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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 

親愛的齊家組員： 

 

我很高興能與六位非齊家組員，其中包括兩位來自澳洲的華僑朋友及二十二位齊家組

員，於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四日，同赴越南朝聖。是次朝聖可說是相當成功，因為藉著每晚

的分享，每天所發生的事及所遇到的人，大家都享受到在耶穌基督內的團結共融，兄弟姊妹

的友愛相幫、包容體諒。雖是短短五天，大家已相當明確地體會到朝聖的意義 － 在旅程中

接觸天主。朝聖有別於旅行，到甚麼地方不重要、吃喝甚麼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旅程中我

們感受到天主的眷顧安排和帶領。 

 

三十一日（復活主日），河內的朋友本想安排我們到咸隆教堂參與彌撒，怎料航班延誤，

我們到達聖堂時，彌撒已到了念天主經的部份；不過，教友們亦帶領我們到聖堂最前排給我

們預留的座位去。其實，參與彌撒的信友非常多，連聖堂外的停車場也擠滿了人，本以為彌

撒後能拜會本堂神父，但稍稍見面後，神父便邀請我們參與復活節的遊行。大家想也沒想到

在這共產國家竟可公開宣認自己的信仰。教友們各自穿著著自己善會的制服：輔祭會、聖體

會、婦女會… ，高舉旗幟，抬著佈滿鮮花及液晶燈泡的復活耶穌像，手持燭火在大街上遊行。

我看到很多青少年參與，在這個地方這個場面真是充滿著復活的希望，真是在黑夜之中放光

明。原來飛機誤點是為叫我們參與一個在香港這麼自由的地方也沒有如此隆重的慶祝場面。

天主的安排可真完美！ 

 

在香港，我自認是最佳推銷員，但在胡志明市，一位年輕修女令我甘拜下風。她在牧民

中心工作，主管婚姻與家庭事務。在這個福傳活動受限制的地方，這位修女竟能利用傳媒，

出版書籍刊物、光碟等，還用非常現代化的方法舉辦培訓活動，吸引過萬群眾，包括非基督

徒及外教人士前來參與。在香港，我相信也很難做到！ 

 

我們亦探訪了加爾默羅苦修院。該修院是加爾默羅修會在亞洲的首間會院，有一百五十

年歷史。修女們本過著祈禱默觀的隱修生活，但在越南解放期間，她們被迫外出工作。她們

很快便適應了。修女們做過輪胎，又做糕點在街上叫賣，晚上便聚在一起繼續她們的祈禱生

活，直至政府准許她們回修院去。教會選立聖方濟和聖女小德蘭為傳教主保不是因為他們做

了很偉大的傳教工作，而是他們的祈禱。作為外方傳教士的我，修女們晝夜的祈禱就是我的

支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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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就是這樣，出發前，我們無法完全安排一切，機會到的時候，我們要懂得捕捉；若

我們時常執著安排，就無法捕捉，無法抓緊天主安排的機會。今次朝聖，大家沒有購得任何

聖物，沒有拍下很多照片，但大家卻滿懷感恩之心而回，我們有很多的得著，經歷奇蹟；就

如看到復活的主的門徒們，極願分享大家的朝聖經驗。 

 

朝聖又像逾越奧跡，出發前是期待，猶如以色列民期待默西亞來臨一樣，充滿盼望但又

有點模糊迷茫；旅程中就像跟隨著耶穌的門徒，與主同行，到處聆聽，不斷吸收；朝聖完畢

就如耶穌升天後的門徒，不斷紀念、回憶、慶祝及宣講。他們相信耶穌的承諾：「看！我同你

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 

 

越南是亞洲其中一個國家，一如亞洲其他國家一樣，充滿著福傳機會。雖然耶穌生於亞

洲，雖然基督宗教在亞洲誕生，但在過去的世紀，亞洲的人民從未認識耶穌基督！雖然亞洲

的福傳機會龐大，但亞洲卻是福傳難度最高的地區，因為亞洲的傳統文化及地方宗教深遠，

基督宗教卻從未植根於此地。因此，亞洲所有教會必須保持緊密的聯繫；齊家運動走出了這

一步，越南教友接觸我們這一班組員後，表示他們對組織齊家運動極有興趣；而朝聖的某些

組員亦立即回應，隨時準備伸手協助。 

 

