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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

「社會轉變 修身齊家」
修身齊家」系列之三 「防癮抗癮」
防癮抗癮」講座
鑑於近日青少年上癮問題嚴重，包括打機、上網、濫用藥物等，很多家長感到憂慮及不知如
何處理，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及齊家運動計劃舉辦「防癮抗癮」研討會，讓社區人士參加，期
能及早預防和處理。詳情如下：

內

容 :

1. 「上癮的成因及香港青少年上癮的問題情況」
主講： 聯合醫院精神科
2.

彭培輝醫生

家長如何引導青少年子女善用電腦網絡
主講： 香港明愛資深學校社工 沈志堅先生

3.

中學生分享沉迷上網經驗

日

期 : 2008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五)

時

間 : 下午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

點 : 九龍彩虹天主教中學禮堂（彩虹地鐵站 C4 出口）

費

用 : 全免

對

象 : 家長及青少年子女

報名查詢 : 2649-2977
負責社工 : 鄭潔芬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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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桂拉和普黎史拉（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2）
（選自網上福傳學校福傳辭典）
www.evschool.net

1d. 在保祿的第三次福傳旅程中，他返回厄弗所，再一次與他的摯友阿桂拉和普黎史拉合作。
這次保祿留在厄弗所三年之久（54-57 年）
。保祿聽過到訪厄弗所的格林多教會代表團的
報告後，便從厄弗所寫信給格林多信眾。在信中，保祿亦送上與他一起在格林多工作的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的問候：
「亞細亞各教會問候你們；阿桂拉和普黎史拉以及他們家內的教會，在主內多多問候你
們。所有的弟兄都問候你們；你們也該以聖吻彼此問候。」
（格前 16：19-20）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的生活定是相當忙碌熱鬧的。
公元 54 年，尼祿取代喀勞狄登位為王，解除所有猶太人離開羅馬的命令。不久，阿桂
拉和普黎史拉返回羅馬城；此點可從保祿於公元 58 年在格林多寫信給羅馬教會時，問
候普黎斯加和阿桂拉看到。
「請問候普黎斯加和阿桂拉，他們是我在耶穌基督內的助手；他們為救我，置自己的頸
項於度外；不但我應感謝他們，而且連外邦人的眾教會也應感謝他們。 還請問候在
他們家中的教會。」
（羅 16：3-5）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之所以返回羅馬可能是受保祿的催逼，因為他長久以來都希望探訪首
都，但他對羅馬教會卻一無所知；有甚麼比派遣最親信的朋友回去更好呢？
聖經中最後一段有關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的記載是在公元 66 年保祿從羅馬寫的弟茂德後
書中的問候語。那時，保祿命弟茂德到厄弗所去「訓令某些人，不要講異端道理」
（弟
前 1：3）
。當時，因著某些原因，可能是為逃避尼祿王於公元 64 年火燒羅馬而找基督徒
作代罪羔羊所作出一連串的迫害，阿桂拉和普黎史拉就離開羅馬返回厄弗所去。
「請問候普黎斯加、阿桂拉和敖乃息佛洛一家。」
（弟後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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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的遺教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的遺教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的福傳旅程是從羅馬至格林多，然後與保祿同到厄弗所，再從厄弗所返
回羅馬，由羅馬再回歸厄弗所。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都是城市人，他們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這是他們與保祿的共通點。保
祿的願景是在羅馬帝國的主要城市中建立強壯的基督徒團體，使耶穌的福音能在這些城市
中散發至整個附近地區。
保祿在厄弗所福傳：
「這事進行了兩年，以致凡住在亞細亞的人，都聽見了主的道理，猶太人希臘人都有。」
（宗 19：10）
保祿告訴得撒洛尼團體：
「甚至成了馬其頓和阿哈雅眾信者的模範 。 因為主的聖道由你們那裏，不僅聲聞於馬其
頓和阿哈雅，而且你們對天主的信仰也傳遍了各地，以致不須要我們再說什麼。 」
（得
前 1：7-8）
按聖經對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的記載可從他們的生活點滴學習到一些重要的課題。

2a. 他們以夫婦的身份一同工作
除了路加指出「阿桂拉，原藉本都」外，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無論在教會活動或他
們的聖召方面，都是經常地被一起提及。 有時是阿桂拉和普黎史拉，有時則是普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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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拉和阿桂拉（宗 18：18）
。事實上，以當時的標準，妻子的名字應跟在丈夫的後面，
「普黎史拉和阿桂拉」這樣的寫法實有違當時的習慣；這顯示保祿和路加都不認同
「某人比某人重要」這一概念。

2b. 他們願意為傳福音而到處飄泊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旅居各處的經驗實在令人驚訝。因為在古代這樣的遷居是罕見
的；人通常在那地生就在那地死，不過亦有四出遊歷的。當時的羅馬子民很喜歡旅
遊觀光，認為是教育的一部份，就如在格林多城外流行的「海神運動」
（Poseidian
Games）
，在一世紀時在海上漫遊亦是相當安全又不太昂貴的玩意。當時羅馬海軍已
把地中海一帶的海盜清勦，若願意在貨船空曠的甲板上躺臥，這樣的遊歷花費不多，
亦相當容易找到貨船；所以，若有興趣旅遊的人，如希望廣傳福音的基督徒，此種
旅遊方式是最普遍的了。保祿為傳福音而四出飄泊肯定是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的榜樣。

