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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們該醒寤你們該醒寤你們該醒寤你們該醒寤，，，，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子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子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子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時辰也不知道那時辰也不知道那時辰也不知道那時辰。。。。」（」（」（」（瑪瑪瑪瑪 25：：：：13）））） 

 

 感謝各位朋友對齊家家書的支持，上期因為印刷的問題，令家書遲遲未有寄發到你們手

中，致令許多朋友致電齊家熱線，徵詢家書是否寄發等問題；而今期家書又因何太家中之事

未能準時備稿，在此致歉。 

 

 十一月是煉靈月，在我們為煉靈祈禱的同時，我們更應明白死亡的意義。今期家書恩神

父的話就以「未知死，焉知生」為主題，令我們更明白生與死之間的關係。何太亦與你分享

面對死亡的感受。希望大家在瞭解生命和死亡的意義後，更能時時刻刻準備好自己。 

 

「「「「新郎到了新郎到了新郎到了新郎到了，，，，那準備好了的那準備好了的那準備好了的那準備好了的，，，，就同他進去就同他進去就同他進去就同他進去，，，，共赴婚宴共赴婚宴共赴婚宴共赴婚宴。。。。」（」（」（」（瑪瑪瑪瑪 25：：：：10）））） 

 

歡迎繼續投稿，稿件請於一月上旬前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17/2/2008 17/2/2008 17/2/2008 17/2/2008 （（（（日日日日））））年初十一年初十一年初十一年初十一        齊家日齊家日齊家日齊家日        暨公開活動暨公開活動暨公開活動暨公開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9 9 9 9：：：：30 30 30 30 am am am am ----5555：：：：00 pm00 pm00 pm00 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深水深水深水深水埗聖方濟愛德小學埗聖方濟愛德小學埗聖方濟愛德小學埗聖方濟愛德小學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社會轉變社會轉變社會轉變社會轉變    修身齊家修身齊家修身齊家修身齊家                                                                                    

上午活動主題上午活動主題上午活動主題上午活動主題：：：：社會轉變社會轉變社會轉變社會轉變，，，，    家庭要警惕家庭要警惕家庭要警惕家庭要警惕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齊家運動成員齊家運動成員齊家運動成員齊家運動成員    

下午活動主題下午活動主題下午活動主題下午活動主題：：：：面對性氾濫面對性氾濫面對性氾濫面對性氾濫，，，，    家庭如何坦然探討家庭如何坦然探討家庭如何坦然探討家庭如何坦然探討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所有家庭所有家庭所有家庭所有家庭，，，，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請預留時間請預留時間請預留時間請預留時間    並帶同親友家庭參加並帶同親友家庭參加並帶同親友家庭參加並帶同親友家庭參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rew（安德肋，安道）  

ST ANDREW （希臘原文，有「男子氣概」之意）（聖安德肋，安道）聖安德肋，是耶穌十

二位宗徒之一，是伯多祿的哥哥。和伯多祿一樣，他也是加里肋亞貝特達村的漁夫。他最初

是聖若翰洗者的門徒，後來成為第一批被耶穌召叫的門徒。他的事蹟可見於若 1:40；6:8-9；

12:20-22。有一個傳統的說法，他在尼魯王統治時在厄齊亞的巴達斯被釘死在Ｘ形的十字架

上。聖安德肋是蘇格蘭的特別主保。他被列為在感恩祭中紀念的聖人之一。  

瞻禮：十一月三十日 

2007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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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親愛的齊家組員：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卻告訴我們，「未知死，焉知生！」耶穌

的死亡、復活、升天、衪的再來，都預告了我們的「死亡非末路，從此得永生」。死亡只是生

命的改變，而非泯滅；天主給予我們的是永恆的生命。既然我們已知道藉著主耶穌的救恩，

我們死後就是回家，回到天父的家去，死又有何可怕呢！可是，中國人對死亡的種種傳說，

令我們對死亡生懼，我們更應藉我們的信仰，脫除這些觀念。 

 

