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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而給我開門， 

我要進到他那裡，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默3：20） 
 

 

 

 

親愛的齊家組員：  

 

齊家運動過去一年的活動都是以「社會轉變，修身齊家」為主題。在社會急劇轉變的洪

流中，以修身來堅定我們的信仰，把持我們的理想 － 在基督內齊家；藉著我們的婚姻與家

庭生活為主作見證。因此，齊家運動並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運動，她更關愛周遭的人，關心

社會。 

 

差不多每年，我們都舉行大型活動，向全港市民或向全港天主教學校學生宣揚一個訊

息，以影響香港社會。還記得在 1996 年，我們召集了十五對夫婦穿起婚紗禮服或中國傳統

的裙袴，在尖東舉行婚姻宣認大行動，以喚起全港市民重視自己的婚姻盟約。及後，港台的

鏗鏘集訪問了齊家的數對夫婦，並製成特輯，在電視上播放，齊家的這幾對夫婦就在香港數

百萬觀眾面前，以他們活生生的例證證實堅守婚姻盟約的可行性。如今，我也是這些夫婦的

見證人，我看到他們的相互扶持，我看到他們的包容互諒，我看到他們在齊家組員的互勉互

勵，互相鞭策下在信仰生活上的成長。他們大多數已幫忙帶組，以他們的實際經驗輔助更年

輕的家庭成長。 

 

除此之外，我們還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例如去年我們籌辦的齊家宴；在新移民大量

湧來香港時，我們呼籲大家要睦鄰，關顧新移民的需要等。這許許多多的片段，大家可以在

齊家網頁中一一回顧 http://family.dolf.org.hk/。  

 

來年，我們又有甚麼計劃呢？現今的香港有甚麼現象正嚴重影響家庭，影響著我們下一

代的成長呢？天主正呼喚我們回應甚麼呢？教育正不斷改革、父母對子女的教育觀念也不斷

轉變、子女如何承受這些壓力、會否影響他們的學習心理呢？或是社會的經濟問題呢？或是

住屋的問題呢… 

 

我希望你們能在聚會中討論一下，然後致電齊家熱線 8100 4584 給核心組一點意見。主

佑！ 

恩保德神父               

2010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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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輕鬆放輕鬆放輕鬆放輕鬆                         何李麗珍 

 

 曾聽到一位友人說，他小時候成績非常優異，時常名列前茅，怎料有一次收到成績表時，

竟發現自己跌到第二名。他戰戰兢兢地把成績表交給爸爸看，爸爸只是瞪了他一眼，甚麼也

沒有說。友人說當時的這「一眼」，就像利劍，深深的剌進他的心裡，幾十年仍未磨滅。往後

的每次考試，他都覺得很緊張很辛苦。讀書為他實在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 

 

 外子則有另一種遭遇。家翁是一個極其嚴厲的人，凡事喊打喊殺。當他們兄弟數人年少

時，每次在家一聽到父親的電單車聲，便急速拿起書本，扮相讀書，有次外子因急忙的關係，

竟把書本倒轉了，結果捱上杖刑。讀書是為了怕爸爸，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問他們又怎會喜

歡讀書呢！一次，外子尊敬的一位數學老師給校內的另一位老師公開侮辱，說他出錯題目云

云。外子為了替敬愛的老師申冤，便想盡辦法，拆解那條算題，在三日三夜的努力下，他終

於算出了答案，證明老師沒出錯題目；而最重要的，就是他發掘了他對數學的興趣，了解自

己的運算能力，為他日後分析事情及解難的能力奠下了穩固的基礎！ 

 

 讀書的目的究竟是甚麼？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現代父母深入反思的問題。最近從許多年輕

家長處得知，原來有些小孩竟然在上午讀一間幼稚園，下午換校服去讀另一間幼稚園，目的

是要孩子提早得到兩文三語的密集訓練，因為專家說孩子六歲以前學習語言是最有利的。又

聽到一位祖母慨嘆她的孫兒一上一年級，兒媳已替他請了三位補習老師，因為其他家長指責

她：「怎麼你的孩子默書得 94 分，妳一點都不緊張！」為此，她便緊張起來，怕孩子成績落

後於人，不能保住那難得的名校籍位。以上例子相信許多人也有相類似的見聞，或是自己也

是如此這般的跟著走！這教育的扭曲現象，我們應如何面對呢？ 

 

 在今日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裡，死記難背或是拚命操練的方式能否幫助孩子學習呢？我

