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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你們的眼睛有福，
你們的眼睛有福，因為看得見；
因為看得見；
你們的耳朵有福，
你們的耳朵有福，因為聽得見。
因為聽得見。」(瑪 13:16)

親愛的齊家組員：
我曾有這樣的一次經歷。一班大學生邀請我擔任他們的退省神師。他們選擇了一個遠離
塵囂、風景秀麗、鳥語花香、面對碧海藍天的地方，進行兩天一夜的退省。
那天晚上微風輕拂，繁星點點，蟋蟀唧唧的不斷鳴叫，年輕人團團圍坐在這大自然的和
諧氣氛當中，點上燭光，分享他們的主題：生命之歌。在這般浪漫之夜，我站在他們中間，
娓娓道出我對生命的看法；不知怎的，一名青年突然向我撲來，險些把我推倒。他的腳在地
上亂踏，眾人的手電筒已照在同一焦點上，我始看到一條約一呎的小蛇，搖著尾巴在殘喘。
「未死！未死！」這些呼喊聲使當場美麗的生命之歌驟變成為殘暴的死亡之歌！
學生希望這個退省是浪漫的、美麗的；但蛇的出現，像是破壞了一切！作為信徒，我相
信一切都是天主所創造的；美麗的風景、可愛的同學，只是創造的其中一面，另一面也是天
主願意保留的。
「的確，祢愛一切所有，不恨祢所造的；如果祢憎恨什麼，祢必不會造它。如果祢不願
意，甚麼東西能夠存在？如果祢不吩咐，甚麼東西能夠保全？愛護眾靈的主宰！只有祢愛惜
萬物，因為都是祢的。」(智 11:25-27)
我相信天主保留創造的美，同時也保留死亡與威脅。大自然中的弱肉強食，就如那天晚
上，我的受傷以至死亡成了蛇的食物和生命；我的死亡成就了牠的生命！在人的感性來說，
這確實是殘酷的，人總希望永遠擁有美的那方面，但天主卻保存那因罪惡而造成的世界。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生活於非常現實世界中的齊家組員探究的！

恩保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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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遺憾

何李麗珍

我家七兄弟姊妹，從沒被父親打過，只有我對上的哥哥，曾被父親掌摑過一次，這一巴
常成為母親責罵父親時一再重提的恨事。當年為何上演了氣摑愛兒一幕，原因是我堂叔說了
我兄一句壞話，我父二話不說，便衝上樓來，摑了哥哥一掌。所謂「打在兒身，痛在娘心」；
何況是不問緣由，不看事實便打！我十分明白母親的心。
大女兒讀小學的時候，我亦遇到類似情況，一位家長跑到我家大閘外，對著對話機呼喝，
要管理員找我到樓下見她，因我女兒在校車中欺負她的女兒。在她這種像尋仇般的姿態下，
我當然不會見她，囑管理員打發她走了便是。然後細問女兒根由，她死口否認沒有。為了事
件，我主動跑到學校去，經負責老師、校車司機及車上媬姆證實，麻煩的不是我的女兒，而
是那家長的女兒，她經常在校內及校車上生事，然後把責任全都推到其他同學身上去。幸好
我沒有把耳朵當眼睛，一聽到便信以為真，不去看個究竟；否則，便會造成一單冤案，破壞
母女的關係！
剛參加完外子學校的畢業禮，聽到家長們由衷的分享，再一次感受到教育工作者的任重
道遠。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家長，因著孩子的過度活躍、自閉、
讀寫障礙…，時常收到老師的投訴電話，令家長煩惱不已；不過，據外子學校的家長分享，
老師總在報告事件後加上一句：我們會想辦法幫助孩子的。就此，孩子的「過失」往往成了
瞭解孩子的機會，讓它家校合作，幫助孩子改進，使他逐步成長。因此，外子學校的家長不
會以自己的孩子患有自閉症、唐氏綜合症、過度活躍症、學習遲緩為恥；反之，他們感謝孩
子給予他們學習和更用心去做好自己父母職責的機會，更令他們成長。
的確，孩子不單會令父母成長，更令父母成聖。每當孩子有問題發生時，都是父母反思
的機會，以及訓練控制情緒的機會；如果我們只是把耳朵當眼睛的話，即時的情緒高漲會令
整家人失去理智，進入罵戰的階段，對事情有害無益。
記得我當訓導主任之時，每當有老師氣沖沖的把「頑劣」學生「扔」給我時，我總愛把
學生帶離「現場」
，到一間舒適的房間去，開好冷氣，與孩子一起坐下，抱著他的肩膀，輕聲
的問他發生了甚麼事。這些學生通常一開始都會「砌辭狡辯」
，甚至把一切推到老師或其他同
學身上，但在情緒過後，在冷靜的分析後，他總會了解自己多一點，並學習找出處理事情的
方法。
聖經記載聖母瑪利亞在遇到事件時，便把一切「默存於心，反覆思索」
（路 2：19, 51）
，
這一態度實在值得我們學習。如果因為對事件缺乏了解，妄下判斷，加上情緒的種種反應，
而為自己或子女留下遺憾，實在值得細意考慮。倫理道德教育、信仰培育、公民教育都不是
知識層面的教育，身體力行的榜樣比任何美麗的言語來得重要。父母們，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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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
外婆，我愛你！
我愛你！

