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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看看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直到今世的終結直到今世的終結直到今世的終結。」。」。」。」    

（瑪 28：20） 

 

 

親愛的齊家組員： 

 

今次離港，名是放假，實質我是利用這個假期，前赴各地，探訪當地華僑，籌謀明年的

福傳之旅。我到了巴黎、喀麥隆、贊比亞的盧薩加、莫三比克的馬普托，然後返回我的家鄉

意大利。 

 

今次旅程令我更體會到家庭對外開放的重要。我想念齊家的家庭，我欣賞齊家家庭把自

己的家開放，歡迎其他家庭到自己的家裡舉行聚會，並供應茶水小食給其他組員，有些還為

忙碌的社工們預備了靚湯，讓他們補充補充一下體力。這款待精神及對別人的關心照顧，不

獨提升了自己家庭的質素，更鞏固了整個團體。齊家小組之所以能歷久堅持，這是重要的因

素之一。當你時常到朋友的家，很自然地，大家便會容易熟絡，這亦會增加大家的信任程度，

大家也比較容易交心。齊家運動之所以成功，你們的彼此信任，互相關懷鼓勵，乃重要的一

環。我高興看到你們從人生的一個階段踏進另一個階段，希望你們的經驗能帶領更多公教家

庭走這條齊家之路。 

 

這幀相片是我跟一個保加利亞家庭合照的。 

背後就是安娜祖母之家（即我生長之地），現用作 

收留東歐病童及來相伴他們的家人的居所。這也 

是我將我的家開放，以服務有需要兄弟姊妹的明 

證。願天主祝福所有為安娜祖母之家服務的義工， 

即我的鄉親及左鄰右里。 

 

我將於十二月初回港，十二月四日，我希望 

見到許多願意在聖家節證道的齊家組員。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2010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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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齊家精神齊家精神齊家精神齊家精神                        何李麗珍 

  齊家精神究為甚麼？ 

 

  我愈來愈體驗到齊家精神就是相伴的精神。夫婦的婚姻盟約：「無論環境順逆、疾病

健康，我都永遠愛慕尊重你，終生不渝。」無論甚麼樣的環境，怎麼樣的境況，夫婦倆都要

互相愛護、彼此扶持，相伴到老。養育子女是父母的責任，我們已深深明白子女不是我們的

財產，我們已沒有「養兒防老」這一種思想，我們在伴著子女成長的同時，我們也與他們一

起學習，一同成長。在齊家運動中，每月的聚會讓齊家組員們成為家人，成為可信任的伙伴。

「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康」，大家都彼此相伴，悲喜與共，患難相扶。就如 Alice 生病時，

整個齊家運動為她祈禱；組員有子女出國讀書，整組人特別聚集，為他祈禱祝福，又到機場

送行。這相伴的精神已自然不過地在齊家各組中衍生出來，我曾聽到有組員說：「齊家的兄弟

姊妹有時比親兄弟姊妹還要親。因為家中有甚麼事情發生，第一時間是找齊家兄弟姊妹商量。」 

 

  為我來說，我加入三個齊家小組、核心組、還有社工組。這些兄弟姊妹是我記掛的，

每月參加聚會，都令我非常舒暢，大家的真心分享，樂意追隨主耶穌基督，都給我極大的鼓

舞；特別在我的服務上，他們都給我莫大的幫助，我感到莫大的支持。就算是最新成立的聖

依納爵堂齊家小組，因著參與每主日的彌撒，每主日都會見面，特別是兩個小孩子，看著他

們學走路，現在自己昂然踏步，正正經經的走到神父面前，接受祝福，然後再走來跟我 say 

Hello，祝我平安，加添了我（及聖依納爵齊家組員）對堂區的歸屬感。眼見堂區內有很多年

輕父母，帶著孩子來參與彌撒，我真希望他們亦能分享我們的理想，在相伴的精神下，活出

婚姻盟約及畢生培育子女的信仰。 

 

  在每日彌撒的奉獻禮中，我都把齊家運動奉獻給天主。我記得恩神父曾說過，在教

會內每一修會或每一運動之能創立都有其特別的神恩，因此，每一修會或每一運動必須時常

紀念其最原始的獨有神恩。齊家運動的神恩是甚麼呢？ 

 

  上主天主在創造之初，說：「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創 2：

18）就在這原始之時，上主天主訂定了婚姻盟約，相伴的盟約。上主天主也一直陪伴著人類，

可惜，人的罪過，人的驕傲自大，沖昏了人的眼睛，逐漸遠離天主。可是，天主並沒有離棄

人，祂派下了祂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居住在我們中間，教導我們，指引我們。在

耶穌升天前，他更承諾：「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 

 

