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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團體 

【執委會】 

◎ 因疫情關係，個別團體的例行聚會多改為線上舉行，全國 EA 李驊神父趁此機

會積極地進行訪團，接受團體的邀約參與線上的聚會。 

◎ 最新一期的 Projects 176 六月出刊，中文版的翻譯已完成並發行。本期的標

題：世界執行委員會年度會議。內容主要是針對青年與陶成方面在世界團體

的實際情況的調查報告及回應。另外，文件中談到如何慶祝依納爵年並提供

依納爵年的禱詞。    (香如) 

 

【基督生活團秘書處】 

最飆投彙獎 

◎ 這（436）期獲得前五名的小團體是：〝芥子 CLC、耕心 CLC、清泉 CLC、磐

石 CLC、時代 CLC〞，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啪！啪啪啪！！！       
 

【芥子】 

◎ 6/10 號聚會紀錄 

小朋友在疫情之下，讓身為父母的團員生活上有了很多的改變，但是小孩子

依舊會期待外出跟他人互動，在這樣的時間溝通就會成為一個過程跟學習，

小朋友臨時生病，會更加擔憂，祈求天主可以更看顧團員們的每個小孩子。 

本周主題討論神枯的對策 

團員踴躍的分享神枯像是馬拉松，是枯燥乏味但是知道是有益的而持續向前。 

對於面對假神確實該有正確的態度，神枯時真的不要做重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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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自問帶孩子去教堂都是件很困難得事情，可是轉念一想這辛苦天主知道

(對自己的溫柔)孩子的表現是其次。 

團員分享育兒路上有時求好心切對孩子的要求有時超過他的能力，要自己溫

和與忍耐有時候真的很困難。 

團員相信神枯的面對與上主的做工，在盼望中，團員在工作時有持續感受到

不適，但仍持續提醒自己天主有他的安排這或許就是一種盼望吧！！ 

◎ 6/18 號聚會紀錄 

經過一個月的居家生活後，芥子夥伴找到合適的方式生活，特別是在網路福

傳方面，希望能邀請因為地理限制而久未參加聚會的夥伴，利用這難得的時

刻，一起上線聚會。 

對於基督生活團服務的面向，團體特別體驗到現在是凡事都必須仰賴網路的

世代，與過去面對面福傳方式完全不同 

◎ 我們團體輔導杜樂仁神父喜歡看到教友的臉龐，這樣他講道理的時候會特別

起勁，然而現在也有很多神長開始利用通訊軟體來陪伴，無論如何，依納爵

會祖希望我們利用各種方式來愈顯主榮！ 

◎ 團體繼續有懷孕的好消息，現在 12 歲以下的小孩子們已經有 14 位，夥伴持

續為這些小天使們祈禱，保持身心靈健康是最重要的！           (家達) 

 

【耕心】 

◎ 6/3 我們在線上開會並閱讀分享《希伯來書》第 7、8 章，有些團員在經文中

看到「永恆」和「希望」。雖然在目前嚴峻的疫情中，大家多少感受到壓力，

但重要的是我們仍懷著希望。這希望乃寄託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身上，而非

任何人或政府，這使我們能在半封閉的生活中看到疫情的積極面，並保持樂

觀的心態去面對未來的一切未知數。 

◎ 6/10 我們閱讀分享《眾位弟兄》第三章＜思索並締造開放的世界＞，很高興

遠在美國的團友麗芳也加入我們的線上聚會。大家被這章的內容觸動著；也

做了諸多的反省包括：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對老年人的關懷、實行愛德和為

近人服務時的挑戰等等。 

◎ 6/17 我們排行事曆，很高興 CLC 總輔導李驊神父以視訊方式訪團，參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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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會。我們除了繼續閱讀教宗的通諭《眾位弟兄》外，下半年也增添了兩

