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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齊家組員： 

 

 就在熱帶風暴帕卡襲港翌晨（8月28 日），我取道北京返回意大利，原定兩個月的假期，

因一次意外，股骨破裂而延遲返港，令大家掛念，憾甚！ 

 

 感謝大家的祈禱，以我八十多高齡，骨裂而能在月內癒合，算是萬幸，惜我對意國醫生

處方藥物有點兒不適應，致令身體虛弱乏力，恢復需時，請大家放心，並請繼續為我祈禱。 

 

時間飛逝，下一屆世界主教會議又將從於 2018 年 10 月召開。還記得在 2015 年以「家庭在

教會和當代世界上的聖召和使命」為主題所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前，我們曾積極參與，填寫

問卷，並把世界主教會議後頒布的《愛的喜樂勸諭》努力研習，因為大家都感到主教會議傳

遞的訊息與我們息息相關。 

 

2018 年 10 月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其主題為「年輕人、信仰與聖召明辨」，其實也與齊家

運動相關，因為青年是出自家庭。 

 

我願意你們能鼓勵家中的青少年積極參與是次主教會議前的活動，一如上屆，教宗亦發出

問卷徵詢青少年的意見，青少年慣用資訊科技，他們在網上搜尋，即可填寫，讓教宗也知道

他們的心聲。 

 

楊鳴章主教已在他的 2017 將臨期牧函中隆重宣告由 2017 年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至 2018

年基督君王節為香港教區慶祝的青年年，並在 facebook 中廣傳。澳門教區李斌生主教亦在他

的聖誕節文告中講述得非常清楚，希望你們能細讀。（該兩篇牧函及文告已輯錄在本期家書

內，方便大家閱讀）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2018 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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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將臨期牧函 「一個期盼中充滿希望的節期」  

 

基督內親愛的弟兄姐妹：  

 

願你們的喜樂在基督的喜樂內圓滿無缺！（參閱：若望十五 11）將臨期是感恩、盼望、彼此

分享的節期。我們感謝天父，藉著聖神的大能，以自己唯一獨生子的形式，賜予了我們一份

極大的禮物—祂的生命！因此，讓我們懷著殷切的期盼與虔敬，藉著我們榮福童貞聖母瑪利

亞無玷之心，進入嬰孩 基督道成肉身、不可思議的奧蹟之中！這位嬰孩基督就是「厄瑪奴

耳」，意即天主與我們同在。我們要作好準備，方能看見祂，並且讓我們與祂同行，在彼此

的旅途上共苦同甘。「主！叫我看見！」（馬爾谷十 51）讓我們也懷著感恩之心、喜樂之情，

回憶主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說過的話。祂向宗徒們保證，其中包括：祂必不留下他們為孤兒；

祂要回到他們這裏來；而且，「再過片時」，他們又要看見祂。「我對你們講論了這些事，

為使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內，使你們的喜樂圓滿無 缺」（若望十五 11）。上主，請你使我們

的喜樂圓滿無缺！在這個令人期盼且充滿希望的節期，我感到自己應當重申，就是我們必須

抱著煥發的信德和愛德，持之以恆地與我們的年輕人交往、對話。  

               

青年們，你們就是我們的希望！ 我想起聖保祿對年輕的弟茂德說過的話：「不要讓人小看你

年輕……。」（弟茂德前書四 12）。我們親愛的青年們，尤其包括我自從履任天主教香港教

區主教以來曾會見過和交談過 的青年領袖，我由衷地說：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倡議，也

謝謝你們以種種不同的方式──滿腔熱忱、勇敢堅強、富有想像力──回應教會的召叫。我

懷著謙遜之心祈求，求主賜我「一顆慧心」（列王紀上三 9）。你們給了我許多我應聆聽和

深思的佳果。以下所舉，僅僅是你們曾經坦誠告訴我的幾個例子： 

 

