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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恭恭恭喜喜喜喜    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家庭和睦    

                                喜氣盈盈喜氣盈盈喜氣盈盈喜氣盈盈    

「「「「我來不是為廢除我來不是為廢除我來不是為廢除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而是為成全而是為成全而是為成全。。。。」」」」(瑪 5:17) 

 

 

親愛的齊家組員： 

 

新年好！恭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每到農曆新年，我都特別欣喜，我非常欣賞中國人過新年的習俗。「年廿八，洗邋遢」甚

有除舊迎新之意。年三十晚，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團年飯，團團圓圓，有共融喜樂與平安之意。

年尾到寺廟去還神，年初一大清早又到寺廟求神祈福。新春期間到親戚朋友家拜年，互相恭

賀問好，保持親友間的聯繫。這些習俗真是值得保留持續。 

 

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香港人一方面保留著中國的傳統習俗文化，另一方面

亦受著各地文化的影響。我們在西曆新年玩倒數，迎接西曆新一年的開始，說聲新年快樂，

同時亦在農曆新年穿新衣派利是，說聲恭喜發財；總之大家歡歡喜喜，平安大吉。又如現時

流行的 Fusion 菜，匯集各地菜餚之精妙，總之要大家覺得美味吃得健康。中西合璧，何樂而

不為！ 

 

耶穌在世期間也十分尊重他所身處的猶太文化，他一樣進聖殿，一樣過逾越節，不過，

他在一切禮俗上添上新的元素，並且說：「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瑪 5:17）梵二

以後，教會更尊重本土文化，積極推行禮儀本地化，我就是生於這一年代。 

 

我發有奇想，希望香港教會能重視中國人的農曆新年，使這個極富人情味、極重視家庭

倫理親情的節日基督化，特別是把農曆年三十晚及大年初一列入教會禮儀年曆中，以配合中

國人在這兩天感恩及求恩的習慣，以基督化的慶典讓教友能在感恩祭中慶祝此重大節日。大

年初一首先回父家（上聖堂）拜年是多有意義的事啊！ 

 

我希望齊家組員全家人在吃完團年飯後能一起高高興興地到聖堂去參與彌撒向天父感

恩，並在大年初一到聖堂去參加求恩彌撒，求天主護佑全家，帶領全家走聖神指引的道路！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2013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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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凶化吉逢凶化吉逢凶化吉逢凶化吉                         何李麗珍 

 還記得小時候，家中非常窮困，每年年尾，都要出盡辦法多掙點錢，好去過年。我嘗試

過把穿膠花剩餘的「水口」（多餘的物料）再合併成花，帶著弟弟到街市叫賣。「十蚊三枝，

十蚊三枝」，無生意便自動減價，賣至十元七枝；有警察來便拖著弟弟攬著貨跑到樓梯底暫避。 

 

小學四五年級時的年尾，大家姐的家公請我到他的雜貨店做幫工，因為年尾特別多生意。

那時年僅十歲的我，已能托著二十斤米一罐火水送貨，正所謂「鬼叫你窮，頂硬上」。現在的

孩子怎會懂！我很努力，因為這位姻世伯答應年三十晚會買一套新衣給我，這麼多年來我從

沒有新衣過年，我十分期待那件新衣。可是，等呀等，看著行年宵的人從擠擁至零星，看著

攤販一一收檔，從年三十等到年初一，我的新衣完全沒有著落，只有含著一泡眼淚回家，到

家門前便把眼淚吞下，免得又遭母親責罵：「新年大頭哭甚麼，一年都不吉利啊！」 

 

「年年難過年年過」，我就是在如此這般的環境中長大過來。感謝天主，就是這一切的經

歷造就了今天一個不怕難的我。過去一年，為我又是另一難關，若我闖不過去，相信在這緊

張鬧市當中，會有多一名抑鬱症患者及有多一名疏離教會的可憐人。感謝天主，我又闖過了。 

 