個新的主題和元素：「個人使命」和「訪視街友」。我們希望透過團體中的分

享反思個人的使命和實踐；也期望透過具體的行動關懷弱勢族群，並能從中

反省和發現自己更多的使命。 

◎ 6/24 感謝漢中修士邀請徐明德神父為我們奉獻月省彌撒。我們先在線上分享

「疫情中的愛德行動」，然後再以視訊方式參予彌撒並獻上我們的祈禱。 

                                          (靜梅) 

 

【清泉】 

◎ 6 月 5 日清泉線上開會主題： 

從教宗[暫時豁免疫苗專利]談起，主持人瑪竇給我們很多相關資料並提出下列

問題，請大家思考、討論： 

(一)你同意[豁免疫苗專利]嗎？ 

(二)新冠病毒可怕，更可怕的是什麼病毒？ 

(三)新冠疫情帶給你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在 google meet 中，團員們就各自的專業領域和認知，對上述三個問題提出

不同的看法和見解，再再顯示團員們對疫情的關心。 

衷心期盼在各國的努力之下，全世界疫情早日平息。 

◎ 6 月 26 日李驊神父帶領我們線上退省 

退省前的功課: 

(一)影片：依納爵年(May 20,2021~Jul.31,2022) 

開幕詞 by 耶穌會總會長蘇薩神父(依納爵皈依 500 週年,since 1521) 

(二)動畫短片: 依納爵砲彈經驗中的天主 

◎ 退省主題  改變你我的加農砲彈(Cannonballs) 

1.我們生命中的砲彈 

2.暫停帶來的挑戰和思考 

3.暫停，給我們有機會關照內心 

4.暫停是為了再出發 

祈禱建議方向 



 4 

1.重新回頭看看自己生命中的砲彈  

2.注意天主的臨在 

祈禱建議章節 

1.斐一:12~20 或個人想到的章節 

2.回憶福音中耶穌的[暫停]時刻。跟耶穌一起暫停一下 

  讓我們以天主為中心,在基督內以新的眼光看事情，邀請天主一起 

  重設生命意義的按鈕。                  (淑珍) 

 

【磐石】 

◎ 6 月的聚會因應疫情所需改為線上聚會並搭上最新流行的 Google Meet 軟

體，大家都非常滿意視訊的品質，老穆因為在校已經使用 Google Meet 上課，

操作起來更是得心應手。 

◎ 6 月兩次聚會進行主題是”依納爵這個人”的第六章蒙選的同伴，描述依納爵

在巴黎求學時的室友，在嘉佈遣會的隱修院為他的同伴做神操和致命山的發

願。 團員各別分享章節中觸動之處和對照我們自己在基督生活團蒙召的反

省。 大家都非常感動於依納爵和同伴忠於「基督的召喚和選舉」也彼此鼓勵

學習依納爵和他的夥伴們在形成團體初期藉著神操的幫助在生活中隨主措置

承行爾旨。 

◎ 新冠疫情依然是聚會生活分享的熱門話題，景怡兩個孩子各自有一個難忘沒

有同學和師長的畢業典禮。 團中有多位年長的家人已經平安打完疫苗，為此

感謝天主。 繼續為曉秋的女兒，南華/淑敏的女兒和惠芳的兒子在醫院的工作

祈禱， 求主保守他們的身心靈健康和他們的病患早日康復。也為韻如的腳傷

祈禱，希望她能儘快丟開柺杖再次健步如飛。       (德儀) 

 

【時代】 

◎ 6/11 線上聚會（惠英主持） 

1.在還無法施打莫德納、 AZ 、BNT 或國產疫苗之前，感謝天主讓我們能因

信仰施打了『信德疫苗』，在這段防疫期間面對台灣現況，保持信心與耐心，

知所分辨，做出該做的選擇，按照天主旨意善度生活。多數團員生活作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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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如常，有閱讀、有對疫情抒發情感的攝影作品，有夫妻深入對談，與基督

