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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親雖然死了他的父親雖然死了他的父親雖然死了他的父親雖然死了，，，，卻像沒有死一樣卻像沒有死一樣卻像沒有死一樣卻像沒有死一樣，，，，因為他留下了一個相似自己的人因為他留下了一個相似自己的人因為他留下了一個相似自己的人因為他留下了一個相似自己的人。」。」。」。」（德 30：4） 

 

現今大多數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非常緊張。由小到大，萬事為他們鋪排；事無

大小，都為子女操心。子女一日一日長大，這種緊張的「管教」心理依然持續不斷，

事事怕他們出錯，時時都想把孩子抱緊，甚或連他們的男朋友和女朋友，甚至兒媳女

婿也要他管和教。 

 

人的相處貴乎尊重。雖然子女年少時，你可以你的方法去幫助他成長；但當他們

日漸長大，他就越來越成為一個「人」，一個值得你尊重、愛護和欣賞的人。因為他們

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一個肖似你，但不屬於你的人。你多年對他們的管教，你

對他們的影響，都會從你的子女身上多多少少的反映出來。若自小至大，你也有用心

的培育他們的話，你應對他們滿有信心，把他們交託給天主，讓他們完成天主在他們

身上訂定的計劃，不是你的計劃。 

 

有些第一代的齊家組員，他們的子女許多已屆成年，就讓我們這班父母一齊為孩

子的成長感恩，為我們身伴多了一班知己良朋而感恩；亦讓我們能懂得謙卑自下，接

受子女的勸慰和幫助而同聲祈禱。 

 

歡迎繼續投稿，稿件請於十一月上旬前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nica (莫尼加，曼妮) 

聖莫尼加，生於西元三三二年，是教會偉大的聖人聖奧思定的母親。由於她不斷的祈

禱，聖奧思定終於被聖盎博歸化，脫離以往的錯誤與大罪，重歸天主。聖奧思定說，

她為他的皈依所流的淚，比任何母親為逝世的孩子所流的更多。她與兒子及他那些歸

化的朋友，從非洲來到義大利，但因為思鄉而在羅馬一個港口奧士地亞病倒，並在此

逝世（387年）。聖奧思定在他的名著《懺悔錄》中，對她的逝世，有非常感人的記載。 

 

瞻禮：八月二十七日 

2007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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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親愛的齊家組員： 

 

離港三個月，曾到訪美加等地及回鄉小住。每次回到故居，我小時居住的地方，

都有很多感想。現在，這個家已變成一個收留嚴重病弱兒童的療養院。為紀念我偉大

的母親，我把這療養院命名為「安娜祖母之家」。這個「家」現在收容了不同種族、不

同宗教的病童，為方便照顧，他們的家人都來了。羅馬尼亞人、伊拉克人、南斯拉夫

人…天主教的、回教的、東正教的、東方天主教會的都住進這裡。雖然種族、文化、

宗教、習慣都各有不同，但他們的最大共同點就是要面對子女的病苦，所謂同病相憐，

他們需要彼此扶持和安慰；還有，他們在這裡受到歡迎和款待，營造了和諧、溫暖和

舒服的氣氛。 

 

這次回家，剛好遇到一位南斯拉夫女孩，她曾在安娜祖母之家養病；病癒後，回

鄉去了。今次她回來是因為她將出嫁，她要把這喜事告訴安娜祖母之家仝人；她告訴

我，這裡是她的家，她希望「家人」也能分享她人生大事的喜樂。另一名從科索夫來

的孤兒，他罹患血癌，在安娜祖母之家已住上十年了。現在他在義大利讀書，趁著暑

假，也回到這個「家」來探望親人。 

 

此外，還有一個相當動人的故事，我也想跟你們，我的「家人」分享。義大利人

對羅馬尼亞人有著很多歧見，甚至達到憎恨的程度。在我的村子裡，住著一名胖胖的

老婆婆。她有一個兒子。某日，她在街上遇見兩個到處討飯吃的羅馬尼亞青年，她便

帶他們回家請他們吃飯。他的兒子極為憤怒，罵她、警告她別惹麻煩。可是，這老婦

不顧一切，還把他們收留下來，一住就這麼多年了。她待他們親如己出，他們亦侍親

以孝，兒子好端端的多了兩名兄弟。。。現在，一「家」人樂也融融。 

 

人若懂得放下，以愛相待，那是多麼悅樂的事呢！ 

 

