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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父內合而為一的急迫性，愛護我們所領受的禮物，

並加以倍增，這樣使一切得以滿全。 

若以肢體比喻，你是手，我是腳，不同樣貌，不同功能，
我們對於事件的理解或許不同，期待和理想也可能有差
異，但這就是基督生活團夥伴友誼珍貴之所在。 

 

各種的微小改變，都會讓好像熟悉的路

變成陌生，就像新路一樣！ 

青年人是基督生活團使徒性團體

不可缺少的部分。 

 

只要活出天主給我們每個人的塔冷通，我們自然會在

自己能貢獻所長的時刻，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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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教宗的公開信 

羅馬，2019 年 10 月 6 日 

親愛的教宗方濟各： 

謹此獻上我們的感恩、信賴和喜樂！作為依納爵平信徒的一個世界性組織，基督生活團（CLC）

的團員願為慶祝亞馬遜世界主教會議表達我們無比的喜樂。 

普世的訊息 

我們知道，這個主教會議超越了大家所熱愛的區域，並涉及到所有人，因為亞馬遜影響了整個

地球。這是一個普世的訊息：愈顯主榮發生在我們每個人的家裡、街坊鄰里和國家。儘管被各

樣阻力造成的痛苦影響了我們，但亞馬遜教會的喜樂充滿了我們。我們認為，在這個主教會議

過程中，整個普世教會正因聖神的行動而改變。 

聆聽地球子民的聲音 

在世界各地，我們認為絕大多數人對亞馬遜主教會議感到深深的喜悅。大多數基督徒是沉默的，

通常在教會中沒有發言權。儘管有時只聽到那些說話最大聲的，但是沉默的教會卻是由數十億

人組成。 親愛的教宗方濟各，謝謝您的聆聽，並成為他們的聲音。整體生態使我們聽到地球

的聲音和地球子民的聲音。 感謝您，因為這次亞馬遜主教會議將地球子民的聲音帶到了教會

的中心和核心。 

 

亞馬遜的精神深化了眾議的教會( Synodal Church ) 

 

也許這些年來發生最重要的事，正是許多人意識到被邀請去注視耶穌並跟隨他的道路。當我們

相信耶穌說「我是道路」時，我們發現自己與他同在眾議的途徑(synodal path)上。我們相信

這個眾議性(synodality)的意識將深化教會在追隨耶穌的道路上，使其更加開放、包容、歡迎

及膽大。 

 

我們知道眾議的途徑是艱難的。金字塔式的結構、取悅權勢的誘惑、神職主義、僅依自私目的

而服務的風險、把人民－特別是窮人、弱者及受苦者－棄於貧民窟等場所。感謝您，因為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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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主教會議強化了我們身為天主子民同行的概念，沒有遺漏任何人。 

在天主內合一的急迫性 

「願祢受讚頌」通諭和亞馬遜主教會議使我們深刻感到，在天父內合而為一的急迫性，愛護我

們所領受的禮物，並加以倍增，這樣使一切得以滿全。我們完全接受愛惜我們共同家園的呼籲，

「整個人類共同繼承的產業，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所在。」焚燒和毀滅地球就是浪費我們自己，

就像浪子揮霍他所繼承的一樣。感謝您，聖座，為了整體生態的先知性訊息。 

 

在未來的 50 年，整個世界將視整體生態的道理為自然的結果，就像我們現在認為教會在 19

世紀對社會問題和工人福利所做的貢獻一樣自然。我們正在經歷，整體生態在 21 世紀位居聖

神先知性訊息的中心。 

 

我們也感受到來自權勢信息的干擾。它不限於政治領域，還試圖壓服教會。 這些同樣的權勢

包括來自同一地方的恫嚇與詆毀。正如依納爵 羅耀拉所說，欲求天主遷就他們。感謝您，聖

座，不允許教會被用來為權貴謀取利益。唯一使我們與基督分離，就是當我們與窮人和地球分

離時。 

 

我們特別致力於人與機構的生態皈依。我們知道在這個基礎的領域，為人類提供相遇和分辨經

驗的重要性。整體生態是治癒我們所有關係的基礎。這就是我們的感受，而我們為亞馬遜主教

會議將提供更深刻的理解和經驗感到高興。 

在人類的多樣和多元中分享耶穌 

像基督生活團這樣大而多元的世界性團體中，本地化的訊息和多元的人及其文化深深的觸動我

們。亞馬遜主教會議的訊息不僅是為了汎亞馬遜地區種族的多樣性，也發生在我們所有城市和

社區日益多樣化的中心。 

 

世界就像五旬節廣場：擠滿了非常多元化的信仰、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聖神催迫我們走出去，

用心靈的語言分享天主。我們相信這是亞馬遜主教會議的訊息。 

 

在主教會議的籌備工作中，我們還感受到另一個強烈的召叫：在人們生活的語言中認識耶穌，

聆聽過去幾個世紀中聖神如何在這些文化中工作…  基督生活團所屬的所有地區和民族都希

望重申對福音本地化和聖言降生成人之道的承諾。我們重申我們已分辨過的決定，即選擇生態

為我們行動的四個待開發領域(frontiers)之一。整體生態是在一切事物中尋找天主不可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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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這次主教會議是一項恩賜，鼓勵我們繼續深化、分享並重申我們的承諾，「在教會和社

會內為人類和福音的價值做見證。這些價值影響…創造的完整性。」（基督生活團基本守則第四

條）。 

 

我們非常感激您，聖座，和所有與會的代表，及促成此次會議的每個人。我們與主教會議的每

一位共融，並相信他們會鼓勵我們更加有魄力和喜樂地建設天主的國。我們每天為主教會議和

您向天主祈禱，也祈求您的健康、改革成功，尤其是喜樂。 

 

每一位基督生活團團員都懷著感恩之心，願在一切事上任您差遣，包括我們在世界執委會服務

的每一位： 

Denis Dobbelstein 

Ann Marie Brennan 

Catherine Waiyaki 

Fernando Vidal 

Daphne Ho 

Diego Pereira 

Najat Sayegh 

Alwin Macalalad,  

Rojean Macalalad 

Manuel Martínez 敬上 

 

（原文：西班牙文） 

 

翻譯：張明華   校稿：陳慶宇、俞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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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執委會給教宗的信中引發的省思 

俞文成 

過去大團體內部一直有個聲音，認為在翻譯完來自世界團體的文件後，能夠提供一篇

導引的文章，幫助團員更接近這份文件，是一件有價值的小小行動。想想過去，這樣

的文章的確不多，但若有機會嘗試一下，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還好，這是一封信，不是世界文件，但是是由世界執委會所寫的一封信。這封信不

長，然而其中所觸及的一些事項值得我們注意。在這裡只提出信中所提到的一兩件

事，與大家分享。我相信世界執委會也是有相同的想法，把向教宗表達認同的信寄給

所有的國家團體，是為了分享他們從這次亞馬遜世界主教會議過程中所獲得的啟示。 

 

我們知道亞馬遜主教會議跟教宗之前所提出的哪個通諭有關，就是《願祢受讚頌》通

諭。這份通諭一直在教會內發酵，其中所提倡的一些觀點成為答覆使命、行動的基

礎，也在這封信中被提起，主要是指整體生態和生態皈依。在這個主教會議中，一方

面強調了上述觀點所需涵蓋的整體性，不只指出沒有一個人能置身事外，也認清了需

要有個人和團體性的悔改與行動。另一方面，也將《願祢受讚頌》通諭所提到「以窮

人為優先」的團結互助的選擇，作為是否我們的行動與基督價值一致的檢驗。 

 

你們會發現，在信中出現的一些字詞，表達了一個重要的意涵。這些字包括 Synodal 

Church, synodality, synodal path，這些字所強調的眾議(Synodal)含有全體同行

的概念，與我們基督生活團的特恩非常契合。教宗提倡眾議的教會(Synodal Church)

是為了聆聽、學習、分享使命，這是教宗在 2015 家庭主教會議時所提出的重要概

念。教宗對教會的願景是在各個層次所實行的眾議，每一個人都要聆聽彼此，要相互

學習，為了福傳承擔責任。所以藉著這次主教會議，強化了我們身為天主子民同行的

概念，沒有遺漏任何人─極度貧窮的、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被邊緣化的。 

 

這次亞馬遜世界主教會議，只是現任教宗上任到現在所召開的重要會議之一，之前每

隔一段時間就召開與福傳息息相關的全球主教會議，如家庭與青年。教宗主動探索這

些時代訊號所顯示的福傳需求，正與我們世界團體被邀請去「因著敏察時代訊號和聖

神的推動，………，我們與主教和教會內的其他領袖共同工作，……」(GP6)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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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摰愛的青年人… …教會需要你們的動力、 

你們的直覺、你們的信德。我們需要這一切！ 

若你們先於我們抵達終點，請耐心等待我們。」 

教宗方濟各勸諭《生活的基督》299 號 

一、前言 

基督生活團是為了青年人並且與他們同在。青年是使徒性團體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同世代的

凝聚是普世性的基本樣貌----一個隨著時光呈現的普世性。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基督生活團，有

青年人、成年人、年長者，我們所有人都屬於一個使徒性的團體。雖然青年是使命的新境

(frontier)，但青年是團體重要不可缺的部分。優先將基督生活團的禮物傳給下個世代，不僅

是優先的事項而已，同時也是與青年人、依納爵家族以及教會之間的交流和歷史責任的重要

問題。 

在過去的 450 年裡，大約有 15 代人先後傳承了依納爵平信徒靈修，這是目前 CLC 成員所珍視

的。現在輪到我們成為鏈條上的一環，以有效、全面和豐富的方式將這寶貴的禮物傳遞給後

代。 CLC 是一個有著 450 年歷史的禮物，我們的歷史使命是讓新一代走上依納爵平信徒道

路。 

青年牧靈關懷是許多依納爵家族的優先工作。我們敬愛的世界總輔導蘇薩神父(Arturo Sosa SJ)

寫給我們一封信，內容是關於耶穌會未來十年的四個普世性使徒優先。青年使命是直接表達

在其第三優先(陪同年輕人創建充滿希望的未來)，隱含在第一優先(通過神操和分辨，揭示邁

向天主之路)，還策略影響著第二優先(在修和及正義的使命中，與窮人，被世界遺棄者、其尊

嚴受侵犯者同行)及第四優先(合作照顧我們的共同家園)。 

青年不僅是 2020 年世界基督生活團日(3 月 25 日)的好主題，也是 CLC 全體團員關心和面臨的

重大挑戰。我們邀請大家展開長期的努力！區域 CLC 團體、全國執委會、國家陶成團隊、地

方團體的領導者應該設計具體計畫，將 CLC 的禮物在這種新的情況下送給年輕人。一般來

說，各地所有 CLC 小團體的團員都應該審視如何與年輕人分享我們的禮物。 

二、2020 世界基督生活團日建議 

我們邀請大家提高年輕人的參與度，並擴大他們在區域、國家和地方 CLC 的領導、活動和團

體中的角色。首先，我們建議大家反省並分享以下四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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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方團體中，CLC 與年輕人之間有什麼關係？ 

 在青年牧靈關懷方面，我們如何開始或改善與依納爵家族和教會其他機構（教區，學

校，大學，中心等）的合作？ 

 我們如何可以與青年人同在，為他們創造出更新的、創新的、有吸引力的依納爵式分辨

以及與基督相遇的經驗？ 

 我們如何向新的青年團體介紹、宣傳並且提供基督生活團？ 

我們需要更深、更廣地思考。教宗方濟各為年輕人更新了教會架構。在個人或小組回答以上

問題之前，我們請大家祈禱並反省以下有關勸諭《生活的基督》的方法以及我們將在同一文

件中為大家提供的其他注意事項。 

 

三、生活的基督：青年與教會關係的新架構 

2018 年主教會議專注「青年、信德和聖召分辨」，教宗方濟各並於 2019 年發表宗座勸諭《生

活的基督》。這是教會歷史上獻給年輕人的最高等級之文件。它提供了一個深刻和完善的架

構，以塑造青年、基督徒團體、青年牧靈關懷和整個教會之間的關係。 

《生活的基督》是對整個教會進行反省和更新的建議。 CLC 被召叫走這條路，特別是在 CLC

意識到青年牧靈關懷的基本優先時。 請大家花點時間用以下讚美詩祈禱： 

基督活著！祂是我們的希望 

 

 

基督活著！祂是我們的希望， 

以一種奇妙的方式 

祂給我們的世界帶來了青春， 

祂所觸及的一切都變得年輕， 

煥然一新，並充滿生命。 

復活的主都在你身旁。 

祂召喚你和等待你 

回到祂身旁，重新開始。 

 

當你因悲傷而老去時， 

怨恨或恐懼、疑慮或失敗， 

祂總是陪伴在旁，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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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力量和希望。 

祂是逐漸變老的世界裡真正的年輕人。 

 

有祂在旁 

我們可以暢飲真正的泉源 

使我們的夢想保持活力， 

我們的計畫，我們的偉大理想， 

同時驅使我們宣揚 

真正有價值的生活。 

耶穌，祂自己永遠年輕， 

願意賜予我們一顆永遠年輕的心。 

 

要是你已經失去內在的活力， 

你的夢想，你的熱情， 

你的樂觀和慷慨， 

耶穌站在你面前 

就像祂來到寡婦已死去的兒子面前一樣， 

 以復活之主的所有德能 

勸勉你說：“青年人，我對你說：起來吧！” 

 

在整份《生活的基督》文件中，教宗方濟各鼓勵年輕人追求他們真實的、天主賦予的個人聖

召。 在青年牧靈關懷的這一新架構中，分辨的智慧扮演著關鍵角色。 在任何跟隨耶穌的基

督徒的成長中，聖召培育都表現在 CLC 的生活方式中。 年輕人從與生活的基督相遇開始他們

的靈修之旅，CLC 可以在愛、陪伴、分辨和慶祝的過程中跟進。 神操是我們為這過程提供的

模式和途徑。 

我們所有人以及我們的團體都有能力傳達天主之愛及分辨過程的要點，但是我們需要調整。 

《生活的基督》鼓勵我們在青年牧靈關懷上更加積極、創新和合作。 

我們邀請大家閱讀和默想以下《生活的基督》的引文。 考慮如何在你的 CLC 小團體，區域和

/或國家團體中應用這些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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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教會經常陷於熱忱冷卻的誘惑…青年人可以幫助她保持青春活力…幫助她更神

