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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體 

【執委會】 

◎ 2018 年的第二次聚談，是於神學院 708 教室舉行。剛結束的慶祝世界基督生活

團日中，我們以喜樂之心，一起歡笑、聆聽、共融、奉獻、派遣，邁向五十新紀

元；邀請在聚談中分享此次共融的觸動。另外面對今年十月大會中，與我們國家

團體息息相關的執委會改選，也代表這一屆的工作進入尾聲，聆聽、分辨、派遣、

行動、評估，我們也渴望聽到來自小團體的聲音；所以這次聚談也邀請大家，以

小團體的現況出發，回顧過去兩年半，參與大團體的情形，及對我們國家團體未

來的建議，讓我們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 

10 月 6~7 日(六-日)舉行的代表大會，地點仍然在彰化靜山，今年是三年一度的

改選，邀請所有團體，提早討論，選派代表來參與執委會的改選。並請小團體考

慮承接生活團日的庶務工作，願意承接任務的團體可請在本次協談人聚談(5 月 5

日)上報名。(雖然今年代表大會的庶務工作『“優先”承接權』是生活團日裡小學

堂的第一名獎品，但如果有任何一個(或兩個)小團體想要承接，相信第一名的那一

組，會願意與你們協調。 

這次聚談除了在通知上的相關流程，也歡迎各小團體提出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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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或代表人參與並分享團體的近況。 

 

【台灣社會發展關切協會】 

◎ 邁向第 13 年頭的「台灣社會發展關切協會」，將在今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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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於耕莘文教院三樓多功能會議室召開第 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今年也要改選 9

席理事及 3 席監事，而 71 位會員中大部份又是基督生活團團員，期盼會員能踴

躍出席。此次，除 9:30~10:45 是各項議案討論及理監事改選外；在 10:45~12:00

也有小型演講與彼此分享時刻，歡迎夥伴們前來與會。 

◎ 台北利氏學社、基督生活團與 Magis 青年中心一起合作，將在今年 6 月 30 日下

午 2 時~4 時 45 分於耕莘文教院 4 樓大教室舉辦「貧富對角線–誰把台灣的錢變

不見了？！」座談會！ 

◎ 根據國外最新報告，世界上高達 82%的財富由僅僅 1%的人所掌握，而社會底層

的最窮困人口，財富卻不增反退。再綜觀現時台灣，因少子化、社會結構老齡化、

貧窮化等現象逐年浮現，勞動階層也深受壓制薪資成長的不當環境所苦；至於青

年世代，更因房價高騰、薪資水平跟不上物價上漲幅度，漸漸淪為窮忙族。面對

「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急迫問題，我們於此座談會中，特別邀請任教於台灣

大學的張正衡教授與黃克先教授，分別以人類學、社會學角度深入探討，由以中

產階級為主流的社會，逐漸演變成只剩貧窮及富裕的極端 M 型社會。我們熱烈邀

請夥伴們前來參與，也衷心期盼能將此訊息發送給其他親朋好友們！ （慧敏）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 2018 年大團體 6~8 月安排的個人深度避靜的時間規劃： 

 2018/6/16(週六)-6/18(周一) 三天連假避靜(4—6 位)： 可以 6/15 晚上到。 或

16 日上午抵達；早上 8 點開始，6/18 的晚餐後出靜。  地點:八里聖心靈修中心 

 暑期 8 天避靜(也開放給 5 天)： 7/13(週五的晚上)-7/22(週日的早餐之後出靜)   

    地點:八里聖心靈修中心 

 暑期 3-5 天避靜: 8/10(週五的晚上)-8/16(週四的早餐之後出靜) 

    地點: 彰化靜山靈修中心 

※名額有限，期望大家盡早規畫，盡快報名(依照秘書處收到填寫好報名表之先後 

  為據---)，以免向隅。謝謝！ 

最飆投彙獎 

◎ 這（398）期獲得前五名的小團體是：〝磐石 CLC、耕心 CLC、中道 CLC、清泉

CLC、兩兩 CLC〞，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啪！啪啪啪！！ （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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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 

