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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你的財寶在那裡，
)
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
你的心也必在那裡。」(瑪 6:21)

親愛的齊家組員：
轉瞬間，齊家運動已踏進第二十個年頭，在這個大家庭內有老有少，老年人經歷良多，
自然亦感觸良多。在籌備二十周年慶典的大會上，想不到許多小組代表也提及過去齊家運動
曾舉辦的活動，如家庭靈修營、愛心送暖送湯行動、齊家宴 … 等，過去的活動為組員們留
下美好的回憶和豐富的體驗。因著這些回憶和體驗，使齊家運動更成一個「家」
，齊家的每一
組員都是家的成員。還記得十五周年時，我們在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招待山西的朋
友，向他們推介齊家運動。會後，齊家運動的成員已為與會者準備好豐富的自助餐，大家一
邊進食，一邊交流，雖然語言上有一點點障礙，但氣氛依然是樂也融融。大家都感到有點飽
肚的時候，只見部份山西的朋友已在廚房中忙碌，清洗碗筷。作為主人家的齊家組員自覺招
待不周，不好意思，急忙上前阻止，怎料他們的回應十分迅速：
「齊家嘛，大家一起做！」這
樣的反應令當時有點緊張的氣氛立即紓緩下來，一起高高興興、融融洽洽、快手快腳的完成
了善後的工作，更建立了互信互通的友誼。
「齊家嘛，大家一起做！」
我希望齊家運動二十周年慶典是家的慶典，是「全民起動」的慶典，每一成員都要參與，
都要協作籌組。藉著這慶典的機會，組與組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會是更團結合作。沒有人
是外人或是旁觀者。我希望每一組員在慶典過後，都能留下美好的回憶，而這回憶是在創造
（籌組）
、實踐（推行）過後，推動我們延續齊家精神的動力；一如執行天主聖三的工作一樣。
因此，我再次向齊家每一組員呼籲，請秉承齊家運動一貫的精神，籌辦今次二十周年慶典，
不單是出席，而是「有意識地、主動地、虔敬地」參與慶典。
六月二十一日的二十周年慶典籌備大會暫有以下活動提議：齊家運動一向的方針是服務
家庭，關心社會有關家庭之事務；因此，二十周年慶典活動亦會朝著這方針推行。由 2014 年
四旬期開始推出慶典活動，3 月 9 日為獨居老人奉上愛心服務（以靚湯、表演節目及小禮物
包，讓老人家度過溫馨的一兩小時）
、4 月 27 日感恩彌撒及晚宴、7 至 8 月培育講座，10 月
家庭靈修營、青年組員單車朝聖、2015 年 3 月地質公園海上遊，以齊家家庭大旅行作為整個
慶典的結束。當然，二十周年慶典特刊是少不了的，今次特刊的主題是「感恩與成長」
，這是
第一炮要大家一起做的，請每組於今年聖誕節前以五百至一千字寫一文章，就「感恩與成長」
描述貴小組活出齊家精神之情況，亦歡迎個人分享文章。此外，若對上述任何一活動有興趣
幫忙籌組，請與貴小組之社工聯絡。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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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與經營