2c. 他們實踐款待的精神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經常大開中門款待來客。當保祿第一次到訪格林多時，他們招呼
他到家裡來住了十八個月；雖然聖經中沒有特別記載，但也可想像得到他們同樣也
接待了到來的弟茂德和息拉。他們製造帳幕的工業讓他們擠身於中產階級，他們的
房子未必很大，而來客亦有可能會影響他們的私生活。實際上，阿桂拉和普黎史拉
可能如普羅大眾一樣只是住在公寓式的房間中。
再者，從保祿書信的描述，他們在厄弗所（格前 16：19）和羅馬（羅 16：3）的家
也會用作教會聚會的地方。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是模範夫妻，他們願意改變自己的家成為「家中的教會」 。他們
的款待精神已達致「兩三個人因耶穌的名而聚在一起」
，可成為祈禱和福傳的教會。
在基督徒歷史的首個世紀，某些信徒的家都有幸成為當地教會聚會的地方。阿桂拉
和普黎史拉充分表現他們的領導才能，貢獻自己的家作為教會聚會的地方。

2d. 他們已作好準備為福音冒險
保祿在羅馬書十六章四節講述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為救我，置自己的頸項於度外」
，
希臘文「hupotithemi」指的是「放下一切」
。這並不是簡單地讓自己面對有可能發生
的危險，而是忘我地以實際行動保衛他人。無人知道當時發生了甚麼事，但保祿清
楚地指出若不是他們救他，他定已死亡。保祿在他的傳教工作中曾多次面對危機，
而最嚴重的一次應是厄弗所銀匠的暴動。路加以「滿懷怒氣」
（宗 19：28）來形容當
時的群眾，而書記官勸阻他們「不要冒昧從事」
（宗 19：36）
。因保祿譴責銀匠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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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供人崇拜 ，阻礙他們發財的機會，於是銀匠便聯手起來要對付保祿，甚至想
以私刑處死他。可能在此期間，阿桂拉和普黎史拉不顧一切挺身保護保祿。
此外，阿桂拉和普黎史拉從羅馬搬到格林多亦被視為一次冒險。格林多是羅馬帝國
最邪惡的中心，對福音所宣傳的道德標準充滿敵意。若阿桂拉和普黎史拉決志成為
基督徒，他們的決志是非常勇敢的，並確認他們對耶穌基督的交付。

2e. 他們嚴格地保護正統教理，卻能禮貌地改正他人的謬誤。
當阿頗羅來到厄弗所時，他對基督徒的洗禮不太熟識，他只知若翰的洗禮（只求悔
改，卻沒有與基督耶穌的結合）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看到阿頗羅有成為福音宣講者的
潛質，於是他們便把他帶到一旁「給他更詳實地講解了天主的道理。」
（宗 18：26）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非常積極地處理阿頗羅的個案。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傳教使命，時
常忠於耶穌的教導，同時亦關注基督徒的本份，時常保持團結合一。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為其他平信徒傳教士立下互相幫助的好榜樣。阿桂拉和普黎史拉
願意與阿頗羅分享他們從保祿處學到的一切，而阿頗羅亦樂於學習。
阿頗羅決定肩負福傳工作，所有信眾對此表示支持，又鼓勵又幫助他。

2f. 他們是可信賴的且值得信任的
希臘文「sunergos sunergos」
（合作伙伴）意味著保祿視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為他的同道，
在向世界福傳及在牧養教會的工作上地位相等。他與他們一起到厄弗所去建立教
會；他可能曾派遣他們返回羅馬去幫助教會；他亦可能請他們回厄弗所去協助弟茂
德。阿桂拉和普黎史拉往來格林多和厄弗所之間，在保祿身邊協助他工作三年多。
保祿對他們的致候充分表現他們間的親切。當保祿乘船往敘利亞去時，把他們留在
厄弗所，為他們來說可能是件難事；後來更要返回羅馬去，這可能更是困難。
這對傑出的夫婦在接觸福音前可能是極其普通的一對；藉著與其他信友的聯繫及投
身侍主，他們完成了非凡的事業。他們是初期教會在羅馬三大城市中的重要部份。
他們的榜樣教導我們，天主能利用我們平凡的生命去完成非凡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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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請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2008 年 11 月 2 日及 12 月 7 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 至 11 時期間全家一起抽十
分鍾爲此祈禱。
（2）請爲齊家運動十五周年之一切籌備活動祈禱
請爲齊家運動十五周年之一切籌備活動祈禱，
請爲齊家運動十五周年之一切籌備活動祈禱，求主帶領，
求主帶領，使我們能藉著這些活動，
使我們能藉著這些活動，更了
解天主給予齊家運動及家庭的使命。
解天主給予齊家運動及家庭的使命
。
（3）請爲病者祈禱
請爲病者祈禱
核心成員蕭志民及何太妹妹罹患癌症，黃國忠親人遇車禍嚴重受傷，請繼續為他們祈禱。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齊家運動十五週慶祝活動預告
藉這些活動
希望能鞏固齊家家善用齊家運動的神恩，
重申我們的信仰對家庭的價值觀，
希望能鞏固齊家家善用齊家運動的神恩
，重申我們的信仰對家庭的價值觀
，更了解天主給予
齊家運動及家庭的使命，
齊家運動及家庭的使命，以回應香港家庭及社會的需要。因此要求每一個小組務必派遣一名
以回應香港家庭及社會的需要
成員參與準備慶祝活動。
慶祝活動有如下建議，會在 2008 年 11 月 19 日各小組代表會議後落實。
1. 每小組提供至少一個反映家庭實踐齊家精神的故事
2. 家庭組員聯誼活動
3. 預計明年初經濟困厄時，齊家運動款待社區上有需要的家庭
4. 2009 年 4 月 12 日（日）感恩祭

齊家日
訂於 200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日）於沙田公立學校舉行，請大家預留時間。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歡迎各組組員將你們的喜與憂投送家書與大家分享：
請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或致電 8100458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