◎ 清明連假，孝順的德儀和阿敏分別陪伴家人返鄉掃墓省親。 

◎ 多位團員參與 CLC Day, 主體展現，成功有趣。 

◎ 淑敏日前健康有狀況，很危急，也很幸運，感謝天主。南華體貼，兒女乖巧，病

痛中天主聖愛啓示良多。穆神父和惠芳 4 月 1 日 復活主日去淑敏家做彌撒，她

也於 22 日回到我們的聚會中，謝謝大家代禱，仍將持續復健。   （曉秋） 

 

【耕心】 

◎ 4 月 1 日歡慶復活節，在復活期 4 月 4 日~4 月 8 日耕心到澳門進了「從聖方濟•

沙威到利瑪竇朝聖之旅」，並於 4 月 12 日(四)聚會時做了精采的回顧分享。這次

朝聖之旅由在澳門陪伴生活團的漢中一手策畫帶領，行程充實、聖寵滿被，除靈

修祈禱之外，澳門的美食美景也是朝聖重心。4 月 6 日傍晚臨時決議拜訪妙瓊家，

見到了余媽媽，意外的驚喜和收獲! 

◎ 4 月 6 日中午，朱神父邀請未參加澳門朝聖的團員至洋旗聚餐，久違的團體聚餐，

溫馨又豐盛。 

◎ 4 月 19 日聚會主題是「個人聖召第四章」，由令憙主持。這一章內容豐富，也涵

蓋到後面附錄的範圍，值得細讀慢嚥。令憙特別根據本章引導大家反省以下題目： 

◎ 1.在日常生活的抉擇中，我有沒有一個這樣的經驗—選擇那為我〝更好的一份”

一個讓我划向更深處、愛的更深的經驗？ 

2.透過省察，我意識到自己在生活中以獨特的方式與主相遇嗎？回想一個這樣的

經驗，或是分享自己覺得省察不容易、有挑戰的地方。 

3.我發現自己生命的獨特意義/召喚是？天主如何持續培育我、像陶工那樣，以祂

的雙手細膩地塑造我？                                     (美瑜) 

 

【中道】 

◎ 4/7 瓊芳為我們預備這次的聚會： 

在第一時段生活分享，導讀「不安的靈魂」第五章—祈禱與日常生活中的修道精

神；正如書上所述：在眾多的責任與壓力當中分辨出「修道院鐘聲」的存在，確

實能讓我們聞到花香，也就是能在每個時刻，在那時刻該做的事…懷著愛與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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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注於生活中，即是祈禱… 

在第二時段，我們嘗試新的主題：愛的語言-- 非暴力溝通，雖然在操練上有困難，

不過我們願意再多一些認識非暴力溝通的四個要素，希望在之後的聚會中藉著一

次一次的操練，能深化內心，而容易付諸於日常生活中 。 

◎ 4/21 感謝德言的帶領，在第一時段生活分享，讀「不安的靈魂」第六章—活在天

父的憐憫之中..天父與炒蛋；分享在生活中，雖然常在生活中總濫用自由，而深感

罪惡、挫折…，然我們依賴天父的憐憫，能保有平安喜樂繼續往前行。 

在第二小時德言準備「社會關懷」的主題：〝塑膠垃圾的危害和防制之道〞,  另一

個是〝台灣正在教育毫無競爭力的年輕人, 如何挽救?〞。 藉著影片我們看到塑膠

製品(塑膠微粒)，如何殘害生態與環境…；月惠也分享她實踐環保的經驗：以果皮

自製的酵素，代替洗衣精、洗髮精、清潔劑…等；我們熱烈的響應酵素 DIY，並在

生活減少使用塑膠 、過減法、簡單的生活，盡量減少對環境的負擔…   (美玲) 

 

