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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號

踏進十五周年

親愛的齊家組員：
今年復活節過後，齊家運動便踏進她生命的第十五個年頭。自籌組至今，你們實在付出了很
大的努力，實踐修身齊家,並向其他家庭以至社會推廣齊家精神. 我們更要感謝天主對齊家運動的
眷顧，祂常常幫忙安排大小事宜。就如剛過去的齊家日，因淫照事件的刺激而使參與者更加明白
我們想帶出的訊息，這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這是天主的美好安排，是父親對兒女行動的確認。
又如國內家庭的到訪，他們一接觸齊家運動, 內心深處的某一粒種子就受到觸動，必須急速地使
它發芽成長。天主多次的確認和推動，使齊家運動不再是我們某些人希望達成的理想，而是天主
的事業了。天主特賜給我們的這份使命，我們應怎樣去珍惜，如何去管理呢？
在過去，齊家運動的優點是組員間的合作精神和鮮有是非。無論籌辦任何活動，在未有事先
安排下，組員一到現場，便立即主動投入工作，無分你我，沒有任何芥蒂，就如家庭事務一樣，
由家人主動分擔。齊家運動就是大家的一個家，一個相互關心的家；我亦十分享受成為這個家的
爺爺。爺爺希望這個家的成員能保存故有的優點，並能推陳出新。爺爺更希望家庭成員能多見面，
彼此增加認識，加強對這個家的歸屬感。在上次齊家日後，許多組員都表示希望籌辦更多類似的
講座，以強化家庭對現今社會轉變的適應能力及加深家庭靈修。這實在是很好的建議；因此，在
核心會議中，我們已準備籌組一連串的活動和四次講座（詳情請看後頁）
，這四次講座，除了達到
以上提及的幾個目的外，更希望組員們能在見面期間，商談一下如何籌備及參與慶祝齊家運動十
五周年慶典，一同全心全靈感謝天主。
對於有些教友家庭久聞齊家運動之名而未能參與的，我實在感到有點遺憾，齊家運動中不乏
積極進取的人士，我非常希望能牽動他們，成為發展天主產業的一份子，使更多更多的公教家庭
能如你們一樣，享受齊家之樂。
五月下旬，我與何太將與香港大學天主教同學會的一班青年再訪山西，與當地的青年教友交
流, 順道探望當地的齊家成員，關懷天主所愛的這一班國內弟兄姊妹，請為我們此行祈禱。天主
保佑！
恩保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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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

何李麗珍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才是永恆…」
管他是你的摯愛，他可以變得寡情薄倖，甚至移情別戀…
管他是你最欣賞的人，有朝一日，他在你眼中一無是處…
管他是你最尊敬的人，某日他給你人生中最大的侮辱…
管他是你最相信的人，你亦會發現他在你前編織謊話…
你痛，你失落，甚至是失望…
人就是這麼可憐的東西，包括你自己在內；可是，仁慈的天父依然是這樣愛著我們，甚
至派下衪的獨生子，居住在我們中間，成為我們的一份子。耶穌最洞悉人心，他親身經歷過
人情冷暖，他曾被尊崇，曾被欣賞，亦曾被出賣、被淩辱、甚至被置之死地。就算這樣，他
沒有離棄我們，沒有憎恨我們。在復活顯現時，他還祝福受驚而逃避躲藏的門徒們, 賜給他
們平安。耶穌最瞭解我們每一刻的需要。
當你痛，你失落，你對人失去信心時，請注視十字架上的耶穌，因為在你認為自己在受
苦時，他同樣注視著你，他極希望你知道他多愛你呢！他在十字架上受苦而展示的大愛，相
信能彌補人對你的不是罷！你仰望耶穌，你呼吸他的偉大愛情，你細聽他在你內心深處所說
的話：願你平安！你還能棄而不納嗎？
主，讓你的愛充盈我們的心，願我們也能學習寬恕，懂得放下；願我們能成為真正的自
由人，勿為人與人之間的瑣事所束縛；主，請讓我們細味你的教導，瞭解箇中真諦，預嚐天
國的滋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一日，一位遊客走進古玩店，他環顧店內珍品，然後問老闆說：
「你這家店內最珍貴、最
奧妙的是那一件？」
老闆不經意地說：
「我這店內最珍貴、最奧妙的,毫無疑問就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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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事件重演

