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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北分團 

 李天祥 

團體活動 

1   1/8/2022 雙月會記錄重點摘要 

1) 分團長天祥細數團員各自在堂區、社區、輔友、夫婦週末營、服務團、仁愛基金等的各種

服務，非常感動，但因受疫情影響，大家無法在一起從事團體的實體活動，建議： 

• 做些小型的區域性聚會來彌補這個遺憾。 

• 鼓勵大家參與線上的話家常。 

• 認養團體的工作，例如會計/財務，主持及記錄會議和活動關懐等，以培養有「伴」、

有「團體」的感覺。 

• 每兩個月一輪，關心關懷還不認識的家人。 

• 學習臺灣區團創意福傳，創新與傳承，老酒新瓶的概念。 

• 北美區團吸收新人，值得思考：不分臺灣、中國、香港、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優秀華僑教友為對象。 

2) 討論總團長的話：「現況與我們可以做的」和「本團發展方針「。樹治引言說總團諮議們

針對團體重要問題發表看法，是以「靈修交談」的方式進行，心得如下： 

• 團員手冊第六頁有「本團發展方針」，很佩服 50 年前擬定至今仍然適用，其中饒神父

詮釋「建國」二字為建設居住地的國。 

• 鼓勵團員參與「教區」和「社區」活動，以能增加影響力擴大可使用的資源。 

• 「服從」是服務團的一大特色，領導要先認識團員，才能安排適任的工作，希望大家

支持分團長的工作。 

• 討論分享中，團員都支持樹治的見解。 

2. 3/12/2022 雙月會記錄重點摘要 

1) 分團長報告: 

• 話家常：2 月份我們請到徐明德神父來談談與青年人的來往與陪伴；4 月份談談五月的區

團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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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公英助學金：目前資助中國大陸越來越困難，應多關注我們在地需要的學生，謝謝於永

多年來的無私奉獻，現在急需有人接棒，此工作需要一些探訪，請有興趣/意願的家人于

三月底前聯絡天祥或明昭。 

• 四旬期避靜：3/26 彭育申修女 主題：跟緊主。 

• 社區服務：4/11 Fishes & Loaves 做三明治袋，願意參加者請聯絡漢珍。 

• CSC Website：這是盛芳提出的想法，經與樹治討論後，由北美區團立即進行，試做初步

架構，並藉此活動介紹服務團給年輕教友，建立關係。 

2) 邀請特別嘉賓王志弘介紹白鹿計畫，青年人的陪伴和培養基地。 

3) 培德專題演講：「在臺灣陪伴青年朋友的經驗」 結論：展望 連結：家—在互動中～建立

朋友、家人關係；介紹給 CSC 家人～參與活動；牽線專業～相近價值觀和生命意義；介

紹信仰於無形。「教會內中年和青年」聖家堂中學生家長陪伴：聖言及生活分享：留學生

失去信仰的憂慮。建議：建立管道，牽線各個在地團員支持。 

4) 盛芳報告北美 CSC 網站更新計畫。  

3. 彭育申修女 3/26 四旬期避靜  

        彭修女三月二十六日在聖荷西華人天主堂舉辦了一天的四旬期避靜，主題是「跟緊主」。

興民是主要的籌畫人之一，負責宣傳，報名和現場的主持。這次避靜有近百人參加，現場 25

人，Zoom 上有 70 多人，很多美西北團員都參加了這次精彩而感人的避靜。天祥和 Eddie(澤蒼) 

負責錄影，他們用了兩台相機一近景一遠景，幾天前就先來教堂選角度，調光和音響。避靜完後

天祥又花了很多功夫剪接兩台相機的影片，也把修女精美的 Power Point 圖片在適當時機剪輯進

去，使我們能看到和聽到最好的彭修女「跟緊主」的道理。詳情請看明昭在靈修分享中的心得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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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新北美 CSC 網站計畫                  盛芳 