【清泉】 

◎ 4/14 基督生活團日，團員共 12 人參加 

1、清泉為了生活團日「小團體的創意表現」單元，特別製作一部影片，內容表 

現：團體-支持媒體福傳讓教會被看見，使命- 生活環保，靈修-參加大團體的避 

靜。特別感謝行德企劃配音，誌郎、瑪竇剪輯後製，嬪妮的生活環保，讓我們的

影片在會場播放時得到很大的回響。另外一組團員也充分準備了「小學堂」的考

題，讓清泉得到了第一名，雖然公布名次時很興奮，但大會為了效果讓我們也在

得到獎品時錯愕了好一會。我們珍惜在準備的過程中，能再一次的思考反省，體

會清泉在大團體中扮演角色。 

2、結束前穆神父主禮的感恩祭 

秀鳳分享：這些年來他(穆神父)為基督生活團所付出的，我們都看到了，團體在他

的陪伴下茁壯成長，他把人生中最寶貴的 20 年(成熟期)奉獻給我們，真的很感謝

他。雖然今天他好像在發表臨別感言，要離開我們的樣子，不過，依基督生活團

優良的傳統，雖然功成身退，但他仍是基督生活團的 EA，是我們的好朋友，他的

真誠，有話直說，甚至有時為了某些議題爭得滿臉通紅的樣子，都會讓我們很難

忘懷！祈求天主降福賞報他賜給他所需要的恩寵，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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嬪妮的分享：深有同感，我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參與、獻身。這是愛的真 

實表現。愛不是空泛的美麗辭藻，愛是真正認真的相處聆聽共同經歷一切快樂 

和痛苦。清泉今年已有 40 年歷史，我們不會再有 40 年，希望大家珍惜我們不多 

的時日。這次的 CLC DAY 感謝行德、誌郎、瑪竇、淑之的辛苦付出，讓我們清 

泉呈現出我們真正的樣貌-- 符合 3 大幅度-- 團體、使命、靈修，絕對不是一個

吃吃喝喝的團體。透過這次細讀 GP，我們更加意識到清泉基督生活團存在的意義 

，我們要常常關心瑪竇和誌郎的媒體福傳工作，以依納爵神操作為我們的靈修 

工具，我們彼此不單單是朋友還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對於團體的使命一起分辨 

，一起努力，這是團體分辨後，最後的決定。 

◎ 4/28 例會分享主題：創世紀聖祖史(一) 12-27，參考資料—林思川神父人類的 

◎ 救恩史       主持人嬪妮:在這段經文中，我注意到:天主與亞巴郎的關係，亞巴

郎的態度。當然我也留意到一些事件，有關亞巴郎、撒辣、依撒格、哈加爾、依

市瑪耳之間的一些關係和影響，以及厄撒烏和雅各伯的關係。不過，我還是把重

點放在那些與天主來往的事件上，去反思這些事情的內涵和意義，特別是在信仰

的價值上。 

以下有幾個分享題，供大家參考。也歡迎大家在不太離題的情況下，提供更豐富

的分享主題和內容。信仰的聖祖—亞巴郎，在 75 歲時聽從上主對他的召叫，離

開家鄉，離開家族和父家，前往上主指給他的福地。 

反思—我與天主的關係: 天主怎麼跟我建立關係? 

反思—我們很多時後是不是不如自己所想、所以為的那麼愛天主，愛人?   (淑之) 

 

【兩兩】 

◎ 4/3 清明假期休會 

◎ 4/10 主題:準備 CLC day 

◎ 本周聚會團員分享參與堂區復活節守夜及復活節活動，服侍人員減少發人省思。

今日主題準備 CLC day，在一番討論後決定創意分享題目:給濟哥的悄悄話，並作

內容的最後修訂，最後回顧結束今日聚會。 

◎ 4/14 參與 CLC day 

◎ 4/17 主題:默觀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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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分享後，進入今天主題，因有新團員加入故主持人簡單解釋默觀祈禱流程，