__

Maria

請想像耶穌在世時，有位女士曾享受過與他共聚的美好時光；她亦相信這位好友就是天
主聖子。
這時，她正為這好友的離世而悲傷痛哭；她的思緒混亂,且感到惱怒。
突然，有兩個人在她面前出現，一個可能是天使，另一個則是她的好友耶穌。耶穌讓她
知道自己已復活了，這女士於是確信無疑。
（假若你是她，你會如何將所見所聞「宣揚」或「報導」呢？）
當這位女士知道耶穌真的從死者中復活了，真的仍然活著，他還曾向婦女們顯現。這位
女士，瑪利亞瑪達肋納立即牽起裙腳，以最快的速度飛奔回他們慣常聚集的樓房去。她激動
而興奮，急切地想把喜訊告訴大家。
可是，到了樓房，房門緊閉，人人都害怕得躲藏起來！她猛力拍門，又用身體撞；最後，
屋裡的人知道是她回來，才開了門，讓她進去。
「我見了主！」她興奮地大聲對他們說。
「他所講的話是真的！他復活了，他仍活著！」
她邊說邊興奮地舞動起來，她擁抱各人，她不停的跟各人分享她的主，她好友的喜訊；她高
興的與各人擊掌，並不時豎起拇指，表示勝利。
「亞肋路亞！」她高聲歡唱。
我們可理解瑪利亞瑪達肋納當時是如何盡情地表達她遇到復活基督後的情緒，但我們不
難想像她除了極大的喜悅、莫名的興奮及熱切地想告知各人外，相信她已別無他想了！
若你遇到復活的主時，可能你會半信半疑，或會驚訝！但當你知道基督真的活著，活生
生的在你的生命中，你一定會立即將此事告知你的朋友。
有效的福傳亦需要同樣的興奮；這種興奮要在我們的體驗中流露出來。最重要的是要具
「感染力」
。有人說：
「信仰是捕捉得來的，不是教出來的。」
我們未必需要高興得與人擊掌，或豎起拇指表示勝利，或高唱『亞肋路亞！』
；但必須明
白有時我們會情緒高漲、滿腔熱誠，有時我們亦需要擁有如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內心的熱
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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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另一位女士的約會

_______________

（譯自網上流傳的一篇文章）

婚後二十一年，太太希望我約會另一位女士。她說：
「我愛你，但我知有另一位女士更愛
你，並希望與你相聚。」
我太太指的「另一位女士」就是我的母親。她已獨居十九年了。我因忙於工作及照顧子
女，只能偶爾探望她一兩次。
那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她，說我想約她吃晚飯。她非常憂心地說：
「發生了甚麼事？沒事
嗎？」母親心想這個突如其來的約會可能是要宣告甚麼壞消息罷！
「沒甚麼，只是想見見妳，我們兩人許久沒有單獨相聚了！」我回答。她猶豫了半晌，
說：
「我也很想見你。」
那個週五下班後，我駕車去接母親；她表現得有點不自然，對這突如其來的約會顯得有
點兒緊張。她特地熨了髮，並穿上她與父親慶祝最後一次結婚周年的服裝，她特意裝扮了一
點。她坐在車上，嘴角上不時流露出微笑，像個天使似的。
「我告訴朋友我們的聚會，她們都十分驚訝！」
到了餐廳，雖然不是十分豪華的那種，但是母親挽著我的臂彎像是第一夫人般走進去。
我們坐下以後，我便拿起餐牌點菜。母親笑著說：
「當你小的時候，是我為你們點菜的。」
「那
現在就讓我為妳效勞罷！」我回答。
吃晚飯時，我們說了許多生活頊事，亦回憶了許多日常趣事；我們點的不是山珍海味，
可是那頓晚飯的內容卻異常豐富。
回家的時候，母親說：
「下一次我請！」
數天後，母親因心臟病突發而離世。在我為她辦理後事的時候，我發現一個信封，裡面
有一張我與她共進晚餐那間餐廳的帳單及一張便條，上面寫著：這是一張預繳帳單
這是一張預繳帳單，
這是一張預繳帳單，我訂了
一份二人套餐，
但我不知能否赴約，
請你帶你的妻子同去罷！
那天晚上，
一份二人套餐
，但我不知能否赴約
，請你帶你的妻子同去罷
！那天晚上
，為我實在太有意思
了. -- 愛你的媽。
愛你的媽。
在那時刻，我意識到對你所愛的人說：
「我愛你」及為你所愛的人付出時間是很重要的。
請珍惜每一個你愛的人。
4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真福誇特羅基夫婦
真福誇特羅基夫婦（
誇特羅基夫婦（3）
（選自網上福傳學校福傳辭典）
www.evschool.net

