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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宇宙眾生受造於同一個父親，由無形的關係聯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宇宙家庭。這崇高的共融敦促我們抱持神聖、和藹
及謙卑的尊重態度。」（願祢受讚頌通逾 89）

2015 年 7 月 號

親愛的齊家組員：
教宗於本年 6 月 18 日頒布了首份有關環保的新通諭《願祢受讚頌》
。
「願祢受讚頌」是聖
方濟各亞西西編唱的《太陽歌》中不斷重複的一句，用來讚美和感謝天主創造宇宙萬物的化
工。教宗以這句話作為他論述生態問題新通諭的標題，正是希望我們效法這位聖人把天主創
造的宇宙萬物視為自己手足的心懷。教宗不僅分析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也提倡「整體生態」
、
「生態皈依」
、作出「以窮人為先」的團結互助的選擇。
我覺得任何更新，無論是教會或社會的更新，都必須透過每一個人的第一所學校，且最
重要的學校，也是無可取替的學校 ─ 家庭來推動和培育。這所學校的成員在家庭中互相影
響，尤其是在現代社會，子女在家庭中接受一兩年的初期培育後，迅即接觸堂區、學校、朋
友等，他們甚至可從資訊網絡中學到許多知識，他們也會很快意識到家庭中的習慣，何者是
好、何者為壞。他們也會向父母提出意見。作為齊家運動組員，我希望大家都應接受這社會
現實，學習謙下，要知道教學相長的重要，與子女一起成長。
大家都知道，解決環保問題也需要從家庭做起，家庭如何處理垃圾，如何節省使用膠袋，
如何用水、用電，這些習慣直接影響孩子的生活習慣。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勸諭中
曾說：
「自由和有意識地度淡泊有節的生活使人獲得釋放。」這不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環保問
題，更是生活態度的問題。若一個孩子自小已受家庭的影響，知道要節約用水，知道水是全
人類的寶藏，意識到若自己浪費食水，有可能會令到其他人沒有食水飲用而渴死。這種態度
也可推展到衣食住行方面。若我在任何方面浪費，也會影響他人，甚至危害他人的生命，而
首位受害者就是窮人。因此，教宗亦指出「掛慮大自然、為窮人伸張正義、盡社會義務及内
心平安彼此不可分離。」
（福音的喜樂 10）
。教宗認為全球暖化問題是人為的，全人類都要付
出代價。
「我們希望留給那些後我們而來的人、正在成長的孩子們一個怎樣的世界？」（願祢
受讚頌 160）
。淡泊有節的生活要從家庭出發，培育及傳承。
「整體生態也是日常生活簡單舉
動的成果，憑藉這些舉動我們能打破暴力、剝削、利己主義的邏輯。」
（願祢受讚頌 230）我
們更可從信仰角度看環保問題，萬物都是源於同一的創造者 ─ 天主；萬物的終向也是天主。
萬物都寄居在同一的家園內，人類必須好好照料這家園。我希望齊家組員能細心研讀教宗的
這份新通諭，並予以實踐。
此外，全球主教會議將於十月四日展開，我們將於十月三日晚上共聚為此祈禱。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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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同行

