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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聖誕恭祝聖誕恭祝聖誕恭祝聖誕    並賀新年並賀新年並賀新年並賀新年 

「「「「看看看看，，，，一位貞女一位貞女一位貞女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將懷孕生子將懷孕生子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 

意思是意思是意思是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天主與我們同在天主與我們同在天主與我們同在。。。。」」」」（瑪 1：23） 

 

 

 

 

親愛的齊家組員： 

 

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過節的時候，總會有一些人未能參與，令我們思念。今年耶穌苦難

日，藍田聖愛德華堂齊家小組的黎鴻亮兄弟離我們而去；11月 25日早上，聖若翰堂齊家小

組的蕭志民兄弟也離開了。我有幸陪伴這兩位弟兄走他們在世的最後一段路程，見證他們的

靈修和信仰生活。齊家這兩位兄弟的最後一段路程，給我很深的啟示。基督徒不單要活得好，

還要死得好。在他們最痛苦的時刻，他們最能感受到的是天主的臨在；他們雖是痛苦，但仍

能處於平安與感恩之中。他們感謝摯愛妻兒的日夜照顧，感謝他們的奔走勞碌，更欣賞到家

庭的支持、愛及團結。他們對主的真心交付、熱切祈禱、全然信靠，處處表現出基督徒的風

範。他們雖站在死亡邊緣，仍不忘為主作證，感動周邊的人歸向天主。 

 

我們平日忙碌辛勞，未必會感受到家人，特別是妻子默默地為你所做的一切，大家都很

容易忽視家人對你的愛，更枉論天主的臨在，天主的愛罷！可是，當你被迫停下來，當你在

軟弱無助時，家人的愛是何其重要，天主的愛和蔭庇是何其重要啊！ 

 

親愛的齊家組員，借此，我祝你們聖誕快樂！聖誕，耶穌的降生成人，就是天主臨在我

們中間的明證。耶穌在家庭中誕生，他出生後不久，這小小的嬰孩已備受迫害，舉家要逃往

埃及去避難，在患難中，家庭越見團結。聖家就是團結合一的明證。我祝你們聖誕快樂，希

望你們的家有上主的臨在，有聖家的團結合一，平安喜樂。這就是齊家運動在教會內、在社

會中應發揮的功能，以你們的家為主作見證！再祝聖誕快樂！厄瑪奴耳！  

 

                                                                 恩保德神父 

 

 

 

2009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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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應分應分應分應分                    何李麗珍 

 某日，在熟食中心吃魚蛋粉，遇到一位天真可愛的小女孩，與媽媽一起來吃下午茶。她

嘴巴很甜，逗得同座的人十分高興。當服務員把食物送到她面前時，她立即望著服務員說：「唔

該（謝謝）姨姨！」見她如此可愛，我便說：「多謝媽媽啦！」 

 

「媽媽係唔駛（是不用）多謝的！」她說。 

 

 我相信許多人都像這小女孩一樣，認為越親近的人越不用謝，應分的。家人替你做事，

連「唔該」也不用說了，應分！尤其是中國男子，放工回家，就像一尊佛般，等候人來供奉，

飯餸碗筷準備好了，還要「請」才曉得「埋」枱吃飯，這等人仍多的是啊！「應分」的心態

會令人變得麻木，變得不懂得尊重別人，不懂得感謝，甚至不懂得愛。 

 

 許多男人認為自己辛辛苦苦在外工作，飽受壓力，他有本事供養一家，男主外女主內，

自然家中事應是太太的本份，回家舒舒服服休息是理所當然的。況且家事那有公事辛苦，誰

也沒想到，當太太的每天清潔打掃，每每用上一兩小時；洗衣熨服又是一兩小時；到街市買

菜，隨時十斤八斤菜肉生果及種種雜物挽回家去，又是一兩小時；準備飯餸又站上一兩小時；

若還要接送子女上學，監管功課，請問一天太太停下來坐坐的時間有多少！何況現時許多婦

女更是在職媽媽，她們的壓力絕不比男人小。雖然這一代男士多少受上一代大男人父親的影

響，但時移世易，何況現代香港人，大都在香港受教育，多多少少也受點西方文化影響，男

女平等、Lady first，這等說話已是耳熟能詳，幹嗎行動仍舊如此落伍呢！西方男人邀請女伴

出席宴會，若在宴會中丟下女伴不顧，被視為極端不禮貌，對女伴的極大侮辱，而我們中國

人在談到夫妻相處之道時，也提到「相敬如賓」，夫妻相處要互相尊重如同款待賓客一樣。若

在家庭中連這點點禮貌和尊重也沒有，又如何能對其他人有禮和尊重呢？ 

 

