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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

聖神所賜的神恩雖不同
聖神所賜的神恩雖不同，
雖不同，卻是為大眾
是為大眾的好處
大眾的好處。
的好處。
(參閱格前 12：7)
親愛的齊家組員：
還記得在上一期家書我跟你們談過齊家運動已由「夢」化為「事實」嗎？既成事實，不
能不談齊家運動的「身份」
。
在教會內，每一團體、或每一組織的誕生都負有天主賜予的某種神恩以回應某些時代徵
兆和需要。這些團體或組織必須時常惦記這令他們誕生的最原始神恩，以在適應時代變遷時
仍能保持其獨特的身份。
六、七十年代可說是屬於青年的年代，整個世界都著重青年的發展、青年的表達方式、
青年的文化，甚至是由青年牽起種種改革和革命。青年被看成脫離家庭的獨立個體，整個社
會及教會的牧民方針都為回應青年的要求。及至這青年年代過後，青年長大要成家，教會發
現過往的培育實在不夠全面，青年也不能脫離「家庭」
，
「家庭」是人「必要」的團體，是人
成長「必須」的階段。健康的社會必須有健康的家庭；教會更新必先要更新家庭生活。
「家庭」
是教會團體之一，教會之初已有非常多的「家中的教會」
。齊家運動就是為回應此一徵兆，為
回應青年回歸家庭而誕生。齊家運動以推動夫婦實踐婚姻盟誓及培育子女信仰兩大許諾為使
命。齊家運動服務的對象是公教家庭，或夫婦至少一方是天主教徒的家庭，但夫婦雙方均願
意實踐婚姻盟誓及培育子女信仰此兩大目標。加入齊家運動的組員，就是以家庭團體的生活
來改善自己的婚姻生活及家庭的信仰生活。因此，齊家運動不是善會；齊家運動是家庭靈修
團體；齊家運動對堂區、對教會、以至對社會的貢獻就是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家庭得以更新，
教會也同時更新；因為我們是教會的一分子。更多的健康家庭便可建設更健康的社會。我們
相信社會和教會要更新和改革，家庭的更新是最先行的一步。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齊家運動由開始至今這十五年來，許多家庭已具體地活出了齊家的使命；他們的見證比
任何理論、任何說話更為重要。我們要繼續堅守這一路向，惦記及保留齊家運動誕生時天主
賦予我們的那份神恩，就算在轉變時刻，我們仍應保留我們那份最原始的神恩。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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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見證
時間的見證