何李麗珍

2015 年 5 月 6 至 18 日，我和齊家社工 Florence，Doris，美香夫婦，部份麗城組成員，一
行二十七人，前赴法國朝聖。在籌備是次朝聖團的時候，我們選定了幾個地點：巴黎、泰澤、
里昂、亞維儂、露德、聖米歇爾、里修等地，然後交由旅行社代為安排。我們沒有邀請神師，
只憑藉我們的熱切盼望和信靠，我們深信朝聖就如人生旅程一樣，處處充滿考驗，處處充滿
驚喜，處處可看到天主的旨意，處處可接觸天主。這是歷次朝聖時，恩神父的恆常教導；他
還說，天主敲門，若不去看，不去回應，天主就會過去。
是次朝聖，天主給我們的驚喜實在太多。看看地圖，我們在法國走了一圈，由北到南，
由東至西。我們到過法國的三大聖母院: 巴黎聖母院、里昂聖母院和馬賽聖母院，到過法國
的三大聖殿:玻爾多的聖安德肋大殿、露德的聖母無玷始胎大殿和里修的聖德肋撒大殿。我們
還參觀了建築獨特的拉圖道明會修院，該修院吸引我們要去參觀的原因，就是它是由一位無
神論的建築師科比建造的，而這位建築師認為，無論有無信仰，每人心內都有他隱藏的十字
架，所以他以他的設計，光與影的佈局，在修院內配置他的十字架。這座修院始建於五十年
代，但已利用了很多環保概念，連聖堂內的祭台，也引入自然光照明。這位無神論者，因著
他的這件作品，成了間接的福傳者，吸引世界各地的建築師、攝影師、藝術家等前來參觀，
這裡的神父在充當導賞員的同時，也給來賓介紹我們的信仰。我們也在里修加爾默羅修院內
用饍，味美價廉，更得到修女們的熱情幫助，帶 Doris 去看醫生，而且是免費的。
在是次朝聖中，我們更感受到普世教會的幅度，以及愛與服務的實踐。在亞維儂，曾有
多位教宗在此避難，我們打算在教宗城堡內參與彌撒及為教宗祈禱。怎料到達時，彌撒剛完，
卻得到本堂神父及教友的熱誠招待和介紹，才得知那聖堂也是朝聖地。早在四世紀時，該地
出現瘟疫，居民聚集在聖堂內祈求，突然天上飛來大群雀鳥，把所有蛇蟲鼠蟻都吃光了，遏
止了那場災禍。他們還告訴我們另一聖堂的彌撒時間和地點，導遊查證後，原來那間聖堂就
在我們的酒店背後，我們還參加了聖時，一小時的全靜默時間，朝拜聖體，我極度喜歡天主
的這好安排。此外，因為我們需要平價，所以住宿都不會在鬧市內，我們可在花園早禱，更
可在河畔祈禱。
整個旅程最奇蹟性的是在巴黎的最後一天，無人會相信我們能如此完滿地完成這麼多的
行程，天主批准了。早餐後，我們到巴黎聖母院參與彌撒，一進堂，彌撒開始。彌撒後，路
路暢通，在船開前三十秒，登船遊覽塞納河。享用完在摩天大廈 56 樓的法國大餐後，又一次
無障礙地參觀了羅浮宮。晚飯前還有時間逛超市買手信。在機場不用排隊辦退稅，不用排隊
取回款項，連導遊也承認是天主保佑，難得發生。感謝有主相伴，完成旅程，體驗法國文化，
學會在餐後用麵包抹淨碗碟，的確環保。請將這好習慣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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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朝聖之旅
水邊圍齊家社工 陳佩瑜
今次法國朝聖之旅，我最印象深刻的兩處地方就是泰澤和露德。我沒想到我們逗留的時
間是那麼短，所以我沒放過每一刻鐘去了解這兩個地方，究竟有什麼原因成為天主教徒一生
一次想去朝聖的地方呢？
我這次認識泰澤是一處大同世界。在這裡有不同宗教的年輕人，成年人和老年人，大家