相信現在仍有許多父母，為孩子獲得優異成績，不只聘請補習老師或在放學後把孩子送到補

習學校去，還購買大量補充作業，待孩子做完功課後，用來填補他們的空閒時間，怕他們用

時間上網打機，結果就是適得其反。孩子的學習變得被動及失去興趣。你有張良計，我有過

牆梯，孩子為避免做補充作業便故意拖慢完成功課的速度，於是越做越慢，連溫書或看課外

讀物的時間也沒了，就此家中的戰事常發，永無寧日！大量的時間精神便用在鬥法方面，那

又何苦呢！ 

 

 親愛的家長們，請放輕鬆，只有用平靜的心態，你才能看清楚事實，你才能正確地引導

孩子。沒有興趣，那能有終身的學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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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新誡命新誡命新誡命新誡命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

(若 13：34) 

 

由那時起， 彼此相愛成了新誡命。聖師聖湯瑪斯更深入的解釋是：我們愈愛天主，便會

愈愛所有天主所愛的人。是故，愛的表現幾可以成為我們省察時反思愛天主的寒暑表了。現

今人際之間的關係往往都建基在別人能先敬我一尺，回敬一丈已是後話。我們沒有遵行基督

的訓悔，愛人如自己，無私的付出，正因天父先愛了我們。反之仍要求在夫妻，家庭，一總

社交群體間得享和諧，除了獲得天主的特恩，否則恐怕可能都將會換來一份失望。以下是我

與孫女兒早前的一小段經歷，願在此與兄弟姊妹們分享。 

 

前些時日某天路過一個商塲，隨手接過了一份宣傳物品，是兩塊連在一起，大小不同而

可各自轉動的圓紙板，印有彩色繽紛的廣告。紙板沒有奇特之處，一心衹想這也或可是一份

小玩意兒。星期天主日感恩祭後午飯時送給了娃娃，而在整個用餐期間，她都間歇地反覆把

弄。偶爾抬頭望向我嫣然一笑，到了個多小時後的結賬前一刻，她仍是掛着那一臉天真無邪

的面容對我說：「爺爺，弄了那麽久，我仍實在不知道這玩意究竟是甚麽！」 

 

我忽然感覺話不成聲，無言以對。聯想起那天早上的福音就是上述的若望 13章 34節 － 

愛的新誡命。神父在講道時也提出了一位聖人的教訓：「讓我們變得如同地毡一樣靜躺在地上， 

好使在其上走過的人都感覺舒適。」那麽高深的一項人生哲理，居然由一個四歲不到的小娃

娃，在我面前活生生地演譯出來。本不成當作玩具的，原來她也沒有接過後不屑的放在一邊，

讓我難堪。 

 

相信大家亦不難時常聽到夫妻倆互訴不是：「為甚麽都是要依你的，我的感受不用理會

嗎?」或在堂區內攪小圈子的因由：「他們不是我們一夥的，別讓他跟我們在一起。」甚或是

辦公室政治：「你不尊重我嗎，我必整治你。」一切大都應是起源于人們衹顧「自我」。甚麽

愛人如己都已被拋到九宵雲外吧了！ 

 

路 10：25-37 敍述了祭司和肋未人雖然都是虔敬的上主僕人，尚且未及一個撒瑪黎雅外

邦人那麽懂得愛的真諦。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齊家運動的成員

當更明白修身離不了愛的實踐。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或我那剛滿四歲的小娃娃的故事也許都能

帶給我們一絲反省，從此對身邊人多一點憐惜。願共勉！ 

 

麗城 黃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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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前攝行為前攝行為前攝行為前攝行為 

（資料由水邊圍組 Peter Chan 提供） 

 

所謂「前攝行為」（Proactive Behavior）即是：遇到困境時，反過來控制局面，而不被局

面所牽制。 

 

一對夫婦在婚後十一年生了一個男孩，夫婦恩愛，男孩自然成了二人的寶。 

 

男孩兩歲的某一天早晨，丈夫出門一班之際，看到桌上有一瓶開了蓋的藥水，不過，因

為趕時間，他只大聲告訴妻子，叫她記得把藥瓶收好，然後就關上門，上班去了。 

 

妻子在廚房裡忙得團團轉，因而忘卻了丈夫的叮囑。 

 

男孩拿起藥瓶，被藥水的顏色所吸引，覺得好奇，於是一口氣便把它喝光了。藥水成份

劑量很高，即使成人也只能服用少量。由於男孩服用過量，雖然及時送到醫院，但仍是迴天

乏術。 

 