何李麗珍

「Time will see」
（時間可證實一切）是戴雨谷神父遺留給我的座右銘。戴神父與我情同
父女，可以交心，甚至可互相哭訴。戴神父外表雖帶點嚴肅，為人卻十分隨和，做事甚有計
劃，而且周到。在他管治下的地方，不只一塵不染，更是上下一心；這是外子最欣賞並希望
向戴神父學習的。雖是如此，仍會招來絲絲風雨，他在向我訴說完畢，必微微的笑並點頭說：
「Time will see」
。
時間的確可以證實一切；特別為那些真心真意為別人奉獻和服務的人，尤其是我們作人
妻子，為人丈夫，作人父母，處理家庭事務的人。
新型流感，學生提前放暑假，姨甥孫又到我家裡來了。我希望利用這個暑假提升他的英
文語文能力，好讓他五年級的成績能再進一步，為他升讀中學作好準備。怎料今次行動不為
兩個女兒支持，因為她們還記著三年前那個令人討厭的他。那天跟恩神父慶祝父親節時，她
倆大大的向老爹投訴，更表示孩子在，她們就不回家吃飯，因為討厭孩子吃的態度。了解她
們的恩老爹也奇怪她們的激烈反應。老實說，乏人管教的孩子在禮貌上、在態度上、在規矩
上真的很不討好，甚至連我兩個妹妹也十分討厭他；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更要幫助孩子。
耶穌要我們幫助有需要的人，而非我們喜歡的人；況且大女兒經已成家，沒事她才會回家吃
頓飯；所以我堅持要讓孩子留下來。我願望女兒們有朝一日能明白我的心意。
對著一個望見英文就想哭的孩子，你有何方法應付呢？那天，我和他在地鐵站等車，看
見一個關於前列腺癌的廣告，
「前列腺的英文是甚麼呢？姨婆也不知道，我很想認識這個字。」
於是我就在廣告燈箱前著意地找。
「我找著了，是不是 p-r-o-s-t-a-t-e？」他逐一的把字母讀出
來。
「嘩！你真厲害，果然找到了！原來前列腺的英文是 prostate，多謝你教識我。」
列車來了，我們上了車。過了不久，他就像老師般考問我這個學生：
「姨婆，前列腺的英
文是甚麼？」我很快地回答他：
「p-r-o-s-t-a-t-e，prostate」
「姨婆，你好叻呀！點解你記得嘅？」
「你識唔識串 postman？」如果四年級的學生連一年級的字也不懂那就慘了，幸而他在斷斷續
續的記憶中還能把字串出來。
「好，那麼，不要 man 字，剩下的是甚麼？」
「p-o-s-t」他答說。
「好，記住先；你知道 eat 的過去式是甚麼？」
「a-t-e」
「Good，你就記好 post 和 ate 這兩個
字。現在你小心聽我串 prostate 這個字，你說欠了些甚麼？p--r-o—s--t--a--t--e」
「r，多了個 r」
他興奮地交出他的答案來。此後兩天，他閒著就會出示他的戰利品。到了第三天，在街市買
菜的時候，他竟然問我 cancer 的串法。
「c-a-n，can；c-e-r，cer；cancer」
，兩次以後，他便把
字牢牢的記在心上。我問他為何記得這樣快，這樣學辛苦嗎？他搔著頭，然後搖頭表示不辛
苦。開心學，想學，有方法學，便是秘訣了。

2

兩星期的密集式鍛鍊後，我帶著他跟家人吃飯，回來的時候，小女兒對我說：
「媽，你真
犀利，孩子真是乖了很多，有規有矩，有禮貌，連姨姨們也喜歡跟他說話了。」小女兒亦立
即送短訊給姐姐，著她回家吃飯。
天主所創造的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之處，給予他們尊重、愛和關懷，特別是小孩子，他
們的單純令他們對尊重、愛和關懷的反應特別敏感。真誠的關愛和尊重建立信心，對人的信
心和對自己的信心；相反，孩子的直覺對假情假義反應極其強烈，不信任毀壞關係，甚麼也
不用說了！
Time will see，只要我們能堅持理念，把守著我們的真心真意，就算有多大的不接納，多
大的不理解，多大的冤屈，時間可證實一切。
我萬二分感謝天主，在衪巧妙的計劃中塑造了今天的我；艱苦的成長造就遇強愈強的我。
我感謝一切迫害我的人，他們的迫害把我更推向耶穌，我的主；使我更看清我人生的終向，
更理清我處事的方針。現在，我每天都懇切地祈求天主的憐憫和寬恕；求祂幫助我們能真正
地承行祂的旨意，而非滿足一己的私慾。我更感謝齊家運動，因為我在其中找到真摰的信任
和支持，遇到陪伴我走信仰之路的同行者。在小組裡，我看到大家一同的成長；在核心小組
內，我看到無私的奉獻；在整個齊家運動中，我看到天主的帶領。
感謝天主給予我們時間去體驗，去經歷和去證實；願望我們亦能給予其他人時間去體驗，
去經歷和去證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世上最必要的事

_______________

聖雅風的祈禱

我主天主，幫助我記得時間是短暫的，永恆才是長久。在死亡之際，如何能得享善終？
主，我愛祢，求祢救我於臨終時，這就是世上最必要的事。如沒有祢，如何能享受身心靈的
平安呢！
我主天主，在生命中，惟有罪惡能令我恐懼，若我失去祢，天主，我即失去一切。
我主天主，幫助我記得我是一無所有的來到這世界，而在我臨終時，我亦不能帶走任何
東西；若要得到祢，我只可將這一切留下；但因我愛祢，我已擁有最美好的 － 至寶貴的耶
穌及他在世的教會；聖母瑪利亞的護佑；及耶穌為我所預備的永生之所。永恆的天父，耶穌
曾承諾無論我們因他的名求甚麼，必會得到。
現在，我因他的名求祢，賜我熾熱的信德，喜悅的望德和聖潔的愛德；
賜我堅毅的勇力去承行祢的旨意，不要使我離開祢。我主天主，祢是我的
一切，求祢助我成聖。亞孟。
3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感而發