「你們作丈夫的，應該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弗 5：25） 

 

 耶穌基督愛衪的教會，為她揭示了派遣衪的天主父，更為她派遣了聖神；使基督徒認識

到他們的天主並不是一個無上權威的全能者，也不是一個高高地活於天外的父君，更不是一

個孤立的單一體。聖父、聖子和聖神是在三位一體之內溝通（communication）、團結

（community）和共融（communion）。 

 

齊家運動時常強調夫婦的愛是最肖似天主的愛，仰慕並效法三位一體天主的溝通、團結

和共融相信也是齊家夫婦的理想。捨棄一己的自私，學習相互尊重和溝通，才是我們「應分」

做的事，願我們能彼此互勵互勉，投入天主的共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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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懷念亞蕭懷念亞蕭懷念亞蕭懷念亞蕭                    核心組何太 

 

 在亞蕭的守靈禮儀開始時，恩神父呼籲大家要以感恩的心參與，感謝天主賜予我們認識

亞蕭，感謝亞蕭在我們當中為主作證。雖然亞蕭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平凡人，但他努力在他

的一生中，追隨上主；特別在他罹患惡疾之時，他對天主的信靠更大，他感謝天主藉著這一

場病，使他更認識天主，更認識自己，更認識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以前，他覺得自己的

妻子冷淡，兒子沒有人情味，不懂得關心別人；但在患病之時，他感謝太太對他的照顧，兒

子亦懂得噓寒問暖。 

 

 亞蕭，蕭志民，是核心組一位非常積極的份子。在我們籌組任何活動時，他例必最先主

動「認領」項目，並且切實執行。他亦是第一位籌辦同區聯組活動的組員，他非常希望齊家

運動的各組組員能互相認識，擴大齊家的網絡，使齊家的精神更好地傳揚開去。 

 

 我在齊家核心組中認識亞蕭，亞蕭是我的好兄弟。年前當他知道我陷於極不快的境地時，

他身體雖已極度虛弱，仍約齊五六位弟兄姊妹，跟我吃下午茶，分擔我的苦楚。 

 

 在他知道自己的胃癌已抗散至肺部後，他要接受另一項標把治療。在接受治療的診所中，

他認識了一位護士，他知道這位護士正為女兒的入學問題而擔憂時，他致電給我：「何太，今

日我去打針，打完針約你飲茶可以嗎？」原來，他是就準女護士的午飯時間，帶她前來，請

我給她解釋選校情況及分享一下我的教女心得。 

 

認識亞蕭真是一種福份。當時從他的外表看，一看便知他是一個罹患重病的虛弱病者，

但他助人之心卻是熾熱的，他那種忘我的精神，真是令人敬而生畏。「蕭，你累嗎？」「還可

以。」這常是他的答案。 

 

在齊家十五周年的分享會中，亞蕭還與大陸的教友們分享天主對他的作為，讚嘆天主的

偉大愛情。 

 

在亞蕭的守靈禮儀中，我感受到亞蕭正在朗讀當晚的答唱詠：「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

援，我還畏懼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穩固的保障，我還害怕何人？…我有一事祈求上主，我要

懇切請求此事：使我一生的歲月，常居住在上主的殿裡，欣賞上主的甘飴慈祥，瞻仰上主聖

所的堂皇…」 

 

我們深信亞蕭已進入了上主的殿裡，他正享受著上主的甘飴慈祥，瞻仰上主聖所的堂皇。 

 

亞蕭，感謝你，你藉著耶穌的光照亮了我們的生命，請你繼續在主前為你的家庭祈禱，

為齊家運動祈禱，為你牽掛的恩老爹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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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齊家宴齊家宴齊家宴齊家宴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來自屯門、荃灣、沙田的六十多個家庭共一百五十人及三十