 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是永恆的，因著主耶穌的教誨，我們更知道如何生活才能使我

們的生命獲得救恩達致圓滿，使我們永恆的生命更具意義。 

 

 因著我們的永恆生命，我們與家人間的關係亦是永恆的，因此，我們更應努力培養，使

大家的關係更形密切，更相親相愛，使大家都能朝著同一的目標 － 天主邁進，同時亦肩負

同一的使命 － 為基督作見證。那麼，我們的家庭定會更團結共融。這是齊家運動的目標。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地鐵出口梯間，一位年輕母親跟他六歲的兒子的對話，驟耳聽來，他們是調換了角色！ 

 

母親：我真羨慕你的功課做得這麼好! 

 

兒子：你用心點便可以. 

 

母親：我無辦法做到你這麼好. 

 

兒子：因為我很喜歡上學. 

 

母親：很喜歡就會做得好嗎? 

 

兒子：你試試便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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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晴天霹靂晴天霹靂晴天霹靂晴天霹靂                           何李麗珍 

 

 十月八日，我剛從張家界旅遊回來，看罷天然美景，讚嘆天主奇妙化工，餘慶未了之時；

突然，收到妹妹在街上跌倒的來電，趕忙跑到醫院看她。在急症室裡，醫生已表示這樣的骨

折很異常，需要進一步追查。 

 

 報告顯示：癌症、擴散範圍很大、末期。 

 

 面對這個情況，我不敢對天主、對任何人問原因；只有說：主啊！生命是你的恩賜，就

此交託，請你給予我們平安和勇氣面對。 

 

 我需要平安，因為我不只要面對病人，還有我的家人。在此時刻，大家必須冷靜，必須

團結，才能面對如此大的困難。每日，我們都圍著病床，和妹妹一起祈禱，我們每日都祈求

平安和勇氣，亦感謝我們的父母為我們建設了一個充滿愛和團結的家，亦請父母在天上為妹

妹祈禱，她是我們家中最小的，亦未婚；所以照顧她的責任必落在其他兄弟姊妹身上。 

 

 在這段日子，我更加勤力到聖堂去參與彌撒，迎接主耶穌到我心中，讓我能把衪的恩寵、

平安和愛帶給妹妹和家人。每日往返醫院、陪伴她接受各種治療、為她準備食物、為我的神

益繼續網上慕道班的翻譯工作，身體雖然疲累，但內心是富足的，因為我看到妹妹用心祈禱、

讀每日彌撒經文，雖然她仍未接受洗禮，但我知她正在準備。恩神父、列修女、魏神父及醫

院牧靈部的工作人員到訪，她都欣然接受他們的祝福，並與他們一起祈禱。 

 

 除了感謝天主給我一個團結互助的家外，我更感謝聖依納爵堂小聖堂的各教友每日為我

和妹妹祈禱、聖母軍姊妹的慈悲串經、齊家運動各人的祈禱，還有麗城小組黃國華太太的兩

次克己守齋，實在衷心感銘，令我深深感受到教會大家庭的愛與共融，希望藉著我們所受的

苦難能更歸光榮於上主。 

 

 生命是天主所賜，在我們面對生命的危難時，我們更覺生命的可貴，更懂得珍惜，更懂

得愛護，更懂得感恩，更懂得祈求，更懂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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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一位天使這樣說一位天使這樣說一位天使這樣說一位天使這樣說： 

 

許多朋友進出你的生命，但是只有真正的朋友會在你的心中留下腳印。 

  

要操控自己，用你的頭﹔ 

要指揮別人，用你的心。 

生氣和危險只有一字之隔。 

  

如果別人背叛你一次，那是他的錯﹔ 

如果他背叛你二次，那是你的錯。 

  

心胸遠大的人談理想﹔ 

一般的人批評事情﹔心胸狹小的人道人長短。 

  

上主給每隻小鳥她的食物， 

但是祂不會把食物丟到她的巢 

  