當我要離開安娜祖母之家前夕，這個不同種族、文化、宗教、語言和習慣的「家

人」以他們不同的方式為我表演，更奉上不同的食物。我心感謝上主，我欣賞這不同

中的美。他們因著共同的痛苦而彼此擔待，因著我們的開放、款待，讓大家能彼此分

享。 

香港社會對外族人或外來人有著很多歧見，帶有不歡迎的態度，這樣，只會令我

們變得狹隘、自私、變成井底之蛙，看不到廣闊的天空。我希望香港的家庭也能開放，

學習款待。只有生活的行動，才能讓我們超越歧見，看到廣闊的天地。齊家組員，請

你們率先行動罷！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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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手邊的禮物手邊的禮物手邊的禮物手邊的禮物                           何李麗珍 

一日，在電梯中遇到樓上的太太，她即開口問道：「我的女兒出來做事了，怎樣要她拿

家用呢？父母養了她這麼久，當然應該給家用是嗎？」看她的樣子，她著實非常渴望女兒的

回報啊！ 

 

記得我的嫂嫂跟我說：「我自小甚麼都要搶才有，因為兄弟姊妹實在太多；但在我嫁入

李家之後，我感到很安全，從沒有壓力，老爺從不要求我們甚麼，連坐巴士的小小車費，他

都不讓我們付，我現在才感受到父愛。」  

 

真的，我實在很是幸福。我家雖然不是很富有，老父到死前連手錶也沒有一隻，他也

從不跟我們計較。他常說：「甚麼叫有錢？要用的時候有得用，就是有錢。」在他彌留之際，

他還跟我說：「你們七兄弟姊妹，只有大姐，我沒有供好讀中學，你們要好好待她。」他臨終

前還記掛著自己對子女的不足之處呢！ 

 

我的父親從沒有中國人「養兒防老」這一思想，他深明子女長大要有自己的天地；他

沒有要求家用，沒有下令星期天或節日一定要回家甚麼甚麼，我們的家雖然在不斷增加成員

下依然是那麼團結友好；就算現在老父母已經回歸天鄉，我們依然如是。我們家從不講錢，

卻有的是情。 

 

感謝天主，讓我看到銀幣的兩面。我無法適應那種視子女如搖錢樹的文化，「你的是我

的，我的就是我的」；於是父母子女之間互相算度，爾虞我詐，聚在一起只是飲飲食食、是是

非非和賭，毫無情之可言。 

 

我希望保持我父母的優良傳統；女兒給我家用，我欣然接受；她沒法給的時候我就幫

忙她。每個初出茅廬的人，都希望完成自己某些某些「貪念」，但日子久了，便自自然然會收

手；女兒也是那樣。幸好我有父母作榜樣，不加嘮叨，否則，母女情亦受到影響。 

 

子女只是天主「過你手」的禮物，不是屬於你的。天主把這禮物交你託管，讓你好好

保守他們，好為天主所用。作父母的，不應要求甚麼回報；因為天主也沒有要求你回報。祈

求好天主在你年老時也給你能自給自足，健健康康，不會成為子女的負累。子女成家立室後，

更不應過份要求；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軛要肩負。若你子女的另一半願意照顧你承擔你，你要

千萬分感激，因為他/她亦有他/她自己的父母。 

 

我相信，若我們的子女從小就受過你無條件的愛所感染，他們也會把這無條件的愛傳

送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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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2007200720072007 年澳門朝聖小遊記年澳門朝聖小遊記年澳門朝聖小遊記年澳門朝聖小遊記                                        馬鞍山聖方濟堂齊家小組 

 

       18/8/07-19/8/07 是馬鞍山聖方濟堂齊家小組首次一起往澳門朝聖，事前我們籌備了一

段時間終於起行。我們全團成人及小童共 20人，於 18/8 早上 7:50 am在上環港外線碼頭集合，

(當日起床時間比我平日更早)各人心情興奮地出發。 

 

