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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體 

【執委會】 

◎ 第十六屆執委會的第一次會議中，討論了一些議題: 

A、 新舊執委會交接經驗分享 

B、 2019 行事曆討論：1. 執委會會議的日期：1/5-6,  4/27-28,  07/20-21, 

10/26-27。 

    2. 代表大會：10/9-11 (9 日晚上出發)3. 協調人會議： 1/12, 5/18, 9/7    

4. 四旬期避靜：八里聖心 3/8-10, 八里聖心 3/22-24, 靜山 3/23-24。 

    5. 長天期避靜：聖心 2/28-3/3, 靜山 7/14-19(四天), 靜山 8/2-11(八天), 

靜山 8/13-18(四天) 

    6. 將臨期避靜：八里聖心 12/6-8, 靜山 12/7-8, 八里聖心 12/13-15 

    7. 2019 基督生活團日擬以揪團方式進行. . 

    8. 全國 EA 交接- 2019 年 3 月 3 日下午. 委由磐石及躍躍籌畫. 

  C、  波蘭的 2019 四旬期行動計畫討論. 香如負責進一步了解後決定是否推動. 

D、 古倫神父的演講(有關聖事)和 Magis 青年中心合作. 時間 2019 年 2 月 23 日

(六)晚上 

E、 執委近期計畫: 訪團安排、工作小組連絡分工 

F、 小團體 Guide 的需求 (------)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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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406）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清泉 CLC、耕心 CLC、時代 CLC、中流 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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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泉】 

◎ 11/30-12/2 敏秀、佩容；12/7-9 秀鳳、淑瑛、誌郎、行德、瑪竇、淑之、台弟、

淑昭、再旺、嬪妮等人參加將臨期避靜 。 

◎ 12 月 15 日(六) 上午 10:00~12:00，地點:耕莘 415 室，主持人:鍾瑪竇，例會主

題:默西亞時期(一)路加福音(上)， 參考資料—林思川神父-人類的救恩史。 

分享題： 

1."舊約約櫃"與"新約約櫃"(聖母瑪利亞)的差異為何？從聖母瑪利亞身上我學到

什麼？ 

2.耶穌(Jesus 意思是天主拯救)在納匝肋會堂裡引用依撒意亞先知哪段話以印證

自己是天主子救世者？ 

3.耶穌的宣講、祈禱、比喻等內容中，有哪段落最觸動我？        (淑之) 

 

【耕心】 

◎ 12 月 13 日(四)耕心進行改選協調人，以及安排 2019 上半年行事曆。在協調人

玉燕的帶領下，我們一如往常，十分有效率地完成了任務。雖然朱神父不在一旁

陪伴，但他對耕心團體 40 多年的培育沒有白費。2019 上半年我們以「聆聽內

心的聲音-向依納爵學習分辨」，這本書作為我們聚會的主題；春季避靜的材料則

是教宗的通諭「你們要歡喜踴躍」。耕心新任的協調人是剛升格為丈母娘的靄儀，

副協調人-麗珠，文書-令憙，總務-玉娟，活動-妙瓊，靈修-美瑜。感謝所有團員

們的辛勞與付出，願天主祝福大家! 

◎ 12 月 27 日(四)是 2018 年最後一次聚會，也是我們的年省彌撒，並為一月一日

生日的賴玉修女慶生。很神奇地，天主安排 Magis 中心的朴正煥神父為我們主

禮，當天是聖史若望的紀年日，朴神父提醒我們：同為依納爵靈修家族的我們，

是否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省察中，如同若望宗徒一般，總是很快的認出，是主！

在我們的生命生活中，認出復活的主基督。    (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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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 12/8-9 有 10 位團員參加全國團體舉辦將臨期避靜，地點彰化靜山，輔導神師