位智障兒童應邀出席齊家運動十五周年慶典的壓軸節目 － 齊家宴，為齊家運動十五周年添

上特別的意義。 

 

當日節目相當豐富，首先由恩神父的講話掀起序幕，繼而是三對齊家夫婦分享夫婦相處

之道，內容感動；特別是麗城組的黃國華大哥分享他十多年前接受鏗鏘集訪問時說自己的婚

姻生活平淡如水。現在反觀，當時之所以平淡是因為自己的大男人脾氣，自己的驕傲自大、

自以為是；家是我供養的，無人敢反駁一句。今時今日，兩個孩子都已長大成人，自己亦已

升級成為爺爺，現在才發現其實自己能有一個完美的家，太太是功不可沒的，因為她在家打

點一切，自己才能安心在外工作，兩個孩子都得以成才。日後的日子，就是這位老伴陪著自

己走的了，所以現在自己更珍惜老伴，每天晚飯後都會握著太太的手，到公園去散步，現在

更體會到謙卑的重要。句句心底話，引人落淚。 

 

講座後即分組討論，而孩子們則分成幼兒組，小童組及少年組由齊家義工帶領，進行分

組活動。討論完畢，便由各組表演，幼兒組唱了一曲讚美主，此舉極具福傳意義；小童組則

道出對父母的感受，並以「放飛機」的方式把心意傳遞給在場的父母；少年組則表演魔術，

八人各用一隻手指便把一個同伴抬起，表達出同心合意的威力。繼而是沙田公立學校的同學

表演，他們雖是智障學童，節奏樂表現純熟合拍，舞蹈優美輕盈，最精彩的是一位十歲學生

跟齊家組員 Juliana合唱粵曲牡丹亭驚夢之幽媾，他們只是在當天練習了三次，而該名學生雖

是智障，但卻能把整首曲背唱出來，賺來全場掌聲不絕。 

 

是晚晚宴是以到會形式進行，所以表演完畢，立即便要擺枱搬椅，這又是發揮齊家精神

的時候了，瞬間大家便把禮堂搖身一變成為筵開二十席的宴會場地，八大菜餚，肥雞鮮魚，

美味湯羹，吃得大家極其滿意，席中還有抽獎，禮物包括各組送出的家庭用品、超市禮劵；

而每位參加者更獲贈利是一封。 

 

齊家運動十五周年能與弱勢社群一起歡宴，實在是主賜予我們的一種福份，期望齊家家

庭除照料自己的家庭外，更能關懷弱勢社群及有需要幫忙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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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續婚配聖事續婚配聖事續婚配聖事續婚配聖事（（（（三三三三）））） 

II. 天主教會相信婚配聖事是耶穌親自訂立的天主教會相信婚配聖事是耶穌親自訂立的天主教會相信婚配聖事是耶穌親自訂立的天主教會相信婚配聖事是耶穌親自訂立的     

1.  教會對婚配聖事的訓導教會對婚配聖事的訓導教會對婚配聖事的訓導教會對婚配聖事的訓導，，，，有著豐厚的聖經基礎有著豐厚的聖經基礎有著豐厚的聖經基礎有著豐厚的聖經基礎：：：： 

(i) 天主教教理稱聖秩和婚配聖事乃「為共融服務的聖事」： 

  

「有兩件聖事 － 聖秩和婚姻  － 是為其他人的得救而設立的。雖然它們同樣

地有助於其個人的得救，但也是通過其為他人服務而達成的。這兩件聖事賦予

領受人在教會內一項特殊使命，並用來建立天主的子民。」(天主教教理 1634) 

 

(ii) 所有聖事都是為紀念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不過，每一聖事均按其特定的表徵、特

殊的意義，以其獨特的方式來「紀念」。 

 

婚配聖事則是紀念耶穌至死不渝的愛。 

 

(iii) 新婚夫婦彼此的合意使他們為對方彼此交付：「我接納你作我的丈夫」…乃婚配

聖事的外在表徵；這使夫婦連結一起的合意，在他們兩人「成為一體」時，得以

完成。(天主教教理 1626，1627) 

