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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基督生活團通訊 434期主曆 2021年 04月 

                   本期出刊日 2021年 0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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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3655553  

 

全國團體 

【執委會】 

◎ 執秘令憙的父親在四月七日回歸天家並于四月十四日舉行殯葬彌

撒。請大家為張伯伯的安息及令憙家人的平安祈禱。 

◎ 4月 17-18日(六-日)全國一起在靜山熱烈地慶祝 2021世界督生活團

日。本次大會感謝清泉 CLC 的協辦，精彩的活動報導請看教友生活

周報 638 期、真理電台 https://youtu.be/1lqBSpwEPR0、及基督生

活團(台灣)的臉書網頁。 

◎ 第 16 屆執委會的第 11 次會議於 4 月 24-25 日 (六日)在耕莘文教院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召開。第一天重點在回顧評估前次執委會之後各項

任務的執行現況，第二天會議的開始與至善 CLC 一起舉行主日感恩

祭，由穆神父主禮。會議中討論有關依納爵皈依 500 年及耶穌四大

使徒性優先，以及十月份全國大會、執委會改選的相關準備。 (香如)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434）期獲得前五名的小團體是：〝芥子 CLC、中道 CLC、躍躍

CLC、時代 CLC、耕心 CLC〞，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啪！啪

啪啪！！        （曉嵐）  

 

【芥子】 

◎ 20200410 聚會紀錄：四月初經過長長的連假跟耶穌的復活後，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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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再次的聚在一起。這次很高興很多小朋友(五位)跟著我們一起。這

次的主題是閱讀 Project 175:在聖神內喜樂，讓我們聚在一起分辨。 

感謝聖神這次的帶領，團員們從生活分享開始就是分辨的人生；有人

分辨工作的需求(錢、人生目標)，人生的路與天主的路，及格的父母

還是高分的父母，對於學生或是教友的影響力，看似無力卻具有極大

的人生張力在每一個分辨的關卡中，團員們依舊將每一個分辨放在祈

禱中。文件中邀請團體針對團體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共同可以分辨的帳

篷，從團員們的分享看到的是對於團與扎根的成長，團員們從年輕人

變成為人父母，團體的成長有目共睹。 

大家也努力地對於自身的分辨在努力，雖然最後團體的結論：尚未達

到火候，未成為一強大具備高度向心力，信仰程度極高的分辨帳篷，

但是不可否認的，大家目標依然存在大家也認同團體從過去到現在因

為每一位成員的努力下成長許多，使得我們可以朝著這個目標持續前

進，相信有朝一日就會是跳躍性的完成團體的目標。 

◎ 20210424 聚會紀錄：宗徒大事錄二十二章第十節:"主、祢要我做甚

麼"我相信這是身為基督徒一生都在詢問天主的一句話，不論何時、

分辨時、祈禱時、作夢時、育兒時、工作時，因為我們是天主的器皿，

為了光榮祂。 

這次聚會很特別的，因為聚會後有感恩祭，我們第一次在聖堂舉行生

活分享跟主題。這次的感覺很輕鬆，大家席地而坐在聖堂的角落，小

朋友自成一圈，大人一圈。在相同的空間但是卻是有著極大不同的分

享方式跟主題。團員分享天主如何透過朋友給予自己孕育下一代與陪

伴生命的使命，在產檢報告後的健康結果也讓自己的心更確定了這一

個使命。有團員分享，前往參加基督生活團日的時候與小孩子互動，

雖然小還有貼上特別的標籤但是在一個轉念後反而為小孩而言變成

特別的人生使命。工作中，天主的眷顧讓祈禱成為工作的一部分，這

特別的經驗反倒讓工作更加有動力跟感受到幸福並與主在一起。 

感恩祭中選擇了過去大家熟悉的新歌傳主愛的歌曲:找一個圓、在主

內、獻於天主、主光耀你的名，耳熟能詳的曲子不免讓每個團員再想

起過去大學時期在同學會餐與彌撒的經歷，因此使命不就從那時候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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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我們的嗎？          (家達) 

