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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體 

【執委會】 

◎ 3 月 7 日(六)邀請永奉團員及擔任 Guide 的團員一起聚會進行團體分辨。這次

團體分辨聚焦在未來十年團體共同使命的優先，希望可以作為今年底全國大

會決定未來團體發展的重要參考。 

◎ 2020 世界基督生活團日全國團體慶祝活動，原訂 3 月 28-29 日在彰化靜山舉

行，但因疫情的關係被迫取消，並於 3 月 4 日發信給小團體，提供防疫期間

慶祝世界基督生活團日的慶祝活動及小團體例行聚會的建議。    （香如） 

 

【朋友間編輯小組】 

◎ 若稿件充裕，我們五月份就可以如期出刊；期盼團員們多多分享、供稿~~~。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421）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薩威 CLC、中道 CLC、伯多祿 CLC、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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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威】 

薩威 2020 年 1-2 月： 

◎ 去年年終時大家做了一次 2019 年的年終回顧，今年 1/13 的聚會大家分享了

自己對未來這一年的願景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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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24 日的團體聚會中討論如何準備生活團日的慶祝，決定在下次聚會分享

自己看 project 173 的心得。而在 3/2 的聚會中部分人分享了自己看

Project173 後特別注意了有關青年之議題。 

◎ 二月聚會中，婉珍、美蘭及弘宣天神父 分享參與基督生活營的經驗，福音劇

中體會 12 歲的耶穌和若瑟、瑪利亞的感覺。面對不同階段的孩子，父母親要

學習放手。      （維澐） 

 

【中道】 

◎ 3/7 第一小時分享『福音中的婦女』耶穌治癒患血漏病的婦女，許多團員都為

這位為自己生命負責，主動出擊的婦女所感動與激勵。還有耶穌渴望認識她，

與她建立關係的心。她也因著耶穌的治癒重新獲得生命。 

第二小時由怡如準備墮胎的案例，進行倫理判斷。透過詹神父提供的倫理判

斷 7 步驟，我們一一討論本案例的倫理問題，以及實際面臨到的困境，試圖

找出最好的解決方案。 

◎ 原訂 3/21 的聚會，因為疫情關係而暫停，我們正嘗試改用視訊會議，預計 4

月的 2 次聚會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怡如） 

 

【伯多祿】 

◎ 雖然受到武漢肺炎影響，伯多祿目前還是正常聚會，三月的壽星杜神父與禹

心慶生也特別選在四維文教中心的戶外場所，大家一家一菜，在疫情之下，

也能有個輕鬆溫馨的聚會！目前會留意場所通風繼續聚會，也期望大家能安

然並共同度過這個艱難的時期。     （禹心） 

 

【恩臨】 

◎ 3/4 因疫情關係，團員工作上增加更多與客戶的解說及附帶地增多配套作

業，變為須加班，當天演變為不預期地休會了。 

◎ 3/11 採視訊聚會方式，閱讀『生活的基督』第 1 章，因深感內容豐富我們

決定，往後每周以閱讀三章後，各自擇要分享。 

◎ 3/18 一樣採視訊聚會方式，閱讀『生活的基督』，原先說好分享 2~4 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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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大家得到的共識是:呼嚕吞棗太可惜了，但為顧全年度行事曆，不便

讓此文件冒出而占用太多的聚會次數，就折衷每周分享兩章！ 

◎ 3/25 同樣採視訊聚會方式 ，閱讀『生活的基督』4-5 章，視訊以唱歌方式

做會後禱，不很理想；但大家哈哈笑的效果很好：D。      （IDA） 

 

【中流】 

◎ 感謝李驊神父在 2/12 及 3/11 先後與大家聚會，特別討論今年世界基督生

活團日主題，與年輕人的靈修、依納爵的智慧。改善世界的方式是在正義、

生態、靈修上與年輕人合作，青年牧靈關懷是我們使命領域的中心。 

◎ 新冠肺炎之故，2/7 家庭聚會、2/21 靜山追思馮允文神父活動、3/30 吳惠

如修女赴美任職的歡送會，及立德中心的主日、平日彌撒，都暫停或取消。

但在立德中心每星期一與青年學生的午餐聚會，在加強衛生清潔下，仍照常

辦理。 

◎ 希望為此疫情的消弭、疫情中的確診及罹難者常常祈禱！     （曙） 

 

【磐石】 

◎ 團員景怡父親月前重病，最後時日，歡喜進入天主大家庭，再平安回歸天主

懷抱。多位團員南下彰化，參與殯葬彌撒。 

◎ 3 月 21 日早上多位團員參與聖家堂，和爲貴神父的殯葬彌撒，之後並包車

南下靜山，送和神父最後一程，也是支持穆神父的一種方式。 

◎ 穆神父在和神父殯葬彌撒時講道重點：我們應當  “活出痛苦中的喜樂”。 

這個提醒對大家面對全球疫情嚴峻的當下，也很貼切。 

◎ 正逢四旬期間，團員們以不同的方式行愛德：惠芳親手選豆研磨，製作咖啡

包，支持感謝輔大醫院人員。其他團員以金錢支持，並頌念玫瑰經，祈求疫

情和緩終結，大家平安健康。         (曉秋) 

 

