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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基督生活團通訊 409期主曆 2019年 03 月 

       本期出刊日 2019年 4月 8日 

E-mail：ccllccrroocc..ttww@@gmail.com 郵撥帳號：50416592 戶名:王文芳 

銀行帳號：華南商業銀行 118-20-105279-4 戶名:林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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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照過來！照過來！歡迎大家一起來報名參加 2019/4/13(六)10:00-17:00 在新竹

納匝肋靈修中心（薩威 中壢 中華 弘道共揪）的 2019 世界基督生活團日慶祝

活動在這一天，要與老弘回顧一些個人的經驗，為了能夠跟世界生活團一起嘗試 

To Deepen, To Share, To Go Forth 

請於 4/10 前完成報名！謝謝！  

有任何問題，請電 0952099755 何邦華 或 email to mybonnyho@gmail.com 

歡迎夥伴參加。請跟邦華報名。也請轉傳邀請夥伴參加。 

●順說明一下費用⋯⋯ 

現在納匝肋週末廚房裡的工作人員都休息，所以要外叫喔⋯⋯先說明一下， 

（100）場地費是兩時段 2400～4000 自由奉獻（100）⋯可能會給 3200 

老弘講師費 100/人    預計收 300/人 

【朋友間編輯小組】 

◎ 3 月 3 日基督生活團全國 EA 交接，經由團員設計的活動，我們都深受感動。有

沒有哪一個部分，哪一件事 ？ 哪一句話特別感動你？ 

非常期待團員們的分享，讓這份感動找到共鳴。 

下一期預定於 5 月份出刊，希望你在記憶猶新，感動還沒有退卻時，用文字記下

我們大家所愛的團體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 

◎ 同時，也誠摯向參加今年二月底連假避靜以及四旬期避靜的團員們邀稿，分享天

主給的禮物！ 

mailto:clcro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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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   再次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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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16592戶名:王文芳)與副主席(華南商業銀行 118-20-105279-4 戶名:林振川)的

兩個帳戶，謝謝大家！ 

 

最飆投彙獎 

◎ 這（409）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清泉 CLC、磐石 CLC、中流 CLC、時代 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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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泉】 

◎ 2/9 新春團拜 

當天聚會,我們仍依行事曆開例會,討論主題是:人類的救恩史 教會時期(一) 

宗徒大事錄一 ~ 十五章(參考林思川神父錄音檔) 林嬪妮主持,團員幾乎全 

數出席並踴躍分享,開會後新春團拜餐會,彼此互祝平安喜樂,互勉做福傳. 

◎ 2/23 例會主題:人類的救恩史 教會時期(二) 宗徒大事錄十六 ~ 二十八章(參

考林思川神父錄音檔) 江行德主持 探索聊解保祿宗徒從小亞細亞來到歐洲的

福傳,及建立教會,關心教會遭遇的困難,並為主作見證. 

會後大家一同討論”生活團日揪團活動”及邀請其他團體參加.    

◎ 3/3 基督生活團全國 EA 交接日，我們全體團員參加。當天我們將輔導神師李神

父推薦給大團體。李神父是一位，為我們的需要設想周到﹅考慮周全﹅細心又

貼心的好牧人。 

◎ 3/8~10 參與 CLC 主辦的四旬期避靜，地點在八里聖心靈修中心。當天有九位

團員參加避靜，由李神父帶領，主題：依納爵靈修在教友生活中的應用。 

◎ 3/23 今年慶祝基督生活團日，是採用揪團共融的活動方式，清泉主辦〝東北

角徒步朝〞，除清泉的 15 位團員外，另有五個基督生活團小團體的個別團員參

加，包含詹神父﹅李神父及賈修士，約 30 多人。當天雖然氣溫較低，一路又

小雨不斷，但在熱力滿滿之下，大家都抵達了終點”三貂角燈塔”，走了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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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時。活動結束最後，由李神父為大家舉行感恩祭，然後大家集合一起拍團

體照後，結束此次活動。     （淑昭） 

 

【磐石】 

◎ 二月份磐石生活團的聚會因春節只有一次，因為是年剛過，聚會氣氛熱熱鬧鬧，

也幾乎全員到齊。當天我們聚會重點為討論團體事務，包含全國 E.A.交接、生

活團日揪團活動流程，以及決定新年度我們將共同閱讀穆宏志神父的<<行動就

是祈禱>>，並努力將內容改寫成聚會材料。德儀已率先改寫一個章節作為示

範。因為討論事務繁多，原本預計共同分享的 Project171，只好延後到三月，

但也因此更感覺團體的共融。  （景怡） 

 

【中流】 

◎ 1/19 紀念康念慈老師六場追思彌撒第五場 1930 在逢甲立德中心舉行，由朴 

神父與吳院長神父共同主祭，彌撒後也分享了追憶康老師的感恩點滴，特別是

有專程來自北京清華大學的博士生，及當年逢甲交換生的四位大陸生的來函，

點點滴滴都訴說著馮神父與康老師的好及照顧之恩，參加夥伴有：大德潔麗建

寧一家、棟忠、麗貞、雪切慶昌一家、阿定、任曙等及聖母軍、大專生、教友

約五十餘人參加。 

◎ 3 月 2 日~~3 日假聖愛山莊舉辦的年度避靜由林瑞德神父輔導，有 25 人報名

參加。          （曙） 

 

