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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無論作什麼你們無論作什麼你們無論作什麼你們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去作都要從心裡去作都要從心裡去作都要從心裡去作，，，，    

            如同是為主如同是為主如同是為主如同是為主，，，，而不是為人而不是為人而不是為人而不是為人。。。。」」」」(哥 3:23)  
 

 

親愛的齊家組員： 

 

教宗本篤十六世欽定「信德年」開幕時所頒布的宗座手諭，以《信德之門》為題。教宗

借用了聖保祿宗徒在完成第一次福傳之旅，返回安提約基雅向會眾報告「天主偕同他們所行

的一切大事，和怎樣給外邦人打開了『信德的門』」（宗 14：27）一詞。 

 

    教宗在牧函中指出：「由於信德，瑪利亞接受了天使的話……由於信德，宗徒們拋下一切

跟隨師主……由於信德，門徒們組成了第一個團體……由於信德，殉道者獻出他們的生命……

由於信德，男女人士向基督奉獻了他們的一生……我們也由於信德而生活：為了要有活力地

承認主耶穌臨在我們的生活和歷史中。」因此，教宗認為「信德年是一邀請」，邀請我們重新

認識「天主教教理」，邀請我們反省信仰生活，邀請我們公開宣認信仰，邀請我們活出信仰的

見證，邀請我們把信仰傳授給未認識主耶穌的人，分受教會的福傳使命。 

 

齊家運動成員最理解，家庭是最有力的信仰及福傳團體，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導師亦是

最重要及無可取代的導師，父母對子女的信仰培育責無旁貸。家庭中有信仰的成員應勇敢地

向未有信仰的成員福傳，家庭亦可向其他家庭福傳。齊家運動成員藉信德年的邀請，應更落

力認識自己的福傳使命及熾熱自己的福傳心火。 

 

 首先，組員須願意其家庭接受福傳，以認清信仰的內涵，勇於接受生活的考驗，了解十

字架的奧蹟，分擔基督的苦痛，與主基督建立堅定親密的關係，從聖言和聖體的滋養下，以

和平喜樂的心懷傳揚福音，為主作見證。齊家運動組員最明白其是最現實地活在人間的信仰

團體，每日同桌共食之時，一同分享信仰經驗，彼此鼓勵支持，使家庭洋溢互相福傳的氣氛，

這才更有勇氣和力量向其他人福傳。 

 

 從信德年開始，齊家運動更應尋回自己領袖的角色，成為社會道德的標準，提醒社會大

眾應守的倫理道德行為。若在可能範圍下，與其他非公教家庭合作，推動維護社會倫理道德，

讓人，特別是下一代，尋回家庭的價值。願望齊家運動藉信德年此良機真正活出地鹽世光的

使命！讓我們在齊家日一起繼續探討此一主題！天主保佑！齊家日見！ 

 

                  恩保德神父 

 

2012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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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故我行我信故我行我信故我行我信故我行                         何李麗珍 

逾越知音的一位朋友，遠道從美國而來，於是略盡地主之誼，飯後一同到聖若翰堂參與

感恩祭，在聖堂內巧遇曾令我汗顏的嘉爾，一位齊家組員的女兒。想當年，在某個齊家日，

她勇敢地跟百多位齊家組員分享她的信仰生活。小小年紀的她，已矢志要當聖人。每天上學

前，她都會看看當日的金句，提醒自己當日要如何生活。如今婷婷玉立的這位小姑娘，當我

重提此事時，她仍堅定地點頭微笑。她真是一個極端幸福的孩子，十來歲已全然瞄準目標，

擁抱天主。 

 

再見嘉爾，又給我極大的刺激，令我更好地反思一下自己的信仰生活。很多時，自以為

信德相當堅固，與主的關係也相當密切。可是，當面對考驗時，特別在面對十字架時，總會

藉詞推搪，求主寬恕人性軟弱，難以背負十字架；因而錯失很多精鍊自己的機會，於是時常

重蹈覆轍，不能自拔。現反思「神貧」的意義實在寬廣。 

 

伯多祿說得好：「基督既然在肉身上受了苦難，你們就應該具備同樣的見識，深信凡在肉

身上受苦的，便與罪惡斷絕了關係；今後不再順從人性的情慾，而只隨從天主的意願，在肉

身內度其餘的時日。」（伯前 4：1-2）他又說：「親愛的，你們不要因為在你們中，有試探你

們的烈火而驚異，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反而要喜歡，因為分受了基督的苦難，這樣好