        目前北美區團管理的 CSC 網站，因資料老舊及租用的平臺服務效率不佳，需要更新，並乘

此機會重新設計網頁和內容資訊，以利團員和非團員點閱。 

        很幸運地我們找到負責建立 SJCCM 堂區新網站(sjccm.com)的童克雲，和對網站製作很有經

驗的陳以芳和小紅來幫忙，加上熟悉和管理現在 CSC 網站的江士奇和陳熏，以及天祥、鴻業和

盛芳組成了 CSC 網站更新的團隊。以芳是克雲在 FB 的同事，也是素玲的代女，跟 Nina 一起參

加過很多美西北的活動，趁此機會也可以多介紹 CSC 給他們。另外耶穌會中華省的網站

(amdgchinese.org)是小紅和智偉建立的，其設計和內容都很好，可供我們參考。克雲也將應用建

立 SJCCM 網站的架構和經驗，來增加建網的效率和節省時間。 

        新的網站內容將包含：首頁、活動公告、我們的故事、我們的服務、我們的靈修、通訊季

刊、和聯絡我們，謝謝大家大力幫忙，撰寫短文，提供照片，以協助版面的初步規劃，希望我們

能於 2–3 個月內完成網站初步架構，如果大家能接受此新網站架構，則將慢慢規劃增補內容，

若臺灣區團覺得適用，亦歡迎加入新網站作業，使其更具可讀性，而能充分發揮原設計功能，期

望將服務團完整、有效、真實、生動地介紹給點閱者。 

 

團員分享 

 

     慕道班近況     明昭 

         San Jose 華人天主教堂今年有十多位慕道友，其中九位決定領洗。九位中有四位講廣東話， 

其中有兩位是被兒子帶入教會。 很奇妙的經驗! 通常是母親帶孩子信教， 這兩位成年兒子在信

仰中得到信、望、愛，反過頭來鼓勵母親追求信仰，值得讚揚! 

而且其中一位 JUDY 在 ZOOM 上完課，還會和兒子討論慕道班學到什麼， 增進親子交流，他的

兒子特地到慕道班表達謝意。 

        其他七位都由親友帶來教會，分享福音的芬芳， 感受到平安，喜樂， 進而願意加入天主教

大家庭，我們為他們的信仰之路多祈禱!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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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禰同行」– 林谷的新歌                   林谷 

        最近寫了一首歌 - 與禰同行，願與你們分享。 如喜歡，也請和他人分享。謝謝！ 

https://youtu.be/-x8xGTMdUPc 

        領主曲 「與禰同行」呼應了今天的福音 – 相信耶穌，願跟隨祂。之前我雖曾為四位哲人的

名言佳句譜過曲 i.e. 單國璽樞機-心願，漢高祖劉邦-大風歌，聖母-瑪利亞贊主曲，聖保祿-偉大的

奧跡；但此次是第一次填詞譜曲整首歌，試將心聲化為歌聲。謝謝季祺美妙的和音編曲伴奏，九

位團員(choir pilot team)的優美和聲。感謝天主！ 

天主常是主動的，祂先愛了我們（若一 4:19）您可曾感受到？內心常拂拭，方敏於覺識。 

        以下是「與禰同行」的詞和曲 ： 
  

 

 

 

 

 

 

 

 

 

 

 

 

 

 

 

 

 

 

 

 

 

 

 

 

 

 

 

 

https://sjccm.com/liturgy/choir/gifts-from-choir/#yntx
https://youtu.be/-x8xGTMdUPc
https://sjccm.com/liturgy/choir/gifts-from-choir/#yntx
https://sjccm.com/liturgy/choir/gifts-from-choir/#xy1
https://sjccm.com/liturgy/choir/gifts-from-choir/#dfg
https://sjccm.com/liturgy/choir/gifts-from-choir/#mlyzzq
https://sjccm.com/liturgy/choir/gifts-from-choir/#wddaj
https://sjccm.com/liturgy/choir/gifts-from-choir/#wddaj
https://sjccm.com/liturgy/choir/gifts-from-choir/#yn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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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台居家檢疫                   瑞鈺 

