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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很高興這一期能夠收到較多的稿件，可見每人都出一分力的話，

就無事不成。 願意踏出第一步是相當重要的，你們珍貴的稿件都會被一一安排刊登於＜齊
家家書＞中。 多謝大家的支持，但願這股支持的力量能夠延續下去，更希望各位能夠珍惜
這片小小的園地，邀請自己的孩子投稿，請他們也助＜齊家家書＞一臂之力。  主佑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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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明愛  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  合辦 
齊家運動步行籌款簡介 

 
1. 齊家運動簡介： 
 
齊家運動是一個公教家庭信仰小團體組織，每個小組由3至6個家庭組合而成，由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和
香港明愛負責推動及支援。 
 
詳情可參閱齊家運動網址：http://www.family.dolf.org.hk。如有興趣參與此運動之家庭，可於辦公時間
內，致電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賴煜清先生查詢（電話：2560 6622）。 

 
2. 善款用途： 

 
齊家運動每年都會主辦一些大型的公開活動，使到更多社會人士認識婚姻的重要性及家庭是社會的基

石。這些活動大多是免費讓公眾人士參加的 (如96年的婚姻宣認大行動,97年和香港電台合辦的傳家福健

康傳媒選舉, 98年的香港愛心日--愛你的近人,99年的邁向二千的家--國際家庭日祝願晚會及2000年的普

世家庭慶二千等)。故此需要籌募一筆善款以支持未來數年籌辦公開活動之用。 

 
3. 步行籌款細則： 

 
日  期：2002年9月8日（星期日） 
時  間：9:00a.m. – 4:00p.m. 
集    合：荃灣惠荃路22 – 26號綠楊新?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荃灣地鐵C出口） 
路    線：屯門舊咖啡灣 → 新咖啡灣 → 黃金海灘 → 直昇機坪（全程約40分鐘） 
對    象：齊家組員、堂區教友及天主教學校家長均可陪同親友出席，家長可視乎情況鼓勵六歲或以上子女

獨立填寫贊助表格。 

交    通：參加者可選擇是否使用大會提供的來回程旅遊車，每名參加者每程車費十元正，大小同價。請於

報名時立即繳交車費，以便統計人數。 

 
4. 活動程序： 
 

 9:00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報到及預備心神參與彌撒 
 9:30             彌撒開始（主祭：恩保德神父） 
11:20            開車往屯門 
11:50            舊咖啡灣長沙亭開步儀式 
12:30            抵達直昇機坪拍攝團體照片 
12:45            沙灘午膳（請自備野餐食物、飲料及堆沙玩具，參加者亦可於當地購買） 
 2:15             親子集體遊戲（直昇機坪舉行） 
 3:30             黃金海灘停車場開車回程 
 4:00             返抵荃灣地鐵站 
 

5. 惡劣天氣安排： 
 
倘活動當日早上七時半遇有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八號或以上颱風，活動將會順延一星期（即9月15日）舉
行。其他情況下，活動將會儘可能如期舉行，但步行路線則可能有所更改，參加者可於當日早上致電9351 
5180向齊家社工張振威先生查詢。 

 

6. 活動詳情電話：明愛社工張振威（2339 3714）、王猶雅（2339 3763） 
   索取團體報名表格及贊助表格電話：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賴煜清（2560 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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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傷健互助共融力量 
                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群 

                        香港傷殘青年者會售旗日—─2002年7月20日（星期六）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邀請齊家運動小組成員參與街上賣旗義務工作，透過大家的積極參

與，可協助殘疾人士建立自信，全面融入社群，與健全人士一起締造平等和諧的社會。 
 
歡迎十四歲或以上，及十四歲以下(但必須由家長陪同)的組員參與是次活動。  
 
                        售旗地點 ﹕長沙灣地鐵站 
                        時間 ﹕上午八時 至 中午十二時 
                        截止報名日期 ﹕二零零二年七月五日 
 
有興趣參與是次活動的組員，請從速透過以下任何方式聯絡湯美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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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資料交予﹕ 
 
以下是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之簡介 ﹕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以下簡稱協會）成立於一九七零年，是一個由殘疾人士自行管理和