妻子被突如其來的意外嚇呆了，不知如何面對丈夫，更害怕丈夫的責難。 

 

焦急的丈夫趕到醫院來，得知噩耗非常傷心，看了兒子的屍體，望了妻子一眼，然後說

了四個字。這丈夫說了那四個字呢？ 

 

這四個字是：「I love you darling」。 

 

這種反應就是「Proactive」（前攝）的行為。「前攝」：即反過來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

牽制。我們應該讚揚這位丈夫，他是人類關係的天才。因為兒子的死亡已成事實，再多的責

罵也不能改變現況，只會惹來更多的傷心，而且不只自己失去了兒子，妻子也同樣失去了兒

子。 

 

這則故事，主要是彰顯人類有能力選擇「自我層次」。 

 

面對一件不幸的事件，你可以大發雷霆，怨天尤人，甚至責難一干人等，但事情卻不會

因這些而有絲毫改變。不幸的是，它只會伴著你往後的生活，負著疤痕的活下去。 

 

相反的，如果能放下怨恨和懼怕，換一個角度看事情，勇敢的活下來，可能事情的境況

原來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糟。這就是「前攝行為」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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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010 齊家運動迎新日三個家庭的分享齊家運動迎新日三個家庭的分享齊家運動迎新日三個家庭的分享齊家運動迎新日三個家庭的分享  

以下是 21/5/2010 齊家運動迎新日當天，三個家庭的分享。在此順道謝謝他們！  

 

第一個家庭來自馬鞍山聖方濟 A組，爸爸 Paul、媽媽 Eva和兩位就讀小學，敢於發言的

男孩。他們這一組已成立了十一年。Paul 覺得加入齊家運動的大家庭後，感到開心。他認為

與孩子遊戲時，不妨也談心事，這樣孩子會較為接納，聽得入耳。有時，父母也可邀請孩子

幫忙，做一些他們能力所及的事情。Paul 舉了一個例，某日黃昏，他的汽車出了問題，他埋

頭苦幹，天色漸黑之際，他發現孩子拿來了手電筒給他照明，想不到孩子是這般的細心。若

父母能悉心教導的話，原來孩子是樂於成為父母的左右手、好拍檔的。Eva 也覺獲益良多，

她隱隱覺得有一股支持的力量來自齊家組員，每月的聚會為他們一家帶來生活上的衝擊，令

他們的關係更為密切，他們樂於分享和分擔組員的喜與憂。Eva 慨嘆人到中年交友不易，卻

慶幸成為齊家組員後，能交得知心友，所以他們會把每月的齊家聚會放於優先的位置。Eva

希望新的組員也如他們一樣，可以透過每月的聚會從別人身上取經。大兒子覺得參加齊家運

動後，讓他認識了新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玩，一起談心，同時也學懂包容，學懂如何開解別

人，有得著。成為齊家運動一份子後，大小兒子均表示開心。  

   

第二個家庭來自聖依納爵堂，成員有爸爸 Peter，媽媽 Iris，以及可愛的小女兒 Nicole。

經何太介紹有關齊家運動的理念後，Peter一家遂成了其中的一份子，至今已出席了每月的聚

會約三、四次。  

   

Peter 發覺在齊家運動的成員當中，有些原來是自己的舊相識。他細說在每月的聚會中，

夫婦有時會不自覺地說出一些平日被無意忽略的內心感受，以及談論一些平日不會觸及的話

題，這實在有助夫婦的成長，因此他決定繼續出席每月的聚會。  

   

自女兒出生後，Iris才有一個完整家的感覺，讓她重新認識生命及信仰。一家人出席每月

的聚會，與組員一起談論家事，互相學習，Iris 希望藉此學好何謂身教，以好好培育下一代，

這比參加坊間一些 Play Group更為重要。  

   

第三個家庭是來自最新成立的聖母領報堂組，爸爸 John、媽媽 Shirley及 10 歲的女兒，

他們這一組只開了一次會，成員中有三位男士乃非教友。  

   

John在分享時訴說被太太騙了去開會，他提及男士不慣在人前談論家事，但太太安排的，

包括齊家聚會，他都樂於支持。  

   

Shirley認同齊家運動的理念，認為難得找到同路人，以及團體的支持，她希望可以從彼

此的分享中獲得啓迪，從而以較理想的方法教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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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聖號十字聖號十字聖號十字聖號    

在世紀之初，基督徒已在自己身上劃上耶穌十字聖架的標記。早在第二世紀，已有文

憲記載基督徒這種特殊的祈禱方式。 

 