  願上主與我們同在的這一相伴精神，能活在每一齊家組員的心中，每一基督徒的心

中，那世界將會是怎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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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流水的故事流水的故事流水的故事流水的故事                聖瑪利組黃家廉 

 你眼前是一大片的茂葉婆娑，綠茵連綿。筆直的樹幹整齊有序地排列著，但樹頂的枝葉

卻伸展蔓延得縱橫交錯，把大半個藍天白雲都掩蓋了，偶爾才有一兩絲金光從葉子傘的縫隙

透射出來。感受到微風吹拂你的皮膚嗎？嗅到清幽的樹林氣息嗎？聽到樹葉被吹動時沙沙作

響嗎？一切都安祥恬靜，耳邊霎時傳來淙淙流水聲。 

 

 小溪貫穿了樹林，水朝著一個方向不停流動，川流不息。水撞上了溪中的石塊，但無被

阻礙往前奔馳，毅然分開成兩邊流水，沿著石邊流過，跟著又合回成原來的小溪。有一點小

水滴卻沒有跟大家融回一起，它大力抓住了石塊，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成功爬上了石上。 

 

它環顧四周，滿足地笑了起來。這點小水滴是不久之前從黑雲中跌到小溪裏的。在天上

的時候，它聽到很多同伴都在說地上的環境有多美，它原本是不願跟大夥兒一同到地上去的，

因為它眷戀天上的一切；它多次放棄了搬遷的機會，唯獨近來聽得太多閒話了，忍不住要到

地上看看。來到小溪以後，它一直跟大夥兒流呀流，根本就沒有喘息的機會，更何況是欣賞

四周環境？好不容易撞上了石塊，才有停一停的一刻。 

 

「咦？小水滴，你怎麼不跟大夥兒一起走？」石塊奇怪地問。石塊大哥很少遇上這麼年

輕的小水滴，對於小水滴沒有跟同伴一起走更是摸不著頭腦。 

 

「我要看看大家口中那美麗的大地。」小水滴說。 

 

一天伏一天，小水滴看到了不同時候的樹林，同一個景色在一天內竟然會有這麼多不同

的樣子；它又跟石塊大哥聊了不少事情，從中知道了許多樹林附近的故事，它已經再沒有要

離開這兒的念頭了。 

 

它看到了很多同伴從自己身邊流過，不時會聽到它們問道：「你怎麼還不走呀？聽說下游

的風景更美呢！」它會答說：「我才不信你！你連這裏的景色都沒有仔細欣賞過，怎會知道有

更美的風景？」不過，它越是聽得多這樣的說話，心越是泛起了好奇心，只是身體依然堅持

停留。到了某一天，它突然覺得這片樹林不再漂亮了，或許是看膩了；它覺得這裏的故事不

再動聽了，或許是聽膩了；它很想動動身子，或許是坐膩了，於是便縱身跳到小溪中。 

 

不消一秒鐘的時間，它已離開了那片樹林，流到了小溪下游、河流、大水塘、汪汪大海，

最後又被陽光帶回天上去了。 

 

這就是小水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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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本欄選用「泉說」為欄目，跟這小水滴大有關係。筆者只是一名普通青年，卻總認為自

己是流水的化身，應該是說，青年人好比流水，好比一點小水滴。青年人從來沒有被困縛起

來的天性，我們要走便走，要停便停，只要我們有機會詮釋自己的行為，別人一定會理解，

我們的確是這樣想的。小水滴只要愛身邊的事物，便會留下來，一點也不願前進；到了厭倦

的時候，又會比任何人走得快，不停隨波逐流，青年人也是這樣的。我們不是反叛，這只是

我們的天性。終有一天，我們會有收斂的一刻，所以父母們，長輩們請不要太過阻撓我們成

長，我們需要你們的勸諫，但亦同時需要你們的支持。 

 

「泉說」是筆者以青年之心看世事，說世事的小溪，希望以小水滴的童貞之心，流遍每

一片樹林，流過每一道小溪，河流，水塘，甚至大海。別人或許會像大石塊般摸不透小水滴

的心，不過希望藉由「泉說」，能為大眾敞開青年心扉，讓大家知道青年，尤其是筆者，對世

界任何事情：人際、感情、信仰、世態、時事等等的看法。 

 

再續筆緣。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老中醫的順口溜老中醫的順口溜老中醫的順口溜老中醫的順口溜 