現在回想，在天主要我背負如此重的一個十字架前，祂已為給我「熱身」。妹妹的離世為

我作好堅固信德的準備；然後我要啃下一隻難以啃下的「死貓」。人最怕食「死貓」，會覺得

很冤枉很不值，無辜被迫去頂替別人的罪行，或被牽連在某些不合理的事情上。有人笑言：「被

波士罵及食波士『死貓』佔你薪金的一部份。」為我這個不受薪人士，還是要啃「死貓」！

不過，是次經驗為我是一宗「啟示」，極願意與大家分享，並為現在仍然「唔順氣」的朋友打

打氣。 

 

人為何要屈人食死貓？原因很簡單，因為他要保護自己，他不肯承認或不願承擔自己所

犯的錯誤，特別是那些有權勢有地位的人，所以他要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以掩飾自己的罪

過。當我明白這一點時，我便會很「樂意」把死貓啃下，因為即時反駁無謂，反駁只會令他

更著力去保護自己，那我便會更是難堪。忍耐，為他祈禱，求天主給他力量去面對自己。一

個有良知的人會認清自己的過犯，不過他沒有勇氣和力量去面對，所以他要把過錯推給別人，

別以為他很輕鬆，其實若他真的面對自己時，他比我更難過。平安是福，勿因被屈而氣餒，

鼓勵自己活得更好，讓自己做一個可以面對自己的人。相信天主是至公義的，當我有朝一日

要面對天主時，世界上我擁有的一切都不能帶去，只有「自己」，天主要看的也是這個祂所創

造獨一無二的「我」，最好的是一個「祂在我內，我在祂內」的「我」。因此，別讓「死貓」

化成身體的一部份，它不能積存在我的身體內。「上主是我生命穩固的保障，我還害怕何人？」

（詠 27：1）祝願大家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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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石室從石室從石室從石室到到到到露德聖母堂的朝聖之旅露德聖母堂的朝聖之旅露德聖母堂的朝聖之旅露德聖母堂的朝聖之旅           張健美 

馬鞍山聖方濟堂齊家小組(A)，六個家庭十九人，於去年曾一起浩浩蕩蕩前往廣州， 進行

兩天的朝聖之旅。 我們卸下行李之後，到酒店附近的荔枝灣遊覽，這是西關熱鬧之地，具有

嶺南特色的西關大屋，令人恍如進入了另一個世代。梁氏祠堂介紹了原居民的習俗，是了解

西關風情的好地方；沿涌而上，到了「小秦淮」之稱的步行街，遊人如鯽。此時，大伙兒汗

流浹背，忽見廣州四大名園之「泮溪酒家」，食在廣州的時候到了，我們過了「冷河」又品嚐

了美食，便坐地鐵去石室耶穌聖心堂，參加七時半的彌撒。 

 

哥德式的宏偉主教座堂，屹立在一德路的鬧市中，教堂的莊嚴使人肅穆，給周圍的批發

環境增添了一股清新的氣息，看守著這繁忙的商圈；合掌式的七彩玻璃窗欞，使教堂顯得華

麗而柔和，整座教堂全用花崗岩石砌成，從清末(1888 年落成)至今，仍然堅挺地矗立著，使

人驚嘆建造者的智慧。  

 

這座没有冷氣的教堂，讓人更專注地投入禮儀中，大家都端正地坐好，不敢隨便亂動，

只要動一下，身體馬上又濕了，只有風扇大膽地轉動著，向我們吹來暖暖的和風。主禮神父

好像知道今天有香港教友到訪，證道時用了港人俗語「你有壓力，我也有壓力」指出每個人

都要面對不同的壓力，只有依靠天主才是最佳的減壓方法；「所以，你們不要害怕；你們比許

多麻雀還貴重呢！」(瑪 10：31)，令我們反省處理壓力的方法。回想當初大家建議到廣州朝

聖自由行，由搜集資料到成行， 如果没有天主的幫助，怎會有如此豐富的收穫，天主真是我

們信心的支柱。 

 