貧、有作證的能力、靠近最微小和被遺棄的人、爭取正義，謙遜地面對質疑。』（《生活

的基督》37 號） 

 『這是指謙遜地承認有些具體的事情必須改變，並為作出改變而匯集青年人眼中的遠

景，甚至是他們的批評。』（《生活的基督》39 號） 

 『我們推行的項目應可堅強他們、予以陪伴，並鼓勵他們與人相遇、慷慨投入服事和履

行使命。』（《生活的基督》30 號） 

 『我敦促各團體以尊重和嚴肅的態度，審視其生活環境中青年人的實況以辨識最合適的

牧靈方法。然而，在結束本章之前，我必須向你們再說幾句話。』（《生活的基督》103

號） 

 『我們應分辨和探究一個基本事實：耶穌盼望成為每一個青年的朋友。這是最根本的分

辨。復活主與祂的朋友西滿伯多祿談話時， 提出一個重要問題：「若望的兒子西滿，你

愛我嗎？」（若廿一 16）。』（《生活的基督》250 號） 

 『青年人向我們展示採用新方法和新策略的必要性。』（《生活的基督》204 號） 

 『雖然成年人嘗試將各種事情安排妥當，定期舉行聚會和編定時間表，但今天許多青年

對這類牧靈計畫不感興趣。』（《生活的基督》204 號） 

 『青年牧靈關懷應更為靈活，邀請青年參加其活動，藉此向他們提供一個場所，讓他們

不僅在此接受培育，也可分享生活、舉行慶祝活動、唱歌、聆聽真實的見證，並偕同整

個團體與生活的天主相遇。』（《生活的基督》204 號） 

 『青年人更適合融入那些開放、活出信仰、渴望彰顯耶穌基督、喜樂、自由、友愛和願

意奉獻的團體。這類團體會讓青年感到培養真摯的人際關係是可能的。』（《生活的基

督》220 號） 

 

四、下一代迫切需要依納爵的智慧 

我們的 21 世紀非常年輕，只有 20 歲，需要依納爵的分辨這份禮物。大家都感到一個新時代

正在來臨。我們正參與一場全球革命。我們的世界在苦難和熱情中變化著。一方面，我們生

活在一個更連結、更生態、更有能力的世界；另一方面，不平等、膚淺或不永續的風險更

大。幾代人必須更加地團結和合作。這是整體生態的一個要點（《願祢受讚頌》）。 

正如 CLC Projects#172 所說，在一個更能思考、溝通和不確定的世界裡，分辨的智慧越來越必

要。我們可以留給下一代的最寶貴的遺產之一是分辨的能力，這是一種可能被我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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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人類團體、民主制度和教會所內化的禮物。教會的更新本身就需要靈修分辨滲透到所

有的教會空間和我們的傳教活動中。將分辨和依納爵靈修傳遞給下一代是絕對的優先事項。 

新一代青年在我們今日所見的全球變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一場由擔心氣候變化的年輕人領

導的生態運動已經席捲全世界；近年來出現了不同的政治運動和抗議運動；年輕婦女在許多

國家引領了促進性平等的變革潮流；年輕人正在掌控社交網路，引領世界的數位革命。新一

代的全球意識是新而強烈的，它與自由、永續、公平和團結等重要價值觀緊密相關（全球傑

出青年調查，186 個國家，2017）。儘管全球充滿了不確定性和變化，但年輕人仍然很樂觀

（益普索(IPSOS) 2017 年對 45 個國家進行的青年調查），他們已經成為 21 世紀一些最重要進

程的領導者和塑造者。當然，時代在改變… 

青年人需要個人和團體的分辨來參與變革運動、創新和挑戰。他們是弱勢群體。膚淺、相對

主義、極權主義或不正義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因為他們面臨著新的決定、陶成、成熟、探

索、懷疑…基督生活團和依納爵家族可以為年輕人提供分辨的經驗，以適應當今的世界和文

化。 

在任何領域（正義、生態、靈修等），與年輕人合作是最基本、最有效、最持久的改善世界的

方式。如果我們應用依納爵的準則，青年牧靈關懷是任何使命領域的中心。 

我們需要內化主教會議後勸諭《生活的基督》，並與這個使徒的架構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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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讓我們為青年使命建立一個網路！ 

一些邀請 

 我們邀請大家分享在青年使命中最好的實例。請寫信給世界秘書處，告訴我們大家的經驗和

模式。我們會把它們放在世界 CLC 網站的青年網頁中。 

 我們邀請大家提供幫助或尋求幫助。世界執委會將把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與那些有想法和經驗

可以分享的人聯繫起來。我們鼓勵大家與我們分享從本文件提出的問題中產生的反省的成

果。 

 我們邀請 CLC 小團體、國家和區域團體來反省《生活的基督》，教會的新架構，並在你的團

體、小組、執委會和委員會中應用這些要點。 

 考慮與教區、學校、大學、中心及其他計畫和機構合作的新架構，特別是在耶穌會網路和更

廣泛的依納爵家族。 

 如果還沒有，可以考慮在全國範圍內設立一個青年牧靈關懷使徒委員會。CLC 已經在許多國家

成立，且成果令人鼓舞。 

 於 CLC 成員間、開放空間，鼓勵年輕人的使徒熱忱，尋求合作和結盟，擬定一個計畫。在一

切事上愛與服務。 

為了青年並且與他們同在，我們正開始以新的方式來理解使徒工作。我們的時代正見證世界

各地青年狀況的改變。有一些新東西。教會根據聖召培育和分辨為青年牧靈關懷發展了新的

架構。 對我們 CLC 團員來說，這是對青年重新作出承諾並且恢復使命的機會。 

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起點，接下來的十年將是漫長的道路。 我們將工作、創新、合作！但是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在活著的基督身上！我們向天主聖神祈禱： 

祈求神聖的風充滿我們的靈魂， 

祢的恩寵打開我們的心， 

給我們祢的勇氣和創造力， 

讓我們與他人合作， 

讓我們在每一件事上愛與服務， 

激勵年輕人發現我們的禮物， 

激勵我們把我們所有的禮物送給下一代， 

愈顯主榮。 

Fernando VIDAL, Daphne HO, Diego PEREIRA, Ann Marie BRENNAN, 

Catherine WAIYAKI, Najat SAYEGH, Denis DOBBELSTEIN, 

Manuel MARTINEZ, Rojean and Alwin MACALALAD  

********************************************************************** 

翻譯：陳慶宇        校對：張明華、蘇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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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2020 世界基督生活團日第一封信 

各位親愛的輔導和團員們： 

 

我們剛剛歡欣地迎接耶穌的誕生，此時，也要懷著同樣的心情來預備 2020 世界基督生活團日

的慶祝活動。今年我們要全國一起在彰化靜山慶祝，時間是 2020 年 3 月 28-29 日(六-日)兩

天。歡迎大家帶著你的家人、邀請想認識生活團的朋友們一起來參加。依照往年慣例，設有保

姆組，尤其，今年晚餐有烤肉，住宿歡迎搭帳棚，這會是很不同的體驗。 

 

「青年人是基督生活團使徒性團體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今年世界基督生活團日的主題。在最新

的 Projects173 以及 2019 亞太會議的最後文件中都提到了青年需要教會及基督生活團的特別

關注，也呼應耶穌會普世性使徒優先四項中之一：陪同年輕人創建充滿希望的未來。 

 

我們邀請大家在邁步前進到靜山的這段時間，可以安排時間在小團體聚會中一起閱讀分享這三

份文件: 1.Projects 173 期：2020 世界基督生活團日。2. 2019 亞太會議最後文件。3. 《生活

的基督》宗座勸諭。讓我們一起划向深處，移動帳篷，三月把我們的經驗帶到靜山，一起分享

交談！ 

 

我們也特別邀請願意在今年生活團日舉行永久(暫時)奉獻的團員，能夠在 2 月 6 日前繳交申請

書及分享報告，相關細節請洽生活團秘書處。 

 

敬祝新的一年平安喜樂！      

  

                                            香如/惠英 暨第 16 屆執委會執委敬筆 

                                         2020/01/01 

備註： 

一、文件 1、2 的中文翻譯預計農曆年前可以完成寄出，請先參閱英文版。 

二、Projects173 是生活團日的主題說明，是必讀文件；其他二個文件可以先選 

讀(附件中提供生活的基督的簡介)，並儘量安排在今年聚會中完成全部文件的閱讀。 

三、附件請見連結雲端資料夾, 路徑如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Xzj_NpADJm5yJ8kw2yjDjbjiZlbnDPH?usp=sharing  

1. Projects173(英文版)； 2. 2019 亞太會議最後文件(英文版)；3. 《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及

其簡介 4. 永久(暫時)奉獻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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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基督生活團全國團員暨代表大會新聞稿 

                      倪南華        圖文/基督生活團 

期盼已久的基督生活團 2019 全國團員暨代表大會，終於在 10 月 9 日至 11 日假彰化靜山展

開，共有來自全省各地的輔導與團員、眷屬百餘人齊聚靜山，參與年度盛會。為配合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在韓國召開的基督生活團亞太會議，今年主題訂為「在人群中活出信仰」，這是源於

聖經「大批群眾都喜歡他」(谷 12 ：37b)。 

 

為積極回應今年大會主題：「在人群中活出信仰」，基督生活團全國執委會特別研擬四個座談會，

主題分別是同婚立法、病人自主權立法、梵蒂岡與中國談建交、長榮空服員罷工。邀請韋薇修

女與團員擔任主講人，講述議題背景。團員一起思考並進行雙向問答，分組討論。希望團員經

由這些社會國際事件，反省對這些事件的反應是什麼？遇到哪些挑戰？身為一位團員如何回應？

耶穌為何能讓大批群眾聽祂？信仰與基督生活團的身分是否影響了我們的選擇與價值觀？在

生活中勇於展現信仰是否也代表真實的活出信仰？我們能否與生活中不同價值觀的人交談？

九日晚上報到後，隨即在次日展開一天的緊湊討論與熱烈分享，大家興高采烈地都有備而來。 

 

今年適逢基督生活團第一批永奉團員 25 周年慶，大會特別在第二天的感恩祭中，邀請參加今

年大會的 9 位團員，接受輔導與團員的祝福，一起見證回顧這神聖的召叫。 

 

今年的大會中，生活團全國前任總輔導穆宏志神父，在第一天的感恩祭中，特別勉勵團員要做

上主的俾女，成為上主的僕人。並求天主給團員更多的力量、智慧、方法，去做天主要我們做

的，完成天主給我們的使命。 

 

現任全國總輔導李驊神父也在最後一天彌撒中，告訴大家他很期待在大會與團員相聚。在兩天

的活動中，聆聽團員的分享討論，也是很棒的經驗。他特別提到神慰經驗，感謝上主賜與基督

生活團一個獨特的平信徒團體，獨特的神慰經驗，激起我們對使命的渴望。並求主繼續以神慰

經驗，與團員偕行。 

 

在最後一天的感恩祭中，也進行工作小組召集人、各小團體 guide 與亞太大會代表的派遣禮。

共同以大團體的幅度，感謝並支持他們的答覆。儀式簡單隆重，充滿主愛。也為基督生活團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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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員暨代表大會，畫下完美句點。求主繼續賞賜恩寵，讓生活團在團體、靈修、使命中，

能敏於時代訊號，彼此交談，一起前行，「在人群中活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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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LC 全國代表大會後的個人省察 

磐石 許惠芳 

    天主，我感謝你，2019 的代表大會順利完成。感謝你讓曉光開車，我們可以舒適的早點

到靜山。感謝你讓明華、曉秋、香如與我在一車上，我們享受的友誼讓我的話比平常多很多。 

 

    求你幫助我看到在這次大會中，我和他人互動的情況。我感覺這次我比以前主動一點點，

不是為了工作去找人，而是為了友誼去找人談幾句。我感到快樂。 

 

    因為澳門團員來參加，我也曾在阿根廷 2018 世界代表大會時認識碧雯，為了表達對遠地

來的人的關心，我選擇坐在他們旁邊。但除了這個原因外，還是因為碧雯的體型胖胖的。為什

麼我對胖胖的人有好感？奇怪。另一位黎鎮榮，很壯的男性。退休的警察。因為要搬一張小桌

子，請他幫忙了。發現他會折這張桌子，收起來再搬。而且大會結束時，我帶著這張桌子要放

回原位時，他從我後頭接起這張桌子，又正確的折起來，幫忙搬回原來的地方。我驚奇。他不

只有力氣，他比我有智慧。因為我請他幫過忙，他後來就知道可以如何再給我協助，不需要我

再次開口。主啊！這實在很妙，我一向自己做事，但，請人協助的感覺真好。謝謝祢！ 

 

    晚餐時，瓊芳告訴我，這次大會中有兩位醫生。她秀出了和她們合照的相片。我看到了碧

雯。我不敢相信。我和碧雯一起吃過不下 6、7 次飯。我不知道她結婚了，我不知道她是醫生，

我不知道她因為有醫學背景，所以在教會推廣自然調節生育法。而瓊芳只和她吃一次飯就知道

了。我覺得自己像個白癡。我突然知道了，為什麼我不知如何和人來往，因為我不知如何自然

地開始與陌生的人交往，進而多了解他人。我的腦中沒有一個交談的地圖。國中時學的一段話

影響我很久：非禮勿聽、非禮勿視。我自己加上，「非禮勿多問」。我限制了我自己。主啊！我

有好多次聽到內心湧出的聲音，要我和我陪伴的團體成員談話。好多次，持續好一段時間。是

祢嗎？但是，祢知道，我很怕！因為我認為我是人際白癡。一方面我不會和人來往，另一方面

是我很沒有耐性聽人講話。一件事如果可以三句就說完，為什麼要用三十句呢？ 

 

    大會近尾聲，大家快要說再見時，一位團員對我說起他孩子最近的狀況。三分鐘內說了一

件重要的事。我楞了一下。我說，我會為這孩子祈禱。我深受感動，因為被信任。啊！主，此

刻我不覺得自己是白癡了。不一定要話很多才可以建立關係啊！但我還是沒有信心，一般來說，

我還是不懂得和人談話的。怎麼辦？我就是這樣反反覆覆的。 

 