何李麗珍

很多人羨慕我，四十多歲便退休，肯定是食飽無憂米。自小受家父教導：甚麼是富有？
要用錢的時候有得用便是。曾幾何時，窮到連看醫生的錢也沒有，幸得有如聖經所述「求外
衣，連內衣也給了」的好友相幫，事情又過去了。金錢為我只不過是數字遊戲而已。
我之提早退休，源自女兒大學畢業時的一句話，
「媽，辛苦了這麼多年，你應該留些時間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此，我遞交了辭職信，開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 尋找及發揮天主
給予我的神恩。
這個抉擇聽來十分奢侈，但我卻十分感恩。我倆廿年來的投資並沒有失利，有女若此，
夫復何求！為父母者，培育子女，志在助其成人，人豈單是搵錢的機器！若是如此，簡直是
貶低人的價值，侮辱上主的創造！女之一言，盡表其體會母親之心，廿多年的勞碌是時候放
下來，無須再為生計而勞慮。當日我助他們成人，今日他們讓我得享舒閑和安寧在主內尋找
及發揮自己，這是多麼大的回報啊！感謝天主！
在現今如此經濟掛帥的社會裡，家庭也被建築在金錢和物質的架構內，無樓不能結婚，
無多少錢不能生孩子，入不到名校便讀不成書，薪金不過萬便不去找工作做，為了父母能得
到某些老人福利寧願去寫「衰仔紙」
，放棄供養父母；人生就是如此經營了麼？
我很感恩，我有信仰；更感恩的是齊家運動給我倆的兩大宗旨：堅守婚姻盟約和培育子
女信仰。這兩大宗旨成了我家投資和經營的目標。
有神父問：
「你跪在十字架前求甚麼？」
我的答覆是：
「我能面對我的十字架。」
這就是我經營婚姻生活和家庭事務，以及人生的方法。
在廿多年共同生活裡，女兒看到了母親的一切，在她羽翼已成之時，給了回敬的貼心話：
「媽，辛苦了，留些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吧！」
謝謝妳，女兒，媽的人生挺豐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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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聖堂

崔永昌

今年復活假期，齊家運動舉辦了一個越南朝聖之旅，我們一家獲天父眷顧，有幸參與朝
聖，獲益良多。
五天的行程，我們走訪了河內市及胡志明市各主要教堂，藉與當地的神父、修士及教友
交流，認識他們的人和事，分享他們的經歷。這裡或借齊家家書一角，分享我對越南聖堂的
印象。
與歐洲大陸的風格不同，越南的聖堂，或多或少帶點東方色彩。胡市的聖堂則更走入人
群，處處滲透着濃厚中國味道。聖堂正中是傳統花梨木雕花祭台，兩旁一對大紅蠟燭，中間
三腳寶鼎，一派中國式祭壇佈局。好些祭台或聖像前，亦有奉香。永援聖母教堂的聖母山，
就有很多教友上香，藉輕煙將禱告帶到天上的聖母。
聖堂內的聖像亦帶東方色彩，身形一般纖瘦，更看見穿越南服的小天使。最後晚餐的壁
畫亦繪在一中式庭院內，別具創意。聖像的佈置亦多花心思，除了鮮花擺設外，很多都加上
了電子燈泡或霓虹光管作裝飾。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還算聖堂內的對聯。進入聖芳濟各堂，抬頭一看，即見：
「幻世浮雲不足滿人願，
天鄉永福方能充善心。」
隱然透着一種曾經滄海，反樸歸「根」的意境。
楚建教堂的一副對聯亦別出心裁：
「七職定由天不負道心能理學，
十訓為之主無窮教澤入人心。」
和平之后聖堂有副為聖母而寫的對聯：
「進堂細望慈親像，
俯首虔思聖母仁。」
這副對聯另具含義，因和平之后聖堂後面，內庭設有聚靈堂，
「骨灰」安放所。
那天晚上，當我踏出和平之后聖堂，嘴裏還在回味「水椰蟲」之際，抬頭驟見屋椽上刻
著兩對古詞：
「懷瑾握榆」
、
「左宜右有」
。一派古風，令人神往。
越南聖堂充滿中國色彩，越南教友充滿鄉土温情。聖堂裏裏外外，瀰漫着親切的氣氛，
充滿着「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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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家庭會議後
馬來西亞家庭會議後感