談心 ；有親子關係拉扯，有新職務的挑戰領悟，也有參與負責線上祈禱...等

等。將社會諸多亂象其中的不夠謙遜及不確定性 ，放入每晚省察祈禱及彼此

代禱， 祈求並感謝天主賜予平安。 

2.協調人（我們敬愛的梁爺爺）上週身體微恙，還好得到醫治，目前已無大礙，

感謝天主！ 

3.讀經 馬爾谷第十章 分享 

4.說明代表大會附件二、三  

◎ 6/25 線上聚會（河靜主持） 

1.國傑住院中仍參加線上聚會，令大家感動不已，也透過視訊見到辛苦照顧他

的婉薇，祈求天主保佑他平安康復。 

2.團員分享陪伴長者去打疫苗的忐忑心情及震撼，長者堅毅及充滿信德的榜

樣，值得學習。 

3.嘉慧孩子即將結束航海實習，雖然船程返回台灣外海，但由於疫情無法上

岸，所以採視訊及文字通訊與家人互道平安，分享他的收穫，嘉慧對於兒子

變得成熟有所成長，深感安慰。 

4.燕珍分享線上祈禱的操練，且有感於線上軟體是未來需要的工具，不懂就問

就學習，不要懼怕。 

5.居家時間經驗類似隱修生活，除了多與家人相處，也加深與天主來往的關係。 

6.閱讀馬爾谷第十一章及分享 

有時在讀經上團員對內容有些疑惑不解，感謝杜神父及國傑總能適時點出關

鍵所在，讓我們能更進一步的明暸。       （惠英） 

 

【葡萄酒】 

◎ 因疫情我們改為隔週二晚線上聚會，過程如下： 

1. 進入網路聚會系統，彼此問好。 

2. 靜默片刻、誦念聖經章節、個別默想祈禱五分鐘。 

3. 聖經與生活分享。 

4. 誦唸本週討論資料：特恩文件，（目前讀到：決定作暫時奉獻的過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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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 176 條）。 

5. 分享對特恩文件的看法或了解。 

6. 團體事務。 

7. 會後禱。 

◎ 自去年七月我們這團體在 Guide 文成大哥的陪伴下主要是讀基督生活團特

恩，以暸解基督生活團的本質和尋找使命，經兩次審慎分辨後，決定成為預

備團體。我們都歡喜渴望基督生活團的生活方式令我們與天主的關係更豐富。           

                                   （孟明） 

 

【大源遠】 

◎ 五月中突發的三級封鎖，打亂了原本的聚會計畫。六月底的聚會文成建議線

上舉行。由於從來沒做過，我私下徵詢了團員們，有的贊成，有的怕效果不

好，但大夥兒都願意嚐試一下。 

◎ 26 日晚間七點，大夥都順利加入 Google Meet，由於近二個月沒見面，尤其

益民遠在甘肅武威，特別覺得難得而高興。文成先準備了主日彌撒的經文，

默想後，結合了經文，我們分享了個人這兩個月來的生活心得，疫情當下，

大家都感到能健康的活著是天主的賜福。當天的主題是文成介紹去年十月教

宗的通諭「眾位弟兄」，其中文版最近才問世，內容共八章，主要講的是現今

世界碰到的問題，並提出了解決之道。 通諭中的各個章節內容豐富，有許多

可以延伸討論的地方，值得細讀。所以我們決定在往後的聚會中，再分章節

討論。 

◎ 整個聚會算是圓滿流暢，信財建議下次開會可延後一小時，如此遠在美國的

美玲也可加入。濟民看了我們的「聚照」也心動了，希望下次能看到他。線

上會議還真不錯呢！         (錦春) 

 