都可以聚在一起，在這裡都追尋同一樣的心靈慰藉，所住的地方是一樣簡單，大家可共同分
享，雖然大家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分等級呢！在這裡，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自願來做義工，
有天主教修士，也有年輕義工，從早到晚在這邊做一些平常生活上的工作，如煮飯和打掃等。
修士們在泰澤住下來。他們做各種手工藝、著書和作曲錄音，作為維持泰澤開支的經費，不
假外求，真是使人感動！
我們這團人比原先到達時間遲到兩小時，原來從香港來的何錦棠修士已經在等待我們。
下午三時過後，他另外有工作，我們到達時已是四時半了，只好由另一位年輕女義工接待我
們。我們在泰澤參觀的地方都很簡陋，所遇到的年輕人和陪伴他們一起來的導師都是那麼熱
情和願意分享感受。他們對宗教的那一份的誠懇和追尋是那麼熱切和澎湃給我深刻的印象。
我們在六點鐘左右就享受了一個簡單的晚餐，每人一份溫暖薯蓉，水果和豆，自己取水。何
修士再特地來找我們小聚！很溫暖和感動。
當晚，我們參與了晚間祈禱聚會，那天是星期五，泰澤逢星期五會為中國教會祈禱！真
是很感動！我們雖在泰澤逗留了只有六個小時，但這地方使我無法忘懷！
另一處使我觸動的地方就是露德。在我印象中露德是一個很小的市鎮，但聽說每年有五
百萬教徒或遊客前去朝聖或旅遊。這小鎮每一天都忙碌地接待來朝聖的教徒或旅遊人士。
團友中也有曾到過露德的，但卻忘了往大殿的路。我們慢慢找，結果找到大殿、廣場和
聖女伯爾納德遇見聖母的洞窟。我們在洞窟裡祈禱！在洞窟上面興建一座四層樓的大殿。晚
上我們吃了簡單的麵包，便參與晚上的燭光遊行。我們跟當晚來自不同國家差不多的信徒，
一面以不同語言誦念玫瑰經，一起高舉燭光遊行，十分感動！
在兩小時的遊行中，我跟團友一起拍照，我們也登上比較高的地方看見蠟燭的光徐徐地
移動，那一份共同的心意，對聖母那一份真誠的信任和交託真是另一觸動！
翌晨，我特別早起，因為我聽我朋友說，露德清晨遊客未出動時，瀰漫著一份寧靜，所
以我五時半便起來，往洞窟走去，盯剛好能參與六時正的彌撒。之後我和同伴去聖泉浸聖水。
我是第一個走進水池的信徒，那是很大的恩典。我哭了！因為我覺得自己獲得了很大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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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泉的義工把我們每一個都照顧得很好，我為媽媽和我認識的所有女性朋友祈禱，在浸
聖水前後祈禱，祈求聖母減輕我們在家庭和兒女的重負！在等待浸聖水的兩個半小時，我和
團友和所有婦女祈禱和唱聖歌，為騰空心靈的深處作好準備！這次經驗使我很充實和感恩！
下午我們離開露德。
泰澤和露德這兩個地方都是我一生中最嚮往的地方！對我來說，這一次是一個深度的朝
聖！因為這次朝聖並不是由一位 (份量級) 的神師隨團，而是我們用心去感受我們偉大的天
主的帶領！
這十三天並不是一般的朝聖旅行，是我們廿七個人一起跟主建立親密關係的旅行。在這
一次旅程當中，我們學會了互相認識，幫助和愛護，而且大家對主的認識也加深了。天主使
來自不同背景的我們學習去包容和體諒！我很感恩因我是其中一份子！感謝天主！因為我們
也安全回到我們啟程的地方。Alleluia！