列真福品
瑪利亞和盧吉貝爾拉姆誇特羅基 列真福品的程式從 1994 年 11 月 25 日開始；2001 年教宗若
望保祿二世把這對夫婦冊封為聖人。
他們的三名子女亦有出席他們被宣認為真福品的禮儀，他們的出席令是次典禮更形特別。教
宗在禮儀的講道中稱：
「就算在艱難苦痛的日子當中，盧吉和瑪利亞夫婦二人仍燃點著信德之火，並傳遞給他們的
四名子女，其中三人現在也在這大殿內。親愛的朋友，以下是你們的母親寫給你們的：
『我們
讓他們在信德中成長，讓他們也能認識及愛天主。』
你們的父母還把這盞點亮的燈傳送給他們的朋友、知己，同事…現在，他們在天上，把這燈
送給整個教會。」
教宗還給盧吉和瑪利亞夫婦指定一瞻禮日。聖人的瞻禮日通常是他們的忌日；可是，這對夫
婦是在不同的日子中逝世的，如何解決這問題呢？在未有先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盧吉和瑪
利亞夫婦的瞻禮日就定在他們的結婚周年紀念日，即 11 月 25 日，因為他們是在 1905 年 11
月 25 日結婚的。
列品程式的另一調查項目是天主借著這對夫婦而顯的奇蹟。冊封聖人部 分開評鑒瑪利亞和盧
吉貝爾拉姆誇特羅基 二人的聖德；而就奇蹟方面，便核證一個因他們夫婦兩人而發生在其他
人身上的奇蹟…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宣認真福禮儀的講道中稱：
「這對夫婦在福音的光照下，以強烈的人性 度充滿愛的婚姻生活及為生命而服務。他們克盡
責任，與天主合作，承擔一切任務，生育子女，慷慨地為子女奉獻自己，教導他們、引領他
們、指導他們，發現天主愛的計劃。因著這片肥沃的靈修樂土，孕育出司鐸和獻身生活的聖
召。這點顯示，夫婦在共同的根上，在婚姻生活中，活出天主的愛；如此，婚姻生活與守貞
的獻身生活是緊密相連且是互為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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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汲取天主的聖言及學習聖人的見證，這對真福夫婦以非凡的方式度平凡的生活。在家庭
的喜樂與憂傷之中，他們懂得度豐富的靈修生活。他們生活的核心是每日善領聖體及把自己
奉獻給童貞聖母瑪利亞，他們每晚都恭念玫瑰經，並要求神師的指導。因此，他們能陪伴子
女洞悉自己的聖召，訓練他們去欣賞每一事物。他們常喜樂地說：
『由根而上』
。」
「盧吉和瑪利亞貝爾拉姆誇特羅基夫婦 豐富的信仰及愛情生活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倡
導所有信眾被召成聖的典範；這表明夫婦應跟隨這目標邁進，
『應該遵循著他們自己的道路』
（教會憲章 41）
。今日，隨著第一對夫婦被列真福，大公會議所渴求的目標真可實現。他們
忠於福音，他們的聖德亦在他們作為夫婦及父母的生活中得到確證。
他們的生活就如其他眾多的夫妻一樣，一日復一日，認真地滿全他們作為父母的職責，他們
細察在聖事中所揭示基督對教會的愛 。其實，
『因這聖事的德能，他們可以克盡其婚姻及家
庭義務，可以沉浸在基督之神內, 以信、望、愛三德，滲透他們的整個生活，日益走向個人
的全德，彼此聖化，而共同光榮天主。』
」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48）
親愛的家庭，今日我們特別確證夫妻的共同生活也可是成聖之路，這路既美麗又結實纍纍，
有利建設家庭、教會及社會的基礎。
此事激勵我們要向天主祈求，希望更多夫婦能以他們聖潔的生活為基督作證，夫妻相愛的「偉
大奧蹟」
，這愛源自創造, 並在基督與衪的教會的結合中得到滿全。
（弗 5：22-33）

（

10 月 28 日，盧吉和瑪利亞的聖髑被移放到羅馬的「天主的愛」朝聖地 Shrine of Divino Amore

）。

總結
盧吉和瑪利亞夫婦的遺教對他們的子女、教會、以至整個世界是十分寶貴的精神遺產。家庭
實際上是令社會更好，令教會更新的基本細胞。
a.