黎倩彤

「寶寶，起床吧！」媽媽一邊摸着我的臉蛋，一邊說着。
「今天要到外婆家呢！你一定很
興奮了！」爸爸微笑地說着。「嗯！」我喃喃地回應。爸媽見狀不約而同地讚歎：「我們的小
寶貝真聰敏！半歲便能聽得懂我們在說什麼！」哎！忘了介紹自己呢！你好！我叫黎倩彤，
今年半歲，是爸媽的掌上明珠呢！今天我會到外婆家了！她可是很疼我的呢！嘻嘻…「寶寶，
我們要走了！」爸爸喊道。
「嗯嗯！」我回答。
到達外婆家後，我立即向她擺出一個招牌笑容。嘻！「我的外孫真是越大越可愛呢！」
接着，她親了我一下，並抱起我，說起了她的故事…
「你知道嗎？我有一段很浪漫的愛情… 」外婆還沒說完，媽媽就插嘴。
「媽，寶寶年紀
那麼小，你就向她說愛情這科目，別破壞她腦袋的純潔！」
「我們年輕時的愛情可十分純潔啊！
待我說說吧…當時，我還是一個校花，很多人追求我的。但我沒有一個看得上呢！因為他們
全都是喜歡我的美貌才追求我。而我是要一個願意欣賞我的優點和接納我的種種缺點的人。
可是我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於是，我放下了自己的底線，隨便地找了一個人交往，那個人
就是你外公。他不是很英俊，但為人不錯。起初，我並沒想過真真正正與他一起。但漸漸地，
他的真誠，深深地打動了我…」
「他平時對我十分細心。天氣一轉冷，他就會提醒我多穿一件衣服，甚至有一年，他做
了一件普通男孩少做的事 － 織圍巾。當我收到那條圍巾，我感動得落淚。他如此愛我，但
我竟想隨隨便便！每逢情人節，他不會直接買巧克力或花朵送給我了事，他還做了小手工給
我！從此，彼此也認定對方是終身伴侶。從此，我們每天都形影不離。想起來，我真是『踏
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又如另一句諺語『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我們一直交往，直到我十八歲，我們便開始想着結婚的事…」
「嘰咕…」我嚷着。
「哦，你一定想問怎麼我們這麼早就結婚了！我們那個年代，要很早結婚，這樣可以多
生些孩子了。嗯…於是我們都向自己的家長表明心意。你外公那邊不假思索就答應了；但我
這邊就極力反對。因為當時你的外公家境貧窮，家中光景慘淡，所以他們認為他不能照顧我。
那時，我愕然了一會，並反駁他們：
『愛和温暖是不能用金錢去衡量的。他的温柔，他的體貼，
已經足夠我幸福一輩子了！』但媽媽給了我一巴掌，並罵：
『你這個不肖女！我和爸爸說不就
不！你們絕不能在一起！』我看着媽媽，大聲地哭泣。那一巴掌，是媽媽有史以來，打得最
重的一掌。就這樣，我們冷戰了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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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後，媽媽第一次找我，她語重心長地說：
『女兒，我不是要你嫁給一個有錢人家，
但他丁點錢也沒有，不能照顧你，倒過來是我們照顧他呀！你就聽從我一次吧！』面對她的
苦苦哀求，我有點心軟，但我一定要令他們倆回心轉意。我二話不說，拿出你外公織給我的
圍巾和做的小手工。媽媽看完後，似乎感受到什麼，就和爸爸談了一會，對我說：
『嗯…好吧！』
我當然興奮得落淚，立即去找你外公。你外公一聽，我們相擁在一起。我們都很欣慰。終於，
我們結婚了！雖然我們過的不是豪華生活，但卻是公主和王子的生活，而你外公仍然是十分
溫柔體貼，直到現在…」
「太感動了！媽！」一向很感性的媽媽哭着說。
「用不著哭吧！」突然聽到外公聲音，而
我卻看到外公他眼泛淚光，大人那麼矛盾！「嘻嘻！」我笑着。這個故事，是我聽過最感動
的一個。
不久，我便要上學了，有一天，媽媽告訴我外婆患了那個什麼乳癌的東西，要多些探望
她。於是，爸媽和我在星期天會到私營醫院探望她。關於探望她的事，我不太記得，只記得
外婆臨終時說過：
「我可愛的小寶貝，你要好好生活下去，要編寫自己的成長故事，日後說給
你的孫兒女們呀！知道嗎？」外婆！我知道！
外婆，我愛你！這就是我在她臨終時說過的最後一句話。接着，外婆甜甜地睡着了，有
一位白衣天使姐姐為她蓋上了白布…再也看不到她慈祥的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年之癢