生梨潤肺化痰好， 蘋果止瀉營養高。  

黃瓜減肥有成效， 抑制癌症獼猴桃。  

番茄補血助容顏， 蓮藕除煩解酒妙。  

橘子理氣好化痰， 韭菜補腎暖膝腰。  

蘿蔔消食除脹氣， 芹菜能治血壓高。  

白菜利尿排毒素， 菜花常吃癌症少。  

冬瓜消腫又利尿， 綠豆解毒療效高。  

木耳抗癌散血淤， 山藥益腎浮腫消。  

海帶含碘散淤結， 蘑菇抑制癌細胞。  

胡椒驅寒兼除濕， 蔥辣薑湯治感冒。  

魚蝦豬蹄補乳汁， 豬肝羊肝明目好。  

益腎強腰吃核桃， 健腎補脾吃紅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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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彌撒的結構彌撒的結構彌撒的結構彌撒的結構、、、、要素與部分要素與部分要素與部分要素與部分（（（（二二二二）））） 

II. 聖道禮儀聖道禮儀聖道禮儀聖道禮儀 

  

1. 「聖道禮儀的主要部分是由恭讀聖經及讀經間的歌詠所組成。講道、信經與信友禱

詞，則是聖道禮儀的發揮和總結。在恭讀聖經、及以講道闡釋讀經時，天主向祂的

子民講話，向他們揭示救贖和救恩的奧蹟，並提供精神的食糧。基督藉著自己的話，

親臨於信友之中。會眾以靜默和歌詠來汲取天主之聖言，並藉信仰宣誓（信經）肯

定他們忠於天主之聖言。他們因聖言而獲得滋養後，便為整個教會的需要和全世界

的得救而誦念信友禱詞。」（彌撒經書總論 55） 

 

2. 靜默靜默靜默靜默 

 

「聖道禮儀應以有助於『默想』的方式來舉行。因此，應避免任何有礙收歛心神的

倉促方式。」（彌撒經書總論 56） 

 

3.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i)「在有會眾參與的彌撒中，常應在讀經台上讀經。」（彌撒經書總論 58） 

 

(ii)「依照傳統，讀經並不是主禮而是輔禮人員的職務。福音通常由執事宣讀，若無

執事，則由另一位非主禮的司鐸宣讀；讀經員宣讀其他的聖經選讀。若無執事，

也無其他司鐸，則由主祭宣讀福音。若無適合的讀經員，主祭也兼讀其他讀經。」

（彌撒經書總論 59） 

 

(iii) 讀經一 

 

讀經一通常選自舊約。 

 

「讀經員到讀經台，從已放置在讀經台上的《讀經集》中恭讀第一篇讀經，全

體恭聽。讀畢，讀經員高呼：『上主的話。』」眾應：『感謝天主。』 

 

然後，視情況靜默片刻，讓大家對所聽到的聖經作默想。」（彌撒經書總論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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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iv) 答唱詠 

 

「第一篇讀經後有答唱詠，它是聖道禮儀的一部分。答唱詠具有重要的禮儀及

牧靈價值，因為它協助人們默想天主之聖言。 

   

答唱詠最好能採用歌唱方式，或至少詠唱會眾回答的那部分。聖詠員或唱經

員，於讀經台或其他適宜的地方領唱聖詠詩節，參禮會眾坐下恭聽，亦常以

答句答唱（除非該聖詠是一氣呵成，而無需答唱）。」（彌撒經書總論 61） 

 

(v) 讀經二 

 

讀經二通常選自新約。 

 

讀經員在讀經台恭讀第二篇讀經，全體恭聽。讀畢，讀經員高呼：「上主的話」，

眾應：「感謝天主」，以表示對他們以信德領受的天主聖言的恭敬和感謝。然後，

視情況靜默片刻。（參閱彌撒經書總論 59，128） 

 

(vi) 福音前歡呼 

 

「福音前的讀經宣讀完畢，唱『阿肋路亞』，或依照禮儀時期，按禮規選唱另一

聖歌。這項歡呼本身構成一項儀式或行動，參禮會眾藉此迎接那位即將在福

音中向他們發言的主，並以歌詠宣認他們的信德。大家站立詠唱福音前歡呼，

可由歌詠團或唱經員領唱，若有需要，亦可重複詠唱。歡呼詞的短句可由歌

詠團或唱經員詠唱。 

 

(1) 四旬期外，常唱『阿肋路亞』。短句取自《讀經集》或《陞階經集》。 

 

(2) 四旬期內，唱《讀經集》列出的另一系列「福音前短句」以代替『阿肋

路亞』。」（彌撒經書總論 62） 

 

(vii)「若有奉香禮，則在唱『阿肋路亞』或另一首聖歌時，主祭添香並祝福。然後，

在祭台前深鞠躬，合掌默念：『全能的天主，求祢使我誠心誠意恭讀祢的福

音。』」（彌撒經書總論 132） 

 