崔黃綺華

感謝恩保德神父的推薦及田雅超神父的支持，讓我有機會代表齊家運動，參加這次由亞
洲主教團平信徒辦公室主辦的家庭會議。
這次會議於今年四月，在馬來西亞舉行。總計有十七個國家 / 地區，接近一百人參與。
我們香港區一行十人，由婚委會安排。會議的主題為：亞洲的家庭 – 服侍與被服侍，反省家
庭中的信仰傳遞及福音新傳。
整整五天的緊密交流，讓大家堅定了家庭於福傳中的重要性，亦強化了家庭角色的基礎。
最後，與會者草議了一份文稿，制訂了未來的發展路向；主辦單位亦已安排跟進行動，訂於
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於香港舉辦一個「chopsticks regional meeting」
（筷子地區聚會）
，安
排中國/香港、台灣，澳門、日本及韓國等地區約三十位代表再商議細節；而我們香港區的參
與者亦已安排於七月份與婚委會舉行後續會議。
整個會議在坦誠的氣氛下進行，大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誼關係，為將來的協作打下了堅實
的基礎。在條件及環境情况許可下，地區與地區間亦已開展了相互溝通的渠道，增長補短。
小妹代表齊家運動，於會議中接觸到亞洲各地天主教會從事婚姻與家庭職務的人脈及組
織。大家都感受到現今社會，我們面對越來越多、不同種類及程度的衝擊，更益顯家庭角色
的重要。齊家運動因時制宜，着力強化「家庭」的角色。正如齊家爺爺時常說的，先要齊家，
後才能治國平天下。其他地區的與會者對我們的「齊家運動」亦留下較深刻的印象。小妹亦
把握這機遇，為每個地區的參與者送上了「齊家運動」書籤！人手一張。
可惜當時書籤只有中文版本，惟有將就把書籤內容扼要，略為解釋。
齊家爺爺、你可會考慮把「齊家運動」書籤增編英文版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老人死後，遺囑的分配如下：
老人的的遺產是十七隻駱駝，要分給三個兒子，長子佔二分之一，次子佔三分之一，第
三子佔九分之一。
算好以後，三個兒子開始爭拗，因為把駱駝撕成細份，等於無用，但他們無人願意作出
任何犧牲。
長老中有人說：
「我送你們一隻，讓你們好分罷！」
結果是皆大歡喜的，而長老又可把自己送出的帶回家去。
以上數學題請與家人一起動動腦筋，
並找出這故事的教訓。
以上數學題請與家人一起動動腦筋
，並找出這故事的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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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4 月底張神父來港之便，分享了他在
國內的青年、婚姻與家庭的福傳工作，並將
我們籌獲支持他在國內福傳工作的港幣
$19,000 元交給了他。並祝福他繼續努力做天
主的工具。現附上一張他在 2012 年的青年內
蒙朝聖騎游之旅的照片。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是日早上於 10:00 福田口岸關口集合，乘坐國內旅遊巴士前往寶安基督君王堂參與彌撒
寶安基督君王堂參與彌撒，
寶安基督君王堂參與彌撒
該堂為歐式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雙鐘塔，鐘塔部分參照以其雄偉壯觀，古樸典雅座而著稱
於世的法國穆蘭市聖心教堂為設計藍本。因地制宜，集宗教、辦公、住宿、慕道學習、醫療
服務等為一體的綜合式教堂建築。約 12:30 離開。
午餐 12：45－13：45
14：15―14：45 繼而參觀原稱“育嬰堂”，始建於 1913 年，由當年的嘉諾撒女修會所
創辦。“十年動亂”期間，“育嬰堂”因被南頭小學佔用，而免於被毀。“育嬰堂”在 1984
年被列為市文物保護單位，2003 年被列入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育嬰堂”歸還深圳市天主
教。1994 年，經政府有關部門批准，成為南頭天主堂。
15：30－16：15 聖安多尼堂參觀祈禱，佔地面積 3994 平方米，總造價 1800 多萬元，教
堂採用“警世鍾”的設計方案，教堂正面矗立著 33 米高的十字架，以紀念耶穌 33 年生命歷
程，從高處整體俯視教堂，又宛若諾厄方舟，46.8 米高的鐘樓如舟之桅杆直插入雲霄，導引
著教會前進的方向。
返回關口約 17：00 解散。行程結束，祝旅途愉快！
報價包含：空調旅遊車、一正餐、司機導遊服務費、10 萬旅遊意外險。
報價不含：個人消費。
備

註 ： 1 以上時間僅供參考，請以當天實際時間安排為准。
2 行程由深圳招商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負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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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運動信德年
齊家運動信德年「
信德年「深圳朝聖
深圳朝聖」
朝聖」
日 期：

2013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六)

時 間：

10: 00 a.m. 至 5: 30 p.m.