    主，我求祢，再帶領我一步。明天，我要勤於說話，至少三句。明天，我要在需要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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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協助。明天，我要練習在腦中建立一張與他人談話的地圖。主，如果祢要我不只陪伴團體，

而且和團體中的成員談話。請祢具體的教導我，克服我不愛說話，不會說話，不知如何建立關

係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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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聖神也在會場外（2019 全國大會） 

磐石 黃曉秋 

今年全國代表大會選定 10 月 10 、11 日 （週四和週五），但我辦公室週五仍為上班日，

需請假。我的職務代理人，是三個孩子的爸爸，我倆有默契，爲了支持重視家庭生活的好男人，

配合孩子學校假期，總以他的需要優先 ; 且適逢連續假期，能支援的同事有限，所以一直以爲

僅能參加一天活動。沒想到我的同事因年底仍需休假，休假日有限，須作取捨。他主動表示，

他 10 月 11 號不休假，我可以休假，喜出望外，我可全程參與活動。孫姐姐說：上主喜歡你

來參加大會，所以給了機會/ 讚頌上主。在靜山看到久未謀面的孫姐，發現這麼多年來她的面

容，沒大變化，皮膚光亮，沒有皺紋，讚嘆之餘，不免打探駐顏秘訣，沒想到，孫姐給的答案 

竟是因爲她每天領聖體。從那一刻起，用聖體美容的概念很觸動我，更深切反省自己沒有做到

平日的保養，光靠主日是不夠的！ 

 

每次活動須有先遣人員至會場打點準備，以迎接從各地過來的團員。由財務執委曉光擔任

司機，帶著 4 位婦女（ 香如、明華、惠芳、曉秋）於 10 月 9 日 下午三點前往 靜山。之前，

就有多位熱心的夥伴，分批將物品從 4 樓秘書處，帶到 1 樓傳達室，等候搬上車。匆忙中，我

們個人的行李都上了車，需要的零食也沒忘，但是車出臺北已行進一段時間，車上的人都很自

覺地意識剛搬上後車廂的活動用品，太少，太輕。。。啊！！ 所有報到需要的物品仍在台北。。。

當晚 懷著罪惡感，抱歉聲不停地迎接個別報到的團員，直到深夜臺北來的大巴士抵達，拿到

名牌、手冊，罪惡感才放下，但又是另一波混亂的開始。。。雖然，這種景況稱不上危機處理，

但我的慌亂，卻已證明在平常按照常規按部就班行事，只是剛好而已。若情況未如預期，卻評

估不周全，應變不完備，所有人性的弱點就顯現。感謝團體其他夥伴的沉穩，化解我的緊張，

也再次學習團體合作，多面向溝通以及分工明確的重要性。 

 

時序再回到當天台北出發之前，大家都先到秘書處關心行政秘書曉嵐是否有需要支援的事

務，看到曉嵐總被團員的個別特殊狀況，耗費太多時間精力，我很不以爲然的說了幾個籌辦活

動的“原則”，結果旁邊的姐妹們都說若按照我的“原則”，參加的人可能只剩下“三分之

一”。真是當頭棒喝！！！曉嵐的好脾氣，是公認的，永遠笑容可掬，態度親切， 不會以制

式原則和規定，阻礙團員們參加的熱情，相比之下，我的脾氣和做事的方法一定要檢討，我以

“三分之一”這個標記，在省察中提醒自己，別人如何看待我，天主如何期待我。 

 

天主聖神也陪伴我們，來回彰化靜山的旅程。感謝曉光提供乾淨清新舒適寬敞的名仕車款，

他也具備所有優良駕駛的特質，最重要的是同行的夥伴們提供了愉快的乘車氣氛，大家自然談



朋友間  第 316 期  JAN. 16  2020 

 

18 

論我們所愛的團體，懷念已在天上的輔導，關心年長輔導的健康，討論弘神父車禍的確切地點，

也當然回憶“那些年我們一起追耶穌”的青春往事，我們關心彼此，友愛夥伴，在團體中一起

成長，誓為奉行生活團方式永久奉獻，也終將一起在團體中漸漸老去。 

 

團體内的夥伴若以肢體比喻，你是手，我是腳，不同樣貌，不同功能，我們對於事件的理

解或許不同，期待和理想也可能有差異，但這就是基督生活團夥伴友誼珍貴之所在。因爲源自

共同基督的身體，又承繼相同的靈修，團體中有人分享，有人聆聽，有人支持，也有人提醒，

幫助評估，就因聖神在我們當中，使命的召叫也就在這樣的氣氛中產生，你感受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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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安排 

芥子  譚玉昕 

1. 

國慶連假期間，全台各地活動眾多，抵抗國慶連假遊逛、發懶的誘惑到山上的修道院開會，

實在不容易。直到出發前一刻，我仍免不了心生埋怨，大好假期來跟教會攪和做什麼。 

 

推我上山的動力有部分是初任協調人的責任感，另一部份是這次大會分組討論的主題，「同

婚立法」、「病人自主權利法」、「中梵建交」與「華航罷工」都是近年熱門的社會議題，換作教

會其他地方，連關鍵字恐怕都聽不到。大會打算怎麼談？其他教友又會有哪些看法？面對可能

座落在不同光譜的意見衝突，要如何做到全然開放的討論？ 

 

儘管第一次參加的我對未來兩天一片茫然，受好奇心驅使，還是認份地把行李拖上車。 

2. 

「同婚立法」小組主講人是三位二十幾歲的年輕團員，分享自己與同志相處的生命經驗，

種種感受、觀察與見聞，及從信仰觀點出發的反省，淺出又不失深刻。 

 

我更敬佩大會主辦方，原來基督生活團的「開放」當真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願意交出話

語權的具體行動及「不評斷」的默契。也再次體認到，任何群體絕不會是鐵板一塊，內部往往

眾聲喧嘩，每一道獨特的聲音之所以能在團體內相互聯繫，關鍵還是在於傾聽。 

 

如今，從政治立場到社會議題，世代衝突日益鮮明。但透過主題分享與分組討論，我看到

支持或反對「同婚」，或者說，對同志族群的理解其實無關年紀，而是真實與同志接觸、相處

的經驗，如果同志是身邊的同事、同學甚至好友，當事人自然就會關心他們的處境，並進一步

化為對同志族群的支持。比如現場幾位退休老師，不約而同提及同志學生的處境給他們帶來的

衝擊與啟發，有位大姐還直接挑明對教會幾次動員公投連署不以為然－－我本以為這種情緒只

會出現在我與同輩人之間。 

 

可惜大多數老一輩人對同志還是很陌生，當一位同組的大哥說，「不知道同志是不是一種

病」，坐旁邊的我得用盡全力才能壓下批評的衝動。大哥成長的環境是四十多年前極保守的社

會，那年代的同志大都像得獎紀錄片《日常對話》中的母親，儘管愛的是女人，家人也多少知

道她的性向，她還是得跟男人結婚生子，因為「本來就該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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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以前沒有，現在突然出現一大堆同志上街吵鬧，看在大哥眼裡，想必簡直是外星人入

侵，身為一個有道德良知的地球人，怎能不起身捍衛家園！ 

 

幸好，現場討論能直接觀察對方表情、態度和語調，讓我得以看出大哥沒有惡意，只是單

純有感而發。他顯然不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於此同時，他也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想

弄清楚這批外星人到底打哪來，需要什麼，自己又能做些什麼？ 

 

若有網路相隔，我定會忍不住跟對方大戰一場，失去聽到後半段的機會。 

 

雖說願意參與討論的人，按理本對同志有某種程度的認同，我還是很詫異，在場多數人的

共識竟是關心並提供同志支持，而且大都是四十歲以上的教友。同中並非沒有差異，異中自也

能求得交集。這不是我印象中教會的樣子，也絕不是外界認知的教會的樣子，但無疑是它可以

成為的樣子。 

 

單是願意聆聽，就足以建起橋樑。 

3.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來自爸爸們（奇怪，剛巧都是爸爸）溝通挫敗的經驗。這些團員大多五

十到六十多歲，兒女約二十到三十出頭，差不多與我同輩。每次談到政治或社會議題，才講一

兩句，兒女反應就很激烈，甚至大吵起架來。他們搞不懂，只是不同意而已，有必要反應這麼

大嗎？ 

 

幾年前我還在教會單位工作，辦公室除了我，同事年紀大都落在五十到七十歲間。當時太

陽花運動正熱烈，同事莫不冷嘲熱諷，極盡批評之能，天天重複也不厭倦。同一時間，我所屬

堂區青年會的好友，人在立法院內已待超過兩天。家人以為她在校上課，只有輔導與三五密友

知情。也許他們說者無心，在我聽來，彷彿巴不得抗議者遭受更多暴力對待。 

 

那陣子，我不免投身流俗，與持不同意見的朋友戰得不可開交，有的更因此斷了交情。很

長一段時間，委屈與憎惡盤據我的心。我始終忘不了同事的嘴臉，以及「不被理解」的痛苦。

就像我的朋友，她或許不是沒想過告訴父母，可是，若已能預見坦然相告換得的是批評和羞辱，

善意的謊言也不失為一條出路。 

 

不同的生活經驗造就紛雜多元的思考方式，這也是人所以為人的可貴之處。回想起來，當

跟社會的撞擊不夠多、也不夠深，還來不及體會自身有限的時候，總下意識認為路只有一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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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情只有一種樣貌，自己所思考、看見、發現的，就是最棒的走法，唯一的樣貌。反對陣

營盡做些出格的蠢事，意見根本不值一聽，不願承認不屬於「我們」的「他們」，也是「多元」

的一部份。 

 

父母當時想必也很苦惱，說什麼都會被我罵、惹我生氣，怎麼做都不對。年輕特有的固執，

讓人看不到二分法之外的廣闊空間，以為不站在同一邊，就是否定。 

 

終歸同樣得回到傾聽。就算不見得順利，也無須沮喪氣餒。那代表彼此都還需要時間，而

天主必會做出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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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基督生活團全國大會心得與感想 

薩威  李美蘭 

1 報名: 在中秋節連假，已經報名截止後，看到這次的主題，感覺和基督生活團沒有直接

的關係，原本不是很有興趣報名。不過，因為是永奉團員，因著信德，雖然有點勉強，還是要

報名。 

 

2. 來，就會看到。如同厄家承接基督生活營的心情，去了就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參加團員

大會也是如此。原本感覺生硬的主題，透過幾位講者生動的分享，變得生動活潑，且和生活有

了聯結。 

 

3.同婚議題，反省的是面對和我不同的人，我的信仰提供不一樣的眼界。有自信的人，能

夠了解自己，接納自己，進而超越自己。不需追求外界的肯定。肯定自己及他人的受造，進而

對話。體驗到愛與被愛，是最重要的過程。 

 

4. 病人自主權立法，感謝漢中修士以醫學會議的規格分享此法內容與精神。生命和死亡都

是有意義的。生命是神聖的。在生命末期，回顧一生天主的恩寵，能夠平安的接受生命的禮物。

而依納爵靈修，就是幫助自己每天回顧天主所賜予的禮物。 

 

5. 中梵關係議題，以信仰角度來觀察，祈願大陸教會有充分的信仰自由。 

 

6. 長榮空服員霸工議題，反省工作中的意義，工作中勞方和資方的關係。自己如何在工作

中做信仰見證? 如何在任何情況中依靠天主的德能?  

 

7. 今年慶祝台灣永奉 25 年，1994 年有第一屆永奉團員。此次大會共有 10 位永奉團員

參與慶祝，也感念長生對團體的貢獻。 

 

8. 感謝有二個澳門團體數個團員參與大會，具有亞洲幅度。 

 

9. 每次到聖家堂參與感恩祭，都會覺得天上諸位聖人，耶穌會士協同聖家，為我們祈禱。

而在大會中，也感覺歷任輔導，EA, 無論是否能到場參加，也在祈禱中祝福大會的過程。 

 

10. 大會中，想到之前孔達仁神父對基督生活團的愛。愛我所愛。想到之前朱恩榮神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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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時，唱天主經時到台下牽起成人團員與青年團員的手。充滿感謝。 

 

11. 謝謝李驊神父分享: 在神慰中分辨天主召喚，並以依納爵靈修回應天主及服務。 

 

12. 早禱體會: 讓天主住在我心中，成為生命之主。讓天主的國來臨。 

 

13. 為即將開始的亞太會議祈禱天主聖三的恩寵。為台灣代表: 宇仙，志誠，文芳，李驊

祈禱與祝福。 

 

14. 感謝每位夥伴的參與，謝謝耐心陪伴孩子的父母親，感謝執委會秘書處的貢獻，感謝

此次大會工作小組的服務。感謝天主聖三的恩寵與陪伴。 

 

                                                      薩威 美蘭 10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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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生活團與我 

生命 孫台蓮 

 

     似乎才一眨眼的功夫，我在團體竟然已這麽久了，看到當初一起做永奉的伙伴

們，真是高興，原來我有同伴一起在走這信仰的路程！（ 永奉 25 年） 

 

     饒神父一直都叫我迷迷糊糊，想起過去在團體中，總是迷迷糊糊的過日子，團

體人多，活動多，有活力時我迷糊的過了，團體人少，沒有精神，我也迷糊的去撐著

團體的使徒工作，有人加入團體、有人離開團體我只有跟著高興與難過的迷糊著過，

唯一不迷糊的是要跟隨耶穌。 

 

經過這麼多年的培訓，清楚知道是上主選擇了我，一個不完美的我，一個有很多

毛病、限度與有罪的我，祂不嫌棄我的迷迷糊糊，反倒是給了很多訓練，教導，糾

正，讓一個糟糕的我漸漸走向耶穌，從耶穌那裡得著力量改變自己，從木訥、呆板、

死腦筋到活潑有彈性。也讓我看清楚上主所賞賜的種種恩賜，是祂讓這些恩賜用來光

榮祂。 

 

朱神父曾在生活營中，要我將聖經放在枕頭下，為的是要我記得每天讀聖經，可

惜拖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在聖經中嚐到美味。是聖言滋養了我，啟示了我，讓我對天

主有了不一樣的認識，小時候的天主是有雙能看透一切的眼睛，我無法偷偷的做壞

事，因祂看得見，且是個嚴厲的、會懲罰人的天主，所以我要乖乖的去教堂，每主日

早上不用叫就能自動起床去彌撒。 

 

