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2 月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6 年 2 月 5 日（ 農曆年初八）下午三時，齊家運動一眾百多人齊集
在聖瑪利中學雨操場，進行團拜。熱身遊戲過後，各組組員以獨特的方式向
參與者拜年，有歌有舞，有猜謎，有攜同愛犬表演，而列修女更即場以「恭
喜你」一曲填上新詞，教大家歌唱。在黃麗萍向大家報告齊家運動各事項
後 ， 各個 新 組， 如水邊圍組、男子組及青少年組都作出自我介紹，跟著是齊家爺爺
訓話，恩神父勸勉大家要把握機會，天主叩門時，我們要立即回應，若不回應，就會
錯過天主給予的機會。最後是齊分享，想不到每組帶一款食物是如此豐富，擺滿了六
張長檯，壽司、沙律、炒粉麵、勁辣魚蛋、各式鹵味…豐富得不得了，真感謝大家的
慷慨。有關是次活動之照片可到 http://family.dolf.org.hk/瀏覽。
今期「神父的話」恩神父再提醒齊家成員齊家運動的宗旨和精神！
「為母為師」何太講述她母親為她所鋪的路，你又如何為子女鋪路
呢？看看能否觸起你的共鳴！

「 聖 人 介 紹」 則 介紹教 會 內 的 一位 大 聖師， 聖 濟利祿； 而 「百家 姓 」 則
介紹現今中國第四大姓「劉」。
今期家書是真真正正的家書，因為有很多組投稿，與大家分享活動與
感受，繼有水邊圍組、聖十字架堂組及馬鞍山聖方濟堂齊家一組。
希望下期他們能繼續投稿，或有其他組投稿，多謝。稿件請於四月前
電郵 hoagnes l i @hot m ai l .com 。
復活節假期（4 月 16 至 19 日）之親子山區體驗團，截止報名日期為 3 月 6
日，請速致電 25603804 賴煜清先生或電郵 hoagn es l i @hot m ai l .com 何太報名。
多謝廣源齊家組捐出五百大元以支助齊家家書的刊印。

親愛的齊家組員：
新年新開始，但不知怎的，我很想在這一時刻再次提醒大家齊家運
動的宗旨是為建立基督徒的信仰家庭團體，並以夫婦實踐婚姻及培育
子女信仰的許諾為中心。
農曆年初八，齊家運動團拜那天，我看到組員們老老少少，共聚一
堂。孩子們活潑可愛，青少年主動活躍，我更收到有些組員快要榮升祖父
母級的訊息，我更感到全家人一起培育子女信仰的重要。在一些信仰不自
由的地方，信仰的傳遞就只有家人了。許多時聽到內地年青教友的分享，
他們的信仰是從祖父母處得來，甚至是祖父母給他們授洗呢！孩子的信仰
培育最好是由胎教開始，全家人一起祈禱，一起參與彌撒，一起行善功，
我相信吵罵也會少很多吧！記得耶穌曾提醒我們，「你的財寶在那裡，你
的心也在那裡。」若我們時常記著齊家運動的宗旨和精神，你必會為孩子
的信仰培育而努力。我知有些父母正擔心自己的青少年子女因外來的誘惑
眾多而喪失信仰；我請你安心罷，你播種的，必有所收成，除非是未有播
種罷！請忍耐及耐心為他們祈禱，終有一天，他們信仰之花必會開花結
果，請勿揠苗助長。
不知你有否發覺，近年許多售旗籌款活動，都有許多弱智、弱能及
傷殘人士參與，他們的親友或在旁扶助、或推著輪椅，積極地參與公益活
動，大家都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被視為「弱」的也能學習投身社會，現在
及將來也能為社會出一番力。同樣，我亦希望你們積極鼓勵孩子參與教會
活動或齊家運動的活動，如齊家青少年組的聚會和活動、將會在復活假期
舉辦的親子山區體驗團、及在暑假舉辦的小修士營，這些活動均有助培育
貴子女的信仰，並為他們建立信仰的團契，找尋他們信仰生活的伴行者。
學業成績並不等如一切，心靈的富足是強而有勁的推動力，讓孩子們尋到
生命的真正目標，他們自會主動積極，發揮天主給他們獨特的一份。因
此，我再三邀請組員們認清目標，把握齊家運動的宗旨，實踐你們婚姻及
培育子女信仰的許諾，建立基督徒的信仰家庭團體。