地 點：

深圳

集合時間： 10:00 a.m.
集合及解散地點：福田口岸關口集合
費 用：

港幣$160 (每位) (大小同價) (包深圳市內旅遊車、午膳、司機導遊服
務費、10 萬旅遊意外保險)

負責社工：鄭潔芬 (2686 7520)，陳佩瑜 (2474 7312)
神 師： 恩保德神父
名 額：

50 人

內 容：

1. 參觀寶安基督君王堂、育嬰堂及聖安多尼堂
2. 與當地堂區的神父教友交流學習

查 詢：

齊家熱線 8100 4584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直接向齊家社工報名及繳交費用，或將要繳交的款項存
入永隆銀行戶口/號碼：Lai Yuk Ching Kevin and Ying Yin Fun C
020-634-000-0488-6，並將報名表及入數紙傳真往 2686 8740
截止報名日期：2013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一)
備 註：

1.
2.
3.
4.

請自備飲用水
團費因貨幣對換有所調整，本公司將酌情調整收費
請檢查是否持有有效旅遊証件(回鄉証)
活動當天，請帶同入數紙。

--------------------------------------------------------------------------------------------------------------------

信德年「
信德年「深圳朝聖」
深圳朝聖」報名表
齊家組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性別

年齡 (小童需列明年歲)
成人
小童

聯絡電話

1
2
3
4
5
總額：

請連同入數紙傳真往 2686 8740 鄭潔芬姑娘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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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之門》
信德之門》（四）

教宗本篤十六世宗座手諭

10. 我想在這裡概述一條途徑 － 不僅能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信仰的內涵，還能幫助我們以
信仰的內涵去選擇將自己完全自由地交託給天主的行動。事實上，在我們信仰的行動和我們
信仰的內容之間，有著深切的一體性。聖保祿幫助我們進入這實況，他宣告說：
「因為心裡相
信，可使人成義；口裡承認，可使人獲得救恩。」
（羅 10：10）我們從心靈上可看見：人尋
求信德走的第一步，是天主賜的禮物及恩寵的效果──它運作並沁人心脾，使人內心改變。
有關這話題，里狄雅的例子意義特別深厚。聖路加陳述說：當保祿在斐理伯時，他在安息日
那天去向當地一些婦女宣講福音，里狄雅在她們中間，而「主開明了她的心，使她接受保祿
所講的話。」
（宗 16：14）這句話文簡意深。聖路加教導我們去領悟，光是知道信仰的內容，
這還不够，人的心 － 內在的真正聖所，要向恩寵敞開，為能往深處看而明白到所宣講的是
天主的話語。
用口舌去宣認，這表示信仰包括公開地作見證和投身其中。一個基督信徒絕對不能以為信仰
是私事。信仰是選擇要與主在一起、與祂一起生活。這「與祂在一起」帶領我們深入我們為
什麼相信的種種理由。正因為信仰是自由的行為，信仰也要求信徒在社會上負起信仰的責任。
教會在聖神降臨日清楚地彰顯出信仰公開的幅度，即相信並毫無畏懼地向所有人宣講自己的
信仰。這是聖神的恩典 － 祂賦予我們傳教的能力、增強我們的見證，同時令我們的見證坦
誠又果敢。
宣認信仰同時是個人和團體的行為。信仰的最先傳達者是教會。個人為能獲得救恩，才在基
督信仰團體的信仰中接受洗禮 － 溶入信徒團體的記號。正如《天主教教理》所確定的「我
信」
：是每個信徒個別所宣認的教會信仰，尤其是在受洗的時候。
「我們信」
：是大公會議主教
們或更普遍地在信徒禮儀集會時所宣認的教會信仰。「我信」
：也是我們的慈母教會，在信德
中回應天主，並教導我們說：
「我信」
、
「我們信」
。
顯然，認識信仰的內涵，對個人的「信奉」
，是至關重要的，就是說以理性和意志完全順服教
會所曉諭的。信仰內涵的認知，帶領我們深入整個天主啓示的救恩奧蹟。我們的「信奉」
，也
包括當我們相信時，我們自由地接受信德的整個奧蹟，因為天主本身就是祂真理的保證人 －
祂自我啓示，並讓我們認識祂愛的奧蹟。
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忘記，在我們的文化背景裡，許多人雖然不認識信仰的恩典，可是他們
誠心追求他們的生命和世界的最終真理及意義。這種追求是信仰真正的「前奏」
，因為它導引
人走向天主的奧蹟。人的理性本身就賦有渴求「恆而不變，久而不朽」的需要。這渴求構成
一種銘刻在人心、不可磨滅的永久召喚，邀請人起身去尋找那一位－若非祂早已向我們迎面
而來，我們便無法遇見祂。信仰就是要邀請我們接受這種相遇，並全然敞開我們的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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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婚慶有感
四十婚慶有感