和為貴神父。這次神父給我們的道理主題是「天主與我們的關係」，參加的每位

團員都有極深刻的體驗及感受，將避靜感言書寫下來，投稿『朋友間』。 

◎ 12/14 例行聚會，本次地點在美月小易家，主題是 GP9 喜樂吧！瑪利亞，你們

歡欣踴躍，由神學導師梁國傑帶領。有唸過神學果然不同凡響，精闢扼要，將崇

敬聖母歷史過程，以及聖母與基督生活團的緊密關係，做了非常詳細的介紹，大

家收穫良多，又長知識了。 

◎ 12/18 四維聯盟開會，又向前邁進一步，借重芥子基督生活團走向四維聯盟的

計畫，已擬出組織架構，期待下次會議可訂出實施細節。 

◎ 12/24 平安夜，黃燕珠的先生，王克民終於成為天主子民，聖名道明，代父也

是團員李剛毅。幾位團員同赴萬福堂，參與彌撒及恭賀克民領洗。 

◎ 12/29 歲末餐敘，幾乎全員到齊，各家準備一道菜，擺盤後滿滿一桌，太豐盛

了。感謝神修小會贊助波士頓派一個，感覺甜蜜蜜。我們也邀請王輔天神父、杜

樂仁神父一起同樂。請王神父祝聖所有飲食，用餐後，則由杜神父為新舊協調人

進行交接派遣；接著克民及易經順分享領洗感言、春櫻分享與和為貴神父談迷信

與崇拜偶像的心得、還觀賞美月小易嫁女兒彌撒及茶點錄影片段。 

◎ 大家更趁此次有充裕的時間及機會，談談天主教會在台灣的限制，與我們團員關

心台灣社會現況，該如何投入？另外，對同性婚姻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及看法，燕

珍分享所陪伴的青年團體也曾談過，雖然未必有任何結論，最可貴的是可以真誠

表達，可以有分享的過程。國傑也提到，即便是同一家人，對政治、對贊成同婚

與否，也都有各自不同立場，這已是現今社會的現象。提醒我們就是需要傾聽、

尊重，杜神父也舉他法國朋友間的婚姻例子分享。今天這一切讓我們感受到天主

聖神與我們同在，感謝大家平安度過 2018 這一年，大家也歡欣迎向 2019 新的

一年，感謝天主！          （惠英）    

 

【中流】 

◎ 12/31 是 2018 的最後一天，援例跨年聚會，假翠華家，吃牛肉麵與生活分享，

並規畫 2019 的年度計畫，尤其 2019 是中流成立 40 周年，我們期待在主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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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與護佑下，今年會更美好，參加夥伴有：倪老師、楊老師、大德潔麗建寧一家、

棟忠、麗貞、雪切慶昌偉豪一家、郭子亮天、阿定瑞源、任曙秀霞、坤發淑琴、

冠霖、艷燕光榮等廿一人。 

◎ 團員們在教會內的使徒工作越來越多元，除了在聖堂、聖詠團、傳協、聖母聖心

修女會之友會、讀經班、慕道班外，今年在逢甲大學立德中心的陪伴大專同學會

同學，更是服務重點，要特別感謝大德棟忠阿定的投入。        （曙） 

 

【磐石】 

◎ 十二月的二次聚會，我們研讀「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這本書，作為聚會主題。

此書是美國方濟會羅爾神父的著作，啟示出版。羅爾神父認為，我們的生命有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奠定我們的身份和地位，追求的是現實的成就、個人表現和

自我定位；第二階段是追求靈性的發展，找出自我，讓心靈獲得永恆的平靜與自

由。雖然大家都覺得此書不易閱讀，需要耐心與毅力。但書中不少段落與佳句，

都觸動到自己的生命經驗 。在分享時，都欲罷不能，熱情講述。 讓大家深受感

動，都覺得可以作為年終很好的反省材料。   （南華）                 

 