【喜樂】 

◎ 月初進行生活分享，由於疫情期間，大家的生活作息有了不少的改變，外在

環境的緊張也讓大家有些壓力，但在天主的護佑下能保有平安。  接下來也

為神父的金慶活動進行討論及準備，團員討論後已凝聚共識。 

◎ 穆神父針對依納爵的精神有更多的詮釋，活著的天主聖三是依納爵生活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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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藉著耶穌理解天主及聖神，把這樣的體驗放在神操中，耶穌為內心的領

導來連結夥伴間的聯繫，以更的精神(比昨天多，比明天少)，讓內在更進步的

跟隨耶穌，更愛他並侍奉他。 

◎ 最後一周對聖若瑟進行討論，大家對這位沉默的聖人了解較少，經過討論，

對於若瑟主保的形象有更多清晰的認識，並從身邊的聖像、圖像來了解若瑟

的不同面貌，對於聖家的影響。    (疆) 

 

【兩兩】 

◎ 6/1 主題:安排下半年行事曆 

◎ 6/9 主題:讀書會-在橋上與你相遇第十一章 

◎ 6/15 主題:讀書會-在橋上與你相遇第十二章 

◎ 6/262 月省線上彌撒由徐明德神父主持，感謝麥修士技術支援 

◎ 6/29 會外會，線上晚餐共融。    （秀美） 

 

【中道】 

◎ 中道每隔週六晚 7~9 點依照每前半年訂的行事曆開會   

大家都珍惜這相聚的時光，因肺炎疫情，在網路上用 Meet 開會；團員們幾

乎全員參與，大家都認真準備主題/熱情討論分享個人的事情與心情經驗與體

驗。 

每次二小時的聚會 因聖神的參與，真是如沐春風，精采又豐富 

彼此提醒~1/有世俗問題外還有寬廣的內在需要靈修的成長  

         2/人生目標~以基督為榜樣 與天主聖三相遇結合… 

會後禱大家在感恩與祈福中結束開會 期盼再相會 

◎ 6/5 潔貞主持: 

※第 1 小時讀書分享~為你的不完美喝采/第 5 章~聽從耶稣的教導： 

1.神貧的人是有福的，耶稣宣告那些生活在貧乏限度軟弱中的人是有福的。這

些人需要他人從外而來的協助，以彌補他自身的不足。如同孩童一樣，就是

承認天主是我們生命的唯一依靠，我們所有的一切都由祂而來。 

2.瞎子重見光明：只有接近基督的人，才會發現自身的盲目。這是我們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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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白己深陷黑暗中，因此願意接？受天主臨到我們身上。 

3.天主的肖像：耶穌提醒我們，我們是以基督的肖像和模樣受造，而基督正是

天父的肖像，因此我們蒙召出天主的面貌。 

※第 2 小時分享 DOCAT(天主教社會訓導)~主題第九章國際社會： 

1/你如何看待全球化的發展?          

2/世界並不侷限於國家的疆界範圍，我們是一起生活在許多不同文化、不同

宗教的世界裡，你是改變世界的一分子嗎？       

3/真理、團結及自由是曰常関係中不可或缺的價值，只有排除暴力、戰爭、

歧視、恐嚇和欺騙，人類才能友好共存。 

4/教會要求經濟和社會的全球化與正義的全球化必須齊頭並進。 

基督徒該如何對待彼此？ 

◎ 6/19 由怡如主持/特別來賓李樺神父 

※第 1 小時生活分享-6/20 主日褔音分享(谷四 35-41) 

有些團員與現在面臨的疫情生活做連結。 

面對困境、無力之事，天主是唯一一的依靠。 

※第 2 小時分享 DOCAT(天主教社會訓導)主題-第十單元環境~P238-P249，

以方濟各教宗 2015 年的《願祢受讚頌》為基礎。 

內容大致分為以下三方向： 

1/基督徒應有的態度及作法。 

2/教會的貢獻。 

3/教會的永續性。 

分享題目: 

1.我們自己的「生態聖召」是什麼? 

