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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各位讀者，你們好﹗ 容我在此多謝太古城和麗港城組的支持，多謝他們為上

一期《齊家家書》提供的稿件，使《齊家家書》的內容變得更精彩。 當然亞清提供的相片，
亦為我們的「家書」增添了不少氣氛。 我們聖十字架堂組的組員，亦會竭盡全力，去搜羅精
彩的文章，供大家分享。  遺憾的是，這一期除了我們聖十字架堂和太古城組的稿件外，來
自其他組的稿件已經絕跡。 故此，我不得不呼籲各核心負責人，希望你們能採取主動，撥冗
聯絡你們的成員，邀請他們，或者你們自己，為《齊家家書》出一分力，提供稿件，使《齊

家家書》變得更多元化，更多姿多彩。  但願本人的呼籲，不會為大家構成壓力，只希望它
會成為大家的一種動力。  期待著你們的積極回應。  主佑各位﹗ 

對一位朋友的關心                                                                              一群阿龍的朋友 
 
我們的一位朋友，亦是一位服務了明愛二十年的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同事----蔡澤龍，於去年
九月初的一個上午突然受到一種不知名病菌的襲擊，雙手及下半肢在瞬間失去知覺，不能動

彈，需要立即送入醫院。 這五個多月來，阿龍一直均住院接受治療﹔雖然病情有所進展，但
由於活動能力仍未能恢復過來，阿龍一直需要接受治療。 預計阿龍在短期內需要離開醫院，
但恐怕他在未來一段日子仍然祇能在家休養。 阿龍在發病的這段日子裏，他自己一直保持一
貫樂觀堅毅的性格去面對病情﹔而阿龍的太太----阿May，則以鐵人般的耐力緊緊地支持著
他﹔還有他那對可愛的小女兒亦非常懂事獨立，減輕雙親不少的壓力。 這一切看在們這群阿
龍的朋友的眼內，既敬佩又安慰﹔並且總在盤算作為朋友可以幫上什麼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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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龍自九月份起便已不能上班，他的病假、年假、以至超時補假經已差不多放畢﹔由於預

計阿龍仍需要繼續接受治療及休養，到三月份便已要留職停薪了。 我們這群阿龍的朋友對
他在身體及精神方面所受的折磨雖然不能分擔多少，但或者可以在經濟方面盡一點力，支

持阿龍與病魔戰鬥。 在徵得阿龍的同意下，我們取得阿龍的銀行戶口號碼，讓我們可以將
小小的心意存進去﹔並可將戶口號碼公開，讓其他不論是否認識阿龍，但對一位明愛同事

的不幸遭遇同樣關心的同事，也可把心意存進去﹕ 
 

                                              阿龍的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 ﹕恒生銀行          戶口號碼 ﹕262-233752-001 
                    戶口持有人姓名 ﹕CHOY  CHECK  LOONG (蔡澤龍) 
 
我們祇希望藉此表達對一位朋友的心意，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特定的形式----沒有指定的金
額、沒有指定的存款方式(你可以一筆過存款或者透過銀行的Standard Instruction 每月轉
賬)、沒有存款人的名單、沒有收據。 我們有的祇是對一位朋友的關心、及定期將阿龍的病
況進展向關心他的朋友匯報。 因此我們特別在各部門邀請了一些同事擔任聯絡人﹕如果大
家日後想了解多些阿龍的近況，你可以聯絡以下同事﹕ 
 
部門                                               聯絡同事                        服務單位電話 
扶幼服務                                            李玉嬋                            2635 4743 
社區發展服務                                    余健勤                            2491 7078 
安老服務                                            黎守文                            2479 7383 
家庭服務                                            張大衛                            2335 5088 
康復服務                                            唐兆漢                            2524 2071 內線 579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顧振華                            2750 2727 
營地服務                                            布嘉文                            2981 7872 
 
我們盼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為我們這位朋友祝福，希望他能夠早日痊癒，再在工作單位內

及球場上展示出我們熟悉的笑靨。 
 
最後我們得多謝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陳秀嫻博士允許我們透過部門內部傳訊系統發放這份

資料。 如果大家對我們這次行動有什麼查詢或建議，歡迎大家向我們幾位發起人查詢。 
 

                                                                                  一群阿龍的朋友 
                                                                     顧振華 (9257 7832)  黎永開 (9752 0285) 
                                                  蔡秀生 (9678 4300)  曾凱倫 (9207 2572) 吳文穗 (9196 1168)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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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組的誕生                                                            核心組成員黃麗屏 
 