【時代】 

◎ 03/08 聚會，為 3 月份慶祝基督生活團日做預備，本團 3 次研讀及分享

Projects171。今日信仰生活分享、團體的金門旅遊之行，團員們得到冉崇實完

善的旅程安排照顧，及團體支持寶梅及燕珠參加總 EA 交接及回顧感恩之重要意

義。之後，以 Projects 171 要點 16-23 提出的操練方法，個人祈禱後，聆聽每

一位的祈禱內容，分享自己/時代/全國團體得到的禮物及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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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聚會，阿三哥家客廳溫馨依舊但氣氛有些不同，人到的不多僅 8 位，哈哈！

〝老大們〞不在家(有 6 位為不同使命認真打拼)，但現場我們有重量級〝大老〞

國傑哥坐鎮，這讓負責主持的“小妹”嘉慧特別輕鬆，因為國傑哥總能適時為

大家說明神學與教會史，教我們用「更」的眼光認識耶穌，豁然開朗。人少，

分享熱度沒打折。         (燕珠) 

✦美月在忙碌審案壓力中不妥協，堅持品質，這不但幫年輕老師實質提升教學，    

  她自己也正在走一條四旬期的苦路。 

✦沒能進修會的剛毅，把生活日常當成修練，在小事上聆聽天主也看重老婆幼 

  鳳的建議；而幼鳳困惑於該依何種標準看待職場中同事，應走該留很難抉擇， 

  需要繼續分辨。 

✦寶梅為大家說了段感人的愛情故事，準備結婚的女主角在認識信仰後，毅然 

  決定把自己嫁給了天主呢！ 

✦舜三賢伉儷談到在堂區「 

生活團”的好沒能被看見，而年輕人嘗試對信仰的   

  開放，竟遭傳統教理限制而退縮，表情有一抹無奈。 

◎ ✦國傑哥告訴我們，天主教會早在上世紀已意識到，傳統大教堂難讓教友關係 

  與信仰加深，唯小團體是解藥，基督生活團就是很好的模式。“生活團雖有 

  老靈魂，但有很棒的福傳新義”。 

 

  感謝天主給時代滿滿恩寵～～(嘉慧) 

 

【生命】 

◎ 四旬期生命團大夥選擇一件愛德行動做為善工，3 月 23 日上午去輔大頤福園去

看望我們一直倍受敬愛的年老神父們，並和他們一起同樂；一起唱聖歌，還有

被西班牙的汪德明、馮德山神父的悅耳、宏亮聲音打動，記憶尤新；當我們唱

月滿西樓時李哲修神父用身體共鳴，當我們看到以前基督生活輔導朱恩榮神父

也在此時、我們感謝天主能讓神父受到最好照顧。11 點多我們送上禮金和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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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不捨望著這兒每一位都是我們心目中的德高望重神父，為我們承擔一切而

感激。12 點回程我們到崇德街台鳳和大章的店小聚     。  

◎ 3 月 30 日基督生活團日今年我們是參加揪團去深坑福利會拜訪認識他們的工

作，這裡的孩子眞是天主的幸運寶貝們，收出養，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

非常偉大的「不計較」事業，讓我們深深感動。 

15:00 我們參加了一台在隱修院的彌撒，由穆神父主祭；彌撒後會見 POLA 姆

姆，結束一日最有意義的活動。讓我們向「更」的方面努力前行。    (德蘭) 

 

【方濟各】 

◎ 3 月 15 日我們趕在去佳平前，閱讀 Project171，並採用建議 C 流程，嘗試三輪

分享。 第一輪呈現豐富多元的角度，每人以其獨特的經驗和體會來呼應所讀。

再次的靜默反芻，感到聆聽時能更自由的接受聖神的話語。第三輪很快找到是

「分辨和分享」。我們於是能想像世界代表大會，在一次次三輪分享中，逐漸浮

現出果實的歷程。        （奕秀） 

◎ 3 月 17 日生活團日南部揪團：奕秀、鯉榕、其棣永歆及兩兒代表參與。 

◎ 3 月 29 日繼續奈及利亞材料：《團體 cycle》「門徒-1 耶穌的言語」，其棣主持。

雖然有一半的人請假，但我們深深體會到天主聖言裡有很多營養等待我們去發

掘。            （其棣） 

 

【兩兩】 

◎ 3/5  SSP 第四週祈禱分享，進行第五週祈禱練習，主題為讚美、崇敬、事奉，

向天主求恩：「耶穌基督，請幫助我永遠選擇最慈愛的。」讀若望福音 ch15 5-11

節後分享。 

◎ 3/12    1.生活分享 

        2.讀文件 170、171：被召划向深處、分享彼此、邁步向前 

◎ 3/19    1.生活分享 

        2.《你們要歡喜踴躍》1-18 讀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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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1.月省，邀請徐森義神父主持。 