______________
麗城黃國華

「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但若沒有你們天父的許可， 牠們連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 」
(瑪 10:29)
如果我們還記得基督的這教訓，我們就不能否定我們每人現今所處的身份，就是我們對
天主的召喚所作出的回應。若然有人仍膽敢自詡那是他自己經過意志自由選擇的結果，那將
可能是絕大的謬誤。天主以我的名字召叫了我成為一個丈夫、父親、爺爺、一個公司的主理
人；我的祭台就是我的家及我辦公的地方。家庭間的愛與工作的成果就是我的祭献。天主既
然沒有召叫我作為神職或獨身事奉上主，而指定我走婚姻的路，我當明白我所領的使命就是
延續原祖父母的任務，生育繁衍，管理大地。我要建立一個融洽和諧的家，我的工作亦要求
我為社會提供貢獻，我相信我這等努力就已是在做上主的工作，承行上主的旨意。幫助家務，
逗孫女兒嬉笑，主持業務會議或只是在發一通電郵時，藉著認知天主的臨在，那每一刻都已
成了我在祭壇前的祈禱。
上主賦予每人不同的神恩，重要的是知道怎樣藉着這等神恩在各自的崗位上得以掙扎成
聖。教宗本篤十六還是拉辛格樞機主教時答覆一個記者提問，有關世上可有幾許成聖道路？
樞機答說「世人有幾許人口就有幾條道路」(地上的鹽)。每天八小時留在聖體前祈禱應該還
不是我現在要走的道路。
恩老爹在核心會議時再次闡釋，齊家精神是以一份明確的婚姻觀來鞏固我們各自的家
庭，再透過教會，影响世俗人心。我們的服務面向教會，面向天主自己。對有些人在服務對
象，在承行上主旨意，做天主工作持有另一番理論的。我因此有感而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獻給齊家運動 15 周年
Peter Chan – 齊家聖十字架堂小組
你我他，無花假，齊家齊家每個家，運動運動 15 年，齊家運動 15 年，大朋友，小朋友，齊
家都係好朋友。細佬哥，家長們，齊家溝通有竅門。恩保德(呢個神父唔話得)開創齊家有心得，
揾到明愛辦事得，協助齊家好了得。愛愛愛，齊家全憑這份愛… 齊來延續這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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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配聖事（
婚配聖事（一）
婚姻，在每一文化及宗教中，以不同的形式進行並慶祝。婚姻是家庭的角石，家庭是社會的
基本細胞。健全及健康的家庭是健全及健康社會的基礎。促進婚姻和家庭的尊嚴和重要性是
健全社會和教會的目標。

I. 天主計劃中的婚姻
「聖經是以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男人和女人而開始(創 1:26-27)，最後以『羔羊的婚禮』
(默 19:7,9)的神視完成。從始至終，聖經講論婚姻及其『奧跡』
：婚姻的建立和天主所賦
予的意義；婚姻的起源和目的；婚姻在整個救恩史中的各種實現；罪惡給婚姻所帶來的
種種困難；婚姻如何『在主內』(格前 7:39)、在基督與教會訂立的新盟約中得到更新。」
(天主教教理 1602)
聖經中婚姻概念發展的主要階段：

1. 「在起初」
：受造界中的婚姻
在起初」
：受造界中的婚姻
(i) 在聖經中「在起初」（天主創造天地）的章節已記載有關婚姻的事件。天主所創
造的男女是以天主最完美的肖像造成；他們親密共融的關係（「二人成為一
體」
）
，以及與天主的受造物之間的關係，突顯婚姻的最深層意義。
「夫妻生活及恩愛的密切結合是由造物主所建立，並由祂賦予固有的法則。婚
姻的創立者是天主自己。婚姻的聖召已銘刻在男人與女人的本性上，造物主親
手所創造的人就是這樣。 雖然長久以來，婚姻在不同的文化、社會結構和靈性
態度上經歷無數變化，但它並非是一種純粹人為的制度。這種多元性，不應使
人忘記婚姻的共同和永恆特徵。儘管婚姻制度的尊嚴未能在各處以同樣的亮度
彰顯出來，所有文化都認為婚姻結合是相當偉大的。因為個人及社會的幸福跟
健全的婚姻與家庭生活，緊密相連。」(天主教教理 1603)

