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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基督生活團通訊 423期主曆 2020年 05 月 

       本期出刊日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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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團體 

【執委會】 

◎ 預訂 10 月 17-18 日在靜山舉行本年度的全國大會，第一封信已於

五月下旬發出，信中邀請各小團體針對本次大會的準備提供想法意

見，希望在七月十七日前送交至秘書處。信中另外針對團體的財務

狀況、團費繳交、團員的永奉申請、正式團體的申請等提出說明，

敬請詳閱全文。 

◎ 今年繳交世界團體的團費已由財務執委曉光在五月底匯出，並已收

到世界秘書處的確認回覆。     (香如) 

 

【朋友間編輯小組】 

◎ 親愛的「朋友間」讀者們：我們出刊的 317 期朋友間，稿件非常豐

富，感謝海内外團員們的支持，也希望大家閲讀時都能感受作者們

藉文字承載聖神傳達的意涵。 

◎ 執委們在準備代表大會的信上：也提醒大家：供應稿件給 「朋友

間」 ，也是一種奉獻的精神與態度。 

◎ 下一期預定 9 月出刊，編者們想匯集疫情期間，團員們的心得體會，

特別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經歷了一個奇妙的復活節，沒有避靜、沒有

親臨現場的彌撒、綫上聚會，這些史無前例的經驗，都帶給大家啓

示。期待您以文字記錄，刊登「朋友間」。 

來稿請寄 clcroc.tw@gmail.com     主旨：朋友間 318期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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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423）期獲得前五名的團體是：〝時代 CLC、中道 CLC、磐石

CLC、清泉 CLC、恩臨 CLC〞，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啪！

啪啪啪！！                   （曉嵐）           

 

【時代】 

◎ 4 月份僅安排 04/24 聚會，但因受到海軍盤石艦的影響，多數團員

住北高雄，都收到細胞簡訊，被提醒在家自主管理，所以當天臨時

改為線上聚會。 

◎ 感謝主持人方美月，請先生易經順協助，介紹使用 Cisco Webex 

Meetings，想當然爾，我們這一群老人手忙腳亂一陣，才進入穩

定使用狀態。(哈!連杜神父回顧時也說，感覺亂糟糟的。) 

◎ 我們分享教宗方濟各《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簡介，持續看我們與

青年的關係，及青年的需要，似乎青年需要靠近耶穌，貼近自己，

以發展潛能和創意。                   (惠英、燕珠) 

◎ 5 月我們正常聚會 2 次。分別由美月，及舜三和秀珍賢伉儷主持，

繼續教宗方濟各《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材料。團員們分享家中青

年子女的成長及特色，及年長者與青年的相互影響。對於教宗向青

年宣布三個偉大真理，“天主是愛”、“基督拯救你”、“基督活

著”，我們有許多的體驗。         (燕珠) 

 

【中道】 

◎ 由於受到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無法群聚。中道協調人明華 3 月

20 日開始在 Line 上開設群組，邀請輔導以及團員加入，中道改為

視訊連線聚會。每到開會時間，團員都會陸續準備，大家在手機銀

幕上交流互動，好玩又熱鬧。 

◎ 4/4 日，由潔貞主持，第一小時仍是讀經分享：《福音中的婦女》

12-13 章，在密閉空間輪流發言，不隨便插話也不傳播病毒。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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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的社會關懷，主持人為大家提供了「當災難無常成日常…人類