帶領大家讀今日福音(若六:30-35)，開始作默觀祈禱後，團員們分享默觀的經驗，

主持人也藉此給予提點，最後簡單回顧後結束今天聚會。 

◎ 4/24 月省彌撒由蔡明隆神父主持，今日有新夥伴參與月省，彌撒中我們特別為即

將進入修會的團員祈禱。      (秀美) 

 

【時代】 

◎ 4/7(六)晚上７：００在四維文教院-- 每個月的第一個周末, 是南部團體(伯多祿、

麥子、芥子、方濟各、時代)的共融彌撒。 

◎ 4/14(六)基督生活團日 09：30 - 16：45 在台北耕莘文教院，有將近 170 位來自

全國各地基督生活團員參與，時代團這次有 10 位參加。早上的活動中,我們呈現

了『團體』的見證分享,下午活動結束後,我們和兩兩團有 20 分鐘的精緻交流。在

這天, 我們和幾位時代的老朋友重逢:傅世英修女, 范姜群暐,倪南華, 盧冠霖! 

◎ 4/27(五) 20:00~22:00 在團員舜三、秀珍的家聚會,有 15 位團員出席，這次的內

容主要是分享生活團日及奈及利亞 7。 

關於參加生活團日的分享 1.整個活動準時開始，準時結束。 2.相見歡的活動很有

啟發性。 3.自助式的午餐安排, 自帶餐具,自由提供點心的做法很好。4.早上的見

證分享,下午小團體的創意展現，表達的方式很多元、生動、活潑、有趣；各團很

用心的展現，給了大家不同的啟發:一位伊朗青年說:〔我不知道我明天還在不在〕

這段分享感受到生活團的世界性和差異性。5..資深團體和資深團員勇於追隨科技

潮流，是向年輕團員靠近的表達。6.生活團是需要陪伴的，朱恩榮神父、傅世英

修女、穆宏志神父、弘宣天神父---等，他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陪伴團體，而我們

這麼多資深的團員能不能有相同的精神和使命去陪伴青年團呢? 7.今天參加的人

數中,50歲以上的佔了二分之一以上，目前我們有 30幾位guide陪伴著年輕團體。 

8.台灣出現兩位世界執委候選人，是大家多年努力的肯定。9.和兩兩團會後的交流.

發現他們團員雖然不多，但是今天有四位團員願意成為暫奉團員，令人感動!在早 

◎ 上的 CLC 小學堂問答活動時，他們反應積極又正確，讓我們這組獲得第三名。相

信今年他們一定會有更多的生力軍加入這個以行動付出熱情有勁的團體。10.我們

的年輕人在哪裡?我們很需要招募更多的年輕人加入生活團，我們有看到年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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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是什麼嗎?大學團消失很多年了，成人團的青年也在減少，是我們沒有吸引力

嗎?這也是台灣天主教會的現象，我們把這件事置入生活中、放在祈禱裡，反覆思

索吧! 

◎ 奈及利亞陶成資料第 7--追隨基督的分享 

(1) 耶穌召叫我們,不只是成為漁人,更要成為漁人的漁夫! (2)在很多堂區,也看到年

輕人很少進堂,教友人數不斷在減少；漁人到處都有,是我們的技術不好,找不到漁人?

但為什麼有些宗教團體人數可以不斷吸引信眾?(3)耶穌受苦後,死而復活,我們有耶

穌那種受苦的經驗嗎?沒有受苦,怎麼會有復活呢?父母如果過度保護兒女,怕他們

吃苦,兒女們怎麼能度過困難,死而復活呢?(4)每年的聖週,總讓人有深刻的觸動。(5)