黃國華

四十年後的同一天，五月十九日，賴上主仁愛，我倆仍有幸得以手牽著手步上祭壇，沒
有禮服的束縛，也再沒有誤踏新娘子婚紗的顧慮，卻有兒孫陪伴在側，難得可以盡情享受那
份恩寵時刻。
籌備時間雖然的確十分愴悴，自徵得恩老爹答應抽空主持禮儀開始，我倆已構思試圖怎
樣安排一個溫馨的家庭式聚會，最後決定除至親以外，就祗有我倆的弟兄姊妹們，沒有邀請
其他嘉賓。
老爹凡事要求嚴謹，人無不知；但相信大家同意當他一旦披上祭衣，在祭台上所呈現的
就活像是另一位基督的模樣，慈愛但信念堅定，特別是主持類似的齊家家庭式彌撒，他簡直
就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家面對兒孫們在細說心中訓誨。
可算是聖神的帶引，二十年前加入齊家運動幾可以界定為我人生的一大轉捩點。齊家理
念的薰陶幫助了我逐步領悟出婚姻的真諦，明白了愛的盟誓必要付諸實踐才能顯出意義。
「天
主是愛」
，我亦確實非常珍惜這份放開心懷活在愛中，翱翔於上主大愛之內的自由。老爹講道
時好一句「基督最大的犠牲就是為我們而死」
，足令我把原已預備分享的點滴都拋到九霄雲外
去了。事實老爹警醒了我，二十年來由領會到每紙婚約必然已有上主介入開始，婚姻路上的
任何一項掙扎都是新的啟示，我逐漸學會必須甘心完全放下自我，正因祂從不曾為了甚麼，
卻先愛了我們。祂愛我，我愛祂所愛的，祗因我更愛祂。這大概就是我多年來在齊家的主要
得著。
當天湊巧是聖神降臨慶節，求願我倆頭上的一把火，不單祗照亮我等前路，亦繼續融合
我等熾熱的心！
在此再次衷心感謝齊家運動，老爹，各成員，尤其是來自麗城小組的兄弟姊妹，今天在
你們面前的，就是你們二十年給予我倆扶持結的果！
借此祝願齊家精神在社會上將更被接納，讓上主的愛因而更得早日廣傳人間。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7 月 7 日及 8 月 4 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 至 11 時期間全家一起爲此祈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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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請於單月下旬前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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