 

藉著這外在表徵，不單表達了夫婦二人的愛，耶穌亦同時賜予這對夫婦衪底愛的

恩寵。 

 

  「你們作丈夫的，應該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以水洗，

藉言語，來潔淨她，聖化她，好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現為一個光耀的教會，沒有

瑕疵，沒有皺紋，或其他類似的缺陷；而使她成為聖潔和沒有污點的。作丈夫

的也應當如此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一樣；那愛自己妻子的，就是

愛自己。」(弗 5:25-28)                                                  

 

(iv)「整個基督徒生活帶有基督與教會夫妻之愛的標記。使人加入天主子民團體的聖

洗，已經是一項婚姻奧跡：它可以說是婚禮前的沐浴(弗 5:26-27)，接著就是婚宴 

－ 感恩祭。基督徒婚姻則成為有效的標記，是基督與教會締結盟約的聖事。既

然婚姻象徵並通傳恩寵，那麼，兩位受過洗禮者之間的婚姻就是新約的真正聖

事。」(天主教教理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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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v) 「因有效婚姻在夫妻間產生的關係，其本質是排他和永久的；此外，在基督徒的 

婚姻上，更藉婚姻聖事，使夫妻身分的義務和地位得以堅強，猶如被祝聖一般。」

(天主教教理 1634) 

 

(vi) 若夫婦雙方都是已領洗的教友，他們的婚姻就是一件聖事。他們不獨需要在婚姻

契約上簽字，還需要接受他們的婚姻是一件聖事。 

 

「爲此，兩位領洗者的有效婚姻契約，必然同時也是聖事。」（天主教法典 1055.2） 

 

(vii) 「配偶彼此作出給予和接納的合意是得到天主親自確認的。從他們的婚姻盟約中

產生天主法律所肯定的一個制度，在社會面前亦然。夫婦的盟約融入天主與人類

建立的盟約中：真正的夫妻之愛歸宗於天主的愛。」(天主教教理 1639) 

 

(viii)「因此，婚姻關係由天主親自建立的，於是受過洗的人之間的既成已遂婚姻，是永

不可拆散的。這關係是由夫婦自由的人性行動和圓房所產生的，從此不能廢止，

而且形成由天主的忠信所保証的一項盟約。教會沒有權力違反天主上智的這個安

排。」(天主教教理 1640) 

 

 (ix) 「專一性、不可拆散性及對生育的開放皆是婚姻的要素。多夫多妻制違反婚姻的

專一性。離婚則分開天主所結合的。拒絕生育是使夫妻的生活失去其「最寶貴的

恩賜」：子女。」(天主教教理 1664) 

 

(x)「基督徒的家庭是子女們首先接受信仰宣講的地方。為此，家庭非常合宜地被稱為

『家庭教會』，是祈禱和恩寵的團體，人性品德和基督徒愛德的學校。」(天主教

教理 1666) 

 

(xi)「就是在家中，作父親、母親、子女的，以及所有成員，藉著領受聖事、祈禱與

感恩的行動，聖善生活的見証、克己和愛德行動，以特殊的方式，實行他們源自

洗禮的司祭職。因此，家庭是培養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所學校，也是培育豐富人生

的學校。人在家庭裡學習工作的勞苦和喜樂、兄弟之愛、慷慨寬恕之道，甚至常

常寬恕，特別是透過祈禱和生命的奉獻，去欽崇天主。」(天主教教理 1657)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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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續簡介聖經續簡介聖經續簡介聖經續簡介聖經（（（（四四四四）））） 

（資料擇自網上慕道班） 

2. 聖經手稿的可信性令人震驚聖經手稿的可信性令人震驚聖經手稿的可信性令人震驚聖經手稿的可信性令人震驚 

 

若把聖經手稿與其他古代典籍比較，聖經手稿定是在眾多古籍中保存得最好的文學作品；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中東、地中海一帶及歐洲地區發現數以千計大致上相符的舊約手稿；而

這些文本大體上與舊約的七十賢士譯本及於 1940至 50年代在以色列發現的死海經卷

（Dead Sea Scrolls，或稱死海文件）的內容相符。 

 

