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灣區團中部分團 

                                                                     張傳慧 

一月份 

1 月 8 日月會  生活分享與年度計畫 

         新的一年大家齊聚在逢甲大學立德中心，分享彼此的近況與心情。感謝立德的年輕人在月

會前就來打掃，讓大家有一個清爽的環境聚會。自香港來台定居的單耀發執事與美蓮姐夫婦也來

與我們餐敘共融。好久不見的宗霖也來參加，聊及近來工作與學業的情形。新婚的游宗霖與淑玉

也特地帶喜餅前來分享新婚的喜悅。 

        在大家腦力激蕩與分享中，順利規劃今年豐富多元的行事曆，內容有靈修交談、與盧雲一

起再思浪子回頭「回家的渴望」讀書會、團體避靜、小旅遊、午茶時光與電影欣賞、基督徒的財

務管理、青年陪伴與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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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  明室與蔡綺邀請外籍學生除夕共用年夜飯 

 
 

二月份 

2 月 26 日月會  靈修交談 

    由鳳梧姊以線上方式帶領並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鳳梧姊先講授「靈修交談」的基本理念、

精神與流程；第二階段則以隔天主日(常年期第八主日)福音分兩組進行操練，由慧玲姊與黛麗分

別擔任兩組的協調人，鳳梧姊與海珊姊為觀察員，幫助大家實際操練「積極地聆聽」與「有意識

的發言」，藉由三輪分享獲得結論，增長個人與團體靈修內涵上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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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  夏太長兄與南儀姊帶月靜姊至屏東孝愛參訪 

 

2 月 10 日  明室與蔡綺邀請團員們餐敘共融 

 

左起:旻潔、素欣、佳蘭(素欣的女兒)、明室、蔡綺、沈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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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 

3 月 12 日月會   

1.讀書會:回家的渴望 與盧雲一起再思浪子回頭頁  13-106  

2.2021-23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諮詢問卷主題討論 

        本次月會採雙主題方式進行，首先由華珍主持「回家的渴望」第一部分讀書會，詳細介紹

本書與「浪子回頭」一書相似與相異之處及各章重點，提醒我們天主的「初愛」是生命的力量與

來源，雖然父母、家人與朋友的「次愛」是初愛的另一形式的表達，但難以從次愛中去得到初愛

的完整表達，因為我們是有限的凡人。因此，我們需要靈性旅程中智慧的操練，幫助我們轉向天

主，不忘回到父家。 

        第二主題為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諮詢問卷主題討論，系台中教區蘇主教請中分團提供意見安

排，預計在兩次月會中每次擇一主題方式進行討論。此次第一次討論，由夏太長兄帶領主持，討

論之核心主題為「聆聽」，並依會議程式進行，大家分別就下列 5 項問題討論: 

1.我們的地區教會（教區）需要聆聽什麼人士？2. 我們是如何聆聽平信徒，尤其是年輕人和婦女？

我們如何融會度獻身生活者的貢獻？3. 對於少數族羣、被遺棄者及被排斥者，他們有表達要求的

空間嗎？4. 我們是否能辨識出阻礙我們聆聽他人的偏見和成見？5. 我們如何聆聽我們生活於其中

的社會和文化環境？在大家熱烈分享及靚琦快速繕打彙整後，初步完成主題二之意見討論。 

         同時月會當天是梓椋與靚琦結婚紀念日，隔天則是華珍生日，大夥一起唱歌吃蛋糕祝賀並

同享快樂。素欣的女兒蘋茵也與素欣一同參與月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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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團第二讀經小組 

    自去(2021)年 12 月 23 日起中分團成立了第二讀經小組，成員有古修女、慧玲、明室、靜芬、

旻潔、素欣、善瑜、傳慧等 8 人，於每月第二、四周的週四晚上八點，採用林思川神父的導讀影

片搭配瑪爾谷福音，以靈修交談分式線上分享。 

    3 月 24 日分享：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穀

2:13-28、3:1-6）瑪爾谷福音團體在表述耶穌就是天主子，要人轉向/悔改/皈依，雖文學呈現不如

其他部福音，但不論如何，都是希望看見這部福音的受眾群均體會到天主是愛，對每一個人的召

叫，最後的圖像及色彩，古姆姆用將每位參與者用各種顏色來代表，但唯有耶穌可以把我們串成

一道彩虹🌈，感謝天主。團體福傳的力量遠超過自己一人，雖然顏色各不相同、獨一無二，唯有

光照亮，人們透過因我們相愛而看見耶穌基督。 

     

 