･你們說，教會應當走出自我，加強對外聯繫接觸。   

･你們希望增加教會事務的透明度。   

･你們要求有更大和更具意義的參與，建立對話、培訓和行動等平台。   

･你們希望教區多跟進普世青年節或亞洲青年節，免得這些活動儼如夜空中綻放的煙花，一瞬

即逝。   

･你們需要更多關懷備至的支持和相伴，也希望獲得持續不斷的教理講授、靈修培育和能力建

構。   

･你們希望教會尋找並提供更多資源。   

･你們希望每年舉行一次特別主日募捐，撥作青年工作用途。   

･你們希望教區加強影音視聽工作，並且更加善用數碼媒體，從而主動接觸生活在這個數碼年

代的年輕人。  

 

讓我在此毫不遲疑地表明，我個人完全同意。在天主和你們的幫助之下、在與司鐸團體、教

友和其他有關人士商議，並且在他們的共同合作之下，我定必竭盡全力，實現你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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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危中帶機，機中藏危。可是，如果我們不好好把握當下的契機，又或拒絕迎難而上、 

託辭退避，那麼，危險就會愈大。 

 

教宗方濟各在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主持普世青年節守夜祈禱時，呼籲年輕人要在歷史中

留下印記，不要當「懶散的人，整天賴在沙發上──沙發的幸福」，將舒適的沙發與真正的 幸

福混淆。他說：「耶穌是冒險之主、是永恆『超越』之主。耶穌不是舒適、妥定和安逸之主。

追隨耶穌要求一股份量不少的勇氣， 樂意以沙發轉變為一雙步行鞋，踏上陌生且未知的路

徑、開闢帶來嶄新視野的道路，好能傳揚喜樂。這份喜樂來自天主，而且隨著每一個惠澤他

人的善舉而充盈你們的內心……。」  

 

根據教宗的勸諭，並為配合二零一八年世界主教會議（主題為「年輕人、信仰與聖召明辨」）， 

教區已經作出決定，而我特此宣布，二零一八年將會是天主教香港教區的「青年年」，由二

零一七年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至二零一八年基督君王節結束。 讓我們坐言起行，透過團結

共融、祈禱和行動，彼此幫助，與天主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愈顯主榮。  

願天主降福你們各人和你們的摯愛！  

＋楊鳴章主教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017 年李斌生主教聖誕節文告 

「從青年和家庭修直未來的道路」 

 

在這段將臨期的日子， 走在澳門的街道上，除了五光十色的聖誕燈飾，也許大家會留意到一

些大大小小，精心設計的馬糟，雖然它們或許已成為聖誕裝飾之一， 但對於我們基督信徒來

說, 它真有特別的意思。我很高興知道教區一些組織, 正推行在家庭建造馬槽，或教友拜訪教

堂馬槽的活動， 旨在重現基督降生成人的偉大奧蹟，鼓勵我們懷抱希望，預備我們的心靈，

以望德一步一步迎接那無比歡悅的聖誕佳節及新的一年開始。 

相信你們已知道， 教宗方濟各在本年年初宣佈在 2018 年 10 月將召開以「青年、信仰和聖召

辨別」為主題的主教會議。教宗心繫青年人的福祉，透過富於慈悲的天主，邀請年青人來跟

隨耶穌基督所預備的，充滿美善的道路。 

大家亦記得去年「慈悲禧年」所帶給教會豐厚的恩寵，和今年我呼籲在這教區內推動教宗方

濟各提出的「慈悲的文化」（參《慈悲》20 ），特別著重於修和聖事的認知和實踐。我希望

明年能繼續深化這「慈悲的文化」，更能把這關懷特別擴展到年青人，我們有必要促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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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更新，努力應對年青人面對的各種顧慮、需要、問題和傷害。當今世界變化萬千，問題