長大到團體中仍然有懼怕嚴厲天主的影響，膽怯、被動、裹足不前，但是不知不

覺的在聖言的啟示下，團員的分享中，天主的面貌不同了，祂是仁慈又正義的，愛我

包容我寬恕我又對我有要求。祂是無形象的，所以我可以在祂內，祂也在我內。祂看

重我，讓我成為祂的兒女，就要跟耶穌一樣，犧牲小我，為天主的國付出一切。祂使

人成長並繼續照顧，所以是天主兒女的我要跟天主合作，讓這被破壞的世界，因著祂

而有所改善。 

 

    我要在團體內，藉著團員間的彼此鼓勵，繼續共同建立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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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主之名 

芥子  譚玉昕 

我有一位要好的女性友人，她的夢想是與孩子和另一半共組家庭。這個夢對她分

外不容易，不是因為和伴侶分隔兩地，而是她的性傾向。她是生理女性，性別認同也

是女性，但男性和女性都是她的欲望對象﹔她的另一半也是生理女性，性別認同卻是

男性，慾望對象是女性。這個社會認為她不可以養育孩子，也不可以成家。相形之

下，人工受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問題。 

 

身為一名天主教徒，照「道理」說，我應憎恨她，與她斷絕往來。雖然基督在十

字架上已洗淨世人的罪，大多數人依然堅信，上主的救恩是限量產品，只發放給一男

一女的夫妻。唯獨他們才有資格進入婚姻，在婚姻關係中，女人將珍貴美好的第一次

獻給丈夫，生養孩子，組織家庭，這就是教會的幸福方程式。高中就讀教會學校，我

一度深信婚前性行為是罪惡，認真聆聽守貞教育課程，也簽名拿過「守貞卡」，棄絕

婚前性行為。但我從不認為，這麼做就可以得到「幸福」。 

 

父母擔任教會婚姻輔導義工多年，每對輔導的夫妻都是一男一女，兩人都有領

洗，養育相同血緣的小孩，生活乍看融洽和樂，私下多的是無法在人前顯露的痛苦。

比起幸福，許多時候，充斥兩人之間的竟是衝突。上大學前，我沒見過同性戀，更沒

看過雙性戀，不過，若有人跟我一樣，從幼稚園便跟著父母看盡教會夫妻的千瘡百

孔，大概也會認為，世上任何性別或關係都不是幸福的保證。甚至信仰也不是。 

 

幸福的途徑是愛。而愛，不只來自天主，更來自承諾與行動。當耶穌說「愛你的

仇敵」，可不是指戰場的敵人，而是存在生活各個角落，跟自己不一樣的人，不同於

我們的「他們」。祂可沒說「言行要符合規範」，才去「愛你的仇敵」。 

只說，去愛。 

 

所以祂打破藩籬，跟眾人憎惡的稅吏吃飯，也會指引猶太人的世仇撒瑪黎雅婦

人，治癒家人厭棄的痲瘋病人和瞎子，和被社會排斥的人、受苦的人同在。透過聖經

對耶穌生平的記載，我們清楚看到這個過程的艱辛，祂會憤怒，也有難過的時刻，直

到死亡，祂依然無法和祂在乎的人們取得共識。但耶穌不曾停下腳步，祂不斷接觸罪

人，了解罪人，追尋那些痛恨祂的人。 

    這就是愛。 

 

    我還記得人生第一位認識的同性戀，她是我的大學同學。老實說，和她在大一迎

新茶會的初次見面，我根本看不出她是同性戀。我想，那時班上大概沒人知道她是。

直到某天，她身邊出現一位「學姐」，凡是系上活動，兩人必定一塊出席，校園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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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她也都跟學姐走在一起。久而久之，同學都明白她倆的關係，但沒人多說什

麼，只在辦活動時，預先多計一個人頭。直到現在，她仍和學姐在一起。就像天底下

所有的情人，他們免不了口角，也免不了為五斗米煩惱，不過，誰都看得出，她很快

樂。 

     

    除了天主，世上大概沒有人比學姐更愛她。 

    《格林多前書》有關「邪惡的人不能作上帝國的子民」一節提及「孿童」和「親

男色」的段落，經常被引用來定同性戀的罪。可是與這兩個行為並列的，其實還有

「淫亂、拜偶像、姦淫、竊盜、貪婪、酒醉、毀謗人或勒索人」，經文沒有區分輕重

大小，每一項都是「邪惡」。我不知道，為何教會單獨放大同性戀，儘管它不見得比

其他罪更重。如果說，在教會眼中，性少數族群是罪人，那麼在天主眼中，誰不是罪

人呢？ 

     

    很多教友或許很困惑，自己不排斥同志，從未謾罵、攻擊，也沒說人家不能在一

起，只是不能接受他們結婚而已，為何性少數族群反應激烈。信奉傳統價值，遵守教

會訓導，幸運身為主流多數的我們，確實不見得能感同身受，從發現自己和所有人

「不一樣」那一刻起，無時無刻，老師、朋友、親戚、鄰居，甚至最親密的父母，都

迫不及待告訴他，他有多沒資格活著。他的人身安全、家庭與事業，隨時有遭全盤顛

覆的風險，一旦身份曝光，更是雪上加霜。 

 

    教會能給予最大的恩慈，便是要求他們過獨身生活，不然就是進入教會成為神職

人員。無論哪一種，同志都得被迫棄絕生而為人對愛與性的渴求。他們只是想被接

納，去愛人並且被愛，在愛中許下永恆的承諾。這份承諾不應僅止於生活，也該有法

律效力。 

    就和你我一樣。 

    否定他們的渴望，等同人身攻擊，拒絕肯定他們的生存價值與尊嚴。 

    你說，你才沒這麼講，你根本沒有這個意思。 

    嗯，我也是。 

    可是有好多好多人，以天主之名，代替你跟我說。 

 

    自從同志議題浮上台面，神父講道出現反同言論的頻率漸增，教友團體也不時勸

大家聯署、發送公投票。每次我都想，那些躲在櫃子裡的教友，看著他信任的神長、

教會領袖，用那隻或許曾安慰、鼓勵他的手，把否定他生存權利的票，遞到自己眼

前，會有怎樣的感受？那些為信仰慷慨奉獻、熱心服侍，做了一輩子「好教友」，子

女卻沒愛上「正確性別」的父母，又該如何自處？他們又是抱著什麼心情，看著教會

總動員，為迫害他們的兒女奔走？ 

 



朋友間  第 316 期  JAN. 16  2020 

 

27 

大約四年前，我在台北參加一次同志基督徒生活分享的講座，邀請一位同光教

會牧師、兩位同志基督徒，分享信仰的心路歷程；兩人異口同聲，無論前路多少艱

難，天主永遠是最大的安慰與依靠。我忘不了他們的勇氣，以及對天主大能的信心。

更令人難忘的是在座的參與者，中高齡教友近半，還有兩三位修女、神父，每個人全

神貫注，安靜聆聽，試圖理解另一個自己不熟悉的世界。分享者安心敞開，參與者真

誠提問，現場全無惡言與衝突，只有親近與了解的渴望，全然接納與自己相似卻不同

的人。 

至今我再也沒看過這類活動，也沒遇過同時有教會人士和同志教友出現，依然

令人安心的場合。 

 

公投前，同志自殘自傷的消息頻傳。公投後，還不滿一週，已陸續傳出有同志

自殺。有人在生前的最後一天，不知情的父母當著孩子的面說，「希望同性戀都去

死」。有人為過世的同志好友哀悼，旁人卻大笑，「呀呼~死一個同性戀了！」 

 

在現代公民社會，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對同一議題，我們可以贊成，

也能表示反對。但那並不代表與我們立場相異的人，活該遭受傷害與不幸，不單要承

受他人的誤會、輕視與不諒解，連死亡都逃不了嘲弄，不得安息。 

 

每個人都是天主的兒女。天主當真樂見，有人為祂兒女的死歡呼雀躍？ 

愛與行動永不嫌遲。當討論踩到彼此的身份認同，任何議題都很難談下去；若

以愛為標的，或許我們會發現，對方根本不是自己想像中的模樣。教友是，同志又何

嘗不是？ 

 

先看見，才能傾聽，然後開始談論和表達。 

我們意見不同，但那不表示，我們不能彼此相愛。 

 

以天主之名…..。 

 

我們應彼此相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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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基督生活團全國代表大會同婚立法專題分享 

基督生活團同婚立法分享逐字稿 

幼稻：沈允凡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崇尚陽剛氣質的家庭，最崇拜的人，就是像我父親那樣富於豪

情、強壯的男人，家裡人也一直鼓勵我要剛強、大氣，即使遇到挫折也得「男兒有淚

不清彈」。也許這也是為何我小時候很討厭陰柔的男生，總覺得這些人軟弱、膽怯，

不像個男子漢。 

 

    在我小學五年級時，班上有一個高高胖胖的男生跟我很要好，我們常常一起玩、

一起同組做作業，之所以有這段友誼，或許是因為他先對我好，我才對此有了回應。

他說話聲音很細很好聽，總是溫柔地對待每個人，但常被人說「很娘」，只因為他沒

我們其他人那麼好動、那麼皮。隨著相處久了，我慢慢地發現他對我過度地好，那種

好令我感到陌生、不安，所以我做了非常糟糕的選擇：排斥。我排擠他，言語傷害，

暗地裡叫大家不要跟他來往，於是，許多人慢慢疏遠了他。某一天他告訴我，「你討

厭我就直說吧！」他這麼說。我當下很震撼，終於意識到自己做了多麼卑劣的行為，

心中被懊悔填滿。 

 

    那也許是天主給我的第一個教育。 

 

    國中時，我常跟哥哥還有他的同學們廝混。有一個學長，他總是穿著黑色，頭髮

有點長，除此之外與我們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但某一天我哥哥告訴我，那位學長向

他告白了，還抱了他。我當下的反應是大笑，大聲地嘲笑。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嘲

笑什麼，是嘲笑我哥被同志喜歡，所以他也「很娘」，還是嘲笑那位學長，還是嘲笑

這件事很荒謬，我不曉得。那位學長，其實沒有任何讓當時的我覺得古怪的地方，他

就是一個普通人，和我一樣。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認知到，同志就是普通人。 

 

    大學一年級時，我得到了珍貴的友誼。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們打壘球，

一起唸書，一起參與系學會的活動，一起玩鬧。某一天，他把我叫到一個僻靜的角

落，向我出櫃，告訴我他是一位同志。我對此毫不意外，漫不在乎，因為從他的氣質

中很容易看出來他是。但我不知道，他需要積蓄多少勇氣，才能讓他願意踏出這一

步，向一個異性戀天主教徒出櫃。或許在那一刻，他內心充滿了恐懼、擔憂，害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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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被討厭、被排擠吧。 

 

    感謝天主，他害怕的一切都沒有發生。我跟他當了三年的室友，彼此相處的很

好，我們無話不談，傾訴、抱怨、分享彼此的大小事，還一起養了貓。他就是一個普

通人，一個普通的男人。男生宿舍裡，不穿上衣只穿條內褲是司空見慣，我們倆也

是。一開始，當他從我背後抱住我，問我在做什麼時，我的確有點緊張，久了之後其

實也不在意了，習慣了。那是種擁抱，就像貓磨蹭人一樣，是表達愛與信任的方式。

他是我最要好的大學同學，如果沒有他的友誼存在，我的生命將會失去很多美好的時

光──失戀時無人陪伴、被否定時無人為我義憤填膺、沒有了許多珍貴的徹夜長談。 

 

    當同志婚姻萌現，再度使臺灣社會也使臺灣天主教會陷入爭吵時，我想，難道我

這位朋友不懂愛？（我被他愛了啊！）難道他不會愛？（他比我更懂愛。）難道他像

某些人說的那樣，是那個自私又愛抱怨、只顧自己貪欲而置「社會善良風俗」於不顧

的自私群體？其實他渴望的，他應得的，與在座的每一位都一樣。 

 

    講回這次的主題，同婚立法。我在這裡坦承地告訴各位，公投時，我把自己的一

票獻給了支持同婚入民法的這一方。也坦承地告訴各位，我曾對教會內某些持反對立

場的長輩非常不以為然。我身邊有許多深信所謂進步價值的朋友，他們堅持著人道主

義及人權至上的立場，積極而勇敢地表達自己對同志們的善義和支持，這些人使我感

到欽佩以及由衷的贊同，甚至也使我驕傲，驕傲自己是站在他們這一方的。 

 

    這份驕傲甚至引起了我父母的不安，怕我進不了天國，或是成為製造教會分裂的

一顆種子。我也一直相信，自己的立場就是教會大多數青年的立場，直到我發現身邊

也有要好的朋友，對同婚立法抱持著謹慎、合理的疑慮。他們身邊同樣有身為同志的

朋友，但那些疑慮並非來自歧視與不安，而是基於每個人成長背景的不同，對社會的

期待不同所致。在理解到這一點後，我從自以為是中清醒果來，隨著近年來逐漸接觸

靈修，我也更明白許多事並非二元、黑白分明。就像其他弟兄姊妹分享有關教宗那篇

文章所言：牧養生命，不是在黑白之間作選擇。 

 

    許多進步主義者，深信自己是爭取人權、促使社會進步的旗手；許多虔誠、以福

音為圭臬的人，毫不懷疑自己是堅守道德規範的英雄。無論是身處哪方，同婚立法不

應是所有人一起討論、一起決議同志族群在臺灣社會該如何才能獲得正當、合理、廣

泛的權益嗎？即便各方對社會的期待與構思不同，但我們都是為了讓社會更好，為了

在人間努力建設天主的國，不是為了意氣之爭，而是為了更好地去愛人，不是嗎？ 

 

    這次的立法或許對許多人而言是個衝擊，但也是個契機。在公投結果出爐的那

晚，我在電話中聽著我的另一位同志朋友哭著說，她覺得自己的存在被否定了，同

時，我看著一位我素來尊敬的教會長者，喝著啤酒吃著滷味開心地慶祝公投的結果。



朋友間  第 316 期  JAN. 16  2020 

 

30 

立法通過後，我的那位朋友與我分享了她的喜悅，她對未來的憧憬，我也深信她能得

到比以往更多的幸福。我感謝天主，在她生命中的低潮和喜樂，我都沒有錯過，我都

在她身邊陪伴著她，告訴她，妳有我的愛，我愛妳，不只因為妳的存在如此獨特而美

好，也因為耶穌基督希望我把愛分享給需要的人，我們都被祂一視同仁地深愛著。 

 