 

【中道】 

◎ 4/17 聚會第一個小時研讀「為你的不完美喝采」，第二章讚頌軟弱，

作者特別提到人的存在是建立在不斷地體會到自身的限度，以及不斷

地面對許多不同意見跟不同個性上的張力上。而天主特別臨在我們的

家庭中顯示祂自己，從耶穌的族譜讓我們知道沒有任何的生命是無用

的廢物，一切都可能得到天主的重用。所以，當我們遇到任何困難時，

問題不在於問為什麼會有這些事發生，而是如何在這些情況中體會到

救恩。因此，天主賜與的救恩，就是使我們有能力在限度中彼此相愛，

把個人與他人的創傷，轉變為體驗治癒與慈悲的契機。 

◎ 第二小時我們一起讀 DOCAT 第六章職業和聖召：人的工作，鼓勵團

員反省幾個提問，以幫助我們更深入的去體會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所帶

來的意義，尤其是在天主的計劃中這個意義是什麼。本章一開始的引

言『選擇一份你喜歡的工作，那麼在你的人生中，就不需要再工作

了。』，然而輔導詹神父卻提醒：要去喜歡你被安排的工作，更鼓勵

大家在任何工作中充分發揮自我！。       (惠如) 

 

【躍躍】 

◎ 3/27 聚會主題是分享《2021 年世界基督生活團日主題》projects 

175「在聖神內喜樂。讓我們聚在一起分辨和行動吧！」，首先，全

體分享了家駿和蚨梅初次當外公外婆的喜悅；關於反省「在所處的環

境中，我們可以在哪裡搭起與天主相遇的帳篷，以提倡團體分辨並從

中獲益？」一題，發現惠康和倩怡等團員從七十年初，即參與新組成

的朋友間編輯小組，73 年底躍躍生活團基督成立，即是以編輯朋友

間為該團的使徒工作，倩怡更是自 1968 年朋友間 73 期至 300 期的

各期紙本收好收滿，因此，與會團員都感受到，躍躍 CLC 藉著朋友

間，搭起與天主相遇的帳篷，另外，道明同意開始嘗試由 73 期起，

將朋友間掃描為數位檔；晚間九點左右（羅馬時間 14:00），我們透

過 CLC youtube 頻道直播，參與”世界 CLC Day 祈禱會：瑪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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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團的合作者”，最後，大家都領受了我們好天主的降福，結束美

好的聚會。       （芳仁） 

 

【時代】 

◎ 4/9 聚會生活分享後，河靜分享 4/16 生活團日，時代要發表的團體

分辨(四維聯盟)，的分辨過程及介紹時代生活團，內容精彩絕倫。 

◎ 4/23 聚會由美月帶領我們導讀馬爾谷福音第八章，討論比較多的是

耶穌在貝特賽達治好瞎子後，叫那瞎子不要回到村莊中，及伯多祿認

主為默西亞後，耶穌就嚴禁他們，不要向任何人談及他。耶穌為甚麼

這麼低調？ 

◎ 嘉慧分享她母親上個月，在高醫開刀，，切除部分肺與“淋巴”腫瘤，

手術連續進行 10 小時，為近 80 歲的人是相當重大手術，感謝天主

及醫生，手術順利完成。 

◎ 如玉最近翹課三個月請假，原來以為是腳受傷，她說不是腳部受傷，

剛好開會時都有任務在身，4/23 開始可以正常聚會了。  (國傑) 
 