使你們在祂光榮顯現的時候，也能歡喜踴躍。」（伯前 4：12-13） 

 

最近半年，一個極大的考驗突然湧來，瞬間令我無法信任身邊的任何一個朋友，我不知

誰會出賣我，致令我體無完膚，他們所傳述的我，完全不是數十年來我所認識的自己。我以

為我離開那是非之地，我三緘吾口，事情就會了結，可是，天主仍願意事件繼續下去，直至

我在十字架前，坦然確認：「主，我需要很大的信德，我願意背起這十字架。」 

 

現在，我倒有約伯的心情：「是我以無智的話，使祢的計劃模糊不明……」（約 42：3），「以

前我只聽見了有關祢的事，現今我親眼見了祢」（約 42：5）。 

 

我相信耶穌是信實的，「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罷！……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

子是輕鬆的。」（瑪 11：29, 30）耶穌不會給我超過我能力所能肩負的十字架。我相信天主是

公義的。每個人都要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任，由天主審判，無人有權判斷他人。 

 

金口若望在解釋「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瑪 10：16）時指出，蛇在受到任

何攻擊時，都盡力保護自己的頭，以保持自己的生命，身體任何部份受傷，都可以休養生息。

信德就是我們的頭，我們就算受到怎麼樣的考驗，也要保持信德；其他東西，如金錢、名譽

等失去了，他日也可再賺回來，但是失去信德，甚麼也沒了；而我們的純樸，卻教我們不抱

怨，不懷報復的心。願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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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孩子的感受對成長很重要接納孩子的感受對成長很重要接納孩子的感受對成長很重要接納孩子的感受對成長很重要            社工 楊陳佩瑜 

 

作為負責任的父母，從小孩子出生後要用清楚及貫徹的方法去引導孩子成長。孩子們會

明白父母的要求而學習與大人相處。在父母悉心栽培下，孩子漸漸成長。當孩子做得對時，

大人要作出適當鼓勵和讚賞；若孩子做錯時，大人應該立即糾正，讓孩子明白不當行為背後

的意義；亦須引導孩子去表達內心感受。待他們漸漸長大後，更懂得尊重別人的感受，成為

一個對自己負責任，同時亦懂得關心人的成年人。 

 

以下是一個真實的個案： 

 

小明(假名)是媽媽的孻仔，從小就很逗人喜歡。他樣子甜美，精靈活潑，無論那位阿姨

照顧他，小明表現乖巧。他發脾氣時大人呵呵大笑，見他停止後又再逗他生氣。大人又哄他

又「整」他。總之，無論小明大笑和大哭，大叫和大喊，都是大家的快樂泉源。小明就是在

這種父母沒有行為標準的環境下成長。還有小明沒有表達內心感受的機會，只懂得用「發脾

氣」來宣洩及對抗大人的要求。 

 

今年小明剛升上小一，讀幼稚園時他已有拒絕上學的紀錄。有一天，媽媽激氣地向社工

投訴小明： 「我已經乜嘢都就哂佢(小明)。昨天買了個煎蛋早餐哄他吃完返學。他大叫大嚷

說只有一隻蛋不是兩隻蛋而不肯吃。我強制他吃時他將成份早餐掃落地下。我很激氣，打了

他，後來被我押著返學。」 

      

依社工分析：在過去六年，父母沒有給予正確行為的引導予小明，甚至他的負面情緒都

是累積而來的。他不知道父母為何惹他發怒。只知道哭時大人覺得好笑。原來「整喊人」很

合理。小明深信大人世界裡沒有講心事和講道理的準則，他覺得發脾氣才能獲得被尊重。所

以當他覺得那份早餐欠了一隻蛋而向媽媽發了脾氣。小明在沒有被體諒感受的家庭裏成長，

所以欠缺體諒媽媽為他買早餐的苦心。 

 

很多父母過份專注孩子們的學業而忽畧情感教育，對孩子們成長未必最好。因為孩子們

在被接納感受時，會懂得尊重和愛自己，加深他們明白別人感受的能力；縱使他們不愛讀書，

但卻能夠成為朋輩中的好友及長輩心目中的謙虛的後輩，對他們融入社群會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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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翰堂齊家小組聖若翰堂齊家小組聖若翰堂齊家小組聖若翰堂齊家小組((((第二組第二組第二組第二組))))    

 