要學習與災害共存」的討論主題，反映了當前的環保以及疫情議題。 

◎ 2020 年是個沒有彌撒的四旬期以及復活節，團員藉著網路傳遞教

會活動與訊息，雖然疫情限制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但大家在不同

的地點依舊能夠互相關懷。 

◎ 4/18 日，謝謝協調人的慷慨，當團員無法上網開會時，拔刀相助

開會代打。第一小時繼續分享：《福音中的婦女》14-15 章，換了

開會方式中道依然維持規律。 

◎ 第二小時明華為團體主持，請大家先讀了「教宗復活節的道理」，

然後就以下二個主題「這段疫情時間，教堂停止了主日、平日彌

撒和聖週的禮儀」、以及「許多城市甚至國家都封鎖了或限制人員

移動」，請團員分享這些經驗、感想和反省？這也是目前我們的心

聲。      （佳琪） 

◎ 五月是聖母月，中道於 5/2 赴靜宜大學新落成的主顧聖母堂朝聖，

感謝該校郭姐熱心協助取得入校許可，當天有 10 位團員及曉英全

家從台北出發，另有老團員斐瓊在台中相會，約上午 10:50 在聖堂

內舉行彌撒。在疫情期間，各地教堂紛紛停止彌撒的情況下，能在

團體中舉行感恩聖事格外感動，另有五鳳及百綺完成暫時奉獻，更

讓此次朝聖活動珍貴與難忘。 

◎ 5/16 終於能恢復實體聚會，由明華導讀「愛的語言-非暴力溝通」

第五章「感受的根源」，明華製作情境說明卡，讓團員學習表達感

受及更深的需要，以能較清楚地自我瞭解進而有助於善意的溝通。      

                                             (惠如) 

【磐石】 

◎ 因為疫情趨緩，五月份的兩次聚會都恢復「實體」，還有一次團體

彌撒。回到耕莘 415 室，回到正常生活，大家見面都格外興奮，也

特別珍惜這份尋常。 

◎ 5/3 和 5/17 的聚會除了分享個人在疫情期間的生活工作和反省之

外，我們還是繼續一起閱讀教宗的通諭「你們要歡喜踴躍」，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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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八端的精神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並避免可能的偏差和誘惑。

穆神父也在場為我們解惑。 

◎ 因為五月有 5 個週六，按照往例在最後一個週六，我們在輔大神學

院有一個半日的小退省，之後以團體彌撒結束。     （清華） 

 

【清泉】 

◎ 團員淑瑛公司喬遷，特別邀請輔導李驊神父和團員一起為新辦公室

啟用祝福。神父特別提到；工作是參與天主的創造工程，當天主創

造天地後認為一切都好，同樣，我們也一起與天主共同欣賞工作的

喜悅。 

◎ 年初訂定的行事曆預備淺嚐《播種默觀的種子》，經五月開會充分

討論後，團體決定以慢活的節奏來進行日常生活中的退省，放慢腳

步，從 5 月中至 9 月中共 16 周，不慌不忙，細細品嚐。   （行德） 

 

【恩臨】 

感謝每一位恩臨的好姊妹，防疫期間，我們仍透過「視訊」每週聚會。

因著祂的愛與教導，我們彼此在人生的路相互扶持也愈加剛強。 

◎ 5/06『聆聽內心的聲音』深入閱讀，以「一顆謙卑的心」歌詠我們

心中的愛，從神慰中的四個準備中發現我們經常會墜入「假神慰」，

大家提出『仔細考察』的必要與團體的支持是生活的助益。 

◎ 5/13 持續深讀『聆聽內心的聲音』，針對兩個有益的做法，感謝許

多可敬的司鐸在我們的信仰旅程相伴支持著實可貴；書寫靈修日記

有各自回顧的利基與果效值得落實。 

◎ 5/20 感謝主，這是一台為義娟的追思感恩彌撒，相隔多月的感恩

聖事高峰與美好，讓我們與復活的基督和團員感念這個美麗的生命

曾與恩臨同行，主禮的杜斐然神父用貼近生活的道理，領我們在復

活期重新與基督相遇，並回顧神操的四周對應到我們生活。正值 520

『我愛你』，提前為團員祝福慶生，基督的愛讓主內姊妹們的情誼，

藉著愛與分享不斷向前與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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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聆聽內心的聲音』第三部「從分辨神類到做出決定」，「恩典

之路」的歌詠開始聚會與氣象報告。深入閱讀時，發現我們應更著

墨在原則與基礎的操練，正視自己的現況與有限，我們相約六月恢

復面聚，屆時進行「祈禱操練」，讓恩臨的靈修可以更貼近依納爵

的腳步。                       （麗貞） 

 