6 
 

3 月 19 至 20 日  靜山依納爵靈修研習 

         南分團與中分團的 7 位家人(惠敏、伯陶哥、靜嫻姊、心怡、南儀、旻潔、素欣)，於研習前

一晚即進駐靜山擔任志工，在惠敏小組長的帶領與團員們的通力合作下順利完成任務，感謝他們

辛苦努力的付出。 

志工們的參與心得 

一趟皈依轉化的旅程 

張心怡                                                                   

         皈依，在基督內得見嶄新的一切。這是 2022 依納爵年慶祝的主題。當我進入靜山靈修中心，

就感受到「新」的氣息，不只是外在環境氛圍有新氣象，整整兩天的活動，也有新的感受。雖然

我不如聖依納爵在 500 年前，那風起雲湧的大轉化，但也有小小漣漪的波動，上主在我心放入了

救恩的活水。 

         就從活動前一周說起吧！參加的身份突然轉變，當下有些錯愕，我沒細想，自覺得的「順

便」可能會造成別人的「不方便」，這心態沒去思考，是為我自己需求，或是為了天主而行動？

在聆聽李驊神父的演講時，看到了「三心二意」是皈依的阻礙，我感謝上主，讓我參加活動身份

轉變。就如朋友說的，我提升為 VIP，而兩天的活動參與，我也以 VIP 的心臨於活動中。 

         而另一個是「平心」的操練，在參加工作坊的歷程中。兩天的三個工作坊，無論是植物綠

療力，或繪畫或肢體靈修，都需要運用我的聽覺、視覺、嗅覺和觸覺，並覺察我的身、心、靈狀

態？分享我轉化的故事吧！在活動前打包行李時，我都想帶上好用的器具，譬如剪植物的利剪，

不弄髒手的手套，畫畫的美麗色筆，可以飄舞的褲裙。依據經驗，感覺這些東西都可在工作坊派

上用場。但臨出發前放棄了攜帶的想法，我最需要的是，虛心的在工作坊當助手，謙遜的向老師

們學習，讓聖神的風在我心工作，並細細品味這些過程的美好，發現天主的大能。 

        「一切都是方法，天主才是目的」，這句話在此次活動中，特別觸動我。周日的早晨，去了

會士們的長眠處，向他們問侯並道別。在鄭爵銘神父墓前方，有個石碑寫著「曾有一群安靜不為

人知的人，也有一群著名的學者、傳道家及教師，為了褔音、教會與窮人放棄了自己的生活。簡

樸忠實地活在世人無法瞭解的神貧、貞潔與服從的世界中。是他們才有今日的耶穌會，我們為他

們而感謝天主」 

         謝謝聖依納爵的傳人們，讓我走一趟皈依轉化的旅程，並在基督內得見嶄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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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主的飽足饗宴 

楊素欣 

        依循著內心深處回家的渴望，來到靜山! 帶著一點兒近鄉情怯，與基督服務團的志工弟兄姊

妹們一起在工作坊學習與服務，兩天兩夜過去，身體歷經健康的疲憊，心靈則充盈豐實，收穫滿

滿!  

        好像耶穌會慶祝依納爵會祖創會 500 周年大辦宴席，前菜與招牌之外，還有霸氣滿滿 11 道

菜肴，廚藝精湛，作工細緻，從首席統帥到各部門團隊及志工卯足全力擺設場地，預備各項事務，

更重要的是擺上敬虔與樂於奉獻的心，祈願所有與會者在其中彼此交流，與主相遇，分享來自天

主聖三奧秘的內涵，實實在在是令人飽足的饗宴! 

         享受與夥伴們揮汗同工的時刻，也感受到分享使命的滋潤；天主聖神的奇妙靈巧在其中，

令人目炫神迷、充滿驚奇！第一天開場的李驊神父為我們娓娓訴說會祖依納爵的皈依旅程，緩緩

映照著自我生命的歷程，有種超越時空的共感在心內回蕩；接著詹德隆神父分享信仰如何進行關

懷弱勢的社會實踐，再再又是眾多傳道者美麗的步履串聯成的精采故事。兩天的下午是多元的小

型工作坊，讓人彷佛置身五花八門的兒童樂園，時空有限，只能擇其三參加，尚未滿全的期待留

待來日再敘。第二天張淑芬及曹志誠老師也分別就其專業角度分享關於依納爵神修的相關經驗，

令人大開眼界。 

         末了的篇幅心神徜徉於靜山的每個角落，陽光灑落的草坪，微光吹拂的樹影搖曳，五彩繽

紛的植物生氣蓬勃，吸引眾多生物在其中穿梭飛舞；擁有溫度的墓園長眠著一群忠誠的福傳將領

尖兵，主內家人們總能返家探望，回味過往曾經的閃亮時光，汲取繼續前行的力量；返回歷史的

建築，舊樓擁有新風貌，靈魂系的室內空間重新規畫歡迎所有旅人回家，浸入主慈愛的胸懷中，

共用自宇宙亙古洪荒而來的生命之流，滔滔不絕~ 

 