        我是在 2 月 17 日早上 05:25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希望我以下的敘述可以幫助到想知道臺灣

入境和防疫規定的人。 

        臺灣對於旅客搭機前應檢附之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在 2022 年 1 月 4 日調整為「2 日內」

報告，報告起計日由原「報告日」改以「采檢日」為基準，並以啟程地表定航班時間（不含搭機

當日）往前推 2 個「日曆日」計算。基於此，你的核酸檢驗報告一定必需在 2 日內拿到。 

       我是 2 月 14 日下午 1:30 約 PCR Test﹔2 月 15 日下午 12:48 PCR Test Result Negative；2 月 16

日 00:05 飛機起飛。幾個時間串在一起﹔不能有任何差錯。當然在更早之前，我已經將疫苗接種

證明﹔含書面的和數位化的皆準備好。 

        我搭的班機在 2 月 17 日上午 05:25 飛抵桃園﹔這班機只有 24 名乘客，首先我們被安排至專

屬的一個空間，依序我們每一位乘客都拿到個人的 PCR Test kit﹔且依序號去做 PCR Test 後回原

坐等結果。約等了 40 分鐘後﹔有人向大家宣佈這班機 24 名乘客全部是陰性。 

        接著每位乘客又領了四盒快篩和溫度計，然後若沒有臺灣手機門號必須當場申辦一個﹔因

為 CDC 確認書、入境檢疫申報書、入境健康聲明書等等皆要透過臺灣手機門號﹔同時這個手機

門號也被 CDC 鎖定了﹔直到第 15 天過了午夜 12 點之後﹔手機門號才被 CDC 解除鎖定。以我的

例子來說:我是 3 月 3 日過了午夜 12 點之後我的手機門號才被 CDC 解除鎖定。 

        等拿到行李後即可以去排隊等搭防疫計程車到你的防疫旅館。 

        我是 2 月 17 日住進防疫旅館﹔這一天是所謂的第 0 天。從第 0 天到第 14 天﹔每天早、中、

晚量三次體溫﹔每天有 CDC 簡訊問候你、區公所亦每天有人打電話問你健康否?這期間有三次自

我快篩檢驗。最後第 14 天﹔有一輛大 Bus 到旅館樓下為即將完成檢疫者做 PCR Test。  

        離開旅館那天﹔我是可以搭計程車回家的。回家的第一天是七天自我健康管理的開始。我

被告知：自我健康管理不可以去醫院、不可以去人多的地方、全程戴口罩、不可以在室內用

餐……。 

        七天自我健康管理每天有 CDC 簡訊問候你﹔最後有一次自我快篩檢驗。 

        感謝天主護佑時時﹔我回來臺灣到目前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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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分享 

1. 彭育申修女四旬期避靜心得       

明昭 

主題: 跟緊主 

• 彭修女每講之前放的音樂都很震盪我心，如「來藏在我的羽翼下」，「慈悲救主俯聽我

們」...等，這幾天一直在我腦中迴響，真是引人入聖。 

• 她問大家: "我的渴望是什麼?"  "我的投靠又是什麼?" 立即吸引我的注意. 原本"晚來唯好靜

"，不敢多求，但是這個大哉問， 不得不想到身後之事。 

• 聖經裡罪婦、匝凱..等人的悔改，不論過去多麼的不堪，多麼自我貶抑，慈悲耶穌都大方

接受，並化為自我肯定。 

• 彭修女舉一些自身經歷到父母之愛，朋友之愛為例， 請大家回想自己曾經驗過什麼被愛

的回憶? 來體會天主的愛多麼長闊高深! (若不仔細回顧，很容易就視為理所當然) 。 

 