決策的政府註冊慈善機構。 協會服務以殘疾人士的福祉為依歸，致力協助他們爭取平等的權
益、推動殘疾人士全面參與社會 
 
協會服務種類多元化，透過提供發展性、輔導性、支援性及社群活動，全面照顧殘疾人士康

體、社交及就業的需要。協會除設有橫頭磡活動中心，更成立兩所以自負盈虧營運方式經營

的工場─—樂富電腦工作坊（設計排版）及傷青花藝舍，透過直接聘用殘疾人士協助他們自

力更生，融入社群。此外，協會於本年度將會進行整體服務更新及擴展舍址，務求能更有效

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 
 

   鳴謝捐款 
 

      麗城組何氏伉儷捐獻其於德 
      信 幼稚園分享之車馬費港 
      幣伍佰 圓(HK$500)予齊家 
      作經費之 用。 
 

齊家財政報告 

 
                                                    HK$ 
      承上結餘                            3,051.92 
      收入:  捐獻                            500.00 

                                   _____________ 
       結餘                                    3,551.92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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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避靜                                                                                                                 瑪大利肋 
 
『媽咪，幾時再去神父屋企呀？』剛四歲的兒子問道。 
 
甚麼？神父屋企？我們有到過嗎？啊！我想起來了，他是指大嶼山神樂院李神父那裏吧。上

週六、日，四月十三、十四日，我們太古城組共六個家庭，包括剛加入的Monita及其子女，
一行二十一人，齊齊到大嶼山神樂院進行了兩日一夜的避靜。這次是我們第三年到那裏避靜

了。小兒子對那裏的環境已非常熟悉。 
 
感謝主，給了我們晴朗、溫暖的天氣。兩日一夜的時間匆匆過去，留下的卻是一段段美好的

回憶。記得晚上在祈禱室裏，我們圍坐著，在蠋光中，大家齊聲及齊心地以美妙的歌聲來讚

頌主。入靜前，每人預先揀選一首各人心愛的聖詠。輪流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歌曲及其原因。

想不到每一個人連小孩子們也很投入，孩子們的歌聲像天使般悅耳，他們更聞歌起舞呢！記

得有一首頌恩歌曲，我們分開男、女聲二部來唱，雖然之前我們從未一起唱過，但唱起來卻

出奇地合拍，這可能是我們平常在聖堂訓練有素吧！ 
 
當晚程序完畢後，孩子們絲毫沒有倦意，還特別興奮，大伙兒一起齊齊吃宵夜、傾談、玩

耍，皆因機會難逢。 
 
第二天的早上，二十一人齊齊做早操；一齊參加神樂院的唱經及彌撒；一齊到池塘邊餵魚。

下午到我們去年曾植樹的地方翻土及施肥，孩子們還幫手掃樹葉⋯⋯. 
一家能齊齊參與避靜，包括不是教友的內子，實在是難得的機會！很懷念那裏的環境，那裏

的鐘聲，神父唱經的聲音。雖然在那裏被飢不擇食的蚊子侵襲，捐上了不少鮮血；孩子們還

要負責洗碗碟，我們仍然希望明年能夠再到『神父的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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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物語                                                                                                          徐太 
 
數月前，有位朋友跟我提及有關齊家運動（是由幾個家庭組成的團體），他們會一起研

經，祈禱等等。 幾個星期後堂區就宣佈齊家運動招募組員，我忽然有種感覺，或許是主
的安排，預先提醒我有這一個團體。 
  
由於孩子們都長大了，不需要我的貼身照顧，反而令我有點失落，他們都有自己的朋

友，自己的天地，而我已經沒有工作四年了，朋友亦不多，所以決定參加齊家運動和聖

經研討班。 
  
雖然自小已經與天主教有接觸。但對宗教是有點抗拒的。自從認識了我丈夫後，他令我

看到一個基督徒與普通人的分別，在他身上看到天主的愛，一種不計回報，毫無吝嗇的

愛，所以婚後我亦在耶穌復活堂領洗了。 
  
參加齊家運動其中之一個目的，也是想分享各家庭的生活經驗。透過聚會，互相勉勵，

一起祈禱，共同分享喜與悲，為天主作見證，加強我們的信仰生活，效法聖家榜樣，接

受主的召叫。 

說出心底話                                                                                            莫嘉顥 
  
我是一位齊家小組成員的兒女。自從父母參加了齊家小組之後，他們在控制情緒方面較

未參加之前為好。我並不是說他們在參加小組之前的情緒差，而是我認為他們參加小組

之後，他們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使家庭更為融洽。回想他們初參加小組的時候，我對

這個小組有少許陌生，『齊家小組』究竟是一個甚麼小組呢？ 這是否一個只為一些充滿
暴力或破碎家庭而設的一個小組呢？ 後來經多方面搜集資料，原來這是一個教導家庭如
何變得更為融洽的一個組織。 
  