在信德年當中，我們會籌辦三次朝聖，若你錯過了第一次的越南朝聖，期待在第二次的

朝聖中見到你，與你分享。五月一日在鹽田梓見，我會在鹽田梓的聖堂內與你分享，主題是：

信德中的教導 － 愛與法律。到時見！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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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傳承傳承傳承                         何李麗珍 

是次越南朝聖令我親眼目睹「傳承」的事實。越南教友，特別是華人教友，他們的信仰

多是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的，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在教難期間，外方傳教士被逐離境，本

土神父有些被監禁，有些被隔離，傳遞信仰便成了家庭的責任。 

 

一到河內，我在咸隆聖堂看到許多家庭扶老攜幼，穿著隆重，參與彌撒。在楚建朝聖地，

最早期的越南天主教會就是在此地建立，舊主教座堂的所在地，越南一百一十七位聖人聖髑

安放之地，我聽到一個極之感人的真實故事：越南一百一十七位殉道聖人之中的唯一女聖人，

她在被迫害期間，被人打得遍體鱗傷，當年她已六七十歲，她的子女來探望她時，見到母親

衣衫沾滿鮮血，心疼得很，不停啜泣，母親勸慰他們說：「請你們切勿背棄信仰，我這身衣服

是最美麗，最適合覲見耶穌的衣裳。」這聖婦的故事令我想起瑪加伯傳所記載的那位母親，

雖然面對死亡，仍教導兒子不要背棄天主。更令我想起神父在講道時說的一個故事：「某日，

一位隱修士在院中散步祈禱，突然有一位穿著華衣美服的人在他面前出現。隱修士覺得很奇

怪，為何他能闖進隱修院來？於是，隱修士問：「先生，請問你是誰？」那人答說：「我就是

你晝夜向我祈禱的耶穌。」隱修士猶豫地再問：「先生，請問你是誰？」那人答說：「我就是

耶穌。」隱修士堅決地指斥說：「你說謊，你不是我所認識的耶穌。」那人聽罷，便化成一道

黑煙消失了。不錯，我們所認識的耶穌是為愛我們而甘心受苦至死，滿佈傷痕的耶穌。跟隨

耶穌的人亦會是滿佈傷痕的，這些傷痕有可能是別人加之於我的，亦有可能是自己加在自己

身上的，若我們如耶穌一樣，甘心承受，這些傷痕也可能是我們覲見耶穌時的最美麗衣裳。 

 

在胡志明市聖堂與當地教友晚宴的時候，和我對坐的一對夫婦原來就是林銘副主教弟婦

的姐姐和姐夫，他們講述了解放期間走難的情況。他們還把父母請來，與我們同坐，並分享

他們如何保存一家的性命及如何堅守一家的信仰。這些老教友真是值得我們敬佩。 

 

在越南的第四天，我們到了頭頓，著名的耶穌山及聖母山就矗立於此。據林副主教的介

紹，當年北越建有很多教友村，內戰時期，許多教友逃難到南越，在頭頓這地方重建他們的

教友村；因此，當地的教友是相當團結的。 

 

不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越南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也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祈求天父保守越南教友，特別是華人教友，「傳承」的優良傳統，使他們的家庭能成為越南社

會的一道明燈。 

 

這次朝聖更令我反思：究竟齊家運動能對教會和社會有甚麼貢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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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無所有變成一無所缺一無所有變成一無所缺一無所有變成一無所缺一無所有變成一無所缺                  社工湯美香 