2.「意識省察」讀書報告摘要分享 

 第三組（凱雯記錄） 

意識省察第十一 章   : 維護面子 

             在維護面子上我給他的名字是愚蠢。尤其是在恐懼當中自亂分寸時，完全忘記了天主對我

的愛，再加上中了魔鬼的誘惑，這個時候鎮靜下來把問題交給天主。 求天主幫助我，在祂慈悲的

自由中活出自己。 

        「維護面子」的省察非常有挑戰，不但要我們面對自己人格中的陰暗面，還要找出影響最

大的一個枷鎖。祈禱後，在天主的引領下，我試著探索心中最大的恐懼、特殊的牽掛、控制的需

求和自以為應享的權利，再從其中找出對目前生活影響最大的一個事物。然後，我將這個問題交

托給天主，懇求祂成為我生命的主人，不再讓恐懼掌控我的生命。 

在默觀中，我看見自己以全身、全心、全靈奔向天主，滿懷信心地與生命、真理和愛相會。在主

內，從肯定、聆聽、害怕開始，勇敢地審視自己的恐懼，徹底感受心中的情緒。我發現，那些令

人難受的情緒，一旦得到認可與接納，就會轉化為整合心靈的生命能量，帶領我敞開自己，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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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的愛。原來恐懼也是一條靈修之路，只要放下對恐懼的控制心態，以天主的慈悲待之，恐懼

就可以成為靈性轉化的助力，使我們獲得愛與自由。 

 

 第十二章：今天誰戴上了天主的容顏？ 

         戴上了天主的容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很難的事，當我打開自己心靈，凡事心中有

主，虔遜接受聖神指示照著去做人做事，就可以讓人在我這裡看到天主的容顏。反之不知祈禱，

沒有謙遜，凡事自以為是，就不可能讓人在我身上看到天主的容顏。 

           「今天誰戴上了天主的容顏？」是一個很溫馨的操練，不但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

的臨在，而且自己也能活出天主的愛。借著回顧一天的生活，看一看天主在什麼時刻借著別人的

言行，走進了我的生命。為那個人在生命中帶給我的禮物，感謝天主。同時，也回顧今天我遇見

的人中，有誰需要我成為天主臨在的化身？找出一個我未能成為彰顯天主臨在的人，祈求天主寬

恕、賜予智慧與恩寵，希望在下次相遇時，能帶給他天主的愛。愛是天主給人最好的禮物，我們

要把祂的愛傳出去。大家一起努力，我們的愛將使世界變得不一樣。 

 

第十三章 :   思想、言語、行為 

        做「思想、言語、行為」的省察時，我來到主前，回顧當天的思、言、行為，與主對話、

聆聽祂怎麼說。在天主的光照下，我找出其中最強烈、最具影響的想法、話語與行為，再分辨它

來自善神或惡神？如果是來自聖神，我感謝天主。如果發現惡神在哪裡有了影響或行動，就及

時警覺，祈求天主的寬恕與救援，以活在真理之中。 

                                                                    在意識省察十三的練習中，我發現我的思想和行為常常是走在兩個不同的方向。有的時候，

雖然心中的思想好像是來自「心靈自由」之地，可是我當天的言語及行為卻沒有反映出我思想的

立場。因此在展望明天時，希望我能以更明確的態度將我的言語及行為帶往信、望、愛的路上。 

        第十三個省察中受益最大的就是給我一個機會停下來看看自己的思想、 語言 或行為是來自

聖神或是出自與心靈自由背道而馳的來源？ 相信每個人都會在某些情況下「鑽牛角尖」為一些事

情煩惱而走不出來，失去了心靈自由。如果懂得如何做這個省察，相信就能夠幫助我們認出它的

來源不是出於聖神，這個時候安靜下來祈求天主的寬恕及助佑，相信可以從束縛中走出來而得心

靈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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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我的種種情緒 

        有意識地去注意一天中情緒的變化，跟天主談一談，我覺得感恩是為我自己最好的情緒，

從此開始則其他的喜樂、平安、慈愛都會隨之而來，求主賜我這個恩寵，當它出現時，我能善用

它。 

        在「我的種種情緒」的省察中，我邀請天主一起回顧當天有的種種情緒，找出其中最強烈

的情緒，看一看這個情緒造成的影響，以及自己如何處理這個情緒。我發現承認情緒的存在，再

懇切祈禱，求主更新我的心思意念，可以幫助我有效的轉化情緒，使之產生正能量。我們的情緒

與思、言、行為反應有密切的關係。在天主的光照下，檢視日常生活中的思、言、行為及情緒，

不但可以增進自我認識，而且可以辨認天主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尋求及發現主的同在。很適合