失去金錢的人，失去很多﹔失去朋友的人，失去更多﹔失去信心的人，失去所有。 

  

美麗的年輕人是天然形成，美麗的老年人才是藝術作品。 

  

從別人所患的錯誤中學習。 

你不能活得那麼長足以經歷這一切。 

  

舌頭的重量微不足道， 

但少有人可控制它。 

  

你和我是朋友… 

你帶來另一位朋友… 

我們就有三個朋友… 

我們開始成為一個小組… 

 

就像一個圈圈… 

沒有開始也沒又結束 

  

這裡有一位天使派來守護您… 

為了讓天使能做好他的工作， 

你可將這封〝天使的話〞送給你想要天使守護他/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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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與主同行與主同行與主同行與主同行 7+1 級級級級    （（（（7））））                                                             恩保德神父        

第七級第七級第七級第七級：：：：耶穌臨在於耶穌臨在於耶穌臨在於耶穌臨在於「「「「一餅一杯一餅一杯一餅一杯一餅一杯」」」」中中中中 

「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

父而生活；照樣，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若 6：56-57） 

 

這就是耶穌與所有人共融的高峰。 

「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共結合

於基督的身體嗎？因爲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爲我們衆人都共用這一

個餅。」（格前 10：16-17） 

「爲此，無論誰，若不相稱地吃主的餅，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體和主血的罪人。」（格前

11：27） 

耶穌臨在於聖體中是真實的，這並不指耶穌臨在於彌撒的其他部分不真實。 

 

「這種臨在稱爲「真實的」— 並非把其他「臨在」拋開，彷佛其他臨在不是真實的；而是說：

這一臨在是卓越地真實，因爲這是實體的臨在 — 由之，天主而人的基督，全然完然地臨

在。」（信德的奧跡 39） 

 

在第七級上，耶穌以食物與我們相遇。這「天上神糧」的特色是使我們成爲我們所吃的。平

時，我們吃的食物被我們吸收，以供應身體所需；但吃了這「天上神糧」的人，卻被吸納成

爲耶穌的身體。 

在慶祝聖體的祭獻中，耶穌派遣聖神聖化餅和酒（使成爲耶穌的身體和他的聖血）及會衆（使

他們成爲他的身體）。 

 

牧民勸諭： 

� 領受共融聖事（與耶穌及團體內的會衆）是彌撒的高峰。以上每一梯階都 

                是爲此而準備，但個別真實而深入的準備，領聖體後的謝恩及片刻的寧靜 

                是極其重要的。由於彌撒是祭獻，又是盛筵（即是祭宴），應充盈著喜樂的 

                氣氛。 

� 主日是喜樂的日子。團體的喜樂最能吸引新成員加入團體。 

� 參與盛筵，起碼的禮儀和裝飾是必要的；因此，我們的衣著及態度應配

合領受耶穌的體血。 

� 若我們的內心未能獲享平安（因犯大罪的緣故與團體斷絕），應在彌撒

前妥善告解。 

 

� 特別是未有犯大罪者，應避免在彌撒中辦告解。 

 

彌撒本身（的某些部分）已提供消除罪過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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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齊家澳門朝聖齊家澳門朝聖齊家澳門朝聖齊家澳門朝聖遊遊遊遊的感想的感想的感想的感想                        瑪大肋納 

 

    事前沒有想過會參加。約兩年前一家人曾自由行到過澳門朝聖及旅遊，而且小兒

子的暑期活動仍未結束。但事情往往出乎意料。那次美香的來電，像「叮」的一聲，

仔細想想也未必不能成事。經過與另一半商量及稍作安排後，終於一家三人可以參與

這次澳門朝聖。感謝天主！ 

 

今次的朝聖，幸好有澳門教友協進會的李太作導賞員，使我們對澳門教會的歷

史和各教堂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認識和瞭解。尤其是對傳教士們不惜千里迢迢來到澳門