立法通過之後，我的生活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多了一批朋友會寄給我喜帖罷了。而我

相信，這次立法後，社會的裂痕雖不致彌合，卻也不至於繼續破損，從今往後，會有

更多人跟我一樣，意識到同志就是一般人，獨特卻不古怪，獨一無二，卻同每一個人

一同構成了大眾群體。人與人之間有所不同，然不需要那麼多的劃界，更不需要那麼

多的意氣之爭。未來，我的同志朋友或許還是會遇到許多挑戰、困境，但我會盡我所

能與他們同在。或許某天，我做的這一點微末小事，也能讓他們瞭解到人可以這樣去

愛，可以這樣去陪伴，可以成為彼此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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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撰稿人：幼稻基督生活團林暢  

同婚專法通過之後，我的同志朋友們並沒有過得比較好；他們並沒有因為一條法案的

通過，而被這個社會接納，甚至他們自己的家庭，也依然不接納他們。 

 

專法通過之後，在跟他們相處的過程當中，外顯的層面上，他們大多數還是很尖銳，

批判性還是很強，很多時候讓我，這個天主教徒，同時又是異性戀者，覺得很不舒

服，因為不論我多愛他們，我客觀的身分，永遠都在他們的對立面。而內在的層面，

他們多半很脆弱、很壓抑，依然很容易受傷，而感受到這一份脆弱的我，同時也感到

很心疼。我的同志朋友當中，大概每四五個就有一個在接受心理治療；憂鬱、焦慮、

躁鬱、恐慌在他們嘴裡都是常見的名詞，而這些名詞，我們在生活當中偶爾會提到，

因為它們是有可能會出現的情緒。但對他們而言，這些情緒是長期的狀態，是不會簡

簡單單就消失的存在，已經是他們罹患的病症。他們必須讓自己接受治療，而且還得

面對長時間不會痊癒的事實。 

 

對我而言，這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我是說在一個勸人為善，與弱者同行的信仰中成

長；而看見同性戀群體在苦難之中勉力前行，卻不被教會的成員接納，是一件很弔詭

的事。社會本身充滿對立，我並不期待這個社會足夠溫柔，去接納每一個群體；但我

對教會有著這樣的期待，我也相信擁有信仰的人能夠做到這件事情。但我看到的似乎

不是如此。我永遠記得在公投前簽署連署書的競賽過程當中，在古亭耶穌聖心堂的大

廳裡，那天我在跟護家盟的人聊天，有一位長者突然插嘴，開始跟我描述同性戀群體

的可怕，並喜孜孜地告訴我，前幾天他怎麼羞辱了一位質疑他的同志朋友，眼神當中

充滿了仇恨。所以我覺得很弔詭。我們，基督徒，能夠接納每個人有所不同，不同的

性別、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個性，不一樣的外表、來自不一樣的家庭，擁有不一樣的

價值觀。因為人之所是，遠超出人之所有。因為我們都是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出來

的，人。 

 

但是不包括不一樣的性向。為什麼？是什麼讓性向這個個體差異獨立於萬千個體差異

之外，讓我們能對他另眼看待？是誰在我們心裡埋下了種子、是誰在我們耳邊低語，

告訴我們性向的不同，能夠被移出被接納與包容的名單？我沒有答案。我不知道我自

己在怕什麼。 

 

重點來了。我想說的是，有時候我覺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是在這個社會當中存在的議

題，有時候跟我們基督徒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就以同婚立法來說，投票的內容白

紙黑字，非黑即白，都是死的東西；但我們能夠自由的選擇  
 

我們對待同性戀群體的方式，不論法條怎麼規範、怎麼修改，讓多元性別的群體感到

絕望或者是希望，我們都能夠用力地愛著這群人。講得更清楚些，同志能不能結婚很

重要，在我心裡真正重要的，我真正在乎的，是我們怎麼去愛這群，像我一開始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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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在受苦的人們。怎麼讓他們也進入那個，被理解、被接納的名單；那個我們已

經身處其中，而因此獲益良多的名單。 

 

怎麼讓那些，因為先前的對立而傷心怨恨，而離開教會的同志朋友，重新感受到天主

的愛；怎麼讓那些還不認識天主，但是因為教會立場對基督信仰退避三舍，甚至帶有

歧見的同志朋友，發現其實在規條之下，我們還有其他更重要，更珍貴的東西，體現

在每個個體身上。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為人父母、為人叔叔伯伯阿姨嬸嬸、為人兄弟姊妹、為人至交

好友的，如何帶領孩子進入教會，陪伴孩子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感受到這份來自天

主的愛，並且自然的接受每個人的不同；讓他們認識到，對，我們不一樣，但我們其

實都一樣。都是天主所喜愛的。講到這裡已經不需要再去強調什麼特定群體了，因為

沒有意義了。人之所是，遠超出人之所有；我們「是」什麼，比我們「有」什麼來的

重要得多了。而我們都「是」天主的子女，我們之間「有」的那些差異，並不左右天

主愛我們的份量。 

 

 

Written by Cha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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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James Martin, SJ，同婚與同志牧靈討論參考資料 

兩兩  張傳聖 

************************************************************************** 

嗨，聽說生活團繼前幾年態度開放的同婚座談會後，又有團員要出面帶領討論同

婚 / 同志牧靈相關議題，真是讓人高興的事！很快地列出幾點參考意見如下： 

一、閱讀 Fr. James Martin, SJ 

Fr. James Martin, SJ 因最新著作”Building a Bridge: How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LGBT Community Can Enter into a Relationship of Respect, Compassion, and Sensitivity” 

而再次廣為全球天主教會所討論，馬丁神父在這本著作中的討論很大程度回應了今日

全球天主教會正在進行中的對於同志議題的思角轉向(paradigm shift)。也因此現在只要

隨意 Google 一下，就可以看到許多馬丁神父的討論以及演講錄影。 

 

另外，對馬丁神父最直接影響的乃是其所身處的美國天主教會。因此研究馬丁神

父的論述，實有必要進入美國天主教會的發展脈絡之中。 

 

關於這部分我建議可以透過瀏覽美國天主教團體 New Ways Ministry 的網站

(https://www.newwaysministry.org/)，快速進入美國教會同志牧靈的歷史經驗中。 

例如，你很快可以在「基層工作」的段落看到他們團體的基層工作名為”Building 

Bridges”，這樣就可以領會到馬丁神父書名的來由與意含。當然，更重要的應該了解

美國主教團 1997 年的牧涵”Always Our Children”(http://www.usccb.org/issues-and-

action/human-life-and-dignity/homosexuality/always-our-children.cfm)，這是影響最近二

十年美國教會日趨開放，能夠成熟推動同志牧靈工作的一份重要教會文件。總之，這

個網站的資料著實不少，值得細細瀏覽。 

 

二、閱讀教宗方濟各 

    今日教會同志牧靈工作的新典範很大的一塊是奠基在教宗方濟各的牧靈實踐基礎

之上。教宗方濟各在完全沒有修改天主教教理的情況下，推動著牧靈典範的轉移。 

 

關於教宗方濟各於阿根廷主教任內的同志友善行動可以先看這篇文章：校園雜誌 2014

／3、4 月號「教宗方濟各的腳蹤——再思同性婚姻之戰／宋弘恩」 

( https://shop.campus.org.tw/cm/ebooks/EVAL/201404Eval2.pdf ) 

 

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教宗方濟各面對同志議題的內容事實上我在詹德隆神父針對宗座

勸諭「愛的喜樂」的演講中聽過差不多完全一樣的內容，可是似乎台灣天主教的刊物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shop.campus.org.tw%2Fcm%2Febooks%2FEVAL%2F201404Eval2.pdf%3Ffbclid%3DIwAR0n8QU5wmIvFAZEHOHbXd535xzfTsinJcEE6xZfIk_fbwP8RK7WBs5puRw&h=AT3pqbw-89qRhHNzsy0W-hwyj2ueMSuPGLddBdZPb94DO3Cza8IjrT7Z7svn9HX7duEv-vdSXDkGPh15tcIfnrqLruJeozZyFJxg2NdqFd8pvz8x3sHyRaWMSwsZiRa9n3AB_0WGj52TnThQRbnnkWFf6dF_zmAXNrdPTW74FcIoFPImqQPsAJErbhlVt87oVRvgAch1yWVaTQWT04sRvUimP5HVEiB1RiBffQbXU0xz5oSKjoPCWKbdMzt8O6nfsW491rMz7QZmr05Ss_zyV4qJ78Ye2SzB5tXopwzfktJlj-mIauwVh6p6vF75W-rxW_wiqkobsiB0JJ_LuKJ-py3jkLnACCjHV5ZpPIkiGfeWvJm8fdbjK9g-31IsVM-a91c5jiWVCcyjed6-xpfgFvOg3LZQfNRf4IQa0iiGQxry7CVJo7Vh7vNHpXeZ0_GAeQExOp2giLdhv7Mu1X2LKy0P4KVDSSPoT7Lap-2BwwG402R8nqeCAqAaxb5vhWZBwNmRgMmyrmcVnlN8zxb8OvNmlIhkHnkUQnq_T40pKenhpV5-tCFs8VaW-FW5oFQ-u7eKL6be9Ronw3Jf0vl11tRE_26M4go3sBJQ2wV5wTUwygQxGQ7BVo1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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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從未出版過這段敘述。 

 

我認為如果要幫助台灣的教友建立起新的宗教態度，教宗的行動是重要的示範。我自

己和不少教友朋友都期待台灣教會未來有機會學習教宗用更開放、更能融合於現代社

會國家法律的態度面對同志牧靈工作。 

 

三、一點建議 

 

對於基督生活團全國代表大會的討論主題設定上，我有一點建議：可以考慮調整題

目，討論比較廣泛的｢同志牧靈｣議題。與馬丁神父及其所身處的美國相比較，台灣和

美國現在都是處於「國家法律上同婚合法」+「教會法律上不給予聖事祝福」的狀

態，事實上，多數的歐洲國家亦然。所以只聊同婚議題可能已經顯得比較窄化，討論

生活團在未來如何實踐在台灣教會的「同志牧靈」工作可能比較符合現在要面對的進

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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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亞太卸任之旅 

（2019 CLC 亞太代表會議） 

王文芳 

    從 2013 黎巴嫩的世界大會之

後，我開始投入 CLC 亞太的事務，

到今年整整六年的時間。雖然我不

覺得有壓力，但也許是因為早就決

定不續任亞太小組的職務，也許是

因為確定台灣後繼有人，這次去韓

國參加基督生活團亞太大會有一種

放手以後的輕鬆，也可以用欣賞的

眼光看待這一切。 

 

讓我特別欣賞與感動的有幾點： 

1. 韓國團體在環保上的努力:  

會議前我們就收到通知要自備 tumbler，對於沒準備的，他們也收集團員家裡未開封

但不用的，供人索取。關於 tumbler 這個字，台日韓都輕易了解到是水瓶或保溫瓶。

但是紐西蘭與澳洲的團員，以為是玻璃杯，一直

到現場才弄清楚是什麼。之前我去美國見世界副

主席時，他看到我手上的保溫水瓶也覺得很新

奇，我想是他們沒有自備溫熱水的習慣吧。經過

一番討論後，他們覺得 thermos 應該比 tumbler

用字更清楚明瞭。 

 

    對於台灣 CLC 在四個優先上缺了環保這塊，

我一直覺得有些遺憾。沒想到韓國在這方面大有

作為：不論在文化體驗或餐廳四面牆上，都可以

看到他們對環保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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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分辨:  

韓國 CLC 的秘書處最初是在耶穌會的西江大學裡，後來西江大學把他們請出去。經

過團體分辨後，他們成立基金會，買下一個廢棄的基督教堂。地上六層，地下兩

層，除了一層樓作為秘書處，其他樓層都是用來在首爾、釜山辦希望學校，作邊緣

青少年的工作。不論是基金會、希望學校、環保或亞太大會的運作都可以看到他們

眾多資深團員的堅強合作與投入。 

  

 

3. 派遣彌撒:  

要說這次亞太大會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閉幕派遣彌撒時，日本神父的證道。 

 

他的第三年是去澳洲，先做三十天的神操。那個避靜院有一個牛牧場，那時正好是

母牛與小牛分開的季節。母牛突然間找不到失去的小牛，嚎哭不停，害得神父整夜

睡不著，只能聽著母牛哞哞哞的哀嚎聲。神父逼真地模仿母牛的哀嚎，讓我們也忍

不住哀傷起來。 

 

之後，他被派去另一個地方帶領神操。他非常焦慮，因為擔心自己的英文不夠好，

沒有辦法好好幫助做神操的人。然後他開始祈禱，突然他腦海裡響起母牛哞哞哞的

哀嚎聲，彷彿天主也在為祂失散的子女哀哭一樣。 



朋友間  第 316 期  JAN. 16  2020 

 

37 

他領悟到自己只是一個工具，天主要派遣他

把失散的子女再帶回祂愛的懷抱裡。最後，

他派遣我們全體團員到哭泣的人群裡去，把

他們帶回天主愛的懷抱裡。 

 

神父在彌撒中哞哞的哀嚎聲實在太過擬真，

以至於我們接下來的市區旅行一路上都有人

在模仿。整個路程不時聽到哞哞哞的叫聲，

而且越叫越歡快。我對菲律賓人說你叫得太

快樂了，他答說因為我是快樂牛。 

 

 

 

亞太大會落幕了，我們都來做快樂牛，把喜樂、平安與愛帶給周遭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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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是我們的特恩 

茫萊撒  高邁 

四年前，是我在執委會的最後一年。有一次，大家討論著下一屆的執委會誰可以

留下來繼續奮鬥。老穆用一種頗富深意的眼光看著我，等著我的回應。我對他搖搖頭

說：「不行啦，我明年就要出國唸書了！」即使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拒絕不是逃避責

任，而是為了答覆更大的使命，但他那難掩失望的表情，依然烙印在我心底。 

 

因此，當文芳代表執委會，邀請我參加 2019 的亞太會議時，我知道，我的決定不

會只是我一個人的事，而是會像蝴蝶效應一樣，是一個會影響許多人的選擇—即使我

聽不到或看不到那些人。在和耶穌一起分辨之後，我接受了這個邀請，開始了一趟有

著 CLC眾弟兄姊妹陪伴的旅程。 

 