(viii)「若《福音書》在祭台上，則恭捧福音書，可由提香爐和持蠟燭的平信徒輔禮

人員前導，稍微高舉《福音書》，走到讀經台。在場參禮者，齊轉身朝向讀經

台，表示對基督福音的特殊敬意。」（彌撒經書總論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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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ix) 恭讀福音 

 

「主祭在讀經台展開《福音書》，雙手合十念：『願主與你們同在』。會眾同應：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主祭續念「恭讀聖瑪竇/馬爾谷/路加/若望福音」，並

以拇指在福音書上，並在自己的額上、口上、胸前劃十字聖號，全體以同樣

方式劃十字聖號。會眾高呼：『主，願光榮歸於祢。』若有奉香禮，主祭則向

《福音書》奉香。然後主祭恭讀福音。讀福音後，主祭高呼：『上主的話。』

全體回答：『基督，我們讚美祢。』主祭口親《福音書》，默念：『願所讀的福

音，使我們改過遷善。』」（彌撒經書總論 134） 

  

(x) 講道 

 

(1)「主祭可站在座位前，或站在讀經台，或斟酌情形，在另一合適位置講道。

講道既畢，可靜默片刻。」（彌撒經書總論 136） 

 

(2)「講道是禮儀的一部分，為滋養信友生活是需要的，應極力推崇。應按所慶

祝的奧蹟及聽眾的特殊需要，闡釋所讀的聖經、彌撒常用經文、或本日彌

撒的專用經文。」（彌撒經書總論 65） 

 

(3) 「講道完畢，宜靜默片刻。」（彌撒經書總論 66）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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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5 日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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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於 12月 26 日聖家節主日證道的組員，請致電齊家熱線：8100 4584，以便安排 12月 4

日下午 2時 30 分恩神父之培訓講座。 

 

3. 齊家日將定於 2011年 2月 13 日（初十一）舉行，敬請各組員預留時間參與，有關詳情容

後公佈。 

 

4. 請為麗城組組員 Jenny 葉平及海濱組雷太的健康祈禱 

 

5. 歡迎繼續投稿，稿件請於十二月下旬前電郵 hoagnesl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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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最新近況最新近況最新近況最新近況 

為中國教會福傳籌款為中國教會福傳籌款為中國教會福傳籌款為中國教會福傳籌款 

 

 今年暑假恩神父及何生何太與逾越知音國際福傳團體跟從利瑪竇神父的路線（澳門－肇

慶－韶關－南昌－南京－天津－北京），到中國福傳，再下太原探訪齊家。深感國內神父及教

友在福傳及牧民工作上的努力，但由於經濟及物資缺乏，神父們都非常艱苦。 

 

 就舉齊家運動熟悉的張晉卿神父為例。數年前，張神父得齊家運動的捐款，在太原峰西

建立了一福傳中心，該中心正常運作後，張神父便將之交由另一神父打理，繼續中心的運作。

張神父在近市區的趙莊堂口（堂區）又建立了齊家小組，並利用聖堂內的一排小房舍，為青

少年舉辦訓練營或生活營等。恩神父等到趙莊時，正值炎夏；張神父已在該地舉行了五次夏

令營，每次接觸四五十位公教及非公教男女中學生。因為該處只設有一個非常簡陋的旱廁，

一個水龍頭，所以，學生們只好到堂口教友的家中洗澡，或用小盆盛水抹身。因為逾越知音

希望接觸這些青少年，恩神父等亦在那裡度過沒有清潔身體任何部份，便要就寢的一夜。 

 

 另外，在山西修院住了七十多位修生，因經濟拮据，他們需度過一個沒有煤取暖的冬天。

院長神父除了要照顧修生們的靈修培育外，還得四出籌謀，為修生們的生活所需傷透腦筋。 

 

 恩神父有見及此，在離港前曾囑咐核心組商討為張神父的工作籌款事宜，而曾跟隨何太

到山西朝聖的團友們，其中十二人已自動承諾每月捐款一佰元支持國內的福傳事業，現在已

籌得二千四佰元，逾越知音的成員亦托人送來一佰元美金，該等款項將交由核心的籌款小組

處理。 

 

 恩神父的福傳工作常得其鄉親及海外華僑的支持。現在，中國教會正火速地發展。核心

小組經商議後，決定成立籌款小組，為國內的福傳事工籌款。籌得的款項除幫助張神父的工

作外，更可幫忙山西修院及有需要的教會。 

 

 齊家組員可作一次過捐款，或承諾每月作定額捐助，由組員代表集齊款項。所有捐款支

票抬頭請寫「香港明愛」。捐款超過一佰元者可領取明愛收據，以便報稅。 

 

查詢詳情請致電齊家熱線：8100 4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