上山是為了下山 

朱伯陶 

3 月 11 日黃昏到了靜山，為紀念依納爵皈依 500 年舉辦的工作坊，就此拉開帷幕：利用滑

輪推車，把有份量的桌子和相當數量的折疊椅推送到不同的工作坊地點，再把未來兩天的流程梳

理一遍，穿上「爵家夥伴」的背心，有股特殊的感覺！ 

         連續兩天，參加的人數近百位，除了兩個上午的主題闡釋集中在新樓的禮堂外，下午的七

個工作坊，就分散在靜山兩棟樓和戶外，類似大學上課的模式，從午休後匆匆的尋找第一個參加



8 
 

的場地，到休息時間再尋找其後的場地，志工要協助指引，也要配合不同主題老師的要求，迅速

調整場地和設備，挺刺激的！而分配到某個工作坊支援的志工，可以在任務完成後，旁聽其內容，

也是幸福！ 

兩天的活動在主日下午結束，駐院主任李驊神父為留下的人，做了靜山的導覽，以故事來瞭

解每一處的典故，或是特殊的經歷，又是一個意外的紅利！爾後再登靜山，走過長廊懸掛的繪圖，

能駐足默觀，進入一個祈禱室，從特殊造型的擺設，去默想它的涵義，這真是「內行人看門道」

的收穫！ 

原本除了服務團的成員，還有當地教友的志工；實際執行時，就是服務團的六位姐妹和一個

老頭，要很有效率的處理場地轉變，擔心挑戰過大。在流程梳理中，逐步摸到了脈動，加上同一

團體的瞭解和默契，就讓這個首發場次的活動，順利完成。當然先感謝聖神的陪伴，讓我們在適

當的時間，出現在合適的地點，做相應的事；其次李神父製作的工作表單，還有事前的線上說明、

討論，既能讓我們進入情況，也能把各個細節妥善化；接著就是團員之間的默契，除了年度的兩

次大型活動，我們平常要跨區合作的機會不多，默契，使我們不必喧嚷，不會緊張，及時的完成

各段任務，以及活動結束後的收場。其間，就看出這個團體的文化。 

我們團體的名稱是：基督服務，借著對外的實體服務，體會、領略服務的真諦：犧牲我們的

享受（別人慢慢就餐，我們迅速解決；他人餐後小憩，我們得及時完成場地佈置的轉換），享受

我們的犧牲（以志工之名參與，一流的講者還有精銳盡出的依納爵靈修中心資源），這在地處南

部的分團成員，尤其可貴！ 

年紀稍長，或許體力、心力跟不上，常有一動不如一靜的念頭。然而人生的閱歷、經驗，都

是在一場場的活動中刻畫出來的。一朝，當我被召回的時候，留下來的也就是這些刻畫雕作形成

的那幅圖案。有此認知，除了鼓勵自己多做少說，也在不能參與一個活動時，恰適的為參與的人

祈禱。 

 
享受靜山之美的志工 

張南儀 

         沒注意到活動訊息，只看到招募志工，就報名當志工。直到行前視訊會議才覺得有點複雜，

但李驊神父悠哉、不擔心的樣子，就學習交托請聖神帶領。 

         星期五晚上場地勘查時，發現靜山好棒的長推車，於是佈置場地需要多張桌子、椅子時，

馬上被派上用場。還有用餐時的推菜車，也很好用，好愛靜山的推車。最後一場工作坊結束時，

感謝小組裡的呂憲偉，熱心的幫忙，把戶外的桌子、椅子放在推車上，全都推回禮堂。再去幫忙

綠療力的場地，又抓到黃之邦幫忙，把桌子、椅子放在長推車上，快速完成搬運，雖然還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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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省了不少力。小撇步就是，遇到認識的人，不要客氣，找來幫忙就是了。李神父的第一場演講，