【耕心】 

◎ 4/14 早上洪萬六神父於古亭耶穌聖心堂為團員令憙的父親舉行殯葬

彌撒；余明模神父則於 4/15 晚上在耕莘文教院的修院小堂為團員永

輝的母親舉行追思彌撒。耕心團員更彼此分工，協助兩次禮儀的進

行，我們祈求天主賞賜張爸爸和黃媽媽永遠的安息並安慰他們的家

人。 

◎ 4/17-18 本團修士、修女、團員共 10 位參加世界基督生活團日，我

們並在 4/22 月省彌撒中分享這兩天一夜的果實和感動。 

◎ 4/29 我們一起去夜遊和參觀寶藏巖光節，大家乘著微風踏著光走在

蜿蜒的小路上，欣賞藝術之餘也凝聚了我們團員間的感情，感恩天主

讓我們在人生和信仰路途上都能結伴同行、互相扶持。  (靜梅) 

 

【依納爵】 

◎ 4/18 為響應世界生活團日的主題「團體分辨故事」，本團分享分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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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輔導和為貴神父口述歷史一書之經過，得到許多迴響。自和神父生

病後，團員們在聚會中分辨是否與耕莘文教基金會合作，開始記錄神

父的訪談？大家評估後都願意分工承擔這份使命，2019 年的暑假，

我們開始了和神父的口述訪問，在過程中因神父病情加重過世，改由

徵稿及轉向訪問他的會士兄弟們，2020 年 11 月完成《耕耘上主心

田的和為貴神父》一書，在這一次的團體行動中，我們意識到彼此的

共識，依靠天主的恩寵，完成使命。如果其他團體分辨後想開始訪談

年老會士，我們願意分享經驗。      （曉慧） 
 

【生命】 

◎ 四月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慶祝 2021 世界基督生活團日 - 靜山 

彰化」，生命承作海報，由極富創意的君常和道明二位新團員負責設

計，再由團員一起合作粘貼完成。雖然不是每個團員都能去參加此活

動，但藉由海報的製作，大家都有了參與生活團日的感受。另外，我

們也在「帳篷說故事時間」分享了生命 CLC 這個已經 50 年的老團體

-老幹，如何在疫情中加入新團員-新枝，誠如陪伴神師呂晶器神父的

提醒：新人是團體最大的祝福！而三位團員在參加了 CLC Day 之後

寫下了以下深深的感動。    (金玉) 

★基督生活團日，讓我感動有那麼多人參加，還有庶務組的清泉團，

幾乎全團都來，每人負責一部份工作，是很好的見證。道明，君常的

烤肉串大受歡迎，謝謝他們出錢出力的付出，他們還體貼的準備了不

吃羊肉的雞肉串和豬肉串。   (台蓮)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基督生活團的全國大活動，也是加入基督生活團

四個月以來，第三次到靜山。每次到這兒，都感受到天主滿滿的恩典，

也讓我在此從新思考與天主的關係。 我們生命基督生活團接任了做

大會海報和手冊封面的工作，在聖神帶領與團隊的合作下，大家開心

的以手工做了撕棉紙畫，這過程我暗暗希望下次的大會，我們全團能

承包更多的服務工作。 這活動中，看到全國的各團體，在主內服務，

他們各有各的方式，各有不同的召叫，聆聽夥伴們的分享後，瞭解回

應天主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合祂的旨意，走祂準備好的道路，我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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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與興奮。立刻也把兩件覺得自己可以掌握，一直不肯交託的事務

全部奉獻給天主，因為我分辨後清楚知道，把祂放在前面，主給我的

比我想像的好千萬倍。 (君常) 

★在參加了生命基督生活團，靜修的這段時間，深深的了解基督的精

神總括在於“愛”，祂用祂的生活方式來詮釋一個基督徒應該如何謙

卑的對待朋友，愛他的親人並澤於世上眾人。如何無私的給予，並付

出自己的生命以來洗滌、救襩世人的罪惡。而生命的意義乃在於傳

承，所以基度生命實在於如何將無私的愛傳承給眾人、後人。想想這

和我們平常所學的“大同世界”是否有著些雷同的含意呢？ (道明) 

 