他們加入齊家小組不經不覺已有幾年，在小組裡面除了閱讀聖經、討論福音中的意義之

外，還會互相討論不同問題作分享。透過討論，他們學會夫妻怎樣互相體諒、容忍；怎

樣與兒女溝通，再加上小組社工在聚會中給予保貴意見，使他們更能掌握怎樣去處理不

同種類的家庭問題，使家庭氣氛更為融洽。雖然他們在2001年因一些問題而離開了齊家
小組，但後來小組在聖若翰堂開新組，他們聽到消息後，便再度加入。我認為創立齊家

小組的意念是非常好的，因為這個小組可將家庭氣氛變得更為融洽。如果有更多家庭認

識這一個小組，成為這個小組的一分子。那麼，香港有問題的家庭就會變得越來越少，

人與人之間更融洽，社工也因此而減輕他們的工作量了。 

5 



齊家有 「喜」                                                                                                          蕭志民 
  
轉瞬間，參加耶穌復活堂齊家小組已有六年了。回想開組時的數對夫婦組合，與現時的配

搭亦有所不同，每次由社工主導作導航者角色，至現今由組員輪流分擔主持，令我覺得有

時光飛逝的同時，亦感覺齊家小組的成熟。因有共同信仰而聚合，透過天主聖言的引領，

彼此間可分享生活點滴，互相砥礪學習，共同為齊家精神作見證。 
  
為將齊家精神發揚光大，令更多主內兄弟姊妹分享此大家庭的喜樂與關懷，在去年聖家主

日，齊家核心小組號召各齊家組別到各堂區宣揚和證道，反應令人十分鼓舞。其中耶穌復

活堂第一組到鄰近聖若翰堂宣講，共得到七個家庭的回應。經過六年的齊家生活及回應核

心小組的邀請，我夫婦倆懷 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耶穌復活堂小組，協助明愛社工高姑娘

籌備成立「聖若翰堂齊家小組」。 
  
得 聖神的眷顧，十分感謝助理司鐸甘寶維神父熱心的支持，他答應盡量抽空出席我們的

聚會，共同分享天主的聖言。有組員稱此為天主賜給我組的大恩寵。在分享家庭的喜與

樂，憂與悲的同時，亦期望透過甘神父的參予，令我們對聖言與家庭的關係有更透徹的了

解。 
  
我相信生命可以影 生命，家庭可以影 家庭，每一次轉變可以讓我們一次更新的機會。

「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份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

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格林多前書第12章，4至6 節。 
  
在此祈求天主使我們各人善用天主賜予不同的神恩，各盡己職，為齊家家庭信仰小團體努

力，將齊家精神傳揚開去。 

一位新成員的感受                                                                     聖若翰齊家小組  趙太 
             
十二年前，天父賜給我們一位兒子，這使我又驚又喜，因我只是一位極平凡的人，又如何

培育一個生命的成長呢？在多祈禱，多看參考書籍，並與丈夫共同取一共識，盡量使小兒

在健康快樂下成長，但理想與現實始終有別，因宗教不同，觀點與角度之分歧，不協調在

所難免。 
  
數月前，從一教友口中得知『齊家小組』一些資料，我便嘗試參加，至現今已聚會二次

了。原來大部份的成員我是認識的，故特別有親切感，更難得有社工及神父的參與和指

導，各成員更坦誠地互相分享經驗，聚會時也有讀經，能共同領會天父的旨意。 
  
我希望每個家庭能成為主的羊棧，共同牧養天父賜給我們的小羊兒，每天過著喜悅的生

活，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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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齊家組員 
由：齊家社工張振威 
 
您好！齊家運動步行籌款即將舉行了，您們可以幫手嗎？ 
 
齊家運動每年都會主辦一些大型的公開活動，使到更多社會人士認識婚姻的重要性及家庭是社會的基

石。這些活動大多是免費讓公眾人士參加的（如９６年的婚姻宣認大行動、９７年和香港電台合辦的

傳家福健康傳媒選舉、９８年的香港愛心日─愛你的近人、９９年的邁向二千的家─國際家庭日祝願

晚會及２０００年的普世家庭慶二千等）。故此需要籌募一筆善款以支持未來數年籌辦公開活動之用

（詳情見活動章程）。 
 
現時已有數個小組協助事前的籌備，但活動當日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大家幫忙，請各小組儘量協商，選

