香如、

文杰和貝貝。好珍惜每兩周五的充電時間，今天福音分享中，大家對耶穌揀選 12 

門徒，有不同的看見，原來耶穌是在挑選「夥伴」，好同他們天天在一起，一起完

成他在世的使命，好感恩！我們是耶穌的夥伴，和他天天在一起，也是彼此 30

多年的夥伴，感謝主！阿們！   （貝貝） 
 

【方濟各】 

◎ 我們團體從 107 年 1 月開始使用奈及利亞基督生活團陶成計畫材料進行，1/11

由永歆帶領主題為「覺察的祈禱（意識省察）」，意識省察是回顧天主在我們生活

中的行動。藉著每天練習，我們會越來越意識到天主的臨在，和在我們生命中的

工作 。非常重要的是注意天主能被找到： 而最特殊的是在每個人自己的經驗裡。

永歆安排的過程中有 15 分鐘進行省察，用感受性在過程中和天主的來往對話，這

個在聚會中一起練習然後分享的天主在生活中活動，再次體會到每日的省察真的

很重要，回家功課是讓天主當老闆。 

 

◎ 1/25 由其棣帶領主題為「聖經反省」，使用經文是谷十 46-52，過程中先以一般

讀經分享的方式，分享經文對我們的意義，接著有 15 分鐘時間用材料中的默想方

式進行，先看經文對我的意義，我察覺到什麼及我有什麼想跟天主說說的。這個

過程幫助我們不只是接受由經文而來的啟示，而是能和天主自由地對談，更深地

建立我們和祂關係，更靠近祂，鼓勵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以聖經經文做此練

習。         （玉娟） 
 

【耕心】 

◎ 2018 年耕心的第一次聚會 1 月 4 日(四)又是一次非常特別的經驗。為歡迎聖 誕

假期返台的老團員、旅美小提琴家黃瓊儀，聚會地點在老字號的銀翼餐廳。主持

人文芳發揮她神學博士及老師的功力：在等待主角一家出席的短短 20 分鐘裡，講

解並讀完當天的主題「若望福音 12：44-50 及 13 章」，還讓團員們實踐耶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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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德行動：為旁邊的人認真夾三道菜，真是一次恩寵滿被的讀經聚餐。 

◎ 1 月 11 日我們繼續閱讀分享若望福音 14 章。主持人令憙接續上週文芳所介紹：

從若 13 章開始是光榮之書，進入耶穌光榮的核心，這光榮是祂的苦難、死亡和復

活。因此 14 章有濃濃的道別意味，字裡行間流露著耶穌對門徒們的愛。這一章和

團員們的生命經驗相連結，分享非常感人而深刻。玉燕：「因父親在加護病房，每

天都說臨別贈言；沒有信仰，撐不下去。」阿信：「若望福音 12 章 44 節到 17 章，

幫助我改變生命，也是天主形象轉變的鑰匙。修道是出於愛，而非恐懼。」玉娟：

「追尋信仰、尋找平安，成為基督徒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麗珠：「我們要生活，

過平凡踏實的生活，生活就是相信。」淑明：「小信德的我不知道該往哪裡去？很

多人都有對於未知的害怕。」怡真：「照顧重病、因治療而變單純的妹妹時，感受

到內心真正的平安，體驗到自己竟有如此豐富的愛。」令憙：「避靜中默想自己心

中是個依賴耶穌的小女孩，不想讓祂走，捨不得耶穌即將受的苦難；但又深知耶

穌與天父的密切連結，祂愛我們，派遣聖神與我們同在。」阿們! 

◎ 1 月 25 日是 2018 年第一次月省彌撒，當天是聖保祿宗徒歸化彌撒，朱神父照例

要大家分享愛德行動，並在結束時分享心得和感謝。朱神父常用耶穌的話：「你們

對我最小的一個兄弟做的，就是對我做」，提起他的愛德行動：憐憫耕莘文教院附

近的乞討街友一人一千元，但神父總要我們不要學；可是團員們受神父潛移默化

的影響，也總是在生活中盡己所能的付出和奉獻。            (美瑜) 

 

【喜樂】 

◎ 目前來了 2 位新團員，仍在觀察期，近期與團體互動相當熱絡。 

◎ 一月份於某位團員夫婦家中進行家庭聚會(含彌撒、祝聖家庭、聚餐)，互動氣氛相

當好，對於團體的凝聚是有幫助的。 

◎ 目前團體閱讀「非暴力溝通」，學習基督的精神，以愛的語言、事實的本質為溝通

基礎，對於個人、家庭、團體會有所助益。       (疆) 

 

 

【中道】 

◎ 1/6：2018 年第一個周末就有聚會，真是幸福。前一小時，我們開始一起讀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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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靈魂》第一章的前半部，在擾攘的日常生活中，為自己不安的靈魂找到

安定的所在。後一個小時則是希望從認識『善意溝通』的四個元素：觀察、感受、

需要、請求，作為之後讀《愛的語言-非暴力溝通》的敲門磚。因為愛的語言重操

練，非暴力溝通不該只是學問。 

◎ 1/20：『生活分享』由美玲主持，她跟我們分享她在本堂參加細胞小組的經驗，以

及身處工作、家庭和本堂的分身乏術。她的誠懇分享，引發大家的共鳴和回應。

希望天主在她的分辨中給她平安和喜樂。 

   最後鼓勵大家盡量報名參加大團體安排的四旬期週末避靜：2/23-2/25(聖心)、  

   3/3-3/4(靜山)、3/9-3/11(聖心)。以及預告 4/14 將在耕莘文教院舉行的一天世 

   界基督生活團日，希望大家為大團體共融騰出時間。     (明華) 