認識了年會的重心「皈依」：在基督內得見嶄新的一切。學習以新的眼光反省自己，給予生命的

行動，有點後悔沒當學員呢！ 

         志工也可以參與三場工作坊，順便協助簽到、發講義等工作。第一場工作坊因是下午第一

場，忘了喝咖啡的我無法投入，又正好缺講義，就起來跑跑腿，順便喝了咖啡。第二場工作坊，

要準備資料、投影機。投影機是從天花板取下的，注意到影像是倒置的，天才的學員把投影機翻

過來用，我想應該有按鈕可以調整，可是已經有高手圍在那裡，就先忙其他的事。等曹老師過來，

按了 menu，看到還在 Ceiling… 的位置，又看到 Front 鍵在上面，趕緊叫按 Front，影像就回正了，

旁邊的學員互相取笑說：英文要學好。我就開心的去找點心吃了，哈～。「運用內在冰山輔助意

識省察」，是我最想參與的工作坊，正好複習 Satir 的冰山理論。從冰山表層慢慢的潛入內在冰山，

看到內在的需求，然後面對靈性。老師用帶了很棒的冥想，深入內心，感受天主滿滿的愛。 

         第二天的第三場工作坊，選了在戶外的「自然與靈修」，鑒於不少人被蚊子叮，早早預約心

怡的防蚊液（她有加丁香精油，防小黑蚊），真有效。好有趣的工作坊，老師的放大鏡讓我驚呼

連連，原來花朵、樹葉…放大後有不同的樣貌，太開心的我，在分享時，忍不住秀了我的多張相

片（老師說只要一張），也說了好多，雖然是志工，也是收穫滿滿。 

         這場的志工，除了服務團南區四人、中區三人，靜嫻修女也時常伸出援手，也謝謝黛麗協

助一場工作坊的簽到。現場有些現況需要布達，我們臨時加了廣播時間，宣佈注意事項，還有要

不要洗筷子、擦桌子…等。最後發現志工桌除了第一晚最後一個有擦桌子外，其他時間都趕著準

備下一場活動的工作，好像沒有人擦桌子。最後一天，當然要好好擦擦囉! 

         此外很感謝也很感動李驊神父的靜山導覽，神父從靜山的建築結構、新的設計等，一直到

頂樓看夕陽，詳細的解說加故事，真是讓我開了眼界，真正認識靜山。原有的建設加上新的設計，

增加了更多避靜時可以祈禱、發呆的地方，看來會有更多的人喜歡上靜山，然後不想離開。結束

後原本沒打算留下吃晚餐，但滿心喜悅，有點捨不得離開，就留下來大家同樂。除了晚餐，李神

父準備了蛋糕、霜淇淋謝謝大家，靜山場圓滿結束。 

 

感謝天主臨在的活動 

賈靜嫻 

當我知道有這個志工的活動時，我不知道為什麼非常想去參加，也許是聖神的推動。我去靜

山只有一次，那是參加年會時，非常喜愛靜山的幽靜，這次志工活動可以讓我再一次體驗靜山的

寧靜生活。我報了名，也順利的被揀選當志工。其實我也不知道志工要做些什麼，平常都是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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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服務，當了志工換我為別人服務。 

我想只要我跟著惠敏，她會告訴我做些什麼，我心情就放鬆不少。3/18 我們南分團三位姊妹

搭惠敏的車前往靜山，一路祈禱，很平安順利的到了靜山，晚餐後李驊神父和我們開會，指示我

們一些工作要點和工作坊要用的教具，其它就交給天主，天主會成就一切。 

拿了工作單後，我要認養工作坊的服務專案，但我什麼概念都沒有，我跟惠敏說：「妳派什

麼工作給我，我會配合」，她給我三項工作坊志工工作，我就先瞭解我的工作坊工作和誰的相同，

我可以向她請教需要準備的教具和現場的佈置。第一天的戶外認識自然生態靈修是最具挑戰性，

要搬兩張長桌，十五把椅子到戶外。我們 3/18晚上就把需要的桌椅從儲藏室搬到戶外，好在有個

很好的推車，發揮了大家合作的精神，事情就完成了。戶外工作坊讓我們瞭解天主造物的偉大和

奇妙，唯一討厭的是蚊子，多到不行，噴殺蚊劑也沒啥效果。 

    第二堂老樹心滋，會場佈置我

沒有出力，因為劉家正神父和其

它的團員預先處理好了，反而是

我在這門工作坊領受了劉神父的

教導，要聆聽天主的聲音，它是

一個奧秘，只有靜下來才能體會

到。第三堂的靈修筆記，會場佈

置比較簡單，上課老師自己先將

椅子調整好，我也沒有出什麼

力，反而跟著學員上課。我們志

工除了教室的工作外，還要負責

餐廳的服務，大家都很合作，一

起完成每天的志工服務。惠敏很

靈活，不時指導我們那些工作我

們沒有注意到，就馬上補上。 

兩天的志工服務很快的結束

了，而且是那麼地有條不紊的完

成了，感謝天主的臨在，成就了

祂所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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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驊神父感謝志工們的辛勞，分享好吃的巧克力蛋糕慰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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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分享 