最近為了評鑑,工作很多很忙,但還是不想犧牲聚會。(6)門徒跟隨耶穌的動機剛開始

不一定都是正確的,要在跟隨耶穌很多的經驗中才慢慢被改變了。(7)愛耶穌有多深

呢?似深似淺,希望能更清楚穩定。(8)家中發生了奇怪的聲音,透過仔細的觀察和面

對,也讓自己長知識了。(9)在兒子的養蜂場,被蜂叮了一口,竟然造成蜂窩性組織炎,

是個驚險的體會。(10)生活周遭發現到處有不斷蔓生的毒草銀膠菊，小心要認識

它，不要誤以為是滿天星啊!而且要積極消滅它，不然它會取代所有的草，就像滿

山滿野的小花蔓澤蘭。       (靜嫻) 

 

【育德】 

◎ 2018/04/6  今天是育德 CLC 四月第一次聚會，謝謝秀英 & 興漢的邀請，有阿

萬、文杰、夢芬、林昱、香如和貝貝一起參加，我們在紫色小屋飽享阿英師精心

準備的美食，分享彼此的生活。 

過程中有歡笑、有淚水，甚至有衝突，但我們真誠的面對，也接納彼此。也再度

提醒我們耶穌並不是在意自己的被背叛，而是去體會猶達斯內心的痛苦，體會别

人的痛苦，才能真正的寬恕！感謝主！阿們！ 

◎ 2018/04/14  今天，有將近 160 位來自全國各地基督生活團員一起參與世界 

CLC 日慶祝活動，育德 CLC 參加的有貝貝、慶宇、秀英、香如和夢芬一起參加，

滿滿天主的恩寵，穆神父以 EA 身分，最後一次主持 CLC 日感恩祭，感人的見

證、朱神父在創意劇中用心澆灌 CLC 樹苗，不禁讓人動容，加上親愛的弘神父，

感謝神父們數十年持續的陪伴，願主保佑他們，平安健康喜樂！阿們！ 



 8 

◎ 2018/04/20  今晚育德 CLC 四月第二次聚會，參加的有秀英、興漢、阿萬、文

杰、香如和貝貝，一起生活分享和福音分享，真的累了！竟然忘了大合照，不管

如何，感謝主！讚美主！阿們！     （貝貝） 

 