(ii) 「天主因著愛而造了人，也召叫人去愛；這是整個人類最基本和與生俱來的聖
召。因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而造成的(創 1:27) 而天主本身就是愛(若一
4:8，16)。天主這樣造了男女，他們互相的愛情成為反映天主對人類絕對和永恆
之愛的肖像。在造物主的眼中，這愛情是美好的，非常美好的(創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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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愛情得到天主的祝福，目的是使它不斷衍生，並實現於照管受造物的共同工
程之中：『天主祝福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創
1:28)」(天主教教理 1604)

(iii)「聖經確定男女是為了對方而受造的：『人單獨不好。』(創 2: 18)女人是男人的
『親骨肉』(創 2: 23)， 就是說，與他配對的她，與他平等的她，與他最親近的
她，是天主賜給他作為『助手』的(創 2: 18)，如此她代表那「救助我們的天主」
(詠 121: 2)。
『為此，人要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 (創
2:18-25)。這意味著他們兩人的生命永遠結合在一起， 主曾親自說明這種結合，
祂使人想起造物主最初的計劃：
『這樣，他們不是兩個，而是一體了』(瑪 19:6)。」
(天主教教理 1605)

2. 「亞當厄娃犯罪後」
當厄娃犯罪後」：罪惡統治下的婚姻
(i)

聖經確定在罪惡闖進人心後，便嚴重影響男人與女人之間愛的親密關係：懷孕
生子本是喜樂的，卻變成痛苦，夫婦之間的愛卻變成「佔據」
。
「你要在痛苦中生子；你要依戀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轄。」(創 3: 16)
本來享有天主受造物「管理人」的尊嚴，卻降為辛苦勞動的工人：
「你必須汗流滿面，才有飯吃，直到你歸於土中，因為你是由土來的；你既是
灰土，你還要歸於灰土。」(創 3: 19)

(ii) 「每個人在他週遭或在他自己內，都會經驗到邪惡。 這經驗也會在男女關係上
感覺到。他們的結合時常受到紛爭、支配慾、不忠、嫉妒和衝突的威脅，這可
能逐漸導致仇恨和決裂。 根據不同的文化、時代和個人， 這種混亂現象可能
以一種或多或少的尖銳方式出現，也可能或多或少得以克服，但它似乎具有一
種普遍的特徵。」(天主教教理 1606)

(iii)「我們沉痛地看到的這混亂現象，根據信仰，並非來自男女的本性，也不是來自
男女關係的本質，而是來自罪惡。原罪使人與天主決裂後，第一個後果就是破
壞了男女之間原先的共融。他們的關係被彼此的怨懟所扭曲；造物主原先恩賜
他們互相喜愛卻變成支配對方和貪婪的關係；男女要生育繁殖和治理大地的美
好聖召，已添上懷孕和謀生求食的痛苦。」(天主教教理 1607)

(iv)「然而，受造界的秩序雖遭嚴重擾亂，但仍然存在。為治癒罪惡的創傷，男女需
要恩寵的助佑；天主既是無限仁慈的，祂從不拒絕施恩(創 3: 21)。沒有恩寵的
助佑，男女便不能實現他們生命的彼此結合，為了這種結合，天主才『在起初』
創造了他們。」(天主教教理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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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聖經（
簡介聖經（二）
（資料擇自網上慕道班）