雖然在墨爾本唸了兩年書，但要在亞太諸多國家代表前用英文介紹台灣生活團及

帶早禱，對我仍是一個頗有壓力的挑戰。我知道被推到聚光燈下，是大家希望我藉此

被各國代表認識的好意，但那種一個人被眾多眼光盯著的想像，仍讓我不安。所幸，

諸多兄姊不是把我推上火線就完事了，過程中的關心，積極地提供我材料，讓我感覺

得自己不會是孤單一個人被品頭論足的。 

 

會議過程非常的「基督生活團」，也非常的「依納爵」。許多分享、交談、反省

的時間，讓好似發散、交錯的對話，漸漸有了焦點。似乎，天主聖神正藉著我們的參

與與投入，慢慢揭露祂的渴望。更奇妙的是，祂的現身從來不驚天動地，而是安靜地

走近我們的身旁，等著我們發現祂。例如說，在第二天下午的「開放空間」，我們分

組討論著大家關心的議題。一位預備國家團體，沒有太多生活團經驗的年輕人，在討

論完「如何吸引年青人認識生活團」的議題後，用平舖直述的語氣悠悠地對我說：

「或許我們討論的方向錯了：與其問『年輕人為什麼不來基督生活團』，更應該問

『我們為什麼不走進年青人中』？」順著他的問題，我不禁開始想：「是啊，是什麼

阻止我們走進年輕人中？是我們真的不懂他們的心情，還是我們害怕面對自己曾經壓

抑的年少輕狂，那個還在陰暗的角落，等著被釋放的自己？」 

 

韓國基督生活團很慷慨地和我們分享了他們團體分辨的經驗。這個經驗，不是一

個紙上談兵，無關痛癢的形而上議題。而是一個是否要買一棟房子，要揹負數十年貸

款的實際課題。那些團體中的爭執，甚至有人因此拂袖而去的描述，現在聽起來雲淡

風輕，但當時肯定是一個讓每個團員都很掙扎，甚至懷疑自己、懷疑天主的經驗。而

正是因為能面對這樣的考驗，韓國基督生活團向我們證明了，他們確實是一個與基督

同行，以依納爵靈修為根源的平信徒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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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這個團體分辨的過程，淬煉了韓國基督生活團的團員，也給了他們信

心，聆聽社會與時代的信號，並用實際的行動回應天主的邀請。在文化之夜中，許多

參與韓國基督生活團「希望學校」的學生，站上舞台用歌聲或舞蹈分享他們對自己的

信心。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在希望學校的同工及生活團團員的陪伴下，經驗到什麼

是愛，什麼是尊嚴，什麼是自信。基本守則中「優先選擇窮人」的原則，我們親眼見

證了。 

 

在三天的會議中，我曾經經歷了神枯。我不是那種善於交際的花蝴蝶，要讓大家

認識我，支持我擔當亞太催化小組的成員，願意投我一票，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著

手。在一天晚上的省察中，我跟耶穌分享了我的焦慮，耶穌溫柔但堅定地對我說：

「做你自己就夠了！」這個回答，讓我放下了心。 

 

選舉的那天早上，我們六個候選人突然被邀請站起來介紹自己。或許是沒有時間

準備講稿，我反而更能說出樸實的真心話。「帶著我在墨爾本兩年學習依納爵靈修的

經驗，我想，參加亞太催化小組，是我能向我深愛的基督生活團付出我自己，最實際

的行動。」 

 

休息時間，香港代表向我表達祝賀。和我同分享小組的團員 Virginia 激動地對我

說，她很高興我成為催化小組的成員。她有信心，我在分享小組中專注聆聽彼此的態

度，也會讓我有能力，為亞太催化小組有所貢獻。 

 

「啊，原來祢是這個意思啊！」我突然明白為什麼耶穌要我做自己就夠了。不是

只有當花蝴蝶，才能被人認識。只要活出天主給我們每個人的塔冷通，我們自然會在

自己能貢獻所長的時刻，嶄露頭角。 

 

這段旅程已經結束，但它所結出的果實，正要播下種子。陪伴，是我確信並肯

定，身為基督生活團團員的特恩。不是因為我有能力，所以我能堅定地相信天主、肯

定天主的旨意、義無反顧地往前走。是因為我願意接受耶穌的陪伴，所以我能確信天

主在一切事上與我同在；因為我願意接受伙伴的陪伴，我能確信同一個天主在我們心

中說著相同的話；因為我能陪伴與被陪伴，我能確信不管遭遇什麼事，我不會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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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 CLC 

MAGIS  寇宇仙 

記得 n年前，剛進生活團沒多久時，長輩在聚會中分享著她和世界性團體的經

驗。記憶中，對那時的我來說，收到的訊息：是事件，也有一部分是長輩的感覺分

享。但也就像是別人的故事一樣，人、事、時、地、物……。但，也可能在幾次的，

幾年的和自己的團體也好，又或和台灣大團體的交流共融中，漸漸地，我好像愈來愈

懂，也愈來愈清晰長輩曾經說的那些是什麼了？！(必竟我好像也做了無數個可用

「年」來數算的協調人了，哈哈哈)  

 

從一個學青開始參加著 CLC 前輩們所帶領與陪伴的營隊，陶成營、基督生活營、

信仰生活營、MAGiS WYD 呀……。這些經驗不是白白的與人與主建立關係而已。而是

在這些團體與團體中，享受到了耶穌會，以及 CLC 團員們合作下，讓我更認識依納爵

靈修，也透過這樣的恩寵來更接近天主。成為社青後，就正式進入了基督生活團，一

步一步地在這 CLC 的陪伴下走到了現在。  

 

 因為是「社青」，會在不同的地方認識不同的教會青年，也漸漸地因身旁的人或

者走入了家庭，或者有些人會消失，有些剛畢業的會出來。來來去去，許多的人會問

著我：什麼是基督生活團？這問題非常地簡短，五個字！每個階段的我，似乎回答的

答案有些不太同。年紀輕時會回：就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固定的聚會，生活分享，每

星期都在這裡被加了油。年紀再大一點，我也會回答，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團體，在台

灣我們也有許多團，老的、年青的，還有學生的團體。這些團體，我們用著相同的靈

修方式一起走；大團體也有很多的前輩在社會上做了許多服務性的事。現在的我，可

能會說：這是一種選擇，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這次很榮幸地參加了２０１９年在韓國舉辦的基督生活團亞太會議。這為我來

說，也是種「意外」！當被邀請時，我問自己，為何是自己呢？會英文的？靈修不知

走到哪的？為生活團做了多少事的？但也在這準備去韓國的過程中，也被另外邀請有

一個時段來分享「台灣的 CLC ＆ MAGiS program 的關係。還有活動時的共融。邊

準備著，邊回顧著。從學青到社青到現在，十多年的歲月。 

 

正如台灣第一次的 CLC 與世界性的 MAGiS program 相遇開始，2005 到 2019，一

個青年也可能變成中年了。那時的青年現在在哪呢？幸運如我，我找到了基督生活

團，目前還在被愛著。生活團中的前輩們也在這十多年的歲月裡，用生命陪伴著

MAGiS program，或更多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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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亞太代表大會，是我第一次真正直接地和世界性的大團體接觸。有著不同

語言，不同的人種、生活方式、生活環境、文化背景；但我們有著除了是天主信徒

外，我們有著相同的靈修方式，面臨到教會許多類似的問題：老年、青年、或是依納

爵靈修中的分辨……。從不一樣→類似→一樣。對！這就是基督生活團。實實在在的

世界性團體。 

 

也在這過程中，我好好的被愛著。韓國的生活團團員，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英

文；從被接機，到每天的食物供應，還有生活中的被服務。也看到韓國生活團大家的

用心和愛。第一次與世界性大團「連結」的感覺很溫暖，也很感謝！  

 

回到為何是我呢？因為是「被邀請」。我更看到了生命中大大小小的被邀請。參

加 MAGiS program，參加學生營隊，加入生活團---------。都不是偶然。也在年紀的

增長下，也看到自己的願意和答覆。因為我是這麼地被愛先，也想要回覆這樣滿滿的

愛。 感謝天主！ 

 

Ｐｓ．後記：現在我走進秘書辦公室時，看到書架上的幾張合照，我可以會心一

笑了。因為，這個，這個還有這個，是誰誰誰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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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基督生活團亞太會議在韓國首爾朝聖隨記 
磐石  陳德儀 

Hakuna matata 主內的友誼和夥伴 

 

好驚喜! 在 16 年後居然和當年（2003）參加在肯亞奈洛比舉行基督生活團世界

代表大會的兩位韓國代表 Rosa 和 Jin-ni 在首爾亞太會議相遇。一見面又抱又跳又唱 

Hakuna matata (肯亞名曲曾在卡通片獅子王中出現) 

 

Rosa 已經從醫療工作中退休了， 幾年前她才剛剛走完西班牙 Camino 朝聖之

路， 她鼓勵我一定要去走一趟， Rosa 大概不知道我在來韓的飛機上讀的書名是”一

個領導者的朝聖之路， 聽她的分享不只讓我心癢也我腳癢啊~~~~~~~~ 

 

Jin-ni還是一樣有大將之風溫柔又大方， 她是負責” 醬~醬~醬~Eco” 文化體

驗小組， 也是文化之夜的主持人，也是介紹 CLC Hope School 的主持人。 雖然歲月

已經在我們三人頭上刷了些許白髮， 再次相逢熱情依舊。 

 

Rosa、Jin-ni和我在韓國 CLC 中心前留影 

 
 

I am, you are, we are CLC 

 

行前瑞玉 (法伯爾團員現居新加坡)特別請我赴韓後和新加坡代表 Louis 打招

呼， 瑞玉現在是和 Louis 同一個團體， 一進會場就看到一位大叔穿著馬來衫說著新

腔英文(Singlish)， 就大膽走過去自我介紹並問安， 果不其然正是 Louis。 他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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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夜演唱”We are Singapore”， 五音不全荒腔走板更甚於我， 全場大家都急著

幫腔， 陪他把這首洗腦歌唱完， 整場都嗨唱” I am, you are, we are 

Singapore”， 之後變成我們的 slogan “I am, you are, we are CLC”。  

 

 

 
 

韓國文化體驗之夜 – 醬~醬~醬~ 

 

亞太會議韓國文化體驗之夜我參加的是生態組， 主持人凑巧就是我去肯亞大會

韓國代表之一 Jin-ni， 她介紹了一個在鄉村以全職家庭主婦為主要成員的基督生活

團。 他們在家庭生活中忙於家務卻一直思考並尋找著要做什麼樣的使徒工作，最後

他們經過團體的分辨決定以做傳統的韓國醬，黃豆醬、醬油和黃豆辣椒醬為團體使

命，一方面恢復韓國製醬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是為了用天然的食材和方法做出健康美

味的醬供人食用。 他們首先介紹製醬的過程，至少需要經過 6個月上的時間發酵熟

成及各種程序才能製成這些醬，他們邀請我們用在桌上盤內的小黃瓜條、紅蘿蔔條和

海苔片沾著團員做的三種不同的醬，黃豆醬、醬油和辣椒醬，品嚐三醬的不同，團員

把這些醬販賣所得的錢用來支持基督生活團的秘書處及各種使徒工作，另外他們同時

注意到當農民大豐收的時候， 例如洋蔥和大白菜， 價格下降滯銷，他們就大量收購

買來做醬菜販售，同時幫助農民銷售過剩的蔬菜。 有一位團員還把一小塊地拿出來

讓大家種菜，提供學生生態教育。 透過做健康無添加的醬 他們轉而更加注意生態和

環境的改變，他們支持各式各樣的生態和環保運動，其中一位主婦甚至成為一個環保

運動的核心人物。 在韓國基督生活團秘書處有團員做的環保液體肥皂，團員可以自

己帶瓶子來裝肥皂 ，然後奉獻錢給秘書處。 最後我們是學習怎樣用廢棄的瓶蓋做小

蠟燭，那些廢棄的瓶蓋大概是韓國人喝了太多燒酒留下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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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醬、醬油和黃豆辣椒醬 

 

 

 

 

泡菜: 不可思議的 66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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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有機農場 + 希望學校 (韓國基督生活團另一個團體使徒工作， 目前有 3個為貧

困家庭的孩子課後學校， 服務包括晚餐、課後輔導、才藝學習及課外活動和社團) 

  

 

氣候變遷環保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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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方濟薩威環保跳蚤市場     環保瓶蓋蠟燭 

 

 

 

    

液體肥皂       玉米心桿做的 ”不求人” 

 

哞~哞~哞~神父 （亞太會議閉幕彌撒日本 EA 證道） 

 

我在一個風景非常漂亮的避静中心做我 30天的神操， 那個中心素以製做美酒聞

名…。每天晚餐我們都有好酒可以喝，非常幫助我們晚上做默觀祈禱(微醺還是醉茫

了?)，那個季節正好是當地農場把 baby 牛和媽媽分開，每天晚上 我都聽到牛媽媽在

哭泣，為了找不到她孩子而哭泣，（或許也是牛寶寶找媽媽的哭泣聲吧?）哞~哞 ~哞

~，神操結束後，我只記得美酒和牛媽媽的哭聲，哞~哞~哞。 之後，我被派遣去帶領

神操，我感到很焦慮，我不知道要怎麼樣用我有限的英語去陪伴教友做神操，我為這

件事情一直祈禱，有一天晚上我在祈禱中我又聽到那些牛媽媽哭泣的聲音，哞~哞~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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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叫喚她不見的小孩，我突然頓悟了天主就是派遣我去尋找那些祂哭泣不見的小孩，

我只是天主的工具，那裡有天主哭泣尋找的小孩，那裡就是我們被派遣的地方，現在

讓我們靜默一下，哞~哞~哞~ 

 

彌撒結束神父行降福禮，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哞~哞~哞~，之後很多時候大家都以哞~來

代表了解或支持。  

 

中間大眼睛的就是來自日本的” 哞~哞~哞~神父”  

 
 

切頭山和刻上名字的飯碗 

 