【方濟各】 

◎ 我們繼續 2 月份由紹方帶領的”置身場景中(依納爵式的默觀)” 的奈及利基督生

活團陶成計劃， 因為收到 projects 169 文件，所以我們決定將原 3 月份才要討

論的日程改為 2 月份由瓊緻帶領進行，討論中使我們更深入地瞭解這次基督生活

團日的精神及提醒我們能看看基督生活團的給我培育的餅有什麼。 

◎ 3 月份我們繼續進行陶成材料，3/8 由玉娟帶領的”我在愛內受造”這一次聚會文 

成大哥和我們一同參與，在聚會中我們也聽見文成大哥和我們 GUIDE 奕秀姐的分

享，使我們能感受到在基督生活團內資深團友內化的靈修及思考分辨，也更明白

此次基督生活團日的精神與進行內容。3/18 我們在團員春桂家為要去英國的瓊緻

和暫時離開我們去高雄團體的紹方歡送祝福，也為春桂新家增添熱閙人氣與祝

福，聚會中大家分享生活表達祝福也接受生活中的痛苦四旬期彼此支持，是個愉

快溫暖的夜晚。3/22 由鯉榕帶領的”被愛的罪人”，在反省中體會到我們很難面

對罪時也很難體會到愛，但意識到我們是被愛的，是我們在祈禱中的重要課題，

這次聚會李驊神父也一同參與，我們看見神父積極參與開放分享在其中，是個難

得的經驗，大家也祝福著神父這安息年主恩滿溢。    

◎ 4 月份我們繼續進行奈版陶成材料。4/12 由春桂帶領的”內在自由”，反省我們

在生活中有否強迫自己以特定方式做事的態度與行為?基督是否能使我們擺脫以

獲得內在的自由，我們發現自己很多的不自由也感受到要藉著更深地認識及跟隨

基督，才能獲得讓我們經驗到內在的自由的恩寵。在此次聚會中，我們也為回顧

我們各自參加基督生活團的歷程，數算我們有多少餅，這樣的回顧協助我們整理

並有未來的期許。4/14 日我們由協調人玉娟和團員坤結及恩臨代表參加基督生活

團日，在其中看見各團體展現了在基督生活團內所領受的各樣恩寵，由神師、

Guide、團員，到靈修、團體和使命，在這之中看見了平時在小團體沒有辦法領

受的廣而深的幅度，回來在我們小團體也分享收獲和心得，希望團員都能有機會

並多參與大團體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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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由雅欣帶領的〝追隨基督”，會前禱的〝MAGIS”之歌，說出我們期盼的恩

寵：更深地認識祢，更熱切地愛祢，更親近跟隨祢，主基督祈求祢。雅欣帶領大

家用畫出圖像的方式，以我們的生活經驗出發，嘗試來描述我們對耶穌的理解和

對祂的愛，無論大人小孩都認真投入地畫出我們和耶穌的關係，分享內容豐富生

動和多彩，經驗到與主同行的美好！         （玉娟） 

 

【法伯爾】 

◎  今年本團接受執委會的邀請，負責生活團日的庶務工作，包括有：主題海報及流

程表、場佈、報到繳費、相見歡活動、午間排餐…等工作。事前協調到活動前夕

的合作以及當天的呈現，大家都深刻感受到我們是一個肢體，合一的為大團體服

務很是喜悅，Gudie 和輔導看到大家的投入也很欣慰。最後穆神父在彌撒中感性

講道，即將卸下全國 EA 職務的心情，讓我們帶著滿滿的感動結束一天的相聚！

會後收到來自惠芳主席的感謝訊息以及穆神父為法伯爾團員獻上一台彌撒，對團

員們的付出都是肯定與鼓勵。 

◎ 因著生活團日的事前暖身活動，有了第一次與〝大白天”團體的交流。當天念梅

姐、澤龍、如瑩與會和我們一起閱讀世界代表大會的文件：基督生活團，一個教

會和世界的禮物。我們彼此分享在生活團中得到什麼樣的禮物。有人說是使徒性

的精神，讓我們在生活中彼此支持；一起同行在基督內，感到平安、放鬆，在法

伯爾團中感受團體的生命力與開放度及友誼，來分辦生活中的各種挑戰；看到基

督徒的各種樣貌，提醒自己以教友的精神過生活-----等。 

◎ 從三月起我們開始新的教材，採用奈及利亞的陶成材料中的 Cycle B 系列，目前

已進行了三個章節，包括有：我在愛內受造、被愛的罪人、內在自由。這份教材

對已做過神操者來說，猶如一起重溫團體操練的複習；對於未做神操者也算是在

預備神操前的暖身，對團體的靈修有其益處。本月主題：內在自由，有團員分享

到對於可見的外在自由空間對於其個人非常重要，但耶穌教導並賜予我們的自由

是內在的，在有規範的自由中在我們的生活選擇我想做的、我願意做的、我能做

的事物中。     （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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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源遠】 

◎ 4/28 本團聚會，主要是對任神父的著作"走向成熟門徒之路"的心得討論。任神父

現身說法，將這本書的起源介紹了一下，這本書其實是古亭耶穌聖心堂開辦的"

基督徒耕心坊"的演講資料，內容豐富，重點是效果很好。 

書中對教會內團體的批評，讓我們也深刻警惕。大家對福傳小組的培養也很有興

趣，有些部分也可以供我們參考。 

會後有團員針對生活團的原則；生活、靈修、使命提出了討論。本團的共同使命

目前有些模糊，這也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大家同意下次趁神父在的時候，再做深刻討論。       （錦春） 

 