我們邀請了澳門天主教朝聖服務組一位(甚有經驗)成員李太，她擔任我們這次澳門朝聖之旅的

導賞員。在兩天的行程中，李太協助我們安排首天乘坐冷氣小巴參觀五間教堂，第二天我們

全程步行前往六間。據李太提及，澳門共有二十二間教堂，包括大三巴牌坊(從前是聖保祿教

堂)。我們參觀了其中的十一間教堂 - 聖母雪地殿教堂、主教山小堂、路環聖方濟各聖堂、嘉

謨聖母堂、九澳七苦聖母小堂、主教座堂、大三巴牌坊、玫瑰聖母堂、聖奧斯定堂、聖若瑟

修院聖堂、聖老楞佐堂。每到一間教堂內參觀，李太和我們會在座位內跪下，由一人帶領祈

禱感謝恩典。 

 

在參觀的過程中，李太的帶領及解說內容詳細吸引，不單只成人集中聆聽，更有趣的是部份

小童亦留心地聽取她的講解，且有向李太發問問題。從她豐富的內容裡，讓我們對澳門的天

主教歷史/發展有了基本的認識；而在她的言行上，我們「看見」了上主的派遣，李太正正實

踐著福傳的工作。 

 

行程中，唯一令我們擔心的是其中一位小孩身體不適，精神欠佳且體溫頗高，我們各「盡」

所長，有的協助其父母料理他，有的為他祈禱，有的表現安靜的不騷亂他，有的在他精神一

點時就逗他說笑 …五花八門的方法。最後我們全團成員都一起完成這段朝聖之旅。 

 

過往我曾經三次澳門旅行(兩日一夜)，同行者是同學或是家人，主要是旅遊觀光、飲飲食食等

活動。今次我再踏足澳門的旅程確有不同，收穫多「蘿蘿」，除了認識天主在澳門這四百多年

來的傳教工作與祝福之外，亦欣賞到一位教友(李太)的見証，更難得的是我們這一組成員之間

的相聚共處，成人及子女之間的關懷和照顧，彼此互相協調。那份彼此認識、接納、和諧是

多年來我們積聚而成的，我感到非常好。最後，感欣與平安的旅程是賴天父在我們中間，與

我們同在!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核心小組通告核心小組通告核心小組通告核心小組通告 

齊家日已定於明年 2月 10 日（星期日）舉行，請各組員預留時間出席。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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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齊家篇之陳樞機的祝福齊家篇之陳樞機的祝福齊家篇之陳樞機的祝福齊家篇之陳樞機的祝福      聖十字架堂齊家小組陳麗貞 在五月的覆診中得知棨賢須要在八月做手術，打從心中很不願意他受這個苦；但在醫生仔細的用電腦素描分析後，棨賢也知道手術為他是無可避免的。當他直接說出：「我願意接受挑戰」時，真的很感動又難過。 七月八日教區舉辦了一次「樞機與家庭真情對話」，很榮幸我們被邀請作分享。本來想在手術前靜靜地準備心神，為棨賢的身體作好準備，不打算參加任何活動。但想到能夠得到樞機的祝福，為棨賢可能是一次很好的「心靈」加油機會；就在如斯期望下，我們齊齊參與了這個家庭祝福聚會。  天父的祝福從來都不是令我們不須要面對生活 的苦難，祂的祝福是要我們知道衪的慈愛！  看著棨賢被推入手術室就好像耶穌被我們釘在 十字架上一樣。兒子受的苦就是因為我這個母 親不知在孕育他的生命過程中出了錯子，現在 他就要替我承擔了！就好像基督為我們補贖罪 過而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                                                   齊家成員出席齊家成員出席齊家成員出席齊家成員出席    「「「「樞機與家庭真情對話樞機與家庭真情對話樞機與家庭真情對話樞機與家庭真情對話」」」」            因著棨賢的手術，我們領受到的祝福實在不少，希望藉這篇文章和大家分享及借此小篇幅向大家致意。 1. 感受到這個世界是互相聯繫的，感激醫生、護士、護理的姐姐和哥哥們的幫忙和照顧，確信生命是互相扶持的。 2. 教會的弟兄姊妹深情的關懐和代禱；感激他們還時常抽空來探望和支持棨賢。 3. 認識了醫院其他小朋友面對不同的困難，仍樂觀面對。就像感受到同一條船上大家要學習積極迎接風浪一樣。 4. 家長們互相的慰問、勉勵和分享，為我們減輕了心中的煎熬。 5. 確信祈禱的力量，因棨賢是這樣的積極面對手術和之後的康復訓練。雖然他是如斯的想著回家，但當解釋打石膏為他是康復的一部及暫時不能離開醫院，感謝天父給他智慧和耐性去接受，而沒有發出怨言。 6. 棨賢學校的老師、治療師、宿舍家長和義工等都在不同時段探問和支持，讓他感到雖未能全情參與學校的活動，學校還是會替他打氣，要他不可放棄。 7. 醫院牧靈部的松松姐姐每星期都給他送聖體及鼓勵，還帶了從吉林來的修士為他降福；天父上智的安排實在令我很感動。 8. 最後，其實亦是最重要的是大部分家人都靠得更緊密。明白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會很不同；為一些親朋的觀念，棨賢只不過小輩，不必太緊張。但大部分都給予關心和安慰，使我更瞭解明白付出愛不是必然的！ 棨賢的康復工程還需要一段頗長的物理治療配合，我深信天父會藉著陳樞機的祝福，讓他充滿勇氣和智慧去繼續踏上人生的征途！在此特別要謝謝齊家的安排和幫忙，讓我們有機會去感受天父的慈愛，增添生命的動力，為前面崎嶇的路作好心靈準備。主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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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假日農夫假日農夫假日農夫假日農夫                         Shirley  