【中流】 

◎ 雖在疫情中，我們仍保持每星期三的聚會，5/13 邀請李驊神父主

講“聖體聖事”。 

◎ 由李神父的導引，我們感受到神學哲學，人性與禮儀的關係，神哲

學是講聖事的精神與意義，我們在參與彌撒中大家都是司祭，神父

是司祭公務代表，大家共融體驗耶穌的聖體與聖血，由信德中餅酒

成為聖體血，由愛德中領受耶穌想留給我們的完整的生命，由完全

的信賴，耶穌的身體成為我的身體，也願意完全的貢獻給耶穌，這

是理想完整的彌撒，大家共融而不是併桌。 

◎ 生命是很重要，人子的死亡也是有意義的，宗教是救贖精神與身

體，所以耶穌說：人活著不只靠餅，勞苦重擔的人到我這裡來。 

◎ 如此基督的復活是精神與肉體，耶穌給了我們復活的身體，耶穌受

難時留給我們聖體與聖血。正如當父母的為了孩子放棄自己的喜

愛，為讓孩子更好，而犧牲了自己的一切，也是信仰在我們身體的

意義，所以基督的血是生命之源，是盟約的血。      （慶昌） 

 

【薩威】 

◎ 薩威多年來一直在台中南屯堂一樓圖書室聚會，經過團員志剛努力

接洽後，自 3/16 起至三民路主教座堂位於二樓的主日學教室聚

會，每周聚會時間仍維持星期一晚上 7:30 不變。除了表達感謝南

屯堂多年免費提供場地，也感謝三民堂的慷慨，在疫情吃緊情況下

願意免費提供安靜的場地給我們團體聚會，我們也僅能以團員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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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聚會自由的奉獻以表感謝之意。也歡迎大家到台中時能到三民堂

與我們聚會。 

◎ 原協調人之光 12/16 起改至彰化與茫萊撒團體聚會，4/13 團體花

15 分鐘的時間讓團員表達自己的狀況及意願，僅有團員維澐表達

過去雖曾經擔任過，但這次只願意擔任一年。二週後，團員婉珍表

達自己願意改變初衷擔任協調人。 

◎ 5 月 4 日全國總輔導李驊神父來參加我們的聚會，分享了他在靜山

靈修中心的經驗並完成了訪團的任務。 

◎ 團員志剛的父親楊維新先生，聖名多默，於 5 月 12 日凌晨安息主

懷，5 月 30 日早上於中興新村天主堂舉行殯葬感恩祭，基督生活

團團員及 choice 夥伴均前往致意。         (婉珍) 

 

【生命】 

◎ 五月十六日生命開始逐漸恢復聚會，大伙分享這三個月的生活，網

路彌撒是從前想都沒想到的新鮮事。這段時間我們經歷了四旬期，

聖週、復活期一直到聖神降臨全由教會媒體播出〝聖週的大禮彌撒

由洪總主教主禮，多位神父共祭眞是千載難逢的首創；本堂饒神父

的道理非常動人生活化，平日更是每天七點準時參加的彌撒，宗徒

大事錄重新聆聽一遍加上神父的道理深入淺出，收獲很多。 

◎ 佩華從美探外孫女回台，被居家隔離。繡玲的母親去遊輪旅遊也有

驚無險順利平安回台。金玉的三嫂過世，這次聚會她沒來，大家為

她和家人祈禱。 

◎ 這次疫情，原來年初計劃讀的書：神呀，祢是來整我的嗎?延後到

下半年再讀了。                       （德蘭） 

 

【耕心】 

◎ 五月起，因疫情趨緩，我們恢復回到耕莘聚會。5／7 和 5／21，

大家閱讀並分享「生活的基督」第七章"青年牧靈關懷"、第八章"

聖召"，分別由文芳和怡真帶領。第七章讓我們回顧了自己陪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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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包括牧靈工作、教職、自家青年…）的經驗與果實，第八章則