三月十日（星期日）早上九時半，核心組成員應燕芬、黃麗屏與明愛社工植佩莊，

應聖猶達堂嘉諾撒彌撒中心培育組的邀請，向主日學的家庭介紹「齊家運動」。 
 

我們以齊家小組的運作模式舉行當日的聚會，以祈禱、讀聖經開始，繼而簡介齊家

的宗旨、目的、小組近況、曾舉辦活動等，並分享我們加入小組後的得著和感受。 
 

出席人數約有14個家長及8個幼兒階段的小朋友，當中有8人留名表示有興趣加入小
組。 與堂區主任司鐸麥景鴻神父商討後，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明愛社工植姑娘會開
展接觸每個留名家庭，儘早約定第一次聚會的時間。 

 
港島區另一個齊家小組可望於五月誕生。 

 

21-24/7/2001「小修士」靈修生活營點滴                      聖十字架堂  李太 
 
以下是一些我在靈修營所看到的情況，現在總算整理完畢，好讓未能參與這次生活營的家

長了解一下孩子在營中的點滴。 
 
*  年約八歲的郭邵康，說話不多。 可是這次在團體中，看見人人在分享時，都樂於表白自
己，他也不甘後人，提筆畫了很多胖嘟嘟的小魚兒，他說那些魚兒是代表「小修士」，

牠們的樣子十分可愛。 接著他又興致勃勃地把畫中的水管、道路、飛機等逐一解說。 
原來他對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非常感興趣。 假如沒有寫生這項活動，
就不容易察覺年紀小小的邵康，竟然十分關注四周的事物。  

 
這次靈修營的大部分工作（例如準備碗筷、清潔碗筷、掃地等）都是由「小修士」們親

力親為，一一完成。 真沒想到這些我們視為苦差的工作，他們竟把它視作一場遊戲，個
個都做得興高采烈，嘻嘻哈哈，好不熱鬧。 小小的邵康參與其中，亦自感責任重大，與
眾「小修士」一起忙得團團轉，自得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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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右一起 
健偉 
邵康 
煒翰 
琛 
恩 

 
*    約十歲的蕭煒翰除了帶畫具外，還帶了小鏟子啦、小水桶啦、魚 啦、魚絲啦，他準備

到海邊盡情地玩。 當時烈日當空，曬得要命，可是煒翰一畫起畫來，就全情投入，一副
不能自拔的樣子。 為了畫畫，他很快就把玩沙和釣魚的事拋諸腦後，忘記得一乾二淨，
結果那些辛辛苦苦從家裡搬來的用具，又原封不動地帶回家去，真是有點兒白費心機﹗ 

 
*    譚樂行今年約十三歲，他說這次參加靈修營，是因為要順從媽媽的意願而來的。 真是好
孩子﹗入營的初期，他恰似一個旁觀者，靜靜的，很少發言。 後來可能是受團體的歡樂
氣氛所感染吧，他最終亦能與大伙兒共同進退，投入各項精彩的活動中。 

  左圖  
  前排右起  
  樂民  煒翰   
  邵康  浩瑋   
  愛約   
  後排右起  
  健偉  恩    
  詠恩  樂行   
  健禧  健駿 
 

*    身為領隊的李健偉，今年己經十八歲了，是孩子中最年長的一個。 可是當他協助翻鬆泥
土時﹐竟烏龍地把鋤頭鋒利的部份向了上天。 我在遠處遙望著，以為他稍後定會察覺。 
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他竟然連續鋤了三次，仍未能發現這可笑的現象。 最後要勞煩站在
身旁的父親提醒，他才如夢初醒，矯正過來，繼續愉快地進行他人生第一次的翻土工

作。 真可惜﹗未能及時把這滑稽的場面攝錄下來，否則的話，一定會令大家笑破肚皮。 
 
「小修士」們十分重視李達修神父的講話。 為何這樣說﹖ 因為當李神父向「小修士」
查詢畫中的意境時，大家都興高采烈地介紹自己的作品。 可能是平日實在難得別人對自
己的作品垂青吧﹗ 為了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原本討厭畫畫的李健偉，馬上動筆。 
老實說，他甚少如此積極，這回李神父的做法，為這個經常對任何事情都無動於衷的健

偉，帶來了一個極大的衝擊。 沒想到他竟然下筆如飛（我從未見過他如此迅速），很快
就把作品完成了。 不要以為他馬虎了事，原來他那『大作』是蠻有意思的。他告訴大家
在他垂釣時，看見海面上飄浮著一大堆垃圾，所以把這情景畫了出來，提醒大家不要亂      
拋垃圾，充分表達了環保的意識。 年青的一代有這意識，真令我感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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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健偉自小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勁，總是慢吞吞的，令人生氣。 談到畫畫這弱項，對
他來說更是苦不堪言。 奇怪的是，這次他竟可在數分鐘內把大作完成，不可以不說是
創舉，令我大開眼界。 這又一次證明人的潛能是需要被激發出來的。 以前他畫的畫總
是一塌糊塗，所採用的顏色多是灰色或黑色，毫無生氣。 可是這次卻用上了一堆鮮艷
奪目的色彩，我隱約感到他好像找到了一些生活的樂趣。  天主的安排真是匪夷所思。 