里 修 加 爾 默 羅 修 院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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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受讚頌》通諭簡介(
通諭簡介(一)
概述
「我們希望留給那些後我們而來的人、正在成長的孩子們一個怎樣的世界？」
（160）這是教
宗方濟各在關於照料共同家園的《願祢受讚頌》通諭中提出的核心問題。教宗表示：
「這個問
題不單單關係到環境，因為不能只提出問題的局部。」這令我們對人類生存的意義和社會賴
以生存的價值觀提出詢問：
「我們這一生的目的為何？我們為什麼目標而工作而奮鬥？地球為
什麽需要我們？」教宗表示：
「我認為，若我們不提出這些基本問題，那我們對生態的憂慮也
就無從得到重大成效。」
通諭的標題《願祢受讚頌》取自聖方濟各的《太陽歌》
，其中談及大地，我們的共同家園，
「大
地如同我們與之分享生命的一位姊妹，一位雙臂環抱我們的美麗母親」
（1）
。我們本身「就是
灰土」（參閲：創二 7）。我們的軀體由地球的元素構成；地球的空氣供我們呼吸，地球的水
使我們身心強健有力（2）
。
現今，受糟蹋和劫掠的地球與世上所有被遺棄的受造物同聲呻吟，世人必須聆聽這呻吟。教
宗呼籲所有人，包括個人、家庭、地方團體、各國及國際社會進行「生態皈依」
，用若望保祿
二世的話，就是「改弦易轍」
，承擔起「照料共同家園」任務的美德及責任。
教宗方濟各的生態思想在通諭的六個章節中逐一伸展：從今日擁有的傑出科學發現，談聆聽
受造界的呼喊（第一章）；以聖經和猶太教-基督信仰傳統（第二章）為依據，識別出問題的
根源在於技術至上及人類過度以自我為準則（第三章）
。教宗提出一個「顯然將人及社會幅度
容納其内的整體生態觀」
（第四章），它與環境問題密不可分。在這前景下，教宗方濟各提議
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各層面開展能制定透明決策進程的誠懇對話（第五章）
，並提醒世人，若
不受到一種成熟及負責任的良知的激發，任何計劃都不會奏效（第六章）
。教宗建議應在教育、
靈修、教會、政治及神學領域增進在這方面的努力。
教宗方濟各也呼籲公教徒在照料我們共同家園的議題上與眾人對話（7）
。他特別提到其它基
督教會團體和其它宗教對生態議題的關心，尤其是「敬愛的巴爾多祿茂大公宗主教」作出的
。
積極貢獻（7；8-9）
最後，通諭以兩篇祈禱文結束，一篇與所有相信「造物主天主」的人分享（246）
，另一篇向
所有信奉耶穌基督的人提出，禱文中重覆誦念「願祢受讚頌」
。這道通諭正是以「願祢受讚頌」
作為開端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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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那在我們家園發生的事
那在我們家園發生的事
通諭第一章列出生態危機的各種現況：
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是一個嚴重影響環境、社會、經濟、資源分配及政治的總體問題，是人
類目前面對的首要挑戰之一」（25）。若說「氣候是一項公益」
，是「眾人的並為眾人的益處」
（23）
，那麽受氣候反常影響最嚴重的就是窮人。
「面對我們這些弟兄姊妹的悲劇而毫無反應，
乃是對這些同類失去責任意識，他們是建立每個文明社會的基礎」
（25）
。
用水問題：教宗明確表示「享有可飲用及安全水是必要、基本及普世性的人權，因為它關乎
到人的生存，因此是行使其它人權的條件」
。剝奪窮人享用水的權利便意味著否定「已扎根在
他們不可剝奪的尊嚴中的生命權」
（30）
。
保護生物多樣性：
「每年都失去數以千計的動植物物種，我們再也無法認識它們，我們的子孫
將不會看到它們。它們不復存在」
（33）
。這些物種不僅是未來可以利用的「資源」
，其本身也
具有價值。從這遠景看，
「科技人員為解決人類造成的這些問題的努力是可欽可佩的」
。不過，
人的介入若為金融和消費主義效勞，就會令「我們所生活的地球不再富饒美麗，反而變得越
來越受限制且暗淡無光」
（34）
。
生態債務：通諭在論及國際關係的道德框架時，指出有「一種真實的『生態債務』
」
（51）
，尤
其是北半球欠南半球的生態債務。對氣候變化，多方都有責任（52）
，而發達國家的責任更大。
教宗方濟各意識到世界各國在這些問題上有嚴重分歧，而許多人及民族的悲劇僅得到「微弱
反應」的現實令他深受觸動。教宗認為，尚缺乏改變生活、生產及消費方式的相應文化和意
，而當務之急則是「創建一種能確保生態系統受保護的法規」
（53）
。
願（59）
第二章：
第二章：創造天地的福音
創造天地的福音
為應對前一章提出的諸多問題，教宗方濟各重溫《聖經》的有關敘述，提供一個源自猶太教基督信仰傳統的全面觀點。他強調人類對天地萬物負有的非凡責任（90）和所有受造物之間
的密切關聯，以及「環境是一個集體利益，是全人類的財富及眾人的責任」
（95）
。
在《聖經》的敘述中，
「解救人的天主與創造宇宙萬物的天主是同一位天主。在天主内愛與力
量彼此結合」（73）
。創造天地萬物的敘述是省思人與其它受造物的關係、罪如何打破整個受
造界平衡的中心點：
「這些敘述提醒我們，人的存在以三個緊密相連的基本關係為依據：與天
主的關係，與近人的關係以及與大地的關係。根據聖經，這三個至關重要的關係破裂了，不
僅在我們之外，也在我們心内破裂了。這破裂就是罪」
（66）
。
即便「有時基督徒沒能正確地詮釋聖經，認為我們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人，接受委託去
征服大地，由此可推斷出對其它受造物有絕對的統治權，今天我們必須大力地抵拒這種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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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人類必須負起「耕種和看守世界園圃（參閲：創二 15）的責任「（67），明認「我們