齊家水邊圍組

不經不覺我們一家已加入齊家運動七年了，到底在這七年裡我們有什麼得著和我自己有
什麼改變呢？首先的是得著，我們多了一班可以講心事、又可一起學習和玩樂的同行者，這
定期的聚會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由最初在聖堂裡的一間房，到現在在組員的家裡進行
聚會，很感謝 Julianna 和 Ivan 兩個家庭的慷慨，在過去的七個年頭裡，我和之前的日子一樣，
仍然在工作上、家庭裡和生活的過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難、挫折和痛苦，然而在齊家組員的
聚會中，漸漸地使我們建立了很強的緩衝區，在分享的過程中亦使我更明白，很多時我個人
遇到的問題；原來身邊的組員也會遇上，且可能比自己遇到的更大。大家打開心底且毫無保
留地表述個人和家庭問題，在主耶穌的引領下，使我們大大提升了互助互愛的精神。
每次聚會前，我們都需要做些功課，讀指定的聖經章節，而個別分享自己的感受，在過
程中使我們在信仰上也大有進步，在這首先要感謝吳先生每次在聚會前都為我們做釋經。我
在感恩之餘也發覺組員有所改變，第一個我最欣賞的就是 Julianna，在這七年來，我看見她個
人不斷進步，包括 EQ、待人和處事態度。她外孫女能健康成長和聰明伶俐，筆者認為她功勞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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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朝聖大旅行
鹽灶下白鶴林、禾徑山村風水林粉嶺聖若瑟堂朝聖一天遊
旅遊日期︰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費用︰
費用包括︰
行程
08:45-09:00
09:00-09:45
09:45-10:30

201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8 時 45 分（逾時不候）
九龍塘理想酒店門口
HK$125（大小同價）2 歲及以下不收費
冷氣旅遊車接送、行程內交通、午餐、景點門票、導遊小費及
每位五萬元旅遊平安保險『80 歲以上不受保障』
於指定地點集合
乘旅遊車前往沙頭角
暢遊 白鶴林、禾徑山村風水村
鹽灶下白鶴林 是香港鷺鳥聚居的地方，屬保護野生動物條例規定保護的地。
鷺鳥種類繁多，在村前的紅機木覓食及築巢，其中有白鷺、池鷺和牛背鷺等，
一年四季都可見鷺鳥在天際飛翔。遊人可利用望遠鏡在林外觀看樹叢中雀鳥的
活動情況。
禾徑山村風水林有多棵樟樹，2 棵被行山友譽為禾徑山神木，一棵樹粗為2.1
米，另一棵是2.3 米，估計樹齡達200 年以上，此兩棵樹附近亦有多棵較細小

12:00-12:30
12:3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45-15:00
15:00-16:00
16:00-17:00

