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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月，爲了籌備齊家的暑期活動及接待山西教友家庭到港交流等事情，大

家都忙得不可開交；可是，在這段忙碌的日子中，大家都感受到上主的臨在，衪大

能的手不斷在工作；特別在交流期間，參與是次活動的組員和社工、國內的家庭都

經歷了一次聖神降臨的洗禮。今期家書，主要是報導是次活動的詳情，參與者的反

應，好讓未有參與的組員也能分享其中的收穫。藉今次活動的刺激，亦萌生出齊家

運動的新芽，願望這新芽在主的眷顧下長大，爲祖國社會的安定，下一代健康的成

長，作出貢獻。請留意齊家的未來動向。因是次稿件衆多，部份投稿將於下期登

出。歡迎繼續投稿，稿件請於十月下旬前電郵 hoagnesl i@hotmai l .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齊家運動及國內家庭交流會活動詳情齊家運動及國內家庭交流會活動詳情齊家運動及國內家庭交流會活動詳情齊家運動及國內家庭交流會活動詳情 

 

19/8  上午 8 時齊家組員及社工到深圳迎接從北京、太原、宜昌等地來港的七個家

庭及一位神父（全團共二十二人）  

下午 4 時在西灣河協青社思高中心舉行祈禱及歡迎聚會  

晚上 7 時 30 分在思高中心舉行研討會，主題：社會價值對婚姻及家庭的衝擊  

講者：恩保德神父、太原張晉卿神父及明愛社工主任陳美霞小姐  

 

20/8   早上到香港仔聖伯多祿堂參與主日彌撒及探訪堂區，該堂教友熱情款待及安

排午膳  

        下午回思高中心舉行第二輪研討會，主題：平信徒在禮儀及福傳的重要性  

講者：恩保德神父，並由國內家庭及齊家組員代表作分享；會後舉行派遣禮  

晚上在珍寶海鮮舫筵開七席，歡聚一堂；宴罷，往山頂觀夜景。  

 

21/8  早上介紹齊家運動精神及聚會形式  

         下午探訪伉儷同行協進會、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主教座堂、明愛社

會工作服務、公教婚姻輔導會。探訪完畢，組員接待國內家庭回家住宿，分

享香港家庭生活  

 

22/8  早上探訪傷健牧民中心、喜樂生命、明愛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男士

成長中心、心理及精神健康輔導計劃及曉暉計劃  

         下午真情地分享交流會的得著  

 

23/8    自由活動，晚上難舍難離，相約國內會面  

 

2006 年年年年 9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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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齊家組員：  

 

齊家運動於 2006 年 8 月 19 至 23 日款待國內教友家庭的活動，在天主的助

佑下，未能結束。是次活動不但加強香港及國內家庭的彼此認識，增進雙方的瞭

解，更表達出普世教會的共融。雖然語言上的溝通是有一點點的障礙，但在聖神的

光照下，不單國內教友明白齊家運動的精神，連我們的組員也更清晰自己的聖召！

我實在感謝天主的好安排，國內的教友對齊家運動極感興趣，在研討會中，甚或在

臨別時，他們都向我表示齊家運動實在適合在國內的環境推展，讓他們在自己的婚

姻及家庭生活中，自我培訓，與其他家庭聯合在一起，彼此支援鼓勵，發揮世鹽地

光的作用，以此默默的見證，達致福傳的效果。  

 

此次交流，爲齊家運動來說，實在是一支強心針，想不到我們十多年的嘗

試，十多年的耕耘，有著天主的特殊計劃。現在，我希望齊家運動的組員在信仰上

更能努力，更爲成熟，好抱有外方傳教士的精神，爲中國教會及國內教友不斷祈

禱；我更希望組員夫婦能抽出時間，回國探訪這些教友及他們的家庭團體，給予他

們更多的支援及分享。曾參與是次活動的社工及組員們，我希望你們重燃的火不

滅，開始籌辦更多的培訓活動，爲香港的家庭作更好的準備，以爲國內的家庭服

務，爲中國社會作出貢獻。現時，我們已計劃開辦普通話學習班及設專人定期聯絡

國內教友家庭。何太亦將於十月中上京探訪。  

 

在是次活動中，國內的家庭及齊家運動已決定每月的首主日，在晚上七時至

十一時之間，抽出十分鐘時間，爲中國所有公教家庭祈禱，請各組員積極參與。十

月份的首主日是 10 月 1 日國慶節，大家一齊爲祖國祈禱更具意義，請大家互相提

點，以便執行。天主保佑！  

恩保德  

2006 年 9 月   

 