2.我們一起看了《願祢受讚頌》，也長期關注環保議題，對於自己的環保行動，

有什麼反思?或有遇到什麼挑戰、困難? 

3.平時有關注、參與什麼樣的環保行動?或知道哪些團體為環保努力? 

4.有哪些綠色企業? 

5.生活上，在哪些環保的實踐中有與天主相遇的經驗?。  (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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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 疫情期間，團員們都只能在 line 的群組分享資訊，這包含有關於教會所提供

多方元的靈修、祈禱…等等的帶領，讓大家不只參加線上 Missa ，更領受許

多來自天主的滋養恩典。另外，團員自主性的實踐信仰生活，透過分享，成

了互相勉勵的力量，敦促大家在三級警戒的外在束縛下保有一顆自由追隨上

主的心。 

君常： 

＊六月的首週四，在家安靜的神聖小空間守聖時、祈禱。 

＊參加「靜山線上祈禱」的自我反省：我們的行為是跟天主交待，不是跟人

交待，但要反思，我願意做光照耀大家，但我的黑暗面，我自己是否能面對，

是否怕主的光照到我而覺得刺眼。願主的真光通透照亮我的身心靈，讓我正

視自己的黑暗，朝主前進。 

台蓮： 

＊把「聆聽內心的聲音」這本書再讀一遍，並在書上寫一些自己的經驗，尚

未讀完已有美好經驗，難怪聖依納爵要我們做複習，所以我決定七月重做網

路的聖依納爵的一個月祈禱。 

佩華： 

＊跟著讀經班老師線上提供的講義，讓讀經不因疫情而中斷、 

 

其他團員： 

不管是在工作上、家庭家人照顧上都盡心盡力。 

 

以上一切奉獻給天主。            (金玉) 

 

【方濟各】 

◎ 6/4 疫情開始後的第一次線上聚會，瓊緻主持。 

面對疫情升溫，團體聚會卻未停歇，我們首次嘗試居家聚會，此次聚會主題

從簡，從生活分享、共讀當週主日的福音，到一起默想與分享。在這個脆弱

的時刻，在病毒面前大家都很恐懼不安，但我們也明白學習耶穌和宗徒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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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將這些交託給天父，祈求天父從我們的軟弱中彰顯祂的力量。值得分享

的是，因為聚會採用線上形式，團員省去了通勤時間，反而參與率更高，我

們其中也有好久不見的團員紹方從海外連線，短暫的聚會時光卻充滿溫暖與

感動！ 

◎ 6/18 是我們的線上第二次聚會，由雅欣主持。 

此次也邀請了李驊神父線上訪團，這次我們嘗試進入奈及利亞的主題：「溫良

的人是有福的。」溫良，大家比較容易產生共鳴，所以也有比較多的分享，

關於個人的特質、溫良繼承的果實、還有基督徒的價值……。也以「實踐溫良」

為本次主題的行動回應。線上聚會跨越了地點限制，本次共有 11 人參與，讓

久未出席的團員們也能在家視訊，真的是意外的收穫。    （瓊緻） 

 

【四維】 

◎ 受到疫情三級警戒的影響，四維基督生活團五月中之後便無法聚會。自六月

初即改採 Google meet 線上聚會。線上聚會的程序： 

正式聚會開始，會先請大家關掉麥克風 

1.會前禱 

2.氣候報告（要分享的人，再開自己的麥克風，別人講話時，你的麥克風都是

關著的）今天發言分享時，請放慢速度，大聲一點 

3.福音分享 

4.回饋與回顧 

首次線上聚會，大伙都興奮不已，互道平安/健康，天主保佑。 

◎ 六月第二次聚會，多加上 G.P.8 研讀/報告/討論。會後排訂第三季 7-9 月的行

事曆。祈求天主讓台灣的疫情能逐漸趨緩，疫苗能多進來讓施打的速度加快，

早日解封，好讓大伙可再度於四維文教院相聚，光榮天主！       （良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