不經不覺帶領了這個小組已經三年多，這個小組有別於本人以往所帶領的齊家小組；首

先這個小組的組員很多是「跨區」而來的；第二這個小組很多組員都是「新教友」；第三這個

小組不斷有新組員加入，當然亦有組員因個人或搬遷原因而暫別小組。因此這齊家小組給予

我很多新的刺激及感覺，小組主題亦因應社會變遷，除了家庭議題、子女管教問題外，亦觸

及不少社會話題，在每次個半小時的聚會中，討論非常充實，但每一次我們都會頌讀聖言，

聆聽主的說話給予每一位組員新的啟發，當然我們亦互相代禱、互相勸勉！ 

 

相比其他齊家小組，我們還是很「年輕」，希望日後小組能投入更多齊家運動的活動，更

能認識其他堂區齊家小組，多多學習！ 

社工 伍偉溢 

 

組員參觀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 

 

 
組員參觀基督君王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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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一一一一）））） 

 

教宗本篤十六世宗座手諭  

 

1. 「信德之門」（宗 14：27）一直為我們敞開，引領我們進入與天主共融的生命，並讓人進

入祂的教會。當天主聖言廣傳各地，而人心被恩寵塑造時，人就能穿越這門檻。穿越此門檻，

意思就是要踏上一終身信仰的途徑。此途徑自聖洗開始（參羅 6：4），我們藉由聖洗能稱天

主為父，其終點為死亡──前往永生的通道；永生乃是主耶穌復活的成果。祂要將所有相信祂

的人藉著聖神所賜的恩惠導入祂本有的光榮（參若 17：22）。宣認對天主聖三──聖父、聖子

及聖神的信仰，就是相信那唯一、是愛的天主（參若一 4：8）；相信時期一滿，聖父為了我

們的得救派遣聖子來；相信耶穌基督以祂的死亡和復活救贖了世界；相信聖神世世代代在期

待著主光榮的來臨中引導教會。 

 

2. 自從我繼承了伯多祿的職務以來，我就提醒著，必須要重新發現信德的途徑，為能更清楚

表現出與基督相遇時的那種喜悅及嶄新的熱忱。在我就職典禮的彌撒講道中，我有說：「整個

教會與在她內的所有牧人，應該像基督一樣地，引領子民走出曠野，到有生命的那些地方，

朝著與天主子的友誼而去，走向賜予我們生命、更豐富的生命的那一位。」基督信徒往往更

關心投身於社會、文化和政治，又常以為信仰是社會生活中必然的先決條件。但這構想不再

是理所當然的了，實際上，反而往往是公開地受到否認 2。在過去，是可以看到一個一元整

體性的文化母體的──它的信仰內涵，以及它因信仰所啓發的價值，廣泛被人接受，但由於一

深刻的信仰危機已侵襲許多人，在今日社會的廣大群體中，似乎已不是如此。 

 

3. 我們不能讓鹽變失了味，或讓光明被隱藏（參瑪 5：13-16）。甚至現代的人們也能察覺到，

有聆聽耶穌的需要──祂邀請我們相信祂，並從活水的泉源汲取，像那撒瑪黎雅婦女一樣，走

向水井去（參若 4：14）。我們應該重新品味，藉著教會忠心傳下來的天主聖言與生命之糧──

給所有那些作為祂的門徒的食糧，來滋養我們（參若 6：51）。耶穌的教誨，還是以同樣的力

量在我們的日子裡回響著：「你們不要為那可損壞的食糧勞碌，而要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勞

碌。」（若 6：27）祂當時的聽衆所提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要問的：「我們該做什麼，才算

做天主的事業呢？」（若 6：28）我們知道耶穌怎樣回答：「天主要你們所做的事業，就是要

你們信從祂所派遣來的。」（若 6：29）為此，相信耶穌基督，就是要最終達到永生的道路。 

 

4. 在這一切的啟迪之下，我才決定了要宣告「信德年」──從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開始，

這一年是梵二大公會議開幕五十週年，到二○一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基督普世君王節結束。二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開幕日也是《天主教教理》出版二十週年紀念日，它是由我的前任教宗

真福若望保祿二世所公布，為了向所有的信友彰顯信仰的力量和美好。這一文獻──梵二大公

會議名副其實的果實，是依照一九八五年世界主教特別會議所要求，作為教理講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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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主教會的所有主教合作而完成的。而我所召開的二○一二年十月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正