數以千記的人在此殉道， 殉道者的血足以染紅漢江， 殉道者被禁止立碑，家人把殉

道者的名字燒刻在飯碗中來思念和紀念他們， 非常喜歡切頭山上聖堂內的苦路， 十

四處全以手表達， 沒有任何臉孔， 我已經第二次造訪， 不想打擾祈禱者沒有拍

照， 希望有一天他們的聖物室會想到拍照做成明信卡或苦路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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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朝聖之旅的悸動 

清泉 李秀鳳 

清泉基督生活團今年初在排行事曆時，就規劃於９月安排一趟朝聖之旅。由於《沉默》

這部電影不久前在台灣拍攝和上映，凡看過的人對影片中的一些場景，觸目驚心，心情沈

重，難以忘懷，於是我們決定展開日本長崎朝聖之旅。 

９月１９日出發，為期５天的朝聖之旅，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感受深刻。由於出發

前，李驊神父要求我們做一些功課，包括閱讀遠藤周作《沉默》這本書，以及日本江戶時代

禁教的歷史，聖方濟沙勿略和聖國伯神父事蹟等。出發前我們有二次分享，這些準備工作讓

我們對日本殉道聖人的歷史背景有初步認識。 

五天的行程非常緊湊，從桃園機場的祈禱室舉行感恩祭和聖方濟沙勿略九日敬禮那一

刻，即開始我們的朝聖之旅。此次行程包括：沙勿略堂，田平天主堂，出津文化村，遠藤周

作文學館，黑崎天主堂，二十六殉道博物館，聖國伯紀念館，大埔天主堂，西勝寺，原爆

館，浦上天主堂，雲仙地獄，島原天主堂，島原博物館等。五天的行程中，第三和第四天沒

有租車，大多是走路和搭公車，頗有徒步朝聖的味道，也多少體會４００多年前，方濟各沙

勿略和傳教士們長途跋涉進入日本福傳的艱辛。 

 

此行讓我印象最深，最受到震憾的，

其一，就是當我們抵達二十六殉道聖人博

物館，廣場中立有一面石牆，上面有二十

六位殉道聖人的雕像，其中三位是十多歲

的孩子。他們於１５９７年１月４日從京

都一路向西步行，２月５日抵達長崎被處

決，在冰天雪地中衣衫單薄，為了持守信

仰，不惜犠牲生命。站在這二十六殉道聖

人的紀念碑前，內心的痛難以言喻。另

一，就是到達雲仙地獄時看見一片輕煙裊

裊，原來是地下冒出的熱泉，絕對超過攝

氏 100 度，當年，幕府為了讓天主教信友

改變信仰，將溫泉熱水澆到信徒身上，殘酷之舉令人難以想像。我想到遠藤周作文學館外

「沉默之碑」旁巨石上的文字：「人，是那樣的悲哀，可是，主啊，海卻是如此的碧藍！」回

台後，仍時常想起這句話，世間許多事，看在天主眼中是如此愚蠢，真是天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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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也認識另一位聖人－聖國

伯，方濟會士，波蘭人，在納粹集中

營被囚時自願替人受死，他身著藍白

條紋獄服，身形瘦弱，在獄中，不斷

鼓勵安慰和他同時被處以餓死的獄友

們，以祈禱、赦罪引導獄友們到另一

個世界，而他自己則是最後由集中營

的衛兵注射毒藥身亡。聖國伯博物館

內保留許多珍貴照片，從聖國柏的義

行，讓我想到聖經的話：人若為自己

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

愛情了（若望福音 15:13）。聖國柏神

父死時只有４７歲。 

 

相片備註:  兒童殉道者(右手缺三指) 

 

朝聖行程的最後一天，我們參觀了原爆館，

詳實地留下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１１時０２分在

長崎投下的原子彈所造成的傷亡記錄。這是人類

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原子彈就落在浦上天主堂附

近，１萬２千信友中有８千５百人死亡，週邊一

帶成了人間煉獄。７０多年過去了，我們現在看

到的浦上天主堂，是在１９５９年重建後的法式

建築。教堂的重建，訴說著曾經在這裡發生的悲

慘事件，而人類是否可從這些悲慘事件中得到教

訓，不再重蹈覆轍？ 

 

此行包括神父共 14 人，年紀最長的 72 歲

（團員阿姨），最年輕的 30 歲左右（團員家

人），其他就是我們這些年逾６旬的團員了，多

虧李神父對我們的包容和耐心，有時我們無法達

到他的期待（暫忍飢餓），神父仁慈地順著我們

的意見，先餵飽肚子再繼續行程，讓這些老人家

不致昏倒途中。此次朝聖也特別為團員重病的表

妹求治癒之恩，看到團員和阿姨每到一個教堂，

就虔誠跪地祈求，真情實令人感動，但表妹病情

急速惡化，最終仍病逝醫院，我們心中深深的問

號，又再次想起遠藤周作的那句話。                     相片備註:   雲仙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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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11月2日我們的團員呂福灶突然去世的消息傳來，讓我們感到萬分不捨。這次長

崎朝聖，他非常想參加，怎奈身體狀況實在無法遠行，這也成了他的遺憾。 

 

呂福灶（胖胖）

從大學時期就參加心

泉大專團，畢業後加

入清泉CLC，為人風

趣，樂於助人，是我

們團體的開心果，他

最大的本事就是說笑

話時，當大家笑得人

仰馬翻，他自己卻不

動如山。記得當年大

家都還年輕，每週四

晚上在聖家堂聚會結束後，胖胖就會開著他的裕隆車載我們這些女生回家，從景美、

新店、中和，一個一個的送到家，再開回板橋他家，時常車內擠得滿滿的，大家沿途

聽胖胖講笑話，好不熱鬧。 

 

10多年前第一次中風後，身體每況愈下，二年前再次中風，飽受病苦折磨。看著

他日益消瘦的身體，口語表達也有困難，但他仍堅持參加一個月二次團體的聚會（即

使坐著輪椅），他把清泉的團員視為家人，非常喜歡和團體在一起。去世前的一個禮

拜六，還和大伙一起去新店碧潭參加徒步朝聖活動，誰也沒想到這是胖胖最後一次參

加團體的聚會，也成了大家難忘的回憶。 

 

想到如今天主已接他進入永生之門，在那裡不再受苦了，內心感到些許安慰。我

們感謝天主給我們這一位好弟兄，也為他感謝天主在他生命中賜下的所有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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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將臨期八里聖心避靜感想 
法伯爾 陳怡如 

在聖心避靜的最後一個上午， 

太陽終於露出了臉， 

把連綿冬雨下得濕冷，都給一掃而空。 

我在操場徒步默禱時， 

看見一隻白鷺鷥獨自在在中央的大草坪上踱步著。 

我內心不禁莞爾一笑， 

這不正像是我嗎？ 

但好一陣子後， 

我這才發現，在牠前方不遠處， 

其實也有一隻白鷺鷥， 

也朝著同一個方向，不遠不近的一起走著。 

 

啊，是這樣啊！我恍然大悟。 

當我以為自己一個人孤單地在屬靈的路上奮戰著、追尋著自己的使命時； 

其實天主一直都在身旁引領著我， 

亦步亦趨的默默與我同行。 

只是我只專注在自己的孤單，沒注意到祂。 

 

這時，這隻原本以為獨行的白鷺鷥， 

卻突然往旁邊的小草坪飛去。 

呵呵，真像是我啊。 

當我發現天主在一直注視著我時， 

我就逃跑了， 

覺得旁邊的草坪不是也一樣， 

我為何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如常人一般？ 

為何要在祢的聖意下，只能走這條路？ 

我似個叛逆的孩子，飛到另一個地方， 

這才發現，這草坪不但狹長， 

且再往前走一點，就要掉到溝裡去了。 

 

後來，這白鷺鷥又回到跑道上繼續向前踱步， 

但這一圈又一圈的， 

就算忘記背後，只努力前面的， 

前面的路還是好長、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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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命要達成，到底還要多久？ 

好累…… 

終點好似漫漫無期…… 

看到旁邊有一直線的跑道， 

白鷺鷥快速飛了過去， 

這條直行道，看似好走多了， 

而且長得差不多， 

我為何要執著地跑在這大操場的彎道？ 

正得意著自己可以抄捷徑， 

也能做差不多有意義的事，又不用那麼

累； 

就看到直線跑道的終點是個大沙坑， 

上面用帆布袋罩著。 

那裡除了污水，甚麼也沒有， 

此路根本不通。 

 

詹德隆神父說，在靈修的道路上， 

我們會經歷“抗拒天主”的階段， 

也許是怕改變，也許是怕天主對我們要求更多。 

而魔鬼也會由這些看似不嚴重的小地方， 

引誘我們安於昏昧懶散，回到世俗的心態。 

魔鬼也運用娛樂與現代休閒，讓我們遠離天主， 

蠶食我們的靈性生命。 

 

那要如何能發現、覺察天主的同在， 

與免於魔鬼的誘惑呢？ 

唯有在小事上，在看似無關緊要的事情上分辨， 

和日常長時間的靜默祈禱， 

讓天主， 

那已經在我們裡面的天主的叩門聲可以被聽見， 

讓聖神使我們的明智之眼能夠開啟， 

而遠離魔鬼營造的短暫的快樂與虛假的安逸自由， 

而能真正聆聽天主的召叫，回應時代的徵兆， 

邁向永恆的福樂與圓滿的自由。 

 

讓我們與內心的主耶穌一起打開心門， 

去傳福音吧！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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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將臨期彰化靜山避靜感想 
【老編著:  秘書處將團員們避靜結束後，手寫記錄心靈觸動的文字，轉化為電
子檔，統合彙整不個別具名。謝謝薩威： 李美蘭，四維： 高慧霞，時代：左
婉薇、黃燕珠、蔡惠英、薛秀琴、程河靜。】 

******************************************************************************************************** 

感謝這次的避靜，我學習: 

一、如何欣賞宗教的畫像，走進作畫先進的心靈世界，學習他與天主的同在(這是以

往未有的經驗)。 

二、如何對禱，對禱可以是如此的愉悅，再次經歷神慰。 

三、慢一些，才能自在、安靜，允許自己與主同在。 

 

感謝天主，謝謝神父與大家！ 

 