第一次籌辦朝聖團，還遇上一個不准由旅行社負責的恩神父，心中實有點惆悵慌張兼束

手無策。幸得林銘副主教相幫，給我聯絡本港教友的越籍丈夫，讓他在河內為我們訂車及聯

絡當地教會，於是河內行程有了初稿；但得悉該聯絡人是非教友時，我的心又十五十六了！

關於胡志明市，何太給了我定心丸，因為何太私自到越南時，也接觸過當地教友，他們是非

常熱情的。未出發前的忐忑心情，幸得副主教慈父般的教導，他心絲細密令我稍感安全，但

仍是不知所措！ 

 

每次籌辦齊家活動，總有家的感覺，這次朝聖也不例外。組員一齊集起來，不須任何事

先的分工，他們已非常合作，分擔一切工作，而且每次召集從未有人遲到，不須任何擔心。

最奇妙的是，那位非教友河內聯絡人，他雖然對旅遊不在行，但他實在相當稱職，給我們聯

絡上所有我們要探訪的聖堂或修院或朝聖地甚至主教座堂的負責神父，還充當我們的翻譯，

並且給我們預訂的飯餐很有心思，餐餐吃的都不同，也帶我們到胡志明的陵墓去參觀。雖然

在河內兩天行程，我們所攝獵的實在很多。 

 

到了胡志明市，當地近十名教友已在機場久候，他們對我們的款待照顧實在令我們感動，

他們不只請假陪伴我們三天，更自費參加我們的活動，還替我們訂購手信。恩神父禁止我們

在朝聖期間逛街購物，但在回港時，我們卻是滿載而歸的。 

 

感謝好天主，祂的安排實在奇妙，讓我藉著今次朝聖，深深感受祂的帶領，祂是多麼願

意接近我們，使我們的一無所有變成一無所缺。最令我感動的是我組的葉太，她本是我擔心

的一個，因為我認識的葉太，連二十級的樓梯也不願走，但靠著奔往耶穌的力量，她竟然爬

上了七百多級的耶穌山，還直登上耶穌聖像的肩膀上，親親耶穌的面頰。連上連落，總共是

千多級梯級呢！感謝讚美主！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朝聖後感朝聖後感朝聖後感朝聖後感                         黃國華 

繼多年前韓國朝聖以後，再次跟隨恩老爹探訪越南，順利回歸後，謹向各齊家兄弟姊妹

獻上以下感想。 

 

以個人的靈性得失衡量，是次旅程收獲實遠比想像中豐富。不單親自見證到各堂區信眾

的虔敬侍主，探訪各團體時的相互坦率交流，更感動的是沿路都受到了如真兄弟姊妹般情懷

深厚的細意照顧。這一切除激發起了內心一份「處處是吾家」的更深度普世教會感以外，經

所曾接觸的每個人與團體間所得的體驗，天主與我同在的心火由此更覺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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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老爹在出發前的祈禱中訓示我們：「要多點感受一下上主在不同年代，曾賦予當地祂的

子民各式各樣的經驗，以啟示我們更能明認上主的無比偉大，祂堪受光榮與讚頌！」信德年

剛好過了一半，今天才總算探索得到善度信德年的方向。 

 

本次朝聖之行所訂的原本目標，為嘗試深入認識越南教友家庭的信仰生活，及探討當地

教會對婚姻與家庭各方面的牧養方式等。在此層面，從胡志明市教區牧民中心主任 Mary修女

的工作介紹中，得到了的雖祗是一個概括印象，但深信仍有相當部份的資料具備珍貴的參考

價值。亦特別感謝修女慷慨送我一份她為婚姻關係出現困難的夫婦提供培育的資料，內容豐

富，頗堪借鏡。 

 

後記：旅程中的每天晚間分享非常受用。尤其在回程前的一兩個總結分享時，兄弟姊妹

們的深情表達，盡顯齊家特式，感動之餘，有幾次亦難禁偷拭涙眼。另在這兩天陸續收到兄

弟姊妹電郵及傳來許多記錄照片，對旅程重温提供寶貴工具，深心感謝! 

 

願天主永受讚美！ 

願聖神持守恩老爹及齊家運動! 