 

 

 

 

 

 

 

 

 

 

 

 

 

 

 

中港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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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根與插枝植根與插枝植根與插枝植根與插枝                                  何李麗珍  

 

還記得到馬來西亞旅行的時候，見過一株根植于井旁的老樹，因年代久遠，

除根以外，老樹只剩下一塊樹皮，樹幹也沒了；可是，因爲井水好，根也生得深，

吸到好水，老樹就在樹皮上長出新枝嫩葉，偉爲奇觀。  

 

今次與國內這班教友相聚，我真感到他們信仰的深度。雖然環境是多麽的困

難，就如他們所說，他們是「少數民族」，被人認爲是「怪怪的」；但他們自小受

著父母的熏陶，持久地被父母堅穩的信仰而感動，他們就是連樹幹也沒了的老樹皮

所衍生的新枝，根深柢固，吸著活水清泉，主耶穌不斷以活水滋養他們，使他們能

堅守信仰。再看他們的果，幾個未足十歲的小孩，天真瀾漫，但在參與祈禱及彌撒

時，那種虔敬的態度，對答經文時的用心，實在「刺激」我去反觀自己，自覺如一

根插枝，雖受到適切的處理，幾多的肥土滋潤，可是，根仍未長。在齊家運動中十

數年，以爲對「齊家」精神甚是瞭解；但他們在這數天的研習中，在仿真的齊家小

組聚會中，已表現出他們對齊家運動的瞭解與熱愛，並視之爲他們在默默的平凡生

活見證中的福傳工具（請欣賞他們回家後寫來的感受）。我想自己在加入「齊家」

初期，注意力不過是放在如何改善自己的婚姻生活，使自己好過些罷！  

 

天主派遣這班國內的兄弟姊妹到港來，著實給齊家運動莫大的鼓舞；他們是

天主的使者，告訴我們齊家運動的新使命，到國內去鼓勵家庭，堅守婚姻盟約，並

由自己的家庭開始，與其他家庭一起，互相鼓勵支援，探討婚姻家庭更深層的意

義，活出愛的喜訊，以展示我們信仰的訊息，以家庭單位起地鹽世光的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香港歸來香港歸來香港歸來香港歸來                    山西太原教友：付林生   方莉     

 

打開房門，是丈夫忙碌的身影，從廚房到客廳，從陽臺到門口，拎書包、拿

鞋子、脫外套……，彌漫著的飯香誘惑著女兒一馬沖前，“洗手再吃飯！知道

了”，“今天怎麽樣？——囉嗦死了！”類似的嘮叨也開始快樂地迴旋起來，我注

視著這個平凡的丈夫，享受他嘮叨的關心，不時地參與著他們父女的口舌大戰，感

受這小蝸居的雜亂和溫馨，喧鬧和快樂，幸福的味道在桔黃的燈下一層層的蕩

漾……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生活，從香港歸來後依舊的平凡、瑣碎，卻有了不一樣的喜樂和

感恩。齊家運動的精神像一縷春風，掃除了寄居在我們家冬日的陰霾，讓我們學會

用全新的目光去關注對方；讓我們用全新的心情，去體諒對方，用全新的感受去欣

賞對方。香港之行的點點滴滴，成爲了一種力量，支援著我們，讓我們學會開始在

平凡的生活中回味反省，去聆聽接納，去等待承行。  

 

感謝天主賜給的特別禮物，讓我們開始享受平凡婚姻中的真實喜樂和祝福，也特別

感謝明愛的每位老師，你們快樂的笑聲，燦爛的笑容，認真的態度，帶給我們一種

新的方向，也帶出了在主內所獨有的喜樂，特別謝謝由你們而來的祝福，也讓我們

在主內彼此祈禱，有句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願我們成爲這幸福的星火，把

齊家運動的祝福帶給更多的家庭，願主降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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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感受感受感受““““齊家運動齊家運動齊家運動齊家運動””””          山西太原教友：趙韞川  

 

首先感謝香港明愛組織爲我們提供這樣一個交流學習的機會，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天

時間，卻使我受益匪淺，以下是我個人的一些感觸：  

 

1 .    作爲一個即將結婚的人來說，沒有婚姻生活的經歷，因此家庭之間遇到的種種

問題我們還沒有切身的感受，和男朋友聽一起分享了恩神父對齊家運動的講

解，以及齊家小組的生活交流，爲我們在今後的生活中能夠組建更幸福美滿的

家庭，提供了許多經驗。  

 

2 .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隨著社會的經濟化程度越來越高，工作壓力的增大，夫妻