【清泉】 

◎ 4 月 10 日行德帶領我們研讀 2021 年世界基督生活團日文件 

Projects 175，還有溫習第一封信&第二封信!團員們就各自體會到的

部份來分享，也討論我們將來需要著重的地方！ 

4 月 10 日開會後，秀鳳的母親孫素貞女士接受入門聖事，由裴育聖

神父授洗！團員們都見證了這個美好感恩的時刻!祈求天主保佑李媽

媽在主愛中平安健康！ 

◎ 4/17~18 日在靜山慶祝世界基督生活團日，全體團員參加！其中有

多采多姿的各樣活動：靈修Buffet、說我們的故事(Projects 175 & 搭

起帳篷說故事)；營火晚會相見歡！感謝天主！在秘書處、所有團員

們、友團的團員們協助之下，清泉順利完成了被大團體所託付的庶務

工作！ 

◎ 4 月 24 日我們去淡水聖本篤修道院探訪久違的修女們，尤其是王光

明修女！也參加修女們在上午 11:30 的團體祈禱！她們的禱聲宛如

天籟，讓有幸參與的我們，整個身心靈得到很大的平安與祝福。 

                                          (淑珍) 

 

【兩兩】 

◎ 4/6 主題：CLC day 準備-閱讀 Project 175 並分享 

◎ 4/13 主題：CLC day 準備-討論生活團日要分享的主題與內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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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團體的分辨和 福傳是否能連結在一起。 

◎ 4/20 休會 

◎ 4/27 主題：月省彌撒及輔導(文芳)送別會 

主禮神父:杜斐然神父。                       (秀美) 

 

【磐石】 

◎ 4 月份因聚會日期不巧逢清明節和基督生活團日，故沒有聚會。 

◎ 4 月 15 號：南華三幅攝影佳作，被聖經協會聖言年舉辦“基督生活

攝影”活動選中，鍾主教特於輔大醫院頒獎。 

◎ 4 月 17 號 ：清華協助賀德佳協會參與聖安娜之家公益園遊會義賣活

動。淑敏和南華也親臨捧場支持。      (曉秋) 
 

【恩臨】 

◎ 4/7 復活節後大家的第一次聚會，分享生活上、心情中所有的點點滴

滴。 

◎ 4/14 閱讀與分享 PROJECTS-175 的最後階段。 

◎ 4/21 小組彌撒邀請余明模神父主禮彌撒，彌撒後大家與神父聚會。 

◎ 4/28 以『除你以外』開啟聚會，因種種因素，神父讓我們好好的思

考在團體中每個人的位置是什麼。     （IDA） 

 

【方濟各】 

◎ 4/9 瓊緻主持。主題是研讀 Project 175 的後半部分 (III, IV) 並從反

省題目中聆聽各團員的分享。文件中提到「在哪裡搭起與天主相遇的

帳篷」有趣的是，我們都認同大家各自的「帳篷」其實東西很多，在

聚會時，我們每個人可以順勢整理自己的帳篷，也看看他人的帳篷長

什麼樣子。在討論有哪些議題適合做團體分辨時，大家提出很多的想

法，涉及廣泛且對團體的短中長期發展也有不同的影響，我們把這些

討論放入了祈禱，但願聖神帶領我們做出勇敢的回應。 

◎ 4/23 奕秀主持。為更加認識這學期的材料「真福八端」，奕秀為大

家導讀陳耀聲神父的「十誡與真福八端」一書的序與跋，略顯生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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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在經過奕秀細心的講解之下，變得容易閱讀並且收穫良多，其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所提的兩個部分：「倫理神學可以用積極地培養

德行的方式敘述：不要像以往一樣，只是在教人消極地規避違犯法律

而已」和「要培養某一端真福所需要的德行，其實就是要培養整個真

福八端裡提到的所有德行」，再再鼓勵人們要把聖經拿來做生活用。   

                                           (瓊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