******************************************************************* 

~~~~~~感謝上主，賜我開放的心接受召喚的勇氣~~~~~~ 

    任何關係的修復，基本工夫是透過彼此溝通，增加了解及接納。曾認為現實面與

人的關係困難修復，與上主的關係修復則容易了。 

 

    這次避靜，我實在體會，因著在職場上，我放下主管權威、指責、嗤之以鼻，令

我感到痛恨、難受的態度，我溝通主僕間之差異，主管與我共同的善意得以實踐，共

事中的焦慮、憂心得以消除些許。 

 

    釐清職場上的經驗，我更體會上主的邀請、聆聽、同在、等候及恩寵。 

吾主，上主，我誠心喜悅接受祢的召喚。 

 

***************************************************************************************************** 

    開始神父提到守則的前言，天主聖三環視地面，見全人類陷於各種的罪，便決定

把自己完全的給予所有的人；使他們從一切束縛中「釋放」出來。聖言出於愛，降生

成人，生於貧窮的納匝肋童貞瑪利亞，耶穌走進窮人當中，與他們同甘共苦，祂邀請

我們所有的人把自己不斷地給予天主，這邀請也包含跟隨耶穌不去掉十字架。然在天

使向瑪利亞說的話當中，「上主與你同在」「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

「聖神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這些話語多麼大

的許諾，聖言絕不落空，我堅信，在回應天主的召喚過程中，有天主的陪伴，祂由高

天環視我呀！我只要常活在天主的愛中，一切祂都會賜予。因祂的恩典是豐厚的。 

 

***************************************************************************************************** 



朋友間  第 316 期  JAN. 16  2020 

 

56 

     

再次回到熟悉的彰化靜山，再次體驗天主的恩典滿滿。 

 

聖神日日相隨，在我著急的生活中，幾近失序時，再次回到內心、凝視並默觀天主同

在，天主與我的關係。  

 

其實天主已在我內，天天的看顧與保守，主恩已夠我用，只是沒有感知。我不必著

急，不必慌張,只需靜心，必能使天堂在人間，必能與天主一同營造友善的環境。因為

天主常以慈愛的雙目看著我，給了我最好的(家人、工作、同事、友誼)。我常有求於

主，祂也都回應(國泰民安、台灣風調雨順。年輕人上進、找得到工作，------等等)，

只是我遲鈍未覺察，感知或視為理所當然。 

 

避靜中，在靜心默觀時，才領悟到，才明白，我的生活平順原來是有許多人的奉獻與

付出。今日的收穫是昔日的耕耘的結果。天主啊，為能獲得永生，求祢開啟我的愚昧

無知，要我儆醒的如十童女一樣備好油迎接新郎的隨時來臨。Haranatha 主請來。 

 

************************************************************************************************

******** 

    忙碌了一整年，很渴望這次將臨期的避靜，祈求天主聖神引導，能帶領自己更深

刻體驗聖子降生成人和我的關係。 

 

    杜神父引用 GP 前言做了開始，讓我們從「天主怎樣看我們」的這個角度使我更

認識自己，知道我的生命歷程都是天主要給的。 

 

    很特別的第一次經驗，神父讓我們針對幾幅聖像及畫作做默觀；尤其有一幅聖母

像，有著平安的臉龐，眼神往內心凝視~~~是的，我們真正需要學習聖母這種內視默

存於心的祈禱。神父提醒，省察不是首先看自己，是願意把自己放在天主前，讓天主

看自己。 

 

    關於耶穌的誕生，我們就是做適當的準備，歡迎祂的來臨，來與我們相遇，使自

己有 surprise 的感覺，求祂幫助我們欣賞所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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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也分享了他所知道的一些神父修女以及教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聆聽別人，陪

伴別人以及接受天主所給的不同階段的使命。不論是教育者或是公司員工，家庭主婦

都有各自不同的使命，都是與天主合作。 

 

    這也打破自己的迷失，「夢想自己的靈修要達到理想境界才能有使命」。 

 

    所以聖母的榜樣再次呈現，如 GP9 聖母的「願意」「服務他人」「合作精神」激勵

我們與她結合，一起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 

 

    靜山二樓穿堂有一幅字，寫著「卑而無畏，靜而有為」就在枯山水聖母像旁立

著，好美的寫照，也是這次避靜最大的收穫 

 

************************************************************************************************

******** 

    連續四個月幾乎天天喝酒來舒壓，主啊！不行了！我一定得空出時間，靜下來，

和祢在一起，要不然就會變成酒鬼！今年基督生活團的避靜非參加不可！ 

 

    一到靜山，聽完神父的道理，馬上開始認真祈禱。默想、默觀、與主對話，窮盡

我所有的靈修訓練，用盡我的思想、五官，等待天主的回應。但主沒有回應。最後我

在聖堂迷迷糊糊好像睡著了。奇怪！怎麼會睡著？沒有安眠藥，我是睡不著的。醒來

後，舒服了很多，可是有點懊惱。本想繼續努力，後來終於放棄，就跟天主說：「主

啊，反正這個小時是給你的，現在我要開始擺爛了！」才講完沒多久，一個念頭過

來：為何不感謝呢？馬上從肚腹中衝出強烈的渴望，是啊！主，我感謝祢！喜樂的淚

水也奔流而出，是啊！主！我感謝祢。原來天主給的答案就是這個：感謝吧！平安喜

樂就會來了！ 

 

******************************************************************************************************** 

避靜心得 

1. 感謝有機會來到靜山和 CLC 時代四維一起聆聽天主聖言。 

2. 感謝杜樂仁神父用心準備，特別是：天主聖三像和聖母像、聖家逃往埃及像，串連

福音和神操、GP 一秒到了歐洲，讓我想起在義大利、法國美術館所看到的宗教繪

畫；每一幅都結合聖經，是絕佳的默觀材料。想起在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天使

向瑪利亞報喜聖像畫，以及羅浮宮：瑪利亞和耶穌的圖像，雖然身在靜山但卻彷彿

到了奧賽和羅浮宮，透過宗教繪畫，默觀福音。 

3. 感謝靜山美好的場地及餐點，體會天主創造大自然的美好，夕陽、日出，體會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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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太陽升起如同天父的慈愛，接納每個人（罪人）。 

從靜山可以眺望彰化市景，類似巴黎聖心堂可以俯瞰巴黎市區。 

4. 謝謝杜神父的避靜材料，特別是小故事，超級有幫助具啟發性。 

5. 感謝夥伴慷慨承擔事務性工作的那份「內在的願意」。12 月 8 日早上咖啡機，夥伴

清理修復，看到這-----彷彿天主在清理修復我們。透過安靜聆聽內在慢慢修復，被

醫治、更新。 

6. 12 月 7 日福音：體會到→群眾和門徒的不同，群眾是等待耶穌的治癒，門徒則具

有驅逐魔鬼醫治(自己及)他人的能力，幫助別人；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 

7. 再次體會到天父的愛和接納豐富的供應。 

8. 12 月 8 日將臨期第二主日，福音:若翰的使命→預備耶穌的道路。人們承認自己的

罪，接受若翰洗禮，耶穌以聖神和火洗禮。 

9. 平安放心生活在天主的愛中，懷抱希望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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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痴才會懂的福音 

兩兩 吳泓儀 

上禮拜，參加慕道班後，第一次搭公車到台北市政府的轉運站，準備轉首都客運

到宜蘭，沒想到，到台北市政府站一下車，前面就是一條大馬路，轉運站連個影子都

沒看見，只好依靠google map來導航，不知是晚上的緣故還是雲層太厚，走了一陣

子，地圖上的我的位置都沒移動，抬頭一看，也不知道自己走到那裡去了。沒錯！我

又迷路了。 

 

迷路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因為我是路痴，我在學校的實驗室迷過路，在病房

裡也迷過路，更不用說各個大街小巷了，到處都有我迷路的踪影。有一次去台北火車

站搭車，路過一間書店，拐進去逛一下再出來繼續走，走著走著發現火車站越離越

遠，才發現我在走回頭路。就連上禮拜要從醫院走回宿舍，也發生類似的事件。 

 

我對自己的記憶力頗有信心，背書，念個幾遍就背起來了，但奇怪的是，路走過

了幾百遍，還是記不住。我想我可能沒有記路這類的腦細胞吧，而會如此，也是其來

有自。 

 

我爸爸是方向感很好的人，但是他很愛走新路，所以去同一個地方，他都會看心

情的走不同的路，所以，已經是路痴的我，怎麼可能記得某地方要怎麼去？既然我爸

爸的方向感很好，我的路痴自然是遺傳自我媽媽了，我們全家出遊的時候，我媽媽總

是在副駕駛座指引迷津，只是正確的路都是她沒指的那條，她去上完廁所，也和我一

樣，會找不到出去的門(每個門都長一樣呀~)，就因這點，我肯定我小時候沒被抱錯。 

 

身為資深的路痴，我可以知道，對於一個路痴而言，同一條路：早上走、中午走

和晚上走，它就不一樣；晴天走、陰天走和雨天走，它就不一樣；春天走、夏天走、

秋天走、和冬天走，也不一樣；車多走和車少走，它就是不一樣；從東邊走和從西邊

走，它就是不一樣；心情好走和心情差走，它也是不一樣；各種的微小改變，都會讓

好像熟悉的路變成陌生，就像新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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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身為路痴，我更能體會到條條道路

通羅馬的道理：雖然我常迷路，但多花點時

間，還是可以走到目的地；另外，身為路痴，

似乎更能體會保祿宗徒說的 "舊的已成過去，

看，都成了新的。"(格後五:17)，對路痴來

說，每條路都是新的，因為它都不一樣了！這

樣，好像每次出門，都有復活的喜樂噢~這不

是只有路痴才會懂的福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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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ina 澳門來鴻(一) 

來自珏君的耶穌君王節/將臨期(前)問候 

郭玨君 
喜樂平安！Happy 耶穌君王節！！ 

 

我常常覺得我上週才來到澳門，沒想到居然快一年了(11/27)，我進會院則是 11/30

（2018），聖安德的瞻禮日，時間就是如此快速的嚇人。 

 

我現在的身份依然是保守生，因為我是今年 3/2（2019）開始入保守，需至少一年的時

間，至於明年何時正式入初學，目前尚未決定；我們會院在 12/8 即將有第一位初學生

要發簡願了，現在我們也在準備那天的一切，在這過程中，也讓我更加期待能穿上初

學會衣的日子來臨，但這得請大家為我繼續祈禱，我也將一切交給天主。 

 

我們會院目前進入聖誕節前的餅乾趕工期，我周一到五的上、下午都在點心房當餅乾

助手，little hour 祈禱時，我渾身都是奶油餅乾味。工作、祈禱、讀書、睡眠及飲食都

很適應，唯一較難控制的，就是那些放縱的思潮，三不五時會出現在腦中，提醒自

己，作了一年"避靜"夠了吧；但我知道我不是僅僅來這避靜，我是來尋求天主的旨

意。 

 

十月份的特殊傳教月，澳門教區在大三巴牌坊前開了台傳教節彌撒(我當然不能去，因

為我們是隱修女)，有很多人參加，這是 15 年來的第一次在那邊開彌撒，很讓大家感

動。我也在 10 月看了教宗方濟各在 2017 發的文告，及百年前的"夫至大"，還了解當

時教宗寫這個文件的背景(香港的"鼎"期刊-有一篇是來自我們大家熟悉的陳方中大

哥)，居然跟中國有關係，原來我們中國在近代教會史上還頗具有一些位置。(You are a 

mission, I am a mission, we are all the mission---只是大家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會院裡的兩位初學生姐姐都來自香港，所以院長幾乎天天幫我們更新香港的狀

況，不知在台灣的新聞怎麼報，但我們在這邊是非常心痛的，香港的白天時時會有意

外發生，大家都可憐-學生、年輕人、Potester、上班族、公司、政府，希望天主真的

給香港一個大大的奇蹟，讓一切能和平的劃下句號。內地的教會狀況我們這也偶爾會

有一些消息，18 歲以下孩子不能進堂， 從 2019 年 10/1 起，每個教堂彌撒要唱國歌

（中國國歌），讓我真的好難想像，希望天主能使那些制定政策者堅硬的心溶解，讓

百姓能有宗教的自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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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祝福大家能有一個"結實累累"的將臨期！ 

 

也祝福台灣的朋友們，大選即將到來，不要讓眼前的政治口水，影響我們彼此之間的

和諧！ 

 

玨君 Angelina 

2019/11/24 

 

 

如果有需要我(們)代禱的事項，可寫到團體的公共信箱 starofhopemacau@gmail.com，

加註問候玨君(Angelina)，院長會印一份給我看及知道。(不要害怕，寫中文也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們是想跟我分享一些近況，還是可以寫到這個信箱給我，只不過我無法保

證我何時會看到(及回覆)。 

 

 

 

 

 

  

mailto:starofhopemaca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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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ina 澳門來鴻(二) 

來自珏君的聖誕節暨 2020 新年問候 

郭玨君 

Dear friends,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那領受宣報並前去尋訪朝拜的人，真是有福！ 

 

不知大家的將臨期過的如何？ 

希望你們都已得到天主滿滿的恩寵果實，並將這一切"默存心中"於來年繼續各自的使

命。 

 

雖然是第二次在這邊渡過完整的將臨期，但這次更像第一次，大概是因為去年剛來一

切都在調適中， 

而今年作息已經與團體一致，可以把全部心思放在等待迎接"Baby Jesus"來臨上面， 

有種充份作了 30天避靜的狀態，也更能融入禮儀中等待的期待感裡。(事實上我的狀

態也是在等待...入初學。) 

 

繼 12/9 第一個初學修女發簡願，下週新年第一天，第二位初學修女也要發簡願了， 

我的心情除了為她們開心以外，更充滿緊張，因為我在等待我自己的日子來到， 

將臨期第四主日下午初學院述心時間題目：『妳作好準備嬰孩耶穌的來臨了嗎？』， 

我的分享中提到有些天我以為我準備好了，但突然會發生一些狀況，讓我知道我其實

還沒準備好，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情，雖然我總覺得我以為準備好進入初學，但天主總

在三不五時會丟出一些狀況或事件，讓我明白自己還沒有完全"死於自我"，我仍然充

滿了自我主義。所以懇請大家繼續為我祈禱！ 

 

眼下香港社會似乎安穩了不少，但我猜台灣現在應該是"新聞最好不要看"的狀態吧， 

因為我來自台灣，會院也開始對台灣有較多的關心，偶爾跟院長談話時，她會跟我

說， 

女總統又說了一些什麼的，為我覺得不稀奇，為了選戰的政治語言，當不得真的。 

(我反倒比較關心有沒有新主教人選的卦...哈哈，很珏君思維吧！) 

總之我有持續為台灣社會及教會祈禱，希望這兩方面都會有"忠信的人"被選出。 

(話說我也思索"有忠信但能力不好，怎麼辦？"不過我有想到，為天主沒有不可能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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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對天主忠信的，天主必會讓一切變成可能的。)我們彼此共禱！ 

 

上周 12/20 是澳門回歸 20週年，澳門最大的慶祝就是習大大來訪"摸頭"，相信台灣

新聞應該也有一些"小小"的報導吧， 

而接待政府(特別是中央來的)官員的旅館，就在我們這個山腰，而且還是教堂外廣場

的正下方， 

那幾天我們這個"私宅"入夜後特別安全，因為警察進駐我們的廣場"守夜"，(廣場風

大，他們還頗可憐的) 

我們也一連三天(18-20)明供聖體唸玫瑰經，為"自由"祈禱！ 

 

最後祝福大家在 2019 的最後幾天，能把握時間作完今年原本想(計劃)作的事，並期

望 2020 的到臨！ 

(也提先預祝農曆新年快樂囉！) 

 

玨君 Angelina 

2019/12/26 

 

如果有需要我(們)代禱的事項，可寫到團體的公共信箱

starofhopemacau@gmail.com，加註問候玨君(Angelina)，院長會印一份給我。(不要

害怕，寫中文也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們是想跟我分享一些近況，還是可以寫到這個信箱給我，只不過我無法保

證我何時會看到(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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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ina 澳門來鴻(三) 

來自珏君的農曆新年問候 

郭玨君 

Dear 親朋好友們： 

 

「耶穌遂開啟他們的明悟，叫他們理解經書」（路二四 45）  

 

日子轉眼來到新的一年，更快的農曆年也要來了。導師讓我提早寫信給大家。 

那就拜個早年，祝大家【鼠年行大運！天主的祝福全鼠於你！】 

 

來到一月，我們修會(特別是我們這個 filiation)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基督徒合

一祈禱週》(Jan. 18-25)，因為我的母院的母院(Grandmother House)有位真福瑪利

亞嘉播，她奉獻生命為合一祈禱，邀請大家也一起來為普世基督信仰合一祈禱吧！ 

一起在〈修和、光明、希望、信賴、力量、款待、皈依與慷慨〉這 8個每日主題中深

入默想。 

 

而年初二也剛好碰到教宗方濟各設立的第一個〈天主聖言主日〉，教宗邀請大家〈學

習如何閱讀和賞析聖經、並透過操練聖言誦禱，每日用聖經祈禱。〉聖言誦禱就是敝

修會最主要的祈禱方式。 

 

我個人的狀態則是一切都好，澳門冬天不像台北總是陰雨綿綿，為我是好事，因為我

對濕冷是最不能忍受的；而主教山因為是澳門的面海至高點，風光絕對明媚，但相對

不好的就是風大，尤其晚上睡覺時，就不斷聽到外頭狂風陣陣。是比較擾人的一個小

事。 

 

而天氣溫暖時，也就是蚊子來到時，這也是我的痛處，特別我有被蚊子叮到起蕁痲疹

的病史，所以我都把自己全身幾乎包起來(帽子、長袖、長襪，有時還戴手套)，通常

就是一張臉的皮膚是被人看到了，修女們都覺得我一定是感冒，怎麼會包成這樣，實

際上我只是想躲避蚊子的騷擾。 

雖然蚊子肯定是名列我修道的大誘惑(困難)之一，但有時牠們也是天使， 

因為有時早上 4 點靜禱時，容易昏昏欲睡，但蚊子一出現，我整個人就立馬警醒。

哈！ 

 

以上是我最近的一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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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 恩寵滿滿啦！ 

 

玨君 Angelina 

2020/01/16 

 

如果有需要我(們)代禱的事項，可寫到團體的公共信箱 starofhopemacau@gmail.com，加註

問候玨君(Angelina)，院長會印一份給我看及知道。(不要害怕，寫中文也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們是想跟我分享一些近況，還是可以寫到這個信箱給我，只不過我無法保證我何

時會看到(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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