傳教，他們那份摯熱的心及不屈不撓的精神，實在令我感動和佩服。反省自己，身為

教友，亦未盡傳揚福音的責任。如果每一位教友都能發一分光和熱，點點相連，將會

使更多的朋友、家人認識到天父偉大的愛，基督為我們罪人而死的愛，家庭將會更融

洽，社會將會更和諧，世界將會更和平。亞肋路亞！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朝拜聖體朝拜聖體朝拜聖體朝拜聖體                   Josephine YU  

    在九月九日的那天，我們一家人到天后的『傷健聖體禦侍團』培育中心朝拜聖體。

得到培育中心的黃修女熱情招待。她除了帶領我們祈禱外，還詳盡介紹朝拜聖體的意

思。她就像一本活教理書，教導我們天主的道理。最深刻的是黃修女要我們遠離邪惡。

如近期流行的哈利波特小說裡的巫師是魔鬼的化身和玩碟仙而附了魔等等。她教導我

們不可任意接觸邪靈，她的教悔真是令我獲益良多。我真想再有機會到培育中心朝拜

聖體和聽黃修女的教導。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008200820082008 齊家活動預告齊家活動預告齊家活動預告齊家活動預告    

核心組 於 13/11/2007 會議上擬定以下活動， 敬請組員預留時間參與。 

暑期活動暑期活動暑期活動暑期活動::::        

 1 1 1 1））））小修士營小修士營小修士營小修士營            ---- 7 7 7 7 月中月中月中月中            歡迎升中一及以上青少歡迎升中一及以上青少歡迎升中一及以上青少歡迎升中一及以上青少年參加年參加年參加年參加 

 2 2 2 2））））家庭避靜家庭避靜家庭避靜家庭避靜            ---- 7 7 7 7 月尾至月尾至月尾至月尾至 8 8 8 8 月初月初月初月初 

 

十月一日十月一日十月一日十月一日        家庭香港朝聖之旅家庭香港朝聖之旅家庭香港朝聖之旅家庭香港朝聖之旅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上海佘山朝聖上海佘山朝聖上海佘山朝聖上海佘山朝聖    

 

另外請每組提出一個活動, 可開放予其他組員參加, 請預先通知何太 （81004584）或 e-mail 

到 family@dolf.org.hk 以便於在網頁上，家書，或以短訊通知其他組員。 請列明 活動日

期，性質，費用，及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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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教區婚委會的節目推行教區婚委會的節目推行教區婚委會的節目推行教區婚委會的節目推行    

14/12/2007 14/12/2007 14/12/2007 14/12/2007 從從從從「「「「十四歲的媽媽十四歲的媽媽十四歲的媽媽十四歲的媽媽」」」」看青少年的性探索分享會看青少年的性探索分享會看青少年的性探索分享會看青少年的性探索分享會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尖沙咀玫瑰堂禮堂 

講者：陳永超神父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主席） 

內容：播放「十四歲的媽媽」片斷，討論，交流，台下發問及解答 

對象：青少年、家長、老師、社工及有興趣人士 

主辦：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 

費用：免費 

敬請報名留座：2560 2314  

    

30/12/07 30/12/07 30/12/07 30/12/07 （（（（聖家節聖家節聖家節聖家節）））） 2007  2007  2007  2007 家庭年千人婚慶大聚會家庭年千人婚慶大聚會家庭年千人婚慶大聚會家庭年千人婚慶大聚會    

請致電請致電請致電請致電    賴煜賴煜賴煜賴煜清索取門券清索取門券清索取門券清索取門券  2560 2314   2560 2314   2560 2314   2560 2314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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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12月 2日及 2008年 1月 7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至 11時 用十分鐘全家一起爲此 

 祈禱。 

 

2. 2. 2. 2. 齊家網頁已更新歡迎瀏覽齊家網頁已更新歡迎瀏覽齊家網頁已更新歡迎瀏覽齊家網頁已更新歡迎瀏覽    

http://family.dolf.org.hk   

 

 

 

聖誕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