之間溝通越來越少，致使婚外情以及單親家庭增多，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

間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齊家運動則是以強化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關

係，以信仰爲根基的團體，使大家學會互相尊重，彼此接納，這個活動在我們

中間開展已勢在必行。  

 

3 .    在傷健中心明供聖體時，每個家庭緊緊圍坐在一起，在黃修女的主持下接受主

的恩寵，使我二人真正感受心與心的交流，感受主愛的偉大。大家完全沈浸在

那種感人的氣氛當中 ,神聖的力量將通過每個人傳遞出來。  

 

在今後的生活中，我們要彼此接納，彼此信任，彼此尊重，寬恕對方，時時反省自

己的不足，在主的愛內共建和諧美滿的家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張利清    王翠英    張璐  

 

我們已於 8 月 25 日晚上 7 點到達太原機場。在這短短的幾天中我感受很深，

我們瞭解了齊家運動的歷史，知道了齊家運動的性質和目的，特別是在分享中，我

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知識。黃老師，幾天的時間您很費心，你一直陪伴我們，起早搭

黑，很晚才能入睡，您對我們的關懷無微不至，我們全家人都衷心的感謝你！  

  

香港是一個很美的國際大都市，幾天的行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最讓

我們難忘的是你們這些無私奉獻的人們。你們不計較得失，爲我們忙碌服務，真使

人感激不盡。現在座在家裏回想當時，那動人的場面歷歷在目，我們真得感受到這

是一個愛的大家庭，是一個團結的、和善的、互助的組織，是天主愛的彰顯，我們

深深地沈靜在一種愛的氛圍中。  

 

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感謝天主，給我們這樣一個學習的機會，感謝聖母媽媽的助

佑，使我們在這幾天的行程中平安順利，也感謝黃老師和你們所有的香港弟兄姐妹

們，我們一定努力把齊家的精神發揚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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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觸感觸感觸感觸““““齊家齊家齊家齊家””””                  山西太原教友：陳超  

 

作爲未婚青年與女朋友有幸參加“齊家運動”，相對於同去的內地家庭我們

的感受是另一種層面，對將要面臨的家庭難題有了解決的道路，把困難從源頭就開

始解決。  

 

這是天主對我倆的厚愛，在漸要步入婚姻前送給我們一份最好的禮物。也給

我倆組建家庭，以及婚後生活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面對現今社會種種誘惑和

壓力，作爲社會組成的基本元素 ---家庭，面臨著外界一系列的考驗。作爲教友家

庭、天主的兒女，我們要堅定個人的信仰，通過信仰組建起幸福的家庭，牢固婚姻

生活。  

 

與女朋友在主愛內我們相愛，並成爲一名基督徒。因爲沒有步入婚姻，缺少

家庭責任的感受，也許我們也會和大多家庭一樣要經歷一些感情的磨煉和考驗。能

在此時參加了“齊家運動”，明確了我們的婚姻價值觀，也正是這次活動使我們的

感情、我們的信仰更加堅定。我們兩個人是一對幸運兒，倍受主的寵愛，他對我們

的苦心安排，不僅僅是要給予我們幸福更重要的是把天主對我們婚姻家庭的關愛傳

遞給更多的家庭。  

 

四天的“齊家運動”我每天都有著不同的感動，感受社會價值對婚姻的家庭

的衝擊，感受小組活動對家庭生活的分享和對大陸教友家庭的關心，感受傷健牧民

中心拜聖體時信仰的力量使我們熱淚盈眶的感人場景，感受接待家庭的熱忱招待，

感受主愛的偉大，他神聖的力量，在感染著我們每個人。  

 

沐浴在主愛內，更有像恩保德神父、黃麗屏老師以及那些爲教友家庭默默奉

獻的教友在爲我們的家庭努力，我們有理由說自己不幸福嗎。我們定要秉承“齊家

運動”的宗旨，發揚“齊家運動”的精神，讓“齊家運動”組織在我們身邊發展起

來，爲更多的教友家庭傳遞主愛的偉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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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    玫瑰月之由來玫瑰月之由來玫瑰月之由來玫瑰月之由來    