推薦給初學者練習。                                                                                    

 

第十五章：「感恩」 

         在「感恩」的省察過程中，我回憶這一生中天主所賜予的祝福，再從其中選出自己 最感

恩、充滿奇妙恩寵的禮物。然後，將這來自上主的禮物擺在眼前細細品味，讓愉悅的感覺滿溢我

內。由衷感謝、讚美天主！ 感恩是一種美德，感恩的力量超乎想像。當人生處於逆境時，借著

感恩的操練，下到生命的深處，我們就可以走出低潮，更有信心和勇氣去面對生活中的十字架。 

        聖依納爵相信感恩是人類最崇高的美德之一，他相信「不感恩」是所有罪的根源。我對這

個看法非常認同。而且我深深體會到感恩是快樂的泉源！ 如果我們能夠習慣性的常常在日常生

活中回想今天上主賞賜給我們各種大大小小的祝福，把它們排成一長串，那時候一定會發覺自己

是多麼的幸福，因而心情大好，充滿感恩的心。有了充滿感恩的好心情 一定會在做事的時候更

加得心應手。這是一種良性迴圈，希望我們都能把「感恩」培養成 一種習慣，這樣我們的人生

就會更加美好了！  

  

 第十六章：「執著？回避？或是恰到好處？」  

        四旬期是反省與悔改的時刻，也是淨化心靈、聖化自己的時期。「悔改」與「皈依」是一

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在四旬期中，做「執著」與「回避」的意識省察，使我們 的心靈獲得自由

與更新，真是「恰到好處」的安排。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花時間反省自己對哪個人、地、事物

或是活動有過度的依戀或回避？在回顧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內在心靈的動態，隨即呼求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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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求祂以真光照 亮我，幫助我認清自己的軟弱與事情的真相，學習放下、悔改，調整生活的

態度，克己 修德，回歸那愛我們的主。 

         省察十六使我意識到在生活中有些事情我的確會逃避或抗拒，但是往往因為不好意思 或害

怕傷感情就勉為其難的去做了。但是心理上並不甘心，所以覺得勉強。 我想以後再遇到這種情

況，一定要先靜下心來祈禱 ，祈求天主説明我分辨，先看看這是一件好事或是不值得去做的事

情？ 如果是件好事，找出為什麼要逃避的原因，祈求天主的幫助, 除去心中的障礙，借著天主的

幫助，希望能夠因著思想上的改變而用正面的態度去做自己本來不喜歡的事。如果不是一件值得

去做的事情，希望能有力量以誠實的態度去處理而不傷害到別人。  

 

3. 黑幼龍 在 ME 滋養會演講 –「和親愛的你談心」      

 堅維 

好的人際互動可以幫助自己與他人能更快樂及更成功。 要做到好的人際溝通， 有幾個要點: 

1. 不批評、不責備、 不抱怨 - 需要花時間養成的習慣， 責備會傷到對方的自尊。 

2. 給予真誠的讚賞與感謝 - 渴望被肯定是人性的需求， 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正向關係。 

3. 引發他人心中的渴望 - 問問題，提升溝通的層次。 

4. 真誠的關心他人 - 對他人感興趣， 關心是最強的領導能力。 

5. 經常微笑 - 這是熱忱的展現， 是長期陪養的習慣(和美德) ，可激勵對方溝通的意願。 

6. 以姓名稱呼他人 - 稱呼他人的姓名時對任何人都是悅耳的，具有緩衝的作用，可使對方感覺受

到尊重。 

7. 聆聽 - 鼓勵別人多談他自己的事，用眼神接觸，專注， 問問題。 

8. 談論他人感興趣的話題 - 能縮短彼此間的距離，促進團隊的發展。 

9. 真誠的讓他人覺得他很重要 - 重要感是最強的推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