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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體 

【執委會】 

◎ 9 月 8 日(六)上午 10~13 點(12-13 點為用餐共融時間)，在耕莘文教院 3 樓

MAGIS 青年中心的中型會議室舉行了 2017 年的第三次協調人聚談。參加的協

調人(或是代表)有：生命(德蘭和金玉)、Magis (宇仙)、恩臨(紋綺)、弘道(淑靜)、

依納爵(守玫)、育德 (夢芬和香如)、清泉(淑之)、中道(美玲)、喜樂(疆)、方濟

各(玉娟)、大源遠 (年燦)、麥子(佳音)、GAZE (立文)、AB (詩穎)、至善(仲秋)、

橄欖枝(皓星)、躍躍(翰玲)、時代(惠英)、磐石(慧敏)、幼稻(大承)、菓燃(蘭麗和

亭皓)、芥子(玉昕)、法伯爾(怡吟)、耕心(玉燕)、伯達(敬思)、達義二(剛傑)、中

壢(秋萍)、薩威(美蘭)、全國 EA:穆神父 & 惠芳、玨君、 振川、開明、文成、

曉嵐。邀請代表們分享小團體的意見，不採取每人依順序分享，而是時間內自

由分享；隨後，我們也邀請大家一人一菜(份量 3-4 人即可)，大家也藉由食物

的分享，在主內相聚。 

◎ PROJECTS 170 已經於九月底將翻譯好的中文版寄給大家，從世界代表大會歸來

~~~ 

布宜諾斯艾利斯世界代表大會的最後文件並不是...最後。 

也許我們甚至不該稱之為文件，因為它倒像是講故事。 

因此你有兩個絕佳的理由，帶著好奇心沉浸其中。 

我們相信緣起初衷來自靈感：2018年世界代表大會開始成形，至少在2013-2018

世界執委會成員的心目中，在我們懷著信德和決心確認一個值得祈求的恩寵:「我

們渴望在現世更深更整合地活出基督生活團的特恩」。 

這是一個故事。一趟旅程的故事，甚至在通往目的地之前，本身構成一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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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意義的經驗。「經驗」一詞在全文中出現了 10 次。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邀

請你在團體中閱讀---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秘書處今年安排好的將臨期避靜：時間與地點(詳如下)，請將時間安排出 

 地點→八里聖心靈修中心： 

2018/11/30(五)晚上八點入靜~12/2(日)下午四點出靜   陪伴神師:詹德隆神父 

2018/12/7(五)晚上八點入靜~12/9(日)下午四點出靜    陪伴神師:弘宣天神父 

 地點→彰化靜山靈修中心： 

2018/12/8(六)上午 11 點前報到~12/9(日)下午四點出靜  陪伴神師:和為貴神

父。 

◎ 這（403）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清泉 CLC、兩兩 CLC、時代 CLC、中道 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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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發展關切協會】 

◎ 近來，政府致力推動綠能建設(再生能源)，也藉由修法希望 2025 年達到非核家

園。但對於電力能源政策是否確實評估風險的轉移或經濟效益？卻已滋生不少爭

議。 

為能瞭解本地電力的需求、發展電力的能源有哪些、對於各種不同發電方法的優

劣利弊與風險、甚或使用或放棄某一種能源所可能承擔的代價…。 

為此，基督生活團、台北利氏學社及台灣社會發展關切協會將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27日下午 2:00 - 4:45於耕莘文教院一樓大禮堂舉辦「正視台灣的能源政策 

：綠能、核能、乾淨的煤？」座談會，並邀請三位與談人，自電力配置來源、各

式再生能源及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衍生的經濟成本效益等面向一一分享。更

期盼經由此座談會，在聆聽中也能自信仰幅度尋思一己能有的具體行動！ 請團

員們幫忙轉傳此座談會，給您所認識的朋友與社群！謝謝！   （慧敏） 

 

【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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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5 日例會主題 : 列王紀上 12 章~列王紀下，主持人鍾瑪竇，時間：上午

10 點，地點：耕莘 415 教室，參考資料—林思川神父-人類的救恩史-分裂王國

時期 (一)。 

◎  討論題目： 

1.撒羅滿王死後，以色列分成北國〈以色列〉與南國〈猶大〉，請描繪北國的宗教狀

況。 

2.以色列分裂狀態中有眾多大小先知出現，請分享其中一位先知的背景故事與主張，

以及對自己的影響。 

◎ 9 月 22 日例會主題「基督生活團~教會及世界的恩賜」，主持人李秀鳳，時間：

上午 10 點，地點：耕莘 415 教室。 

討論題目：個別團體準備大會的聚會材料： 

（1）   A.福音：谷六 30～44  

（2）     B.2017 世界基督生活團主席第 4 封信節錄(略) 

經由以上參考材料的引導，請由個人/個別團體兩個幅度回顧我們被召叫，與基督相

遇的經驗並分享下面的題目： 

a.天主給我/個別團體的禮物（餅）是什麼？ 

b.我如何將這個禮物（餅）分享給別人？ 

◎ 9 月 29 日嬪妮再旺及佩容報名參加 2018 耶穌會會士入會與領受鐸品周年慶暨