 

全球的溫室效應，天氣愈來愈熱，氣候反常。政府、機構、學校等紛紛響應環保，又提

倡城市要綠化、有些綠化更伸延到天臺。港大地理系講座教授詹志勇剛完成的研究發現，種

了灌木的大廈天臺，在猛烈陽光照射下，與混凝土天臺表面最多相差 26.2℃，顯示植物對大

廈有降溫作用。所以植物真是用途多多，除了食和觀賞外，又可淨化被污染的空氣，還可作

大樹可遮蔭之用。 

 

如果每家每戶都有個陽台便好，每個家庭都可種自已喜歡的植物。今天，擠迫的香港簡

直是妙想天開。但是，我最近找到了一處樂土，原來這個夢想不是一個奢望。政府一路在推

行環境教育活動；其實已於二零零四年開始，在各區的公園內推行了「社 區 園 圃 計 劃 」，

讓參加者在鄰近的公園租用園圃，透過體驗種植的樂趣來培養綠化環保的意識，並學習種植

觀賞花卉或蔬菜瓜果，把收成帶走，更有合資格的導師指導與講解。 

 

上年年尾的第一次全家總動員去到園圃，聽完導師講解後，已急不及待地，拿起鋤頭和

鏟子做翻土，其後施肥。幸好我們一家的人數多，每人輪流開田，很快便弄好了，不算太辛

苦。第二個星期六，將預先兩星期前在家裡發好的種籽種種苗。原來，分苗與植苗要消耗好

大氣力與時間，做了一段頗長的時間，要彎下腰，很累。但有趣的是，當我們企直身再望下

塊園圃，見到菜苗很整齊地排列著，好像是向我們敬禮般；最好笑的，大部份都是垂頭喪氣

的。在臨走前，搭了個棚架，然後吊下 CD以防雀仔偷食。其實我們的前後左右鄰旁，個個

都一樣，園圃吊滿了 CD，可算是奇境。 

 

當然，我們學做農夫的目的是想吃到真正的有機菜。其實,透過園藝活動應達至情緒治療

的效果。園藝治療獨特之處是以植物為介入媒體，因植物有生命，需要人悉心及耐心照顧打

理，從而令參與者獲得社交、情緒、身體、認知、精神及創意方面的好處。 

 

平常忙碌的日子裡，你們可否想下善用這戶外活動，這不失為一種有助身體力行的親子

活動。 

 

 

「很大個蘿白呀?」 

 

  

再想想，親近大自然，體驗天父對我們的愛錫。我們要細細咀嚼，享受這些辛勞的產物！ 

 

 

社區園圃計劃:http://www.lcsd.gov.hk/green/garden/b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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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與主同行與主同行與主同行與主同行 7+1 級級級級    （（（（6））））                                                             恩保德神父        

第六級第六級第六級第六級：：：：耶穌臨在於彌撒中延續的十字架祭獻耶穌臨在於彌撒中延續的十字架祭獻耶穌臨在於彌撒中延續的十字架祭獻耶穌臨在於彌撒中延續的十字架祭獻   

禮儀憲章對教會的信衆有這樣的描寫： 

 

「我們的救主，在祂被出賣的那一夜，在最後晚餐中，建立了祂的體血感恩祭獻，藉以永留

十字架的祭獻於後世，直到祂再度來臨。」（禮儀憲章 47） 

 