也不容易解決，誠如教宗所說：「……為成年人來說，若要耐心聆聽他們、體諒他們的顧慮

和要求、用他們能理解的語言來交談，確不容易。」（《福音的喜樂》105） 

其實教宗早在去年發出的通諭《愛的喜樂》中已經一再重申維護家庭完整，以修和及共融的

目標循序漸進：對年長的要接納，對年輕的要聆聽。「在我們的社會，缺乏歷史回憶是個嚴

重問題……我們應認識過去並作出回應，只有這樣才能締造有意義的未來。若沒有記憶，就

不能教導……。長者的故事對孩子和青年很有助益，因為這些故事使他們與家族的歷史，以

及社區和國家的歷史連繫起來……。憶念過去的家庭是有未來的家庭。」（《愛的喜樂》 193）。 

面向年青的人的幅度，教宗告訴我們，避免過分「偏執」是聆聽子女心靈需求的開端，也能

教導子女們明辨心志。教宗說：「如果父母執著於要知道他們的子女身在何方，想控制子女

所有的行動，那麼他們只是在試圖掌控空間而已……最重要的是以豐富的愛，幫助子女展開

學習的過程，培育他們成熟地運用自由，並培養真正的獨立自主，作好準備，邁向健全的成

長……。重要的問題不是： 子女到底人在何方？他們此刻與誰作伴？而是我們應了解他們在

人生旅途上處於什麼位置，以及他們在信仰、目標、期盼和人生計劃方面，有什麼想法。因

此，我要問為人父母者：『你們是否嘗試了解子女在人生旅途中，身處『何方』？你們知道

他們的心靈狀況嗎？最重要的是，你們是否願意了解？』」（《愛的喜樂》 261） 

我親愛的年青人，「要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需要你們的努力、也需要你們有改變世界的願

望和慷慨大方。」（教宗方濟各《致青年信函》）你們若想改變世界，首先還是要從你們的

生活，你們的家庭開始。你們有沒有像教宗對你們的規勸一樣，時常抽空探望你們年老的祖

父母？有沒有關心你的家人今天過得開心嗎？有沒有留下時間陪伴他們嗎？同樣地，做父母

的亦要時常以愛德為本，在忙碌的工作中亦要多關心子女。因為我深信，透過樹立正確的榜

樣能夠把青年人內心重要的價值觀轉化為健全和穩定的外在行為。 

基於以上的體察，在新的一年的牧民工作中，我呼籲所有教區內的牧民團體和機構，包括堂

區、教區委員會、善會、牧民中心、修會等，都以「慈悲的文化：青少年和家庭的修和與共

融」為方針，具體的邀請青少年和他們的家人參與策劃、研討等活動，共同開始推動在家庭

中的慈悲、仁愛和喜樂的文化。 

我懇切祈求那被天主所眷愛的納匝肋聖母瑪利亞的轉禱，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喜樂、平安和祝

福，在這聖誕節和 2018 年新的一年裡，降臨到你們身上。 

  

＋李斌生主教 

天主教澳門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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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念媽咪                               水邊圍組陳佩瑜 

 

親愛的媽咪： 

 

妳去世已 19 天了。時間真快！對你的思念未曾忘懷！ 

 

你有三個母親，李家 21 個兒女中最細的，外公給妳取妳【然完】，【完結】的意思！即生夠

了。其實妳雖然是么女，但是最吱喳的。妳 5 歲才自己行路，欺負失踪了的一位姨媽成日揹

住妳！妳很聰明，卻不想返學讀書，成為妳日後的遺憾！所以妳很緊張我們返學讀書。你雖

然【目不識丁】，但你是比任何有博士學位的人都堅毅不屈！從不看扁自己，這點我比不上

你！我心裡很佩服妳。 

 

外公去世後，遭年長的兄嫂評論，說你一個女兒家，自己孑然離家到廣州找家姐–燕京姨媽去

生活，會遭男人【呃大個肚】。妳向來不認輸，毅然去打住家工去養活自己，打一家超過 17

人的住家工，試問你當時細個子，又煑飯又熨衫，還要踏高櫈才夠高熨衫！你真是毅力驚人！ 

 

倔強的媽媽準備嫁潮州漢爸爸，沒有人看好這段姻緣。因為當年【潮州佬打老婆】司空見慣。

結婚後，妳驕傲地返鄉下叫家人知道妳不是俾人【呃大個肚】。遵行【三書六禮】，嫁得光

明磊落。真叻！ 

 

你和爸爸結婚後，你在 6 年生了 4 個孩子，個個都健康。媽媽妳很叻！妳說有個外國人笑你，

見你小小個子又揹住，又抱住，又拖住共 4 名孩子。須很狼狽，但你不覺得是一回事，仲很

驕傲。因為照顧家庭和孩子是妳的堅定信念；一往無前。好在當年個個都生 5、6 個孩子。 

 