(1) 早期的基督徒著作擁有無可否定的宗徒傳統保證。這些著作極具價值，因而備受尊
崇。許多地區教會或個別信徒都希望擁有這些抄本。在教會內早已流傳的新約聖經
經典；伯多祿後書推斷他的讀者對保祿書信已非常熟識了。
「應以我們主的容忍當作得救的機會；這也是我們可愛的弟兄保祿，本著賜與他的
智慧，曾給你們寫過的；也正如他在談論這些事時，在一切書信內所寫過的。在這
些書信內，有些難懂的地方，不學無術和站立不穩的人，便加以曲解，一如曲解其
他經典一樣，而自趨喪亡。
所以，親愛的諸位，你們既預先知道了這些事，就應該提防，免得為不法之徒的錯
謬所誘惑，而由自己的堅固立場跌下來。你們卻要在恩寵及認識我們的主，和救世
者耶穌基督上漸漸增長。願光榮歸於他，從如今直到永遠之日，阿們。」
（伯後 3：
15-18）
保祿則催逼他的信徒團體要在所有聚會中讀出他的書信，「我因主誓求你們，向眾弟
兄朗誦這封書信。」
（得前 5：27）並與其他團體交換這些書信，
「幾時你們宣讀了這
封信，務要使這封信，也在勞狄刻雅人的教會內宣讀；至於那由勞狄刻雅轉來的信，
你們也要宣讀。」
（哥 4：16）
可是，在新約中並沒有找到任何跡象顯示當時教會有系統及有計劃地發佈宗徒時代的
著作，也沒有由宗徒傳下來的聖經書目，亦沒有明確的指出這些宗徒時代的著作是受
天主聖神默感而寫成的。差不多所有新約的著作都是由某些事件所引發，或為某些特
定地方的民眾而撰寫的；但我們可推定當時具有領導地位的地區教會，如安提約基
雅、得撒洛尼、亞歷山大里亞、格林多及羅馬等，都切望與其他地區教會交換宗徒時
代的著作，以加添信仰的寶庫，亦可在聚會中公開朗讀，對信仰增添認識。這樣無疑
使當時所匯集的著作日益增多，在某種限制之下仍能達致完整。雖是如此，根據最後
發佈的一本書起計，仍需要好一段日子，分散各處的教會才能擁有完整的新約。
因著缺乏有系統的分配，以及早期未有制定聖經書目，致令聖經內容出現差異及欠確
實的情況，這種情況持續數世紀之久。

(2) 經典包括二十七本書，這點必須強調的是：新約經典之所以富權威性並不是因為它們
早已正式成為經典；相反，教會把新約列入她的經典內，因為教會早已承認新約是由
聖神默感而寫成的，因而有其本身的內在價值及宗徒權威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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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歷史根據可證實新約經典是從最初，即從宗徒時代已完整及明確的存在。新
約經典，就如舊約經典一樣，是經過發展出來的結果；在教會內經過懷疑及爭議，亦
受過某些阻滯及躊躇不決等過程。新約經典是在此等自然的情況下激發而成的。
教會從各地區教會眾多著作中選出那些是屬早期，接近宗徒時代所撰寫的著作，這些
著作亦須被各教會接受，並在他們的禮儀中使用，更不會與代代相傳的宗徒傳統直接
衝突。
許多聖經書目是由個別權威人士訂定的。
首次給予新約正典一個明確的界定的教會會議是在 393 年在北非希坡(Hippo Regius)
及在 397 年在迦太基（Carthage）舉行。這些會議並沒有把任何新東西強加予各地區
教會，反而是把他們早已慣用的加以編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齊家運動暑期同樂日：
齊家運動暑期同樂日：
日期：15/8/2009 下午 2:30－5:30
地點：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費用：全免
活動內容：
1)恩神父講話
2)親子麵包班 － 五個小學以上小朋友的家庭
3)親子/夫婦按摩班 － 10 對夫婦／親子
4)口才訓練班 － 中、小學生 15 人(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5)唱 K － 中學以上的青年及成人
6)茶聚
人數有限，報名從速。請電 8100 4584 或電郵：family@dolf.org.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爲中國
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8 月 2 日及 9 月 5 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 至 11 時期間全家一起爲此祈禱。
2. 齊家十五周年壓軸活動：
齊家十五周年壓軸活動：11 月 22 日款待 150 名貧困家人及 30 位智障人士
3. 歡迎繼續投稿，
歡迎繼續投稿，稿件請於七月上旬前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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