的樟樹，保養良好．在香港是很難得有這麼廣闊的前地。
乘旅遊車前往上水酒家
品嚐精美午餐
東江鹽焗雞 古法蒸大龍 海味什菜煲 魚香茄子
菠蘿咕嚕肉 XO 西芹花枝片 沙律海鮮卷 粟米豆腐羹 絲苗白飯
乘旅遊車前往上水河上鄉美味盞
香港著名的醬油品牌~頭抽，認識多種醬油種類 ((贈送每位團友紀念品一份))
乘旅遊車前往粉嶺聯和墟聖若瑟堂
教會活動
乘旅遊車返集合地點
請注意，下午行程可能因應當天安排會有少許改動。

報名及付款︰ 請電齊家熱線 8100 4584 講組名及人數，將所需款項存入永隆銀行戶口/號
碼：Lai Yuk Ching Kevin and Ying Yin Fun C 020-634-000-0488-6。
活動當天，請帶同入數紙。

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

15/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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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七一避靜
在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們齊家運動太古城一、二組及聖猶達組一行 33 人在大嶼山
聖母神樂院展開了一個不一樣的避靜旅程。
到達神樂院的碼頭後，我們便感到額外的寧靜、和諧。我們幾個家庭輪流地分享
苦路上的經文，走著不一樣的苦路。
到達神樂院後，迎接我們的是不一樣的莊神父。他用了非常有趣的魔術介紹了修
道院的歷史，故事及環境，所有成員都感到非常興奮。
然後，我們便到修道院的聖堂參加了數次唱經，看到來自不同國家的神父及修士
們穿上會衣，說著不同的語言和頌唱著聖詩，我們都感到份外的神聖和莊重呢！
晚餐後，我們便分開兩組準備用話劇的形式演繹兩個聖經故事，突然間，一隻蝙
蝠飛進大廳，並繞著我們轉個不停，大家既驚且慌，最後 Auntie Rosa 建議我們為蝙蝠
祈禱，奇蹟地，蝙蝠很快便「逃出生天」
，我們亦在天父給予的額外祝「福」下結束了
第一天的活動。
第二天起床後，我們再享受了大嶼山的美景，全體成員一起走到山頂上欣賞天父
為我們準備的風光，每個家庭的小朋友更挑選一種他們認為是大自然最奇妙的事物與
其他人分享，使大家能夠欣賞到不一樣的大自然。
我們非常感謝 Alice 、Rosa 、Margaret 們為我們悉心安排這個活動，使大家能在
主內渡過兩天難忘的避靜活動，讓我們更接近天主。
齊家太古城第 2 組 Alison

組員與莊宗澤神父留影

上主造物神奇又一例證！看！它有那麼多雙脚，還是比
我們行得慢！
齊家太古城第 2 組 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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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齊家天空