【中道】 

◎ 12 月 1 日，因為將臨期團體週末避靜，我們休會一次。不過有些團員（潔貞、

美玲、惠如、瓊芳、五鳳、月惠等）前往八里聖心女中靈修中心，參加由詹德隆

神父所帶領的團體避靜。詹神父以教宗方濟各《你們歡喜踴躍吧》勸諭帶領大家

進入三天兩夜的避靜。藉由默想此勸諭，神父鼓勵大家回應「人人皆能成聖」的

普遍召叫，領受天主的「慈悲」，勇於活出基督信仰的活力與見證。避靜期間，

暖陽普照，聖神臨在，大家在與主的相遇中，淨化心靈，準備將臨期的到來。 

◎ 12 月 15 日，我們舉行歲末和好聖事，由月惠與美玲一起準備。當天的讀經是路

加福音三 10-18。我們依往例，大家一句一句地慢慢唸出天主聖言。詹神父於講

道時，提醒大家在各自工作崗位上，進行更深入地、更細微地反省：「我們該在

什麼呢？」和好聖事後，月惠為每位團員準備小卡片，讓大家寫下針對補贖內容

而願意立志的一件事或一段話，作為奉獻給耶穌的聖誕禮物！在平安喜樂中，我

們等待並準備主耶穌基督的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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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9 日，我們舉行歲末檢討。首先，由美玲導讀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

勸諭，第六章〈生態教育與生態靈修〉。我們經由半年的閱讀，今天終於讀完此

勸諭。大家感佩教宗對於環保生態議題的真知灼見，也願意藉由生態靈修提醒自

己，為全世界的環保生態盡棉薄之力。其次，我們回顧下半年所有的聚會與活動，

也在大家通力合作下擬定了 2019 上半年的行事曆。我們並選定《主啊，我有問

題——50 種與情緒合拍的祈禱》（God, I Have Issues: 50 ways to pray no 

matter how you feel）一書，作為我們每日靈修分享的材料。最後，我們改選

協調人。經由民主程序，我們選出明華擔任未來兩年的協調人。大家感謝美玲這

兩年來的奉獻付出，祈求天主賜予美玲滿滿的祝福；也感謝明華願意帶領團體，

服務大家，與主相親。2018 年我們感謝天主的守護，2019 年我們堅信主愛，時

時與主同行，讚美感謝天主！      （潔貞） 

 

【生命】 

◎ 十二月一日新的輔導呂晶器神父正式成為生命的一份子，而且是精神支柱。開場

第一次就非常精彩，介紹彌撒禮儀、對我們來說是上了一堂寶貴正確的知識。 

◎ 十二月十五日遊德蘭分享她生命中信仰的力量，走過聖母會及生命基督生活團五

十年。重大的生命關卡都因著天主的恩寵和愛化險為夷。 

◎ 十七日晚上我們受邀請，與大源遠生活團一起開會。 

◎ 生命新的協調人一宗容正式接棒，為期兩年。恭喜新人新氣象，我們會全力配合。 

◎ 108 年第一次開會，我們一起在耶穌孝女會慶生。元月至四月壽星有:賈修女、

呂神父、玫如、金玉、宗容和大章。因為賈修女身體欠安，我們大夥在修會三樓

看望修女，和修女一起過、品嚐明芳做的印尼薑黃飯。可惜大章感冒了，台鳳也

缺席。            （德蘭） 

 

【恩臨】 

◎ 團體內有四人正在進行日常生活神操，又，自 12 月開始，我們以『聆聽內心的

聲音』進行讀書會，因此，如何分辨生活中推動我們的神類與內心動態，成為我

們最近生活分享經常出現的主題。 

◎ 12/12 我們一起看了電影『非關男孩』，會後大家就每個人被觸動之處有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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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為了回應我們小團體（恩臨）使命的渴望，我們決定在 2019 年協助團員所服務

的天主教福利會，推動『台灣友善收養文化的宣導列車』。預訂於今年 CLC 日揪

團，到時歡迎大家來報名參加【深坑天主教福利會快樂行】（名稱尚待〝集思廣

益〞訂定中）。           (雁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