 

【時代】 

◎ 107/1/12 惠英姐帶領奈及利亞陶成教材第六章「內在自由」：我們能經驗到內

在的自由嗎？耶穌對那些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如果固守我的話，就確是我的

門徒，也會認識真理，而真理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惡

的奴隸」。團員分享個人內心自由與不自由的面向後，一起看戴邁樂神父說一個

很美妙的故事，描述內在自由。有一個人在尋找世界上最大顆的鑽石。在他擁

有這顆鑽石和它的財富之前，他不會快樂。有一天他看到一個老人手持一顆鑽

石，是他見過的兩倍大。他向老人要那顆鑽石。老人很乾脆地給了他。所以這

個人快樂、富有地回家去了；但是很快就覺得迷惑和不快樂。第二天一早他回

到老人那裡，把鑽石還給他，並說：「請你給我能讓你給出這顆鑽石的東西吧。」 

◎ 1/26 燕珠與克民帶領 GP6「我將和你們在一起，直到…」「天國」和「教會」

有什麼不同？如何敏察時代訊號和敏察聖神的推動，好讓我們更能在任何人及

任何環境中遇見基督。 

時代新任協調人為蔡惠英，欣逢李驊神父 2 月份將參與時代聚會，敬邀李神父

為協調人移交降福派遣。 

◎ 1/20 協調人聚談抽籤配對，時代夥伴團體為台北兩兩基督生活團。非常驚喜收

到中道生活團的卡片，寒冬送暖，很特別的感覺，在此向中道的所有團員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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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梅） 

【清泉】 

◎ 1/13 排定清泉 2018 年行事曆 

1、 今年行事曆重點：團體聚會由每月第四週六增加為每月第二、四週六上

午聚會，活動改為上、下半年各一次，參加大團體辦的四旬期及將臨期

避靜，研讀林思川神父救恩的故事錄音課程及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含準

則、附則) 。 

2、 確定清泉生活團奉獻給世界基督生活團的團結基金，另也請團員以個人

名義積極奉獻。 

◎ 1/27 主題：救恩的故事導言,文件 169 及 GP1-4 

1、 為使清泉生活團能與生活團大團體同步，特別商請秀鳳帶領導讀文件

169，並和基本守則 1-4 一起進行，為使因故未出席的團員也能參與研

讀，本次的聚會全程錄音，並將錄音檔分寄團員，請團員們務必熟讀。 

2、 執委會代表珏君參與聚會並分享有關基督生活團日活動說明。 

3、 討論有關基督生活團日「小團體展現」的主題及表現方式。                                                                                                                                                                                                                                                                                                                                                                                                                                                                                                                                  

（淑之） 

 

【兩兩】 

◎ 1/2 主題:福音默觀祈禱 

本周聚會由文芳帶領大家作默觀祈禱，福音章節:若 1:19-28，在複誦福音內容後

開始作默觀操練，祈禱後團員各自分享默觀的過程及心得，不少人因時間短暫無

法進入完整默觀，文芳也提醒鼓勵大家平日在家練習。 

◎ 1/9 主題:福音默觀祈禱 

生活分享後持續上周的默觀祈禱操練，本次福音章節:谷 2:23-28，主持人重新提

醒默觀祈禱的方法，默觀後分享默觀結果及困難。 

◎ 1/16 主題:福音默觀祈禱 

福音章節:谷 1:21-28 本次聚會因人數較少，有比較充裕的時間作福音默觀操練，

分享中也提到多做練習及時間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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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月省彌撒由蔡明隆神父主持，會後討論 2/3 會外會聚會地點。   （秀美） 

 

【磐石】 

◎ 夥伴們在去年決定全年度的聚會內容，除分享來自全國團體及世界團體的文 

◎ 件外，大家同心合意地專心研讀並一起分享羅馬書信。真快，一年已走過， 

◎ 而羅馬書信的分享也近尾聲。 

◎ 1 月份的二次聚會，分享第 12 章至第 14 章，我們喜樂地分享每個人所受的恩寵，

也在欣賞他人的特質與彼此的合作中，更深刻體驗到「我們在基督內就是一個身

體，彼此之間，每個都是肢體。」；而在「天主的國並不在於吃喝」，看到保祿對

於「食物」提及的選擇原則，主要的是「為別人」、「為避免他人跌倒」；至於「我

們該追求平安的事」，也感受到不要總以為等到某件事情完成或結束時，才會平

安，生活是不要等、想辦法就是當下…。 

◎ 新的一年度，有夥伴的工作地點更換，有人調整在堂區的服務工作；至於磐石，

除了團體彌撒調整為每三個月一次外，也更新協調人(慧敏)，但磐石的總務，多年

來仍是徳香慷慨地為大家服務，真是太謝謝她！    (阿敏) 

 

【大源遠】 

◎ 1/27 本團聚會，由錦春演講"天主教在中國--過去 現在 未來"。內容由唐朝起到

目前為止，前後計 1300 餘年。其中過程起伏跌宕、時斷時續，十分坎坷。尤其

目前的情勢波雲詭譎，教廷與中共的關係曖昧不明，其中牽扯的變化涉及中、港、

澳、台四地的政府與信徒之間複雜的關係，有許多難以預測的變局。 

◎ 演講後，神父的評論角度特殊，內容也很豐富。由於時值近日教廷的新聞頗多，

引起團員們熱烈的討論，欲罷不能，可能要另找時間請教神父。 

◎ 這次聚會相信大家都收穫滿滿，也許世局在變，但對天主的信心決不動搖!（錦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