1 月 1 日  游宗霖與潘淑玉婚禮彌撒 

明室與蔡綺擔任女方主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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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  蔡綺生日 

水湳天主堂聖詠團特地為蔡老師慶生，貼心的老公明室也親自下廚準備午餐慶賀。 

 

 

1 月 9 日  中分團第一讀經小組成立周年餐敘 

 

1 月 28 日  恭喜旻潔 

取得「110 年度幼稚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成績及格通過證明，並將順利轉任相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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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歡愉你的救援 

劉黛麗 

        新春伊始，長官的決策令我憤恨難平，除了口頭爭執之外，故意缺席大小會議，消極抵制

讓我「心難平，氣難消，意志消沈」的不公不義。心一橫再加碼，請辭主管乙職；一不作二不休，

一月下旬率性把觀察年餘的囊腫給切除，順勢請假連著過農曆新年。我妹妹說，虎年還沒到，母

老虎倒是先發威啦！哈！哈！哈！ 

       說也奇怪，架也吵了，假也休了，還是滿腹的壞心情。「上主，你鑒察了我，認清了我：我

或坐或立，你全然認清了我，你由遠處已明澈我的思考。」(詠 139：1-2)為我預備了「玩樂之心」，

讓我上靜山去玩耍，一連串逗笑、充滿童趣的團體遊戲，例如，眼波殺人、神出鬼沒、突破重圍、

老鷹抓小雞、天使與魔鬼、貴婦遛狗、獅子跳火圈、孕婦與老公、面店老闆與面碗裡的蒼蠅……；

還有，張莉莉老師鋪排的心理劇，看得我一把淚眼、一把鼻涕，揪心不已。 

        參與學員無不盡情發揮，玩得渾然忘我，一起度過一個永難忘懷的開心週末。(我始終想不

起來當初為何報名這個工作坊，現在看來也無關緊要了)經過環境、時間及情緒的轉換，我的身

心靈漸漸地騰出空間來，不再全部被「自己」(ego)占滿。事情無論有理無理，我終於可以安靜下

來，環視身邊的人事物，感受到主耶穌的手搭在我肩上的溫度。 

        下山後，每晚有兩個讀經祈禱小組陪伴我，以聖言作為腳前的明燈，給我勇氣面對爾虞我

詐的職場生活。無論哪一組，恰巧選用的材料都是保祿書信及宗徒大事錄。保祿宗徒因著渴望傳

頌與見證主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好消息，用自己的生命服事上主，他宣講的勇氣，完全來自生命

的交付。「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反觀自己呢？我之所以吵架，正

如上主這樣說：「凡信賴世人，以血肉的人為自己的臂膊，決心遠離上主的人，是可咒駡的！」

(耶 17:5)我終究沒有離開主管的位置，農曆年後生活一切如常。我知道自己為什麼仍然留下來；

於是，該參加的會議，按時出席；自己搞砸的關係，自己修補。徒呼負負，空留無奈；我心疲累，

沒有氣力(圖一)。 

    主耶穌的手始終在我的肩膀上，傳遞溫暖，灌注力量，讓我充滿活力地抬頭仰望祂；我今信

賴你的愛憐，我心歡愉你的救援。(詠 13：6)我要向我恩主歌贊「凡信賴上主，以上主作依靠的

人，是可祝福的：他必像一株栽在水邊的樹木，生根河畔，不怕炎熱的侵襲，枝葉茂盛，不愁旱

年，不斷結實。」(耶 17：7-8)從天父而來的愛與恩典，教導我良善心謙，在考驗中虔心祈禱，修

復更新我內枯乾的、失衡的、損壞的，有意識地把自己連同壓抑的委屈、生氣、無奈全部交出去，

好叫我被你的恩寵澆灌，重新得力。「因為隨從肉性的人，切望肉性的事；隨從聖神的人，切望

聖神的事」(羅 8：5)求主領我走在光裡，行出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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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清晨，發現前晚引用的經文恰巧是常年期第六主日彌撒的讀經一，驚歎欣喜之情，不可

言喻，歡悅詠唱「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麼幸福！」(詠 40：5)(圖二)。 

                                                     2022 年 3 月 8 日  國際婦女節 

                 
 

 

        圖一 徒呼負負，空留無奈；我心疲累，沒有氣力。 圖二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麼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