我們在前額、胸前及雙肩劃十字聖號，祝福自己說：「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 

 

劃十字聖號是沒有特定方式的。東正教徒用左手的三隻手指劃十字聖號。西方教會最

初是用右手在前額劃十字聖號，後來則發展至用右手在前額、胸前及雙肩劃十字聖號。 

 

相信「三位一體說」的教會劃十字聖號的方式是：用手按前額時念：「因父」，按胸前

時念：「及子」，按雙肩時念：「及聖神之名」，最後合手念：「亞孟」。 

 

我們以十字聖號作為祈禱的開始及結束。我們劃十字聖號是一個祝福，一個對自己的

祝福。 

 

我們在前額、胸前及雙肩劃十字聖號，祝福自己說：「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 

 

劃十字聖號表示祝福，天主降福我們，天主以祝福擁抱我們；同時我們以十字聖號表

示我們對天主的信仰。劃十字聖號，我們接受從天主湧流出來的萬端祝福，我們以我們的

心神及一切力量擁抱我們的好天主。 

 

 

 

 

 

 

 

 

 

 

 意大利拉維那（Ravenna）大殿中的一幅第六世紀彩石鑲嵌畫， 描繪耶穌用右手劃十字聖號祝福人類 

 

宗教改革運動時，許多基督徒不接受劃十字聖號的傳統。今日，隨了天主教會及東正

教會外，還有其他基督教會，如聖公會及路德會仍保留劃十字聖號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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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家內邁向共融在父家內邁向共融在父家內邁向共融在父家內邁向共融（（（（一一一一）））） 

導言 

自古至今，「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人類的理想，合一是人類共同的願望。但往往理想和

現實似是背道而馳，民族間的紛爭，國與國的戰爭，弱肉強食是普遍的現象，使人懷疑「四

海一家」這理念是一烏托邦，是一個不能實現的理想。 

 

「四海之內皆兄弟」是耶穌福音的要旨之一。天主創造生命，衪是一切生命的根源，

衪是人類的共同父親。天父派遣耶穌基督到世上來，救贖人類，使人以兒女的身份分享「父」

的本性。人肖似自己的父親，人是其他人的兄弟姊妹，人是天父的肖像。 

 

神是父，這理念引申出以下觀念的改變： 

1. 神與人的關係是父子關係。 

2. 人的善功不能作為與「父」愛交易的條件。人在未立功前，父已給予人所需的愛和照

顧。 

3. 中悅父的祭獻是仁愛，沒有其他祭品可替代。 

4. 人敬拜父，同時也需關注其他兄弟姊妹的需要。 

5. 整個創造都聚合在父家裏。父邀請人管理這大家庭，人不能把她據為己有。人要愛慕、

尊重及保護一切生態環境。 

6. 人的邪惡不單破壞父子關係，還破壞弟兄姊妹的關係，同時也破壞與大自然間的關係。 

7. 耶穌啟示父的奧秘時，表明他是父的獨生子，他與父的關係在創造之先早已存在，他

與父從永遠就存在。父子間的愛就是第三位聖神。父、子、聖神成為三位一體的天主，

這就是耶穌福音所啟示的核心。  

8. 人不可自辯說：「世上有沒有創造者與我無關」或「那類創造者與我無關」。人是創造

者的肖像。如果「神」是人的創造者，人便肖似神的本性；如果「父」是人的創造者，

那麼，人便會追求三位一體天主共融的本性。 

 

三位一體的天主是所有基督徒信仰的共同基礎。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在他們的分

歧中，有著這共同的信仰基礎。宣揚和生活這喜訊，將構成新的文化：有愛心的文化、尊重

人的文化、關懷他人需要的文化、環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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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最新近況最新近況最新近況最新近況：：：：  

1. 今年之小修士營已於 2010年 7月 17至 18 日在大嶼山聖母神樂院舉行 

 

 

 

 

 

 

 

 

 

 

 

 

 

 

 

 

 

  

2. 齊家網頁 http://family.dolf.org.hk/ 已於五月份更新，歡迎瀏覽及下載相片 

 

3. 齊家迎新日之活動詳情已上載於齊家網頁，歡迎瀏覽回顧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爲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8月 1 日及 9月 5 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至 11時期間全家一起爲此祈禱 

 

2. 恩神父、何生何太及逾越知音將於 7月 31 日至 8月 9 日走上利瑪竇之路，請為他們祈禱 

 

3. 歡迎繼續投稿，稿件請於八月下旬前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