水邊圍社工陳佩瑜

筆者在二零零四年領洗，在同年十月被派去元朗水邊圍邨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堂開展齊家
小組。在帶領小組初期，我只當作在星期天返工加班而已；甚至有點兒無奈及提出怨言。難
道社工是工作狂嗎？我可不是無條件就去工作的人；也得說服自己為何要擔當此角色。
齊家小組的核心組員改變了我的思維和擴濶了我的視野。齊家工作隊伍既沒有固定工作
成員，沒有人受薪，但每個人做起齊家工作都拼了命似的。那份專注和執着是發自內心的不
斷渴求和呼喚！那份熾熱的情懷，我深深地被感染了。天主所作的事往往神妙莫測，又在你
掌握之外。我甘願成為主的器皿，現在我渴望每次帶領齊家小組。
在堂區服務中，我選擇了讀經員，慕道班的陪談員及偶爾講座的講解員。但在短短的七
年中，服務堂區時偶然也會聽見組員間互相批評、猜疑及說說是非等(本人也會有時情非得意
下參與其中，悵甚！)。大家擔任工作都是義務性質，何來誰大誰小？置身其中，真是很矛盾，
慨嘆後再思索下，我是否該退出或全身引退才叫我離開枷鎖。但天主不是叫我們不去批判別
人？而是學習包容和寬恕弟兄姐妹啊！
上兩個星期有幸置身於恩保德神父和前屯門天主教中學李志光校長聚會當中，大家分享
了對未來齊家小組的看法。我覺得齊家小組有別於其他堂區小組：
1 齊家組內成員在不經不覺間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和互相的支持，成員間更不需擔心資料外
洩，既可以交心及暢所欲言：無論是夫婦關係，或和子女相處的矛盾，大家誠意坦率地分
享，在困難中一同祈禱，還記得聖經曾提及：你們兩三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你
們中間。
2. 在過去一年裡，為了更自由地發展齊家聚會，我們將聚會地點遷到組員家裡。每次聚會，
你帶蛋糕、我帶飲料；屋主做新菜式：有日本冷麵、新加坡肉骨茶、香茅豬排、越南檬粉
等…總之無拘無束；大家感受到那份「回家」的感覺；真的「好棒」！
3. 我覺得齊家小組是堂區架構以外的一片湛藍天空。因為毋須受到堂區框架的束縛，亦沒有
必要討論與其他堂區善會合作的必要。我們完完全全地將聚會所有時間交託給天主，讓聖
神帶領我們，陶醉在主愛的弟兄姐妹氣氛中，教人心曠神怡，感謝天主悅納了我們。每次
聚會都帶來成員間新的動力和契機。
我開始明白了：原來我不需要離開善會工作；正因為齊家小組賦予正能量給大家。讓我
們一同誠心祈禱：慈愛的天主：請你讓這片湛藍的天空繼續陪伴我們，願齊家小組的每位成
員都擁有這片藍天，亦願這片藍天能跟齊家以外的兄弟姊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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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精神和力量