天主保佑！

恩保德
2006 年 2 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何李麗珍

鋪路
每年小一、小六選校時期，我都收到不少電話，有些是朋友打來的，
有些甚至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打來的，查詢有關選校的問題，當中不乏家長
的擔心及憂慮，還有一些會自責自己做得不夠，沒及早為孩子鋪路。
家母是個目不識丁的主婦，在日治時期，她得到法國醫院（現聖德肋
撒醫院）的一位醫生修女的照料，得以平安誕下孩子。自此以後，這位修女
成了我母親的好友，我們的家庭醫生，我們尊敬的一位長者。
我們小時候，母親盡力安排我們到天主教學校讀書，星期日吩咐哥哥
帶我們到聖堂，母親完全不知道學道理、領洗是甚麼一回事，總之她認為去
聖堂的人不會學壞，她不想我們壞，所以就要去聖堂。
家父是家中的獨子，祖父母早已去世，因此，家中的神主牌就是由我
媽一人照顧，她就是老老實實的每天早晚上香，我們就是乖乖的主日去聖
堂，就是這習慣，小學時的我，問准母親，就領洗入教。
直至老父病危，我徵得他同意，請神父替他付洗後，母親便立即把所
有神主牌、地主、灶君等神位安頓，自己到修女那裡學道理，而那時的她，
已罹患老人痴呆症，修女說其實她甚麼都聽不下，不過，她就是這樣乖乖的
每星期六都到修女處聽道理，領洗入教。
家母沒能力教我讀書識字，幫我爭取高成績，她卻為我鋪出一條最好
的路 － 信仰之路，讓我認識生命，活出生命。她更為我立下最佳的榜樣，為
母的榜樣，她的盡責、盡忠、忍耐、儉樸…等等美德為我是最好的教導，比
任何言教來得有力。她雖是目不識丁，但母親是我心目中最聰明的女子，她
從不打理我們的功課，但在我們做功課時，她必在我們附近一聲不響的熨
衣、折菜，做家務。她從不教我們如何如何做，但她所做的美味菜餚、熨的
筆直衣衫，就讓我垂涎欲學，懂得「偷師」（用眼睛在旁靜靜的學習）。她
讓我看到做事的條理，事情要做得快捷而又有效果。她從不與人爭吵（父親
也是如此），因此我看到他們相愛相關數十年，亦教我夫婦相交之道。反觀
現今父母，他們鋪的究竟是怎麼的一條路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取材自戲味人生系列(電影欣賞及講座)
主題：愛是出路．也是歸程
主持：關俊棠神父
主辦：心靈綠洲 – 個人成長及危機處理中心

“愛裡有誤區”
愛裡有誤區”
愛一個人….
要了解，也要開解；
要道歉，也要道謝；
要認錯，也要改錯；
要體貼，也要體諒；
要接受，而不是忍受；
是寬容，而不是縱容；
是支持，而不是支配；
是慰問，而不是質問；
是傾訴，而不是控訴；
是難忘，而不是遺忘；
是彼此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
是為對方默默祈求，而不是向對方諸多要求；
可以浪漫，但不要浪費；
可以隨時牽手，但不要隨便分手；
以上的都做到了，即使不再愛一個人，
也只有懷念，而不會懷恨。

（Peter Chan – 水邊圍小組成員曾參加以下的講座，他與我們分享其中最精彩的
“愛裡有誤區”，本人覺得是夫婦相處之道的金句，非常值得與各組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Cyril

（濟利祿，施略，啟廉）（希臘文，意指「有貴族氣派」）

(1) 耶路撒冷的聖濟利祿（ST CYRIL OF JERUSALEM）
約生於公元三一六年，卒於三八六年，為總主教，也是教會聖師之一，是對抗
亞略主義的一個強大堡壘。
瞻禮：三月十八日
(2) 亞歷山大的聖濟利祿（ST CYRIL OF ALEXANDRIA）
教會聖師，原籍埃及，公元四一二年為亞歷山大教長。他是對抗異教及納斯鐸
異端的積極分子，熱誠捍衛信仰。他被納斯鐸主義陰謀所害，曾入獄一個時
期，不久獲釋。公元四四四年死於亞歷山大。
瞻禮：六月二十七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劉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現今是我國的第四大姓