那年是 1962 年，當時內地【大躍進】時期面臨大飢荒，得悉內地爸爸的親人缺乏粮食，爸爸

也不敢北上，因為他曾參加了【國民黨】在台灣服役，怕被【秋後算賬】。從不掉眼淚的妳，

在妹妹斷乳後，妳拖住瘦弱的身軀，揹住重重的麫粉袋去接濟在深圳等候的三叔，等了他兩

天又不見他；路費用完，身上衣物簡陋，唯一的一雙拖鞋在睡覺時不慎被人偷了！三叔突然

出現，使徬徨憂鬱的你突然如泉湧般落淚。妳的無私付出和體恤家人貧困的勇力，是從那裡

來的？打從心裏，我十分欽佩你！ 

 

爸爸貪靚，穿了妳洗好熨貼的恤衫西褲，便拒絕抱孩子，會行的爸爸才拖住。所以妳揹住我

這個【喊包】。兒時鄰居給我起了個花名【豆腐西施】，因為我似碰下便爛的豆腐–喊包，又

比哥哥長得醜。祗有你揹住我才停止喊。所以我一喊你的肩膊有酸軟疼痛的感覺。謝謝妳不

怕辛苦地撫養我們。我長大了還是【喊包】。媽媽：我後悔還未試過揹過你一次呢？ 

 

爸爸去世後，看着妳，就算有三個兒女承諾陪伴在側，妳的目光還是停留在遠處；我們怎樣

也不能替代逝去的爸爸；我心裡很痛很痛！我們怕你會自行餓死，然後去找爸爸。爸爸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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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謝謝妳的臨在維繫着我們！我們好想好想多些陪伴妳，彌補以前疏於陪伴父母身邊的

不足。有妳在讓我感受到我仍是【陳家二小姐】，回娘家嗲下母親的那份特權！那些遙遠但

令我很懷念的感覺，在自己出嫁的家找不到的！今後沒有人再親切地叫我【二小姐】了。 

 

謝謝你照顧爸爸和我們，家裡並不富裕，因為爸爸給的家用剛好，但窗明几淨，我們衣食豐

足，穿得乾淨又舒適，而且放學後回到家，妳必定煑好熱騰騰的飯餸等着我們吃。【有媽媽

就有舒服的家】的温暖感覺，至今仍回味無窮。 

 

媽媽：多謝妳在爸爸去世這四年給我機會偶然回家照顧你。我有如此的福氣是你給我的！再

次因為我曾嫌棄你而向你道歉。因你的負面情緒而和你鬧交是我的不對，我也是會向身邊的

人發忟憎的。又向你說【去得好盡】的說話，以往我這樣做一定會傷透彼此的心。成為了一

道道刺！我都全部向妳認錯！求妳原諒！我偶然的衝動真似妳，但【從不掉眼淚】不似妳，

妳給了妹妹。 

 

媽媽：恭賀妳畢業了！今天我們來參加你的畢業禮！ 

 

深愛妳的女兒 

佩瑜敬上 

16-11-20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為中國公教家庭及香港祈禱 

請於 1 月 7 日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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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的齊家組長與齊家核心組聚會己於 2017 年 11 月 2 日晚順利進行。聚會中出席的各

組組長分享小組的成長及近況，而且對已成立接近二十五年的齊家運動的發展作出誠懇的

交流。齊家運動繼續關心各組的近況及組員的需要，核心組會與恩神父探討及跟進大家寶

貴的意見。稍後亦會繼續舉辦齊家組長與齊家核心組聚會，加強大家的溝通。請大家繼續

為齊家運動祈禱！ 

 

3. 2018 年齊家日，請各組員踴躍報名支持 

齊家日將於 2018 年 3 月 11 日（日）下午 2 時至 5 時舉行 

地 點：九龍牛頭角安德道 1 號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一樓多用途禮堂 

 

4. 歡迎繼續投稿，稿件請於 6 月下旬前電郵 hoagnesli0301@gmail.com 

 

5. 歡迎致電齊家熱線：8100 4584 查詢或報告齊家近況或瀏覽齊家網頁或加入齊家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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