【Gaze】 

◎ 4/5      清明節。休 

◎ 4/14    世界基督生活團日。與大團體共融，透過小團體間互相合作與交流，更有

種「我屬於這個團體」的感覺。透過小組主題，我們對於其他團體有了更進一步

的認識，也看到不同團體不同觀察面向，更看到到天主聖神在每個團體的做工。 

◎ 4/19     陶成系列 3-5，默想。靈魂三思祈禱法對大多的團員都是比較陌生的祈禱

法。本次選用的福音是復活期第四主日的福音 (若十 11-18)，藉由默想祈禱的練

習，感受到耶穌對我們生活的回應: 

ü   反思自己是不是也用當傭工的態度來做是。希望能有多一點熱情，不要成為漠

不關心的傭工 

ü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平常生活中是否有認出耶穌? 

ü   漸漸熟悉主耶穌的聲音，喜樂的在他的羊棧理工作 

ü   「如同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因著這樣的認識，耶穌才甘願為我們捨命。

而我們又該如何回應這樣的愛? 

◎ 4/26    陶成系列 3-6，默觀。本週生活分享首次開始以主日福音作為開始，試著

把生活跟福音做連結。這次選用的福音是路十二 13-15 作為默觀祈禱的練習。雖

然使用的是同一篇文章，不過每位團員體會到的感受都很不一樣: 

ü   要認真活在當下 

ü   明天的憂鬱明天在學會自己面對，別一直掐著自己，做天主不喜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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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默觀可幫助自己提高生活中的敏感度，活在當下 

ü   期許能成為結果子的枝條 

ü   兩千年前到現在，人的問題都一樣。在生活中默觀 

ü   耶穌所說的其實也是對我們每個人說的 

ü   在主內，結果實                      (宜潔) 

 

【生命】 

◎  4 月初有一批香港基督生活團和學校工作人員，要借聖家堂場地做彌撒和靈修分

享；4 月 4 日至 7 日正逢清明假期，「生命」CLC 又是堂區團體，由台蓮、潘爸媽、

彩蓮和德蘭幫忙彌撒的佈置。4/7 上午 11 點我們才和秘書處的文成惠芳等和他們

見面、彌撒、交談甚歡。 敬佩他們的輔導神父中風兩次坐著輪椅，還堅守羊群。

我們送他們一人一盒佳德餅店的伴手禮。 

◎ 4 月 21 日高金聲神父和我們一起聚會，另外還有一位輔大修女和一位朋友參與，

神父用幻燈片介紹「家」的重要然後有四個題目，分組分享：1.我最喜歡自己的

哪些部 2.我最美的生命經驗是什麼？3.我最難接受自己的哪些部分？4.我忘記的

生命經驗是什麼？非常精彩。 

◎ 4 月 27 日晚上生命團有潘爸媽、彩蓮、金玉、佩華、繡玲去新店碧潭夜遊看螢火

蟲，走山路、看水舞秀、吃小吃，在復活節後加添了一下活動筋骨的機會。(德蘭) 

 

【中流】 

◎ 4/21 是我們尊敬馮允文神父的追思彌撒，我們與大專同學會、神修小會、聖母軍、

基督服務團、聖詠團、雙十堂教友、、等等團體經過月餘的籌備與規畫，中午迎

接神父靈柩至聖堂，2 時由蘇耀文主教主持追思彌撒，有 6 百多位教友參加將聖

堂及一樓坐滿滿，無法參加者在家看直播，5 時在彰化靜山墓園安葬，馮神父一

生溫文儒雅、熱愛天主、照顧年輕人與教會團體，受到馮神父感召與團體非常多，

他是永遠的善牧，是基督的活見證。今天參加者有浩斌神父、大德潔麗建寧全家、

惠如修女、棟忠父女、麗莉、潔馨、慶昌、郭子夫婦、麗貞、任曙夫婦、阿定夫

婦、平中、冠霖、太長、寶玲、慈娥等，也要謝謝秘書處的許主席、文成執秘、

友團 MAGIS 代表，來台中與我們同行。我們的馮神父與康老師回到天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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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行與愛天主的典範永存心中。   (任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