劉姓的起源有三：
1. 源出於祁姓。相傳帝堯姓伊祁，他的子孫有一支以祁為姓，被封在劉國(河
北唐縣)，後代稱劉氏。
2. 源出於杜姓。杜伯的孫子士會在晉國任士師，晉襄公死後，士會去秦國接
公子雍回國繼位，因晉國國內有變故而留在秦國，其後世取姓劉(即“留”
之意)。
3. 源出於姬姓。春秋時，周匡王封小兒子王季於劉邑(河南偃師縣南)，號劉康
公，後代也稱劉氏。劉姓曆史上望族很多。彭城劉隗家族、南陽劉瑾家
族、諸城劉墉家族在中國曆史上舉足輕重。至於開劈大漢帝國的沛縣劉邦
家族就更不用說了。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劉氏你帝 400 多年;三國時劉備
建立蜀漢，兩代稱帝 43 年;南北朝劉裕建立宋，曆時 60 年;元末劉伯溫輔佐
朱元璋建立明朝，統一中國 276 年。可見劉氏善於建基立業。

齊家活動報告
05 年明愛賣物會後報告

聖十字架堂組

05 年的一屆明愛賣物會於十月三十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這次“齊家運動”攤位
是由我們聖十字架堂小組負責，工作包括攤位佈置及銷售交來禮品。
我們向上一屆太古城組請教， 因為他們是負責上一屆活動，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很多
寶貴意見。另外， 我們亦邀請其他組別組員在那天到攤位幫忙。 在鳴謝表中， 我
們一一列出，並向他們致萬二分感謝。
在活動前約一個月，我們開了兩，三次會， 擬定計劃。 不過，仍感戰戰競競， 抱
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
記得當天上午十時左右開始“營業”。 由於交來的禮物沒有來價，所以訂價完全靠
“直覺” 及“斷估”。 十一時左右，部分禮品有人大手“掃貨”， 有組員提出加
價，壓抑銷量。 另外，部分組員離開攤位，走到攤位前“推销”， 結果帶來不少
生意。
十二時左右， 差不多頭一輪禮品賣了九成， 我們派人往主席台多取八箱禮品， 那
裡的姚姑娘對我們說，不要賣得太便宜，因為禮品已經開始不夠分派了。上午一時
左右，我們向大會先交了一千圓賣得的貨款。
下午情況更盛。那些禮品包羅萬有。有些連我們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卻竟然有人出
高價購買。 還有更奇怪的是，附近“臨恩”攤位和“高主教中學”攤位，他們的
貨品和我們賣的差不多，有些甚至是一樣的，他們的賣價訂得低過我們，我們竟然
照樣全部售罄。截數時，我們全日賣得五千多圓貨款。真是萬萬估不到﹗
以下鳴謝表，是我們向參加組別及組員致謝，多謝他們的參與及幫忙。
1 聖十字架組全體組員： 其中葉生提供運輸車輛，工具及佈置材料
陳生也提供汽車作運輸之用
2 露德聖母堂 Shirley 及其家人。
3 聖家堂黃國忠先生及組員
4 太古城組 Rosa 及 Margaret
5 聖猶達堂組員
6 聖斯德望堂組員
7 藍田聖愛德華堂李先生及兒子
8 所有其他臨時出席協助的組員

各位組員可看到我組葉生全情投入佈置攤位的神情及當日主教到場時的情況。
多謝：廣源齊家組捐款５００元作為資助家書，謹此致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小組活動報告
馬鞍山聖方濟堂齊家一
馬鞍山聖方濟堂齊家一組
家庭旅行團實錄
二零零五年冬初，我們曾籌劃了一次全組郊外旅行，事前我們需要商量一個老少
適合的郊遊地點 (可推 BB 車)、起程時間、集合地方、乾糧物資…等。由於組內有一
個家庭 (Rose & Jimmy)，平日都經常性去「行山」，因此我們都十分樂意地讓這家庭
提出意見，並給時間他們稍後通知大家。
怎料，我們後來收到由 Rose 發出的一個 email，內容如實刊出：
---------------------------------------------------------各位組員，
我們的行山郊遊地點是城門水塘， 出發時間大約是九時。
我們會乘坐九巴 40X 在可風中學下車， 步行上城門水塘起步，路程行多少到時再看
大家興志。
出發 : 大家約在九時在各自的 40X 巴士站等 Ann 的電話，Ann 開車就會 call 我地，
話我地知巴士車牌。
Ann 會在烏溪沙總站上車, Wilson 會在馬鞍山警署附近車站上車，Terence 會在新港城
站上車， Rose & Eva 會在福安花園 (電力公司)站上車。
Katy 可乘 278X 於城門隧道轉車站後的下一個站可風中學下車，我們會大約在 9:45
am 前到可風中學車站。 Katy 可參考九巴 http://www.kmb.hk 看看方便合適之上車站 及
預行車時間。
請大家預備 :