願聖母媽媽為我們，特別為在病患中或有其他不同需要的兄弟姊妹代禱！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信德之門》》》》（（（（三三三三）））） 

教宗本篤十六世宗座手諭 

 

8. 在這特別的紀念日，我想邀請世界各地的主教弟兄們，伴同伯多祿的繼承人，在這主贈予

我們屬靈恩寵的時刻，回顧信德這珍貴禮物。我們要以莊嚴及有創意的方式來慶祝這一年。

應該加強對信仰的反省，為能幫助信仰基督的人，獲得對福音更清新和有力的認同，特別是

在這個目前人類經歷到深切變化的時刻。我們將有機會在世界各地的主教座堂和教堂、在我

們的家園和家庭，宣認我們對復活主的信仰，好使每個人強烈地感到需要更認識永恆不變的

信仰，並傳授給未來世代的人。修會團體和堂區，以及所有那些歷史悠久及新興的團隊，要

在這一年設法公開宣認信經。 

 

9. 我們希望，這一年能激勵起每個信徒的渴望，要全然地並以嶄新的信心和希望宣認信仰。

這將是一個良好機會，去加強我們在禮儀中信仰的慶祝，特別在感恩祭中，因為它是「教會

行動所趨向的頂峯，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同時，我們也希望使信徒們的生活見

證，在可信度上成長。重新探索所宣認的、慶祝的、付諸實行的和在祈禱中誦念的信仰內涵，

又對信仰生活加以反省，是每一個信徒的任務，尤其是在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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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初基督信徒被要求背誦信經，不是沒有理由的。這就如每日的祈禱經文一樣，為了不要

忘記在領洗時所作的承諾。聖奧斯定在一次《背誦信經》(redditio symboli) 的講道中，以富

有意義的話說道：「你們大家今天一起接受，並分別誦念的至聖奧蹟的信條，這是慈母教會在

牢固的基礎上 － 主基督，堅定奠立她信仰的那些話語。你們接受了也誦念了，可是在你們

的腦海和心內，應該持守不渝，你們在睡眠時要温習，在廣場上要回憶，在用餐時不可忘記

它；即使你們的身體睡眠，你們應該用心護守它。」（待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為中國公教家庭祈禱 

請於 5月月月月 5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6月月月月 2日日日日（即每月的首主日）晚 7 至 11 時期間全家一起爲此祈禱 

 

2. 22221/1/1/1/6666 齊家齊家齊家齊家運動二十運動二十運動二十運動二十週週週週年籌備會議年籌備會議年籌備會議年籌備會議 

        請各齊家小組派出一名代表出席 6 月 21 日（星期五）晚上 7：30 在九龍彩虹村聖家堂舉行

之齊家運動二十週年籌備會議，並請各齊家組在籌備會議前的每月小組聚會中商討你們對

「齊家運動」二十週年慶祝活動的想法及渴望，由小組代表於籌備會議中提出。 

   

3. 信德年第三次朝聖信德年第三次朝聖信德年第三次朝聖信德年第三次朝聖 

  深圳寶安基督君王堂、聖安多尼堂、南頭天主堂一日朝聖將於本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舉行，有關詳情請留意 6月號家書，並請組員預留時間參與，勿失良機。 

 

4. 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 

恩神父最新出版之《我知道我所信賴的是誰》將於下月出版，該書之主旨為信德。基督徒

除了「知道」信德的內容外，還需與主建立密切的關係，才能如信德之父亞巴郎般信賴與

交託。 

 

5. 越南朝聖相片越南朝聖相片越南朝聖相片越南朝聖相片 

請登入齊家網頁 http://family.dolf.org.hk/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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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請於五月下旬前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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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齊家運動齊家運動齊家運動齊家運動 

信德年信德年信德年信德年「「「「鹽田梓朝聖鹽田梓朝聖鹽田梓朝聖鹽田梓朝聖」」」」 
 

日  期：2013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 

時  間：9: 00 a.m.至 3: 30 p.m. 

地  點：西貢鹽田梓聖約瑟堂 

集合時間：9: 00 a.m. 