聖若瑟頤福園 30 周年慶。     (淑之) 

 

 

【兩兩】 

◎ 9/3 主題:共融彌撒(與 AB 團員) 

本周與 AB 生活團員一起舉行共融彌撒，由穆宏志神父主持，彌撒後與 AB 團員

有一小小的聚談，也藉此增加彼此的認識。 

◎ 9/11 主題:願祢受讚頌5 

本周主題:願祢受讚頌，主持人請團員輪流讀願祢受讚頌84-100，經由默想後大

家各自分享所讀及所聽到的哪些句子讓人印象深刻及有所感觸得地方；如:我們

對世界上其他受造物的漠視或虐待，早晚會影響我們對待他人的方式；富人和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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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同等尊嚴；20%的世界人口號用資源的速度等於正在掠奪貧窮國家和未來

世代賴以生存的資源，都引發大家的深思。 

◎ 9/18 主題:願祢受讚頌6 

生活分享後主持人帶大家讀:願祢受讚頌100-114，經由默想後彼此分享所讀及所

聽到的觸動；人類從沒有此種主宰自己的權勢，也無法保證會善用此權勢；現代

人未曾接受培訓如何善用這些力量→不是沒學過，而是未活用；無限或無限制的

增長是基於地球物質是取之不竭的謊言，導致地球在各方面已被壓榨得不勝負

荷；科技反客為主；一種所謂超級發展，而享受到及奢侈的消費生活，與揮之不

去且損人尊嚴的貧困，構成一種令人不能忍受的對比；科技的專業化使人難以有

宏觀的視野等都令人擔憂。 

◎ 9/25 本月月省彌撒由徐森義神父帶領。                (秀美) 

            

【時代】 

◎ 9月份起，時代6位團員參與四維文教院「聖雅風小組」值班， 有河靜、奕秀、

一秋、如玉、春櫻、惠英。希望能讓在四維文教院聚會的年輕人或其他想要認識

耶穌的人得到一些協助。 

◎ 9/14 聚會主題 閱讀代表大會第二封信內容，在團員的生活分享中回顧並呼應天

主給的禮物是甚麼？以及如何將禮物分享給別人。河靜、燕珍分享12天在「319」

看到深深渴望的感動。一秋開始接受四維生活團薛紹虞邀請，加入監獄牧靈工

作。燕珠的實際行動，雖然自己缺乏，仍能大方給予。 

◎ 9/27 四維聯盟第37次會議，吳伯仁神父、王世芊專程南下與會。聯盟成員經先

前會議之共識，腦力激盪後先初步擬出四維聯盟願景- 「四維聯盟的願景是使四

維文教院成為陪伴青年經驗生命的喜樂園地，鼓勵青年在人生眾多方向中，分辨

並回應天主的旨意，以基督的熱情傳播福音。」 

◎ 9/28 針對執委參選人資料詳細閱讀，團體經分辨討論達成共識。委託參加代表

到全國大會進行投票。大家非常感動每位參選人願意對生活團的投身奉獻，尤其

有幾位曾經當過主席、執委，還願意再次參選，好榜樣值得學習。 

◎ 參加今年代表大會團員是程河靜、匡奕秀、蔡惠英、李幼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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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 

◎ 結束「不安的靈魂」一書的閱讀心得分享，9/15 開始一同關心教宗方濟各「願

祢受讚頌」的通諭。此通諭的主題是探討生態環境的破壞及人類應有的責任，呼

籲我們成為天主的工具愛護整個環境。 

◎ 9/1 第二小時是是文成大哥的生活整合，他回顧並整理從提早退休迄今的心情的

轉折、生活重心的改變、擔任基督生活團秘書所帶來的使命…等等。分享一種不

同的退休生活！ 

◎ 9/29 第一小時分享“願祢受讚頌”第一章-我們的共同家園出了甚麼問題。重點

為了解環境問題的現況，且有意識地，將這現況視為切身之痛，並發現自己可以

做些什麼。團員們反省之餘，也分享許多環保議題，還有國外與天主教機構落實

環保的作法。 

第二小時是社會關懷，由百綺分享今年 8 月底到大陸南寧遇到詐騙團的親身經

歷，過程身心俱疲，但感恩因著信仰的力量及天主賜給的智慧，平安返台。團員

一一為百綺祈禱，也為其他身陷詐騙受苦的人祈禱，祈求天主喚起從事詐騙工作

的人之良知，擁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最後聚會充滿溫馨的愛。  （惠如） 

 

【耕心】 

◎ 9 月 13 日是台大土木工程系榮譽教授，中華基督神修小會終身奉獻會員-吳偉特

教授，為我們進行「祂到底是誰？天主是誰？」專題講座第三次。此一講座共有

四次，最後一次在 10/18 週四晚 7：30，地點在耕莘文教院 415 室，歡迎大家

一起來。 

◎ 9 月份聚會主題，我們繼續研讀若望福音第六章。本章有啟示的標記：奇蹟；有

關於耶穌對生命之糧的諄諄訓言，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食糧(若 6：35)，耶穌

基督是天主子，天主的光榮在他身上顯露出來；也有門徒們對信仰的回應，西滿

伯多祿回答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永生是由相信耶穌而來的新生命，我們分

享永生的生命之糧如何滋養飽飫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也分享聖神藉著天主聖

言，在我們內心的推動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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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7 日月省彌撒中協調人玉燕分享了她的北疆壯遊，廣大壯闊無垠的大字人

景色，玉娟也分享了她和帶狀泡疹從奮力抵抗到和平共處的歷程，在這病程中，

天主藉著許多人給了許多愛，感謝天主，讓我們為團員們的健康祈禱！(美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