    
     十六世紀土耳其極爲強盛，在地中海擁有龐大的海軍艦隊，企圖橫掃歐洲，

消滅基督文化。當時的教宗庇護第五乃號召聯軍禦敵，以保全聖教文化及生命之塗

炭。但參加作戰的聯軍艦隊力量薄弱，與敵人勢力懸殊。教宗只有呼求天上的母親

助佑了，故而通令教會恭念玫瑰經，以求得勝利。十月七日清晨，雙方艦隊在達勒

邦太海峽會戰。戰爭開始前，聯軍曾熱心恭念了三小時的玫瑰經。戰爭時，原來有

利土耳其艦隊的大風，忽然轉向變爲有利聯軍了。雙方激戰，聯軍終於以若勝強，

教宗深信此次勝利乃念玫瑰經的效力。故定十月七日爲聖母玫瑰瞻禮，特以玫瑰經

恭敬聖母。以後聖教會把這敬禮推廣，於是十月成了玫瑰聖母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聖母曾在太原顯現聖母曾在太原顯現聖母曾在太原顯現聖母曾在太原顯現 

 

8 月 20 日晚上，齊家一衆組員在珍寶海鮮舫設宴款待國內朋友；席間，張晉

卿神父爲我們介紹太原，最吸引大家的就是聖母在太原顯現的事迹。  

 

聖母曾在太原顯現給一個女孩，要求她告訴教友，並在顯現的地方建一聖

堂。女孩回去告訴大家；可是教友們說：「聖母會顯現給你這樣醜陋的東西嗎？」  

 

翌日，聖母又在山上顯現給女孩；在聽到女孩的遭遇後，聖母就吩咐女孩用

腳下的一潭雨水洗洗臉，然後回去再要求大家。  

 

女孩回去以後，大家都信了，因爲這時的女孩已變得美麗可人。他們於是檢

拾一切，同心合力的把需用材料搬到山上去。  

 

第二天大清早，衆人爬到山上來的時候，發現材料不見了；大家便四出尋

找，結果發現材料完整的鋪排在幾個山頭後。他們知道聖母已選定了建堂的地址，

就在那裏動工興建聖堂，而他們亦把聖母曾站在其上顯現給女童的那塊石頭用作聖

堂的祭台。可惜，在文革時期，那祭台被破壞了。  

 

我們可敬可愛的天上慈母，仍不斷地眷顧著她的子女，借著不同的方式，引

領他們走向天主。十月是聖母玫瑰月，願望齊家組員與家庭各成員能在家中恭念玫

瑰經敬禮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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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士營後感小修士營後感小修士營後感小修士營後感 

 

原來沒有電視和冷氣的日子，我們亦能快樂地生活。  

 

從沒有看過這麽多星星。  

 

摸黑在山路上行走，一點也不可怕，因爲我們信。  

 

與蜘蛛、四腳蛇等小動物同眠，起初真有點怕，但我學會了克服和懂得。  

 

想不到神父也可用玩魔術和吹簫來講神修。  

 

從不自然到自然的鍛煉是成功的要素。  

 

 

 

 

 

 

 

 

 

 

 

 

 

 

 

 

 

 

 

 

        小修士營後大合照（大嶼山聖母神樂院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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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活動簡介齊家活動簡介齊家活動簡介齊家活動簡介 

 

1. 明愛賣物會：本年度齊家運動將參與明愛之九龍賣物會 

                              日期：2006年 11月 5日 

                              地點：九龍界限街花墟球場 

                              有意協助是次齊家攤位工作之小組或組員請與聖家組黃國忠兄弟聯絡： 

                               電話：90872272 

 

 

2. 齊家日：本年之齊家日將於 2006年 12月 26日舉行，特早通知，方便各組組員預早安排   

假期時間，以便參與    

  是次主題：青年乃家庭之希望 

                      家庭乃世界的希望 

該主題有承先啓後之意，承接亞青之主題：青年，亞洲家庭的希望；延伸至明年

的家庭年。慶祝家庭年爲齊家運動來說，意義實在巨大，因此請各組留意日後公

佈，積極參與 

 

 

3. 齊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齊家運動定於每月的首主日晚上七時至十一時期間，組員家庭   

抽出若十分鐘時間，以自選形式，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亦可

邀請其他教友加入此一行動 

 

 

4. 公教婚姻輔導會與喜樂生命定在單月的第二個星期四下午 6：15-7：00於香港中環幹諾

道中十五至十八號大昌大廈四樓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公教進行社）舉行關懷生命感恩聖

祭，歡迎熱愛生命的齊家組員參加 

 

 

5. 齊家運動將籌劃于明年八月前往太原朝聖，有意參加之組員，請預早訂定自己的計劃，

如儲備一家人的使費、假期之安排等。 

 

 

6. 爲幫助組員能以流利的普通話交流，現正籌備普通話學習班，由耶穌會修士義務執教，

上課日期爲星期六下午，有意參加之組員請與何太聯絡 93639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