集合及解散地點：西貢公眾碼頭(巴士總站對開)  

船  費：$35.00 (大小同價) 

名  額：40 人 

內  容： 

第一部份： 親子講座親子講座親子講座親子講座 

題目：信德中的教導 ------ 愛與法律 

講者：恩保德神父 

第二部份： 大自然修和之路大自然修和之路大自然修和之路大自然修和之路(詳見後頁詳見後頁詳見後頁詳見後頁) 

� 祈禱 

� 青少年「與大自然修和」手機攝影比賽 

查  詢：齊家熱線 8100 4584 

報名方法：直接向齊家社工報名及繳交費用，或將所需款項存入永隆銀行戶口/號碼： 

  Lai Yuk Ching Kevin and Ying Yin Fun C 020-634-000-0488-6 (活動當天，請帶同入 

數紙) 

 

截止報名日期：2013 年 4 月 25 日 (星期四) 

  

備註：  

1. 請自行準備食物及飲料，島上亦有簡單麵食出售 

2. 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及交妥費用 

 

�-------------------------------------------------------------------------------------------------------------------- 

信德年信德年信德年信德年「「「「鹽田梓朝聖鹽田梓朝聖鹽田梓朝聖鹽田梓朝聖」」」」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小組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員姓名 聯絡電話 人數 金額 

1     

2     

3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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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鹽田梓，又名鹽田仔，是一個位於西貢內海的小島，面積不到一平方里，距離西貢墟約 3 公

里，在滘西洲以北。該島建有一條玉帶橋與滘西洲相連。在鹽田仔的海岸則有一些紅樹林。

鹽田仔亦是香港早期的天主教發源地之一，既沒有古廟也沒有祠堂。開村先祖是一對陳姓夫

婦，在三百多年前由中國觀瀾搬到沙頭角東北寶安縣的鹽田村，再由鹽田遷至此地，設田曬

鹽為生。「梓」是鄉里，意思是不忘故鄉。該村全盛時期有一千二百多人居住。時移世易，務

農生活甚為艱困，今天鹽田梓的村民已全部遷往外國或市區謀生。 

早在 1841 年，教宗已派傳教士到香港傳教。和神父（Fr.S.Volonteri）與柯神父（Fr.G.Origo）

在 1864 年抵西貢鹽田梓探訪及傳教。及至 1875 年，鹽田梓全島居民領洗。新聖堂亦於 1890

年落成祝聖，奉聖若瑟為鹽田梓主保。藉聖神的光照，經過傳教士的努力，鹽田梓村民全部

熱心事主，是教友村的典範。同時，該村為香港教區培育出不少聖召的果實。 

 

天主教大自然修和之路天主教大自然修和之路天主教大自然修和之路天主教大自然修和之路 

「其實，自從天主創世以來，祂那看不見的美善，即祂永遠的大能和祂為神的本性， 都可憑

祂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以致人無可推諉。」(羅 1 : 20) 

活在擁擠的香港城市，過著忙碌的生活。慾望的追求、生活的重擔及一切世俗的事情，不知

不覺間一層一層地封閉著我們的內心，使我們遠離天主和大自然，甚至我們的家人和鄰人。

對大地不尊重、與大地分割，漠視而破壞環境，缺乏親情，是造成人類麻木。要與人、與大

地、與天主重建關係，恢復「愛」的感覺是最關鍵的一步。 

 

「天主教大自然修和之路」的主題設計是「聆聽」。透過欣賞鹽田梓的大自然環境，靜聽她發

出的純潔聲音，穿透一層一層的雜念，直達內心產生共鳴和迴響，使參與者重新感受造物主

真、善、美的愛；認識有關鹽田梓的褔傳歷史， 實地體驗傳佈福音者美麗的腳步，以反思自

身境況和信仰生活，與人、與大自然、與天主修和，促使更新，建立和諧共融的深層關係。

活動由聖若瑟小堂內以開端禱文作為開始，經過設在小堂側門前樹下至山上涼亭的八處地

標，作戶外讀經、默想、詠唱和祈禱，最後回程在聖若瑟小堂內以結束禱文作為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