盧吉和瑪利亞夫婦尊重婚配聖事，他們把自己徹底的奉獻給子女，他們讓家庭的願景能
包含社會和教會的層次。他們的家庭是今日負有傳教使命的基督徒家庭的活見證。

b.

瑪利亞參與許多活動，其目的在改善兒童教育及一般的家庭生活。盧吉專注戰後義大利
的政治生態。可是，真正令人驚訝的事就是他們常以「夫妻」的身份做每一件事。他們
在做每一年事時都能成功地保持他們「夫婦的身份」
。

c.

瑪利亞和盧吉的神修是真實的「已婚夫婦神修」
。他們的婚姻生活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
會議倡導所有信眾被召成聖的典範；表明每對夫婦都應跟隨這目標邁進，
「應該遵循著
他們自己的道路」
（教會憲章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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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和盧吉是教會漫長的歷史中第一對被宣認為真福的夫婦。過去，天主教會只強調
「神職和修道生活」
；現在，盧吉和瑪利亞夫婦被列真福，他們既非神職人員，亦非修
道人，他們只是平信徒，是育有子女的已婚夫婦。他們象徵所有已婚夫婦，曾在或仍在
他們的婚姻生活中，活出他們的聖德；他們證實成聖是所有基督徒的召叫。

e.

瑪利亞和盧吉的家是「家庭教會」的典範。家庭教會也分擔普世教會的使命。一個充滿
愛和信德的團體由天主聖神帶領，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斷讚美天主，藉著見證和宣講傳揚
耶穌的福音。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慶祝齊家成立
慶祝齊家成立十五周年節目預告
齊家成立十五周年節目預告
請各齊家組員預留時間積極參與以下活動，
請各齊家組員預留時間積極參與以下活動，詳情容後公佈：
詳情容後公佈：
1. 「社會轉變
社會轉變 修身齊家」
修身齊家」系列 之二

「防癮抗癮」
防癮抗癮」講座
對象:

青少年

時間: 2008 年 6 月 28 日 （六）下午 3 時至 6 時
地點: 九龍華仁書院
2. 「社會轉變 修身齊家」
修身齊家」系列 之三

「人格培育」
人格培育」講座
講者: 朱志強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 2008 年 7 月 11 日 （六） 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華仁書院
3. 「社會轉變 修身齊家
修身齊家」
齊家」系列 之四

「慾合於靈」
慾合於靈」講座
時間: 2008 年 9 月 12 日 （五）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4. 「社會轉變 修身齊家」
修身齊家」系列 之五

「人的肉身」
人的肉身」講座
時間:

2008 年 11 月 7 日 （五）

5. 小修士營
2008 年 7 月 17 日 （四）至 20 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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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 熙篤會神樂院

6. 齊家避靜
費用: 三歲以上的學生 $ 160, 成人 $ 180, 三歲以下及不佔床位者 免費
日期: 2008 年 8 月 23 日 （六）至 24 日 （日）
7. 朝聖 + 朝拜聖體
2008 年 10 月 1 日

報名及查詢：
報名及查詢： 81008100-4584

西貢鹽田梓聖若瑟小堂及何文田傷健牧民中心

（齊家熱線）
齊家熱線）

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2008 年 6 月 1 日及 7 月 6 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 至 11 時期間 抽 10 分鐘全家
一起爲此祈禱。

明愛賣旗日
日期：
日期： 2008 年 6 月 14 日 （星期六）
星期六）
時間：
時間：上午 8 時至正午十二時
各位齊家組員：
各位齊家組員：
你們好！多謝您們一直以來對香港明愛的支持。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八時至正午十二時，明愛將於各地區內舉行「第
一次」賣旗活動，我們實在需要大量義工參與，在區內人流多的地點賣旗。如你會參與是次
活動，請填妥以下表格，以方便安排人手，使是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誠心多謝你的支持！
齊家核心

黃麗屏

上

-------------------------------------------------------------------------------------------------------明愛賣旗日
報名表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 性別 : 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歲及以下需填寫家長同意書
十四歲及以下需填寫家長同意書)
十四歲及以下需填寫家長同意書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
願意賣旗地點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攜同家人姓名 （如有）______________
請傳真至：
請傳真至：25052505-5977

電話查詢：
電話查詢：2896289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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