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中就這奧跡說： 

 

「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主耶穌在衪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

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爲你們而捨的，你們應這樣行，爲記念我。』晚餐後，又同

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應這樣行，爲記念我。』的確，

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爲此，無論誰，若不相

稱地吃主的餅，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體和主血的罪人。」（格前 11：23-27） 

 

耶穌的唯一祭獻重現在祭臺上；耶穌，唯一的大司祭，因我們的緣故延續他唯一的祭獻。 

 

「基督並非進入了一座人手所造，爲實體模型的聖殿，而是進入了上天本境，今後出現在天 

 

主面前，爲我們轉求。衪無須再三奉獻自己，好象大司祭每年應帶著不是自己的血進入聖殿

一樣，否則，從創世以來，衪就必須多次受苦受難了；可是現今，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現

了一次，以自己作犧牲，除滅了罪過。」 

（希 9：24-26） 

 

「因爲衪只藉一次奉獻，就永遠使被聖化的人得以成全。」（希 10：14） 

 

在第六級上，我們在祭獻中與耶穌相遇。十字架的聖祭是救恩的時刻，耶穌愛我們，甚至爲

我們犧牲自己。在彌撒中，我們可參與這祭獻。 

 

牧民勸諭： 1. 我們對犧牲應持有較健康的概念：耶穌的犧牲是絕無僅有、最偉大的愛情， 

把自己的生命爲所有的人犧牲了。 

2. 基督徒的犧牲是以愛近人的行動表達愛天主之情。 

3.「克己」、「守齋」、「善行」等的深層意義是爲精神及心靈健康，靈性的成長及 

生命的滿全也是爲光榮我們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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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回味無窮回味無窮回味無窮回味無窮            耶穌復活堂二組鄧嘉爾 (10 歲)  

為了慶祝耶穌復活堂齊家二組成立八周年﹐在 8月 18日星期六下午﹐齊家組的朋友一

起去赤柱正灘燒烤﹐我們一家也參加了﹐一起去的還有 Rita姨姨一家﹑愛華姨姨﹑Grace

姐姐﹑Victor 哥哥﹑高唐哥哥﹑Lisa姨姨和 Monica姐姐一家。 

 

天氣挺好﹐我先玩了一會兒沙﹐就跟 Grace姐姐﹑愛華姨姨和 Victor 哥哥去買食物﹑

飲料和用品；回來時﹐大夥兒在弄爐火 — 駒哥哥放炭點火﹐我爸爸負責扇火﹐我嘛﹐

我正幫忙替燒烤叉消毒— 就是烤烤那些叉。 

 

可以燒烤了！我立刻把香腸組合中的蜜糖腸烤了﹐真好吃！又烤了美味的雞中翼﹐還

把麵包烘成鬆脆的多士﹐也有皮脆心溶的招牌棉花糖﹐媽媽燒了些芝士磨菇﹐味道獨

特得很。太陽下山了﹐我又一嘗烤粟米和多春魚呢！我是第一次烤這些食物。 

 

噢！忽然天邊不斷地閃光﹐是行雷閃電呀﹐下起大雨來﹐我們只好趕快收拾﹐狼狽不

堪地跑到公廁避雨。雨稍減時﹐我們便啟程回家﹐回到家裏﹐嗅到身上陣陣燒烤味﹐

讓我回味無窮。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齊家活動報告齊家活動報告齊家活動報告齊家活動報告    

 

1. 齊家運動澳門朝聖之旅已於 2007年 8月 24日至 25日順利舉行，參加的成人和青 

  少年共十五人.  

2. 齊家運動家庭朝拜聖體活動於 2007年 9月 9日在港島區傷健牧民中心舉行，共有

十三人參加，該活動由黃修女的帶領，讓組員在聖體前接受主的恩寵。 

                                                   齊家澳門朝聖團齊家澳門朝聖團齊家澳門朝聖團齊家澳門朝聖團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1. 1. 1. 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10月 7 日及 11月 4日（即每月的 

首主日）晚 7至 11時期間全家抽 

10分鐘一起爲此祈禱。 

 

2. 2. 2. 2. 齊家網頁已更新歡迎瀏覽齊家網頁已更新歡迎瀏覽齊家網頁已更新歡迎瀏覽齊家網頁已更新歡迎瀏覽    

http://family.dolf.org.hk   

齊家熱線  81004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