        2.月省完生活分享。           （元媛） 

 

【法伯爾】 

◎ 3/8   回顧 3/3 日基督生活團 EA 交接及 50 年回顧感恩餐會，已擔任全國 EA

三十年的老穆在這天卸任，交接典禮上，夥伴們在短時間構思、彩排在台上賣

力的演出，完成不可能的任務，藉以表達法伯爾在團體中受到的陶成及對老穆

的感謝。此次活動更拉近團員間的情感。 

◎ 3/15  本週由穆神父主持團體彌撒，在彌撒中，賴神父特地到場為即將進行手

術與慶芸與意玲敷油，團員們一起同聲禱告祈求手術的順利。 

會後大家討論生活團日參揪團活動相關事宜。 

◎ 3/23 團員慶芸及意玲開刀住院，大夥前往探視及賴神父，也為他們祈禱。同時

做了該周主日彌撒的讀經及分享。 

 

◎ 3/29 團員李瀅與媽媽從上海帶小孩回來，分享目前的生活狀況，嬪妮（清泉團

員李瀅媽小喵阿嬤）娓娓道來 30 多年堅持孩子上教堂，團員彼此支持帶孩子参

加聚會，以及先生因為認同團體在34年之後終於在上完輔導的個人道理班領洗。 

◎ 剛出院的意玲也視訊參加生活分享。             （佩微） 

 

【Magis】 

◎ 喜訊: 二月裡，我們的團內又誕生了一位寶寶，目前共有 9 位第二代！ 

◎ 3/30：為了慶祝世界基督生活團日揪團，我們團員大集合: 一起露營。如同平常

一般是內容豐富：生活分享+信仰分享+生命的分享；因天時地利，讓我們自然

地更划向了深處！      （宇仙） 

 

【喜樂】 

◎ 3/3 喜樂團員踴躍參加全國 EA 交接活動，以比手畫腳的方式呈現生活團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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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感謝穆宏志神父多年的付出，也歡迎李驊神父繼往開來，傳承基督生活團

的精神。 

◎ 3/16 喜樂參加磐石主辦的基督生活團日揪團活動，於政大參加步行祈禱，體驗

天主創造的大自然，也與不同團體間分享生活及信仰心得。在讚美天主的禱聲

中結束活動，是獨特而美妙的經驗。 

◎ 3/23 排定行事曆中，大家聚焦於個人的深度分享，期待每一位成員能深度的分

辨自己的信仰生活。 

◎ 3/30 本日安排月省，體會個人在四旬期生活中與天主的關係，除分享個人與陪

伴聖人外，亦討論希望尋求的恩寵、目前的生活中應捨棄的是什麼？為 CLC 團

體的發展建言。                 (疆) 

 

 

【育德】 

二三月育德記事 

◎ 育德二月份聚會有 2/1、2/15 兩次，固定的聚會內容是當日福音分享，兩次分

別閱讀完 projects171 及確定參加恩臨基督生活團的揪團以慶祝今年的基督生

活團日。 

◎ 團員林昱的父親於二月十八日清晨安息主懷，3/2 於桃園大園耶穌君王堂舉行追

思彌撒，育德團員多人前往參加，一起為林伯伯與林昱家人祈禱。 

◎ 三月份聚會 3/15 為生活分享及福音分享，3/30(六)有慶宇、先芝、文杰、志萬、

香如、秀英和夢芬共七人參加天主教福利會約納家園參訪，一起關心我們社會

中極其困難、需要幫助、了解的家庭。當天的感觸極多，我們也將再做深入分

享。               （夢芬） 

 

【中道】 

◎ 自民國 65 年成立至今，每半年總檢討且訂下半年行事曆，每次有固定的主持人，

目前是隔週六晚 7~9 時聚會，*第 1 小時讀經默想材料為~ 主啊我有問題 *第 2

小時是專題分享分 4 個主題輪流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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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分享如下 

(1)108/3/2 由永裕主持主題(社會關懷)~元宵節平溪天燈節已經是國際評選冬 

  季十大旅遊最佳景點等等團員們分享親自参加的經驗與感動/安全環保等問題 

(2)3/16 由百綺主持主題(讀書分享)~ 

(3)3/30 由瓊芳主持主題(倫理判斷)~主題為一位女社工發現弱勢苦主疑似詐領

退休俸的倫理問題~依循倫理判斷的七個步驟一一討論分享 

A)每次的第 1 小時依據默想主題作生活分享因個人的不同很能豐富彼此對天主

聖三感受與回應 

B)第 2 小時因主持人帶領主題不同可開闊個人思維習慣豐富視野 

*中道聚會因團員的積極参與+分享已成習慣 長久累積 有益生活與信仰的結合  

* 四旬期間 團員們又分享參與 個別的避靜讀經等各項活動     (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