第二天清早， 我們到上下九步行街，一面欣賞西關風情的建築，一面尋找美食，終於決

定在「蓮香樓」飲早茶，這裏的傳統點心令人垂涎，飽嚐美點後，我們步行到沙面的露德聖

母堂。這裡聚集了昔日著名的大使館及各國的金融機構，典雅的建築物整齊地排列在沙面大

街上，風格各異的建築群吸引著我們，大家趕快按下快門留著倩影。 

 

露德聖母堂於 1889年建成於當時的法租界，這座微型的教堂只能容納一百人左右，可近

距離及清晰地看到祭台的一切，柔和的聖詩音樂，伴隨著靜心祈禱的人們，門口的露德聖母

像給求恩的人帶來希望。我們來張齊家大合照。 

 

正午時分，想起剛才經過的星巴克，大家直奔前方，喝著沁人清涼的飲品，安坐在歐陸

情調的庭園中，七嘴八舌地分享著這次旅程，不敢相信：我們這麼快就結束了兩天美好的朝

聖之旅。 

 

天主：感謝祢陪伴我們，一切平安！齊家齊心策劃的朝聖之旅令人留連忘返，我們又計

劃另一次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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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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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0月 11日開始，普世教會慶祝「信德年」，以強化教友的信德，齊家運動亦率先

在 2012年 12月 23日舉行的齊家日，以「信德在家中」為主題，藉此以鞏固齊家組員與天主

的關係，尋回家庭的價值，努力落實齊家運動的使命。 

 

 是次齊家日共有 10 多個齊家小組參與，合共 70 人，就如何太經常掛在口邊，齊家好像

一個大家庭，齊家日就是一家人回家吃團年飯。每個小組，每個組員都十分落力去籌備、主

動分工合作及投入參與。人人都毫不吝惜，一同分享信仰的經驗。在此特別感謝兩位分享的

姊妹 Alice Wong和 Eva Tsui。從她們公開宣認和活出信仰的見證分享，再次提醒我們要真實

地生活，勇於接受生活的考驗，瞭解十字架的奧蹟，分担基督的苦痛，信靠天主，藉著聖言

和聖體的滋養，以和平喜樂的心，為主作見證。 

 

 吃完美味的午餐後，各小組以 Video Show的形式，分享大家參與齊家運動後的得著，組

員們一起成長的經歷、一同面對各樣生活困難的點滴等。這些真情流露的分享，確能拉近每

個小組的距離；組員們耐心聆聽，偶爾發出歡樂的笑聲回應，洋溢著一家人互相關懷的氣氛，

我們實屬同一信仰的團體。 

 

 此外，齊家運動一直沒有忘記自己領袖的角色──關注社會上各項影響家庭生活質素的事

物與政策。當天，我們邀請了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幹事羅佩珊小姐，為我們

講解香港的「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雖然討論和提問的時間有限，但組員參與的分享十分熱

烈。據悉，聖十字架堂小組舒先生在翌日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他與同事分享這些影響家庭

生活的勞工政策。舒先生認為基督徒是有責任提醒社會大眾及維護社會倫理道德。聖十字架

堂小組在 2013年起，嘗試在每個月的聚會中，抽些少時間一起閱讀有關社會訓導的書藉，以

鞏固天主教教理的知識。期望在信德年，每個齊家運動的成員，都能與主基督建立親密的個

人關係，活出地鹽世光的使命！ 

 

 最後，十分多謝太古城(一)組應燕芬姊妹，幫忙寫下 Alice Wong和 Eva Tsui的分享內容，

好讓未能抽空參與齊家日的組員，仍能分享她們的信德體會。 

 

 