是「新福傳──為傳承基督信仰」。這將是一個好機會，在反省和重新發現信仰的時刻，將教

會的整體凝聚起來。這不是第一次教會宣告「信德年」。我可敬的前任教宗、天主之僕保祿六

世，在一九六七年已宣布過信德年，為紀念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兩位宗徒以殉道作最崇高見

證的一千九百週年。教宗保祿六世認為信德年是整個教會「對同一信仰作一次真實衷心宣認」

的隆重時刻；此外，他期望此宣認要依「個人和集體的、自由而有意識的、內心和外在的、

謙遜而誠懇的」方式來確認。他想以此方式使整個教會能重獲「信仰精準的知識，復興、淨

化、堅定及宣認信仰。」那一年帶來最大的變動更清楚指出這種慶祝的重要性。當時閉幕以

「天主子民的信經」作結束，目的是要證實，數世紀以來，這形成所有信徒的產業的主要內

涵，是多麼急需要被肯定、了解和深入探討，為能在這與不同以往的歷史環境中，作出始終

如一的信仰見證。（待續）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請為請為請為請為組員祈禱組員祈禱組員祈禱組員祈禱 

請為齊家社工黃麗屏 Alice Wong 及聖十字架堂齊家小組的 Peter Chan祈禱，求主賜他們勇

敢面對癌疾的能力，賜他們身心靈平安健康；同時亦請為他們的家人祈禱。希望我們團結

的祈禱能化成一股力量，默默地支持他們。 

2. 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1 月月月月 6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2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至 11 時期間全家一起爲此祈禱。 

3. 齊家運動籌款齊家運動籌款齊家運動籌款齊家運動籌款 

現時籌得之款項如下： 

為齊家運動活動經費：53,820港元 

為中國教會：13,360港元，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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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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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各齊家小組留意，於齊家日 23/12/2012當日；提取: 1)齊家 15週年書刊乙本;  

2)齊家單張 7份; 3)齊家卡片。藉「信德年」此良機，向其他家庭福傳！ 

6. 歡迎繼續投稿以豐富齊家家書的內容，稿件請於一月下旬前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齊家家書是齊家組員必讀的通告，歡迎其他教友閱讀分享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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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012201220122012 齊家日齊家日齊家日齊家日    

『『『『信德在家中信德在家中信德在家中信德在家中』』』』    

目    的： 讓所有齊家組組員週年聚首，透過是次活動，學習回應「信德年」

及活出齊家運動的精神。 

日    期： 2012年 12月 23日 (星期日) 

時    間： 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地    點：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3號 (石硤尾MTR C出口) 

內    容： 遊戲、*video show（每個齊家小組回望一直在主內的感恩：事／情）、

信德體會見證分享、恩神父短講、嘉賓專題講座、午膳及感恩祭。 

~ 附設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收    費： 12歲以上  每位 HK$50.00 

           5-11歲   每位 HK$25.00 

           4歲以下  全免 

  *如出席半天活動，不需午膳，每位 HK$20.00 

查    詢： 齊家熱線齊家熱線齊家熱線齊家熱線 8100 4584 

報    名： 1)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支票寫「香港明愛」寄往香港堅道 2號明愛 

大廈 137室黃子薇收。或 

         2) 直接向齊家社工報名。或 

         3) 電郵至 family@dolf.org.hk報名。 

備    註：*當日不設車位，請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參加者請以小組為單位，最少提交 3張相片，並附上分享內容，電

郵至 family@dolf.org.hk ，以便製作 video show。提交日期延至：12

月 15日。 

*參加者請自備食水和食具。 

*當日請穿著齊家 T-shirt或即場購買。 

未報名的組員未報名的組員未報名的組員未報名的組員，，，，請從速報名請從速報名請從速報名請從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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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012201220122012 齊家日齊家日齊家日齊家日    

『『『『信德在家中信德在家中信德在家中信德在家中』』』』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所屬小組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性別 / 年齡 聯絡電話 費用 

    

    

    

    

    

    

    

    

    

    

    

    

  合共 HK$  

當日活動內容： 

上午 10:00a.m.－1:30p.m. 遊戲、恩神父分享「信德」、見證分享（Alice Wong 

及 Eva Tsui）、感恩祭。 

  

下午 1:30p.m.－5:00p.m. 午膳、遊戲、小組分享（video show）、嘉賓專題

講座、齊家大行動、2013年活動預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