不是其它受造物的最終目標。相反地，宇宙萬物經由我們並與我們一同走向天主，我們的共
同目標」
（83）
。
人類不可成為宇宙的主宰，但這「并非意味著所有生物都同等，因而取消他們各自的獨特價
值」
；同時，也不可「將大地奉若神明，這樣就會剝奪我們與大地合作及保護它脆弱性的召叫」
（90）。在這前景下，
「各種糟蹋任何受造物的行為都『違反人性尊嚴』
」
（92）
。但是，「若對
待人類沒有溫柔、同情及掛慮的心腸，那麽，與大自然其它生物密切融洽的情懷就不會是真
實的」
（91）
。因此，需要一種宇宙共融的意識：
「我們宇宙眾生受造於同一個父親，由無形的
關係聯合在一起並形成一個宇宙家庭。這崇高的共融敦促我們抱持神聖、和藹及謙卑的尊重
態度」
（89）
。
耶穌在世時與世界建立了非常具體和親切的關係，祂死而復活並享受光榮，以宇宙主宰的權
柄臨在於整個受造界（100）
。
第三章：
第三章：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
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
這一章分析了生態現状，藉著與哲學和人文科學的對話，
「所領悟的不僅是生態危機的徵兆，
也包括造成危機的深層原因」
（15）
。
省思科學技術是本章的第一個重點：教宗以感激之情肯定科技為改善人類生活作出的貢獻
（102-103）。不過，教宗也認為科技令「那些持有知識和經濟權力的人得以利用它來對人類
和整個世界進行可怕的宰制」
（104）
。摧毀大自然和剝削弱小的人及民族正是技術統治的邏輯
造成的。
「技術統治範例也傾向於統治經濟和政治」（109），阻礙了人們承認「單靠市場不能
保證人的整體發展和社會包容」
（109）
。
教宗診斷出過度的人類中心論是現代危機的根源（116）
：人類不再認得自己在世界中的正確
位置，而採取一種以自我為準則的立場，唯獨以自己和自己的權力為中心。從這唯我獨尊的
心態便產生了丟棄各種事物的「用後即丟」邏輯，把他人和大自然當作單純的物體並引出不
可勝數的統治形式。正是這邏輯驅使人剝削兒童、遺棄老年人、將他人淪為奴隸、過高評估
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販賣人口、以滅絕的途徑進行動物毛皮及「沾滿血的鑽石」交易。這
是許多黑社會的邏輯，販賣器官、販毒的邏輯，以及丟棄胎兒的邏輯，因為他們不合乎父母
的計劃（123）
。
有鋻於此，通諭為今日世界指出兩個關鍵問題。首先是工作：
「在擬定任何不將人排除在外的
整體生態環境方案中，整合工作價值是不可或缺的」（124）。同樣，
「為獲取更多的眼前利潤
而放棄在人身上投資，為社會是最低劣的交易」
（128）
。
第二個問題涉及科技進步的限度，清楚指出轉基因生物問題（132-136），這是「一個複雜的
問題」
（135）
。雖然「在一些地區利用轉基因取得了有助於解決一些問題的經濟增長，但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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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重大困難則是不可被輕描淡寫的」
（134），
「將可耕種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是其中之
。教宗方濟各特別想到小生產業者和農業工作者，想到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網。
一（134）
因此，需要進行「一場負起責任且範圍廣泛的科學和社會討論，考慮到所有可用信息並且要
直言不諱」
，包括「獨立的和跨科學的研究路缐」
（135）
。
（待續）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7 月 5 日及 8 月 2 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 至 11 時期間全家一起爲此祈禱

。

2. 為全球主教會議祈禱晚會
齊家運動將於 10 月 3 日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在將軍澳常寧路 11 號聖安德肋堂舉行祈禱
會為

全球主教會議祈禱，是次會議之主題為「家庭在教會及當代世界的聖召及使命」，與家
庭息息相關，請齊家組員主動邀請朋友出席參與，為支持主教會議出一點力。

3. 齊家運動步行籌款
初步擬於 11 月 12 日（星期日
星期日）下午舉行，為齊家運動的公開活動及宣傳、通訊經費籌款，
星期日
目標為二十萬。步行路線為淺水灣至香港仔海洋公園外。請呼籲組員及親友參加及踴躍捐
輸！
4. 新書介紹
為提高平信徒的信仰意識，恩神父的《寄居塵世》即將出版。請齊家組員踴躍向朋友推介
及在小組聚會時研讀。
5. 曾服務齊家的耶穌會修士 「JJ
JJ」
JJ （John Joseph 張士倫）已於五月在家鄉河北晉鐸為張神父，
他現於四川為麻瘋病人的子女服務。我們衷心讚美上主，並祝福張神父牧職路上滿載主恩 ，
「愈顯主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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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請於七月下旬前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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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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