聖家堂小組組員 Eva Tsui 分享 

曾經動過七次手術的 Eva 笑著跟大家分享她的生活。病發時她是一位非教友，後來受洗

成為天主教徒。她積極樂觀，為撒瑪利亞會當生命教育的義工，曾在不同媒體接受訪問，分

享信仰。在 10月她參加了北非靈修之旅，在突尼西亞及沙漠裏體驗天主的臨在。曾探訪溫暖

之家，愛滋病兒童及痳瘋病人中心，深信信仰會有很多奇蹟。她更參與全球華人交流大會，

並回訪越南堂區，及採訪殘障兒童和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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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她相信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原因。她認為信德是

一個動詞，信德是需要有行動的。她透過自省、和家人修好、好學學好的精神、參與堂區牧

民及福傳各方面去活出信仰，把信德生活出來。 

 

齊家運動社工 Alice Wong 分享 

2010 年初發病，不斷吐血，感到恐懼、無助。住院初期不能說話，只能用紙筆與探病親

友溝通。期間反思很多，發覺以前的生活太不平衡。由於熱愛工作，工作與朋友把大部分的

生活都佔據了，她曾經一星期內五天晚上都未能回家吃飯。經過檢查後確診為肺癌，確實是

晴天霹靂。在徬徨、迷惘中，祈求天主賜予信心、勇氣及平安。過程中深深感受到親友們的

關懷與代禱，亦體會到患病也是天主恩寵時刻、天主的臨在。 

 

出院後嘗試改變和調節自己的生活。身體方面:定時運動，調息身心。心靈方面:每日讀經，

與主相偕。另外多陪伴年老的母親和減少社交生活。最重要是留意自己的能力，量力而為。 

 

當身體逐漸康復，又故態復萌，開始忙碌工作。怎知今年 8 月檢查後又發現有復發，感

覺非常氣憤及頹喪，很不開心。兒子卻提醒她這次身體的情況比起上次初發時好多了。在她

九月的生日，丈夫送上一首有關婚姻許諾的英文詩詞作為禮物，深深感受到家人支持的重要。

過程中更加認識自己，以前只是利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工具，沒有真正去愛惜它。 

 

現在學習放下，不要太貪心工作，視死如歸，每日專注做好天主子女的身份，依賴信靠

天主。認清自己的限制，定優先次序，改掉多年的壞習慣，淨化自己的性格，做更好的人，

死後可回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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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二二二二）））） 

 

教宗本篤十六世宗座手諭  

 

5. 我可敬的前任教宗從某些方面把當時的信德年視為「大公會議後的一種結果和必需品」，

因為他完全意識到當時的嚴重問題，特別是關於宣認真正的信仰和信仰的正確解釋。於我而

言，安排信德年的開幕在梵二會議召開恰好第五十週年紀念之際，會是一良好機會，幫助人

們了解大公會議教長們所流傳下來的文件，正如真福若望保祿二世所言：「大公會議文獻的

價值或光輝絲毫不減。人們必須在教會傳統內正確地閱讀，使其廣為人知，也要牢記在心，

當作教會訓導的重要及規範性的文件。現在大禧年已經結束，我更覺得應義不容辭地指出，

大公會議是廿世紀中賜給教會的一大恩寵：我們找到了一個穩當的指南針，在剛開始的這個

世紀中指引我們方向。」我也想鄭重地強調，我在被選為伯多祿繼承人幾個月後，曾提到有

關大公會議一事：「我們若以正確的解釋方法，解讀及落實大公會議，它就可以成為一股巨

大的力量，而且是越來越大，更新經常都需要更新的教會。」 

 

6. 教會的更新也是經由信徒們的生活見證而達成：基督信徒被召叫，去以他們在世的生活散

發主耶穌留給我們真理的話語。即如大公會議在教會憲章《萬民之光》裡所說：「可是，聖

潔無罪的基督（希 7：26），從未有過罪惡（參閱格後 5：21），而只為了補贖人民的罪而來

（參閱希 2：17）。教會在自己的懷抱中，卻有罪人，教會是聖的，同時常需要潔煉，不斷

地實行補贖，追求革新。教會是『在世界的迫害與天主的安慰之中，繼續著自己的旅程』，

宣揚著主的苦架與死亡，以待其重來（參閱格前 11：26）。教會由於主復活的德能而得到鼓

勵，希望以堅忍和愛德克服其內在與外在的困難，並且在幽暗中實地向世界揭示主的奧蹟，

直到最後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 

 