Julianna

轉瞬間齊家水邊圍小組成立已七年了，當時由聖伯多祿聖保祿堂的梁修女協助邀請幾位
主日學的家長利用小孩上主日學的時間，參加齊家組，這樣就組成齊家水邊圍組。梁修女又
借出房間讓我們每月聚會，初期聚會時間約一小時，逐漸一小時半至兩小時，近年聚會地點
遷移到 Ivan & Ivis 或是我家，讓我們感受齊家聚會應該在家裡進行的好處。現在的聚會時間
長達四小時，大家一起分享聖經，生活和工作所見所聞，互相支持，代禱，將信仰融入生活
裡。大家更不約而同準備豐富食物一起享用，自由自在，是否既吸引又羨慕呢…!
感謝天主的帶領，水邊圍組的成員由初期五個家庭及一位社工 Monica，至今仍是原班人
馬，只有一個家庭搬往大埔而缺席，每次聚會日期我們都 email 通知他，希望他們有時間與我
們相聚，另外加入一位新組員。除各組員成長外，我們的兒女都不容多讓 – Peter & Carbon 和
Ivan & Ivis 的兒女在初相識時升讀小一的學生，今年已踏入中二階級，一個非常有自信的
Joseph 和最近學會煮飯的 Levenez；Pauline 的女兒已長得婷婷玉立；Monica 的丈夫兩年前領洗；
Eunice 成為一位很堅強的女性；我的外孫女快將五歲，今年年尾會多添一個外孫。
除每月聚會，平日我們都保持緊密聯繫，Peter、Ivan 和 Monica 不時 email 互相分享動人
文章。這數年間我們在生活上都遇到不少的困難，各家庭不但發揮互助精神，還有實際的行
動，三年前我女兒患病，多謝麗城組和水邊圍組成員的代禱和安慰，亦非常感謝 Peter & Carbon
的幫忙，我女兒能順利進行手術，這一切都見證天主引領下齊家精神和力量。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羊與狼
一隻羊穿過籬笆，越走越遠，終於迷失了路。當牠發覺一隻狼正尾隨着牠時，便慌忙逃跑。
可是，狼仍窮追不捨。
牧羊人在危急中把羊救出，滿懷愛憐地把羊放回羊欄裡。其他人勸牧羊人快修補羊欄，但
他卻堅決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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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
摘自《道在家中》
今日的社會，總以為說話，思想是抽象的，只有行動最實際。我們要求行動配合信仰
的時候，其實也是著重行動。耶穌說將來審判人類的時候，也以人類的行為為依歸。「因
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
（參閱瑪 25:35）。
在我信、我行這兩個關係上，聖經中有兩個似是矛盾的看法：一、十分著重行動，其
表表者是雅各伯宗徒，他說：「信德若沒有行為，自身便是死的」
（參閱雅 2:17）。二、
絕對以信德為優先，其代表者是保祿宗徒。「我們認為人的成義，是藉信德。」（羅
3:28）。
信仰是天父與祂兒女間的關係。任何兩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比行動更為重要。「浪子
回頭」的比喻，剛好表達出這個說法。浪子的行為是為人所不屑的，但他與父親有着深厚
的關係；大兒子平日的行為是值得人稱譽的，但與父親的關係卻較為膚淺。小兒子憑着他
與父親深厚的關係，因着對父親的信心，使他重投父親的懷抱。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
（若 15:5）。枝條一定結果實，但枝條不能因
結果實而自誇，因為能結果實是樹的恩賜。「枝條若不留在葡萄樹上，憑自己不能結實；」
（若 15:4）。耶穌對信徒們說：「因為離了我，你們甚麼也不能做。」
（若 15:5）
其實，人的行為絕對不能賺取天主的愛。天主的愛是白白分施給我們的。人接受了天主
的愛後，自然會有行動回應，結出果來。耶穌說：「凡在我身上不結實的枝條，天父便剪掉」
（若 15:2）。因此為回應天主的愛所做的行為，是信徒與主關係最活潑而有力的見証，讓人
光榮讚美唯一善的根源 － 天主。「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
光耀你們在天之父。」
（瑪 5:16）
教會歷史中，憑着堅強信仰而成就大事的聖人聖女，他們對天主的信仰給予他們足夠的
犧牲精神，使他們不會沈醉於自己工作的成就，不以工作的得失來衡量自己的真正價值；反
之，因着天主的愛，他們的一切行動都以愛為出發點。
「我若把我所有的財產全施捨了，我若
捨身投火被焚；但我若沒有愛，為我毫無益處。」
（格前 13:3）天主愛這個「我」不是因為「我」
做了很多善行，祂愛我是因為「祂愛我」
。
人並不像走獸一樣，只跟隨身體的本能來生活。因為人有意志、思考力，能夠觀察、辨
別是非，並實行一切發自心靈的呼召，即良心的活動。人要憑著良心去做一切的抉擇，雖然
良心有時也會因為一些客觀的因素所左右，例如遺傳、教育、文化等，但由於人有其獨一無
二的特性，所以人始終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人類行為的指標，便是天主銘刻於人心內的法律，這法律呼喚人什麼事應當執行，什麼
事應當避免。人性的尊嚴就在於服從這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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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活動：
齊家活動：
1. 齊家男人組電影欣賞
由一群齊家男士組成的齊家男人組現邀請齊家所有父親，男青年及男社工(謝絕女士)，欣
賞一套講述基督徒父親職(Christian Fatherhood)的優良電影《Courageous》
，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下午 3 時至 5 時，地點在將軍澳聖安德肋堂。當日在播放電影後，會有小
型分享會，由恩神父帶領。參加者請電郵至 chingkevin@gmail.com 或電 9155 4933 賴煜清
報名，方便安排。
2. 齊家旅行
齊家旅行
詳情見今期家書第 5 頁，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3. 齊家日
齊家日
請預留 12 月 23 日(星期日)全日參加今年的齊家日，當天活動有感恩祭。將會是共同檢視
齊家使命，同慶主誕生的日子。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9 月 2 日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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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家運動籌款
現時籌得之款項如下：
為齊家運動活動經費：53,820.00 港元
為中國教會：9,960.00 港元， 100.00 美元
請尚未捐款之組員積極捐獻，支票寫「香港明愛」
，並在背後註明「齊家運動活動經費」
或「中國教會」
，寄往香港堅道 2 號明愛大廈 137 室黃子薇收。
3. 今期齊家家書內容得以如此豐富，實應感謝齊家水邊圍組各組員之熱烈投稿，他們每家一
稿，分享他們對信仰、對齊家、甚至與家人的感受，極之感人。在他們的分享中，我們不
只對他們有所認識，更能吸取極正面積極的能量，編者在此再謝。
4. 歡迎各組員及家書讀者，歡迎致電齊家熱線：8100 4584 查詢或報告近況。
5. 歡迎繼續投稿以豐富齊家家書的內容，稿件請於九月下旬前電郵：hoagnesl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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