「新約」手稿的證據更為觸目。在近二萬五千份被發現及存檔的古老手稿中，最少五千六

百份抄本或碎片是用希臘文寫的。有些手稿寫於第二及第三世紀期間，非常接近原文著作

的日期；而現存的碎片抄寫的日期與原文著作的日期只相差短短四十至六十年。 

 

有趣的是，聖經手稿的可信性遠超其他我們信以為真的古老典籍；而世上無一古典文學能

如新約，有著如此豐厚的證據助證。 

 

事實上，新約手稿，無論在文件的數量上，或是文件所記載的事件與寫作該事件相隔之時

間上，以至支持及否定該歷史事件的文件種類上，都比所有古代典籍擁有最多的證據。 

 

3. 聖經的原來版本聖經的原來版本聖經的原來版本聖經的原來版本（（（（舊約及新約舊約及新約舊約及新約舊約及新約））））是沒有分章節的是沒有分章節的是沒有分章節的是沒有分章節的 

 

1205年，史提芬靈頓（Stephen Langton）首次把聖經分成章節，稱為通俗拉丁文聖經版本

（Vulgate edition of the Bible）；並於 1400年代被引用於希臘文的新約手寫本中。1551年，

另一位編者羅拔埃斯蒂安（Robert Estienne）首先在每一章節加上號碼，同年，這些號碼

被加進印行的新約版本中。1571年，希伯來聖經的章節也加上號碼以之識別。史提芬靈

頓和羅拔埃斯蒂安均不是聖經學者。他們把聖經分成章節及加上號碼的做法引起傳統及現

代學者極大的爭議和抨擊。他們批評章節的劃分無條理，不適當，容易引起誤解；在引用

章節時，因這錯誤的劃分而導致首尾不呼應的效果。可是現在，章節的劃分及編碼已是無

法推翻的事實；在研讀聖經方面，亦是必用的技巧。 

 

4. 傳統與傳統與傳統與傳統與「「「「涵蓋性別涵蓋性別涵蓋性別涵蓋性別」」」」翻譯方法的比較翻譯方法的比較翻譯方法的比較翻譯方法的比較 

（以若望福音 14:15-17為例） 

 

聖經在每個新年代都需要新的翻譯版本以滿足該年代文學上的要求。現今，涵蓋性別語言

（gender-inclusive language，性別內包語言或中性語言）成了非常熱門的話題。今日，許

多人不能接受傳統的聖經版本，因為該版本以男性來代表天主或其他事物。請細讀以下的

兩個版本，看看翻譯上的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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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他

永遠與你們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真理之神，因為世界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 

 

「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我的天主，天主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

者，使護慰者永遠與你們同在；護慰者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真理之神，因為世界看不見，

也不認識真理之神。」 

 

－（待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最新近況最新近況最新近況最新近況：：：： 

1. 新齊家組成立 

聖依納爵堂齊家小組又再成立，由何太負責 

聖若翰堂(第二組)於 9月 20日成立，現由伍偉溢(Abraham)負責 

觀塘道聖若瑟堂於 12月 12日第一次聚會，由王猶雅(Eliza)負責 

太古城(第二組)將於 2010年 1月 30日舉行第一次聚會，由太古城組成員周麗彤(Rosa)

及黃麗屏(Alice)負責 

 

2. 1月 31日恩神父將到聖母領報堂宣傳齊家運動及成立小組，特別是荃灣區的小組請到場

支持及協助。  

 

3. 麵包製作 

2009年 11月 7日（星期六）下午 2時在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內，由 Shirley(倪

潔瑜)教 11位齊家組員做麵包，過程好玩又豐富。Shirley把握時間同時教曉我們做麵包的

餡料，包括蒜蓉、椰絲、豬肉鬆等，沒有機會出席的組員，走寶了！在此，非常多謝 Shirley

慷慨與我們分享她寶貴的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1月 3日及 2月 7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至 11時期間全家一起爲此祈禱 

 

2. 請為剛去世的蕭志民先生祈禱 

 

3. 明年之齊家日將於 2010年 2月 21日（農曆年初八）舉行，請預留時間參與     
4. 歡迎繼續投稿，稿件請於一月下旬前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