從這點看來，信德年是一邀請，召集人們真正而革新地悔改，回歸世界唯一的救主。在祂死

亡及復活的奧蹟中，天主啓示了圓滿的愛，此愛使我們得救，並召叫我們藉罪赦而悔改（參

閱宗 5：31）。以聖保祿而言，天主的愛引領我們度新的生活：「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

與祂同葬了，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

（羅 6：4）依據復活這奧蹟的徹底及嶄新的事實，此新生活就透過信德塑造人性的整個存在。

人就走上一條此生永不休止的途徑，他的思想和感情、理念和行為，在他的自由合作之下，

漸漸地得到淨化和改變。「以愛德行事的信德」（參閱迦 5：6），成為了思想與行動的新標

準，因而改變整個人生（參閱羅 12：2、哥 3：9-10、弗 4：20-29、格後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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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格後 5：14）：是基督的愛充滿我們的心，並且驅使我們去傳

播福音。今日和過去一樣，祂派遣我們經由世界的大街小巷，向全球所有的人宣報祂的福音

（參閱瑪 28：19）。耶穌基督藉祂的愛吸引各個世代的人歸向祂：在每個時代，祂召集教會，

並託付教會宣報福音這常新的使命。今日亦然，為了再發現信仰的喜悅和傳授信仰的熱火，

人們需要教會更令人相信地委身去傳播福音。在日復一日再次發現主的愛時，信徒們對傳教

工作的投入便獲得源源不絕的力量和活力。當信德是像得到愛這種經驗而生活出來，並以恩

寵和喜樂的經驗傳播時，它便成長。信德使我們結果實，因為它使我們的內心充滿希望，使

我們能活出信仰的見證：信德開啓聽眾的心門和思想，好使他們接受主的邀請，因而信從祂

的話和成為祂的門徒。聖奧斯定告訴我們說，信的人「由於信仰而變得更堅強。」這位希波

的聖人主教有理由如此表達。我們知道，他的一生是不斷追求信仰的美，直到他的心在天主

內得到憩息。他在數目眾多的著作裡，說明了信仰生活的重要性和信德的真理，這些作品今

日仍然是無上之寶，繼續幫助許多人追尋天主，踏上正確的途徑，找到「信德之門」。 

 

只有藉著信仰，信德才成長並逐漸堅強；除非人不斷把自己交付在愛的手中 － 因為愛來自

天主，被人所體驗到是越來越浩瀚的 － 否則人是無法把握個人的生命。（待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麗城齊家小組吳華彰夫婦再添外孫女一名，恭喜恭喜！ 

 

2. 請為請為請為請為組員祈禱組員祈禱組員祈禱組員祈禱 

  列國芳修女因交通意外受傷，現仍在醫院療養，請大家為她早日康復祈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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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月月月 3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4 月月月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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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1/3-4/4/2013 之之之之越南朝聖越南朝聖越南朝聖越南朝聖 

  已報名參加越南朝聖之家庭請出席 3月 9 日及 3月 23 日兩個星期六晚上 6 時 30 分至 8 時

在李宏基牧民中心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 201室舉行的聚會，以了解是次朝聖之安排及事

先認識越南社會和教會之情況，並相討一切準備工作之分配。 

 

5. 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 

恩神父最新出版之《環保信經》已在各天主教書店發售，內容可供小組分享，以提升對天

主創造之認識及對一切生命的尊重。 

 

6. 歡迎各組員及家書讀者致電齊家熱線：8100 4584查詢或報告近況。請繼續投稿以豐富齊

家家書的內容，稿件請於三月下旬前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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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