 
*      年約十歲的賴愛約有巴筏洛蒂的影子。 他唱歌時氣量充沛，歌聲嘹亮動聽，節奏和拍
子都掌握得恰到好處，面部表情豐富，可愛、活潑又自然，完全沒有膽怯的表現，令

這個五音不全的我，既羨慕，又佩服。 雖然他愛插嘴的習慣為生活營的主持帶來了一
點兒麻煩，但無可否認他卻是營中的開心果。 他個性率直，觀察力、分析力和幻想力
皆強，又敢於發言。 他時常有很多『大道理』，說的時候，有時頭頭是道，有時卻令
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 他曾經質疑健偉和健駿是否真是兩兄弟，因為愛約覺得他倆
的樣子雖然十分相似，但性格卻是南轅北轍。 作為這倆個孩子的媽媽，我聽了愛約的
質疑後，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他的觀察力和分析力。 事實上他兄弟倆，真的是一個安排
有序，另一個卻一塌糊塗﹔一個愛聽古典音樂，另一個卻愛聽流行音樂﹔一個愛整齊

清潔，另一個卻不修邊幅。 
 
入營的第二天，尚是清晨時分，大家還在夢鄉時，卻突然聽到陣陣的笛聲。 一打聽之
下，才知道那是愛約的傑作。 原來他晨早起來練習木童笛，準備為稍後的演出而努
力。 他那大無畏的精神，弄得人人都必須陪他早起。 對待孩子的童真，我們只能感到
無奈，惟有一笑置之！ 

       
 
*    十一歲的蘇樂民，個性沈靜，樂於服務，是個既文靜，又乖巧的孩子。 他原本十分投入
營中的活動，可是，由於媽媽因事要提早離營，使樂民傷心落淚。 但很快他便忘卻憂
傷，重投愉快的活動中，皆因團體的歡樂氣氛替他把所有的不快都沖走了！ 

 
*      就讀小一的梁浩瑋在早操練習跆拳時，竟然拳風颯颯，相當凌厲，確實有姿勢，有實
際，是可造之材。 不要以為他年紀小，就不用工作。 雖然他不可能幫助洗碗碟，因為
他不夠高，可是他卻是負責把碗碟放回碗櫃內的最佳人選，因為他的高度剛好與碗櫃

的高度差不多，領導人的安排可真用心良苦。  假如一個不小心，碗碟就會被摔破，所
以瑋瑋工作時，顯得小心翼翼，不敢掉以輕心，以免『落地開花』﹗ 他那認真的態
度，令我不禁要拍手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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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神父及賴愛約 李神父及蘇樂民 愛約邵康帶領我們唱歌 



左圖 
浩瑋 
  
右圖               
恩 

 
*      陳恩雖然只有約十四歲，但卻長得十分高大。 他清潔碗筷時，常一馬當先，帶領組
        員把工作完成，有大將之風。 

         
*      郭詠恩是營中唯一的女孩子，她很文靜，較為少說話，總是靜靜地聽著別人發言。 
         
*      李健駿最愛做『領導人』。 他指揮若定，每次都把工作分配得妥妥當當，帶領著「小
修士」們輕鬆愉快地把任務完成。 看來領導人很受隊員的愛戴，他們顯得很有默契，
隊員有責任感，有幹勁，工作流暢，有效率。 想起這隊的組員小愛約，當他負責清潔
桌面時『奮不顧身』，連人帶拖鞋在那可坐二十多人的桌面上，一邊爬行，屁股向

天；一邊揮動著抹臺布，奮力地擦著桌面，那副既投入，又拼命的樣子時，我就會忍

不住發出會心微笑，心想：真的要如此拼命，才能揩抹乾淨嗎？ 
 

  左圖  
  左一起 
  樂民  浩瑋 
  健駿  愛約 
 
 

*       陳健禧和陳 琛因為只入了營一天，故此錯過了很多精彩的活動，真可惜﹗ 
 
「小修士」們自己預備的信友禱文相當有深度，他們竟然懂得為環保，為聖召，為傷殘人

士和失業的人士而祈禱， 又一次令我感到愕然。 
 
透過營中各項活動，可發現孩子一些平日未能察覺的潛能，例如藉著音樂創作/聖詠這項活
動，你才猛然發覺，原來自己的孩子唱得那麼動聽，彈奏得那麼悅耳。 為了參與這項活
動，孩子們有些帶備了自己擅長的樂器來演奏，有些卻大展歌喉，他們各自各精彩。 在柔
和的燈光下，大家都沉醉在天真活潑的精彩表演中。 這美妙的時刻令我忘記了一切煩惱，
除了覺得內心十分平安外，還覺得很享受和感動。 這項活動提供了機會給孩子，讓他們能
把自己所學會的與人分享，亦可藉此發揮所長，實在值得多舉辦。 
 