水, 午餐乾糧，防曬用品(太陽帽，雨傘或太陽油)，蚊怕用品， T-shirt 多带一件(出了
汗也可換)，抺汗毛巾， 也可推 BB 車的。
本星期五晚再電話聯絡大家。
Rose
----------------------------------------------------------

我們各人透過以上如此週全的「專業」意見，當日整個旅程都如期進行，尤其組員集
合的時間 (真準時) 、地點(好準確) 、物資(大家好聴話) …簡直就在阿 Rose 的掌握之
中。我們行了四個小時，雖然不算長，對於有攜同年幼小朋友的組員付出的精力/體力
是多的。中午時，大家一起分享所準備的食物樂也融融！
各個家庭參加完這日的旅程有以下的回應 －
天氣的好, 乘車的順暢， 大自然的美，小朋友的活力參與， 大朋友的耐心照顧， 真
的要再一次感謝天主，由出發至回家都十分順利 (除了阿 Ann 的最後小插曲)。由計劃
的行程至回程後的下午茶， 六個家庭合共二十人的參與，大家都一一接上， 我很多
謝大家的信賴及支持，得以完成這次愉快的旅程。
Rose
由於 Ann 的被動及貪心，為我們近乎完美的旅程加添了一段小插曲！(下一段詳述) 社
エ Katy 的邀請 Ann，從未試過如此爽快地答應作活動的結束祈禱，亦興幸她的貪心於
結束祈禱時，除感謝天父賜給了我們美好的一天外，更貪得無厭地再次祈求天父，繼
續保守我們享用一頓開心及豐富的下午茶呢！
結束祈禱後，正當大家準備取八達通卡，乘車回馬鞍山時，Ann 才驚覺自己的背囊，仍
留在行山徑的公廁旁！(內有充滿汗臭味的衣服、身份証、八達通、小量現金和手提電
話) 於是我們一家四口，就立即與各人分手回山上尋找。「你們求心要給你們；你們找
必要找著..。」(路 11:9-10) 正當惶恐之際要車有車...(小巴司機竟然還自動減價)！ 雖然
車程只是數分鐘我們卻像熱窩上的螞蟻不停的向天父祈求..由離開至重回該公廁相隔差
不多有 20 分鐘的步行路程；阿 Ann 的背囊竟然原封不動、奇蹟的在那公廁旁之石壆上
等著我們回來帶它回家呢！「...凡求的就必得到。」 (路 11:10)多謝仁慈的天父垂聽我們
的禱告！喜悅的心情簡直難以形容！最後我們與其他家庭再遇一行 20 人到了馬鞍山享
用了一頓「十分」開懷的下午茶！
Ringo (阿 Ann 丈夫)
我們團裡小朋友年齡的差別也頗大，由中學二年級到二歲不等，共九名子女同行，但
每位小朋友的表現都相當興奮。他們由開始到結束都經常站在大隊的前排 (似是領隊
團)，他們拿着對講機與其他組員報告前行的情况，表現像大人似的令我們啼笑皆非。
最值得安慰的是他們都懂得與人和睦共處，互相照顧，發輝天主愛人的精神。 Ida
我已有十多年沒有行山了，既興奮又擔心，擔心是因為不知道自己剛痊癒的腳
患，可否能支持整天的行程，而且還帶同兩個小女兒一起前往。她們都是第一次參加
此類有益身心的活動，而細女更開心，因為差不多全程是坐在嬰兒車上，一邊食東西
一邊欣賞美麗的風景。最慘是我和丈夫 Wilson，背起裝滿了水及食物的背囊，輪流的
推或抬她上山下山，沿途亦停亦趨！我沒有好好的欣賞沿途的美景，只在擔心腳患會
否再來？！感謝主的帶領及保護，轉迅間我們完全了整個旅程，亦同時顯示了我的腳
患真的完全康復。真的期望 Rose 再次組織行山之旅，讓我可真的享受其中樂趣，因為
只要相信有主的帶領，就不必擔心其他因素了。
E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