【方濟各】 

三月有二次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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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雅欣主持，在基督生活團日前夕我們一起看 PROJECTS 173─青年人是

基督生活團使徒性團體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們討論著在陪伴青年時教會可以

給青年什麼？團員分享著先前與青年合作的經驗，訴說著教會的福傳嚴重落

後...。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在活著的基督身上，也願我們能繼續默存於心，敏

於時代的訊號，發現並陪伴青年的需要。（雅欣） 

◎ 3/20，春桂主持，閱讀 2019 CLC 亞太區域大會最後文件。我們試著以會議

參與者的角色來融入文件的理解，尤其著墨討論團體分辨與陪伴年輕人二個

面向。在體認團體及個體的匱乏下，我們深深感謝耶穌會士／資深團員及那

些被天主召喚的人，他們為我們鋪平了追隨之道。  （春桂） 

 

【喜樂】 

◎ 我們在三月的開始，以四旬期刮刮卡行動作為主題，分享了對四旬期的期

待，由於當天有幾位團員參加了整天的永奉與 guide 聚談；因此，聚會中也

穿插著聚談的果實分享，滋味美妙！ 

◎ 喔，對了！因疫情告急，我們也在此時啟動視訊語音連線聚會的試營運，我

們使用 line 與家有新寶或有事無法前來的團員，與我們視訊連線連線聚會；

然而，首次啟用時，為了讓對方能看清楚每個人，現場成員全體挪動到視訊

可見範圍內，而當時政府規定的室內安全距離一公尺，瞬間被我們打破，只

剩五十公分！但我們省察後，決定調整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求「被看見」，

甘願「隱沒」，並為了有良好的連線品質，新任命兩位 IT 大臣，在此感謝兩

位大臣臨危授命。由於兩位大臣皆是澳門團體的 guide，專長即是線上聚

會，因此，未來有一天若真發展為線上聚會，我們也能保持平安與喜樂！ 

◎ 雖然基督生活團日無法如期舉辦，我們仍開心地分享文件內容，並調整行事

曆，聚會觀賞電影以做慶祝，透過團員推薦，我們一同欣賞「史丹利的便當」，

並藉電影賞析思考四旬期的刻苦；另外，在 3/25 聖母領報日當天，我們很

開心地祝福著喜樂的團員，為她祈禱，因她在這一天，於遠方入初學，這一

天，很美，很有意義，對你，對我，對他，特別是對她，都是紀念的日子！ 

◎ 最後，我們本月的最後一週的聚會，舉行了團體彌撒，並在彌撒後，慎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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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蛋糕，慶祝世界基督生活團日；因為，蛋糕超好吃的，這才稍稍解除了一

點我們無法到靜山歡樂的遺憾。       (啟元) 

 

【時代】 

◎ 三月份我們仍然到舜三、秀珍家聚會 2 次，我們追念和為貴神父對團員們的

開放、接納與關心，也持續看 PROJECTS173，談青年人牧靈的弧度、及如

何創造有吸引力的依納爵式分辨，感覺到我們誠懇地省思青年人的需要。 

◎ 02/29 是麗芳生日，我們藉著 228 時代旅遊的機會為她慶生，她在 03/13

聚會時，帶來蛋糕感謝大家。03/27 是杜神父生日的前一天，我們為神父暖

壽，大家享用杜老爺冰淇淋高唱生日快樂。         (燕珠) 

 

【生命】 

◎ 春節祭祖一早在聖家堂從副總統手中拿了十幾個一元紅包，正準備開會中給

每一團員一個討福氣之際，沒想到武漢興起的病毒猶如新形成颱風，橫掃全

球；藉媒體之報導才知道有多嚴重，從強制戴囗罩居家隔離、航班停飛、幾

乎所有的行業都受到限制，有的甚至被迫停擺。連彌撒也已改網上；現在正

是四旬期，聖週對於老團員非常不習慣，因此： 

1. 生命團員應該都有自己的靈修生活，除了求天主伸出大能之手，早日平息這

次疫情。 

2. 網上參加彌撒這新鮮的事，從來沒遇到過，可以聽到不一樣道理，提醒我們

注意聖言中沒注意的地方。 

3. 神領聖體只有在病床上經驗過。 

4. 台蓮建議大家網上開會，我們這些老老老團員要學習的新玩意兒，要適應的。        

                                                   (德蘭)   

 

【耕心】 

◎ 因應疫情，我們 3／5 的 CLCDay 文件反省，以及 3／19 的生活的基督第五

章，都採用線上聚會的方式。這兩次分別由靄儀、永輝主持，雖然 Line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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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只聞聲音，但也讓我們更專注聆聽，也收穫良多。而且兩次聚會人數都

在八位以上。 

◎ 3／10 團體接到訊息，我們的老團員陳寶春因血癌過世了。消息突然，大家

都很驚訝同感悲傷。在玉娟帶領的 3／12 的讀經聚會中，我們特別為寶春唸

玫瑰經。3／14 也有多位團員參與殯葬彌撒，送她最後一程。 

◎ 3／26 月省彌撒，美瑜為過世八年的女兒佳禾獻彌撒，小朱神父主禮。雖然

只有四人參與，其他團員都在家一起為佳禾祈禱，感謝主曾給我們這位天使

般的女孩。          (令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