派代表參與這些有意義的工作，並請於７月１５日前填妥下列回條，傳真給張振威，查詢電話：張振

威（２３３９３７１４）或王猶雅（２３３９３７６３）。 
 
最後亦請每個小組都提交一位聯絡人的名字給我們，以便統籌回收善款的工作。聯絡人需協助聯絡步

行參加者活動詳情及提醒他們預備支票於活動當日交回善款。聯絡人亦需收集旅遊車費及傳真團體報

名表格3給張振威（傳真號碼：２７９４３６６７），以便安排車輛及其他物資。 
 
謝謝幫助，主佑！ 
＿＿＿＿＿＿＿＿＿＿＿＿＿＿＿＿＿＿＿＿＿＿＿＿＿＿＿＿＿＿＿＿＿＿ 
致：張振威（傳真號碼：２７９４３６６７） 
 
本小組可以協助下列： 
 

本小組是次活動聯絡人： 
 
聯絡人姓名：＿＿＿＿＿＿＿＿所屬齊家組：＿＿＿＿＿＿＿＿傳真：＿＿＿＿＿＿ 
 
電話：＿＿＿＿＿＿＿＿＿＿＿（住宅／公司）＿＿＿＿＿＿＿＿＿＿＿＿＿＿（手提） 
 
地址：＿＿＿＿＿＿＿＿＿＿＿＿＿＿＿＿＿＿＿＿＿＿＿＿＿＿＿＿＿＿＿＿＿＿＿ 

工作 負責組員／人數 聯絡電話 

報到處接待工作（需要當日８時報到）   
集合地點場地佈置工作（需要當日８時報到）   
拍攝（數碼相、菲林、DV）   
設計及主持親子遊戲／購買獎品   
收集善款，發出臨時收據   
車長／副車長   
救傷／醫療工作   
環保工作   
秩序／安全工作   
總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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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子心聲                                                                                           聖十字架堂組    陳樂斌 
 
在台灣讀書接近三年，對台灣有著一份感情。 這裡的人與港人有一些差別，他們對僑生帶著
一份好奇和親切的態度來歡迎。  
 
記得上大學的第一天，我心裡有點害怕，因為大家在文化和習慣上有著差異，後來發覺擔心

簡直多餘。 當我上台介紹自己時，台下很多同學不停問我問題，頓時，自己變成一位大人
物，感覺真好！ 由於台灣學校有一種學長姊傳統，因此每人都有自己直屬的學長姊來照顧。 
我的學姊也是來自香港，所以在學業上，她會給我鼓勵。 有學姊的推動，加上同學的幫助，
成績越來越好。 由於取得較佳的成績，我更獲得了助學金。 這次的鼓勵，使我在人生的計畫
中，跨進一大步。 
 
我現在念的是傳播系。 讀傳播有別於一般的科系，它有一種吸引力，這吸引力引領著我前
進。 這科系包括電視、電影、廣播、電腦動畫和攝影。 讀完傳播系之後，大多數的人都會朝
向這些類型去發展。 大多數念這系的人都是屬於活潑好動，反應快。 表面上很好玩，但有時
候也要承受不少壓力。 例如最近要拍一電視節目，我擔任節目的導播，負責整個節目的編
排、音樂、燈光和找主持和嘉賓，各樣的事情都要一手一腳去安排。 由於大家都想把節目做
好，壓力就開始散發。 我們在錄影之前都有綵排，但由於嘉賓是一位老師，故時間不多。 每
次綵排時，他都不能參與，只有在正式錄影的時候，才能現身。 最後，大家通力合作，把節
目完成，因此做傳播人並不簡單。 攝製完畢，才知道每種的壓力都能換成今天的成果。  能夠
有自己的製作，的確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興奮。 除此之外，我系最近有一舞台劇的公演，演的
是莎士比亞的「馴悍記」。 我們的同學對公演充滿著信心，雖然公演的地點是在台灣輔仁大
學，但我們已經製作了一網頁，介紹給海外的朋友欣賞，網頁是http://home.educities.edu.tw/
cart/。 另外，我系更有一個畢業展，大家可以去網頁看看我們學長姊的成果，網頁是
http://211.20.47.179 
 
很快便要升大學三年級了，也就是快將進入另一階段。 這階段與大一二比較，並不一樣，就
是危機時期。 大家都會為以後的前途擔心，我也不例外。 我所擔心的事比台灣人更多。 我的
身份是僑生，所以畢業後要考慮留下來工作，還是回港。 但現在，我已經為以後作好一些預
備。 我現在於台灣某電視台實習，加強對外的關係。 暑假會製作一網頁，擁有自己的作品和
經驗，大大提升以後找工作的機會。 

神經失調屢醫罔效殘廢   加漢苦練五年 太極治愈奇症     節錄自蘋果日報 
 
加拿大埃德蒙頓一男子被診斷患上一種無藥可醫的神經失調症，萬念俱灰下學習中國太

極強身，沒料到奇蹟地恢復健康，目前更能像正常人般活動自如，令醫生嘖嘖稱奇。 

 

欲知詳情，請留意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