這次的生活營，我可以舒適地、悠閒地欣賞著孩子們忙碌地打點一切的模樣，在家恐怕很

難有這種機會。他們雖然十分忙碌，但卻有商有量，幹勁十足。 我最初以為他們一定會成
事不足，敗事有餘，誰知原來我估計錯誤。 他們做起事來竟然是這麼認真、這麼合作和這
麼愉快。 看著一張張既認真，又天真爛漫的笑臉，實在是一種另類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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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ree E-mail from MSN Hotmail 
 
I ran into a stranger as he passed by.  “Oh excuse me please” was my reply.  He said, 
“Please excuse me too. I wasn’t watching for you.”  We were very polite, this 
stranger and I.  We went on our way and we said good-bye.   
 
But at home a different story is told.  How we treat our loved ones, young and old. 
 
Later that day, cooking the evening meal, my son stood beside me very still.  When I 
turned, I nearly knocked him down.  “Move out of the way!” I said with a frown.  He 
walked away, his little heart broken.  I didn’t realize how harshly I’d spoken.  While 
I lay awake in bed, God’s still small voice came to me and said, “While dealing with 
a stranger, common courtesy you use, but the children you love, you seem to abuse.  
Go and look on the kitchen floor, you’ll find some flowers there by the door.  Those 
are the flowers he brought for you.  He picked them himself: pink, yellow and blue.  
He stood very quietly not to spoil the surprise, and you never saw the tears that filled 
his little eyes.”  By this time, I felt very small.  And now my tears began to fall.  I 
quietly went and knelt by his bed.  “Wake up, little one, wake up,” I said.  “Are these 
the flowers you picked for me?”  He smiled, “I found’em out by the tree.  I 
picked’em because they’re pretty like you.  I knew you’d like them especially the 
blue.”  I said,”Son, I’m very sorry for the way I acted today.  I shouldn’t have yelled 
at you that way.”  He said, “Oh, Mum, that’s okay.  I love you anyway.”  I said, 
“Son, I love you too, and I do like the flowers, especially the blue.” 
 
Are you aware that if we died tomorrow, the company that we are working for could 
easily replace us in a matter of days.  But the family we left behind will feel the los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And come to think of it, we pour ourselves more into work 
than to our own family… an unwise investment indeed, don’t you think?   
 
So what is behind the story?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FAMILY means?  FAM-
ILY =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Pass this on to everyone that you care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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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營中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李神父。 多日來，孩子們能夠與神父近距離接觸，這是他們
的福份。 神父為孩子們剪髮，與他們談心，耐心聆聽他們的話語等，相信孩子們一定可以
感受到神父對他們無私的關愛。 這些美好的片段定會存留在他們的腦海中，以作日後美麗
的回憶。 

 

發起人的心思、策劃和籌備，為孩子帶來一些平日難得的歡樂與及靈修上的得著。 在這裡
我謹代表各家長多謝Anthony, Alice, Rosa, Paul, Simon及阿清，多謝他們多日來的辛勞。 願
主祝福大家！  也祝福我們的孩子﹗ 



稿件或任何意見，可透過以下方式傳遞給我們的聯絡人湯美香姑娘： 
Email: shaukeiwa@hknet.com                   傳真：2885 8034                   電話：2884 1329 
郵寄 ：明愛扶輪社筲箕灣婦女及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西灣河街131號利基大廈一樓一室 
 
稿件要求（截稿日期為每個單月的月尾 ，字數不限)： 
生活照（請題上字句）、孩子平日交給老師的文章或圖畫、 成人的美術作品、新
詩、笑話、漫畫等、齊家聚會後的得著、擇錄自別人的文章或心得……，或是你的
口頭分享，我們也可把它變為文字，只要致電給我們的聯絡人便可。 
 
任何人士若希望以電郵形式收取《齊家家書》，請把閣下之電郵地址傳送至

family@dolf.org.hk，收件人為賴煜清先生。  多謝各位﹗ 

齊家財政報告﹕承上結餘                                                                            HK$3,487.92 

                                    支出:  2001年10月28日租用聖雲先堂之冷氣費                        236.00 
                                               推動『非暴力社會』聯署行動                                        200.00 

                                結餘                                                                                    HK$3,05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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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花絮 

李  兄 
健  弟 
偉  相 
李  親 
健  相 
駿  愛 

呂   
楚  美 
翹  勞 
      作 
十  品 
歲 

齊成神 

家員父 

運與開 

動恩會 

核保情 

心德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