讓我們憶起與天主友誼和愛的故事，以及祂如何喚起我們內心熱

忱，而願以生命去回應。 

◎ 5／14，淑明帶我們一起閱讀路加第十章。這一章中的派遣門徒、

善心的撒瑪黎雅人、瑪利亞與瑪爾大，都引起大家回響，分享許多

自己的經驗或領悟。 

◎ 5／28，小朱神父為我們主禮月省彌撒，講道中神父述說耶穌以大

司祭的祈禱為門徒準備，讓我們每個小水滴的生命藉由聖神匯為河

流，奔向天主的大海。我們也分享了生活近況，對主愛的體驗。當

天是靄儀永輝結婚 31 週年，他們在外帶活動結束後直奔耕莘彌

撒，跟我們分享這喜樂，十分令人感動。 

◎ 5／30，我們在輔大神學院一日避靜，主題是：「從心開始～重新

回到基礎」。由漢中修士主講，陳廷叔神父陪伴我們談話和主禮感

恩祭。漢中從內"心"被愛的經驗為我們的「原則與基礎」奠基，繼

而講我們團體的召喚，跟本月之前的幾次聚會也互相呼應。接著的

5／31 聖神降臨節也是漢中和阿信（聶 V 信）修士發初願三週年，

祈求天主祝祐他們，在追隨主的道路上持續蒙恩得力。  (令憙)   

 

【方濟各】 

◎ 五月有三次聚會，使用奈及利亞「社會訓導」單元材料。無法到場

的團員則透過 line 群組分享生活經驗、或線上與會。 

◎ 5/1 其棣主持，討論「促進共同利益」。我們了解每人塔冷通不同，

在教會中的合作，或因傳統模式或人的限度而有窒礙，但為謀求共

同利益，學習合作是必須也是必然。     （春桂） 

◎ 5/15 智文主持，主題是「輔助」。 我們討論了「輔助」

（subsidiarity），即「基層決定原則」如何應用在我們的家庭與教

會團體中。我們體認到，必須要有勇氣面對衝突，才能和他人一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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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現況，使團體變得更好。  

◎ 5/29 智文主持，主題：「經濟正義」。我們注意到這是社會很普遍

的現象：資方不會體認到自己是由於缺乏人力、需要他人協助才得

聘請勞工；而勞方往往也想在最少的努力下賺取薪資。我們體認

到，除了我們自身要作一位稱職的員工外，在內心也要遠離這個社

會嫌貧愛富的價值觀。           （智文） 

 

【喜樂】 

◎ 月初進行團體彌撒，穆神父在彌撒中說到，跟著耶穌走的是「綿

羊」，走在他前面的才是「山羊」，值得玩味省思我們生活中，是否

時時跟隨主。 

◎ 有兩週的時間研讀「你們要歡喜踴躍」，目前已讀完第一章，大家

對於成聖的召叫來分享不同的看法，討論成聖是目的還是結果？是

刻意尋求的？抑或是自然而然地生活的態度？神父也提醒大家，這

個過程不是信仰生活上的壓力，是學習跟隨主的腳步，活好當下的

生活，活出基督徒的精神。從中可以體驗到不是我們來選擇天主的

道路，而是在自由意志中配合天主的選擇。一切的啟示與使命，皆

是出於基督。體會天主的恩寵，進而尋找適合的生活態度。 

◎ 第三週的生活分享主題帶入每個人心中的瑪利亞。每個人心中所面

對的聖母會隨著年紀與成長階段，而有不同的形象，可能是母親，

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堅強的代表，或者是在親人身上找到聖母的特

質，而我們可用甚麼樣的角色來面對。 

◎ 第五週於神學院舉行月省，神父提醒每個人參與團體的歷程有如從

磨麥開始，磨的過程讓每粒麥子的精髓出來成為麵粉，加水、攪和

之後，漸漸成為麵「團」，靜置、發酵之後，透過烘烤，成為完形

的麵包「體」（為天主所用）。反省中透過聖神檢視自己的是「團」？

還是成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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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源遠】 

◎ 五月份新冠肺炎疫情較為緩解，經大家同意恢復 5/17(週六)的開

會，由益民和淑靜分享: “聆聽內心的聲音”(4-5 章)在神枯中及在

神慰中，年燦夫婦公子敍安帶女友一起參加，在精彩報告和熱烈討

論下，大家對辨別神類有更深層的認識。 

◎ 5/21(四)大源遠生活團與饒神父生日聚餐，除現有團員外，前團員

娜芳，錦帆也來共襄盛舉，共 14 人出席，席開二桌，賓主盡歡。 

◎ 5/30 (六)本團繼續分享〝聆聽內心的聲音”乙書，由年燦麗秋分享: 

(6-7 章)做決定前：奠定基礎及做決定：做好分辨的四個階段，團

員對於神操的原則與基礎有質疑和對話，因此對依納爵靈修也有更

深的了解。     （信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