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第第  1  頁頁頁頁 

 

齊家運動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 6：：：：36） 

 

 
 

 

親愛的齊家組員：  

 

我再一次熱切地邀請大家帶同親友出席 7 月 10 日（主日），在九龍塘瑪利諾小學由

齊家運動主辦，婚姻與牧民委員會協辦的「慈悲由家庭開始」培育工作坊。直至現在，我

對我們的籌備工作相當滿意。感謝瑪利諾小學的慷慨，讓我們能在這麼舒適清幽的地方舉

行工作坊。感謝各位講者及分享嘉賓大方地以各自的知識及經驗表述「慈悲由家庭開始」

這主題。 

 

7 月 10 日早上，黃宗顯醫生將以精神科專科醫生的角度剖析慈悲在家庭中的重要。

黃醫生更會以對談的形式與分享嘉賓一同利用真實的個案帶出信仰與慈悲在家庭中所起的

作用。我則會從教宗最新頒布的《愛的喜樂》勸諭中摘取數段，為大家講解家庭對社會的

貢獻，特別在現今香港的情勢中，家庭慈悲對分裂中的社會的貢獻。中午，我們會為大家

提供午饍。下午，家庭治療師梁敬之先生會以他的專長介紹家庭成員間相互治療的力量。

齊家社工亦在下午會帶領大家進行親子體驗式活動。為使所有參加者能專心參與全日講

座，早上起我們已安排一批社工及公教家長在講座期間帶領孩子參加相同主題的遊戲及活

動。因為當天是主日，講座完畢我將會主持主日彌撒。整天活動將於下午五時結束。 

 

教宗方濟各於過去兩年，以家庭為主題，召開主教會議。會議結束後，隨即頒布

《愛的喜樂》勸諭，申明家庭是天主的禮物。慈悲、仁愛、寬恕、絕對的忠信、犧牲、忍

耐、包容等美德都是從家庭中培養出來。教宗要我們明白 No fami l y d rops  f rom heaven  

pe r fec t ly fo rmed   沒有一個家庭是從天而降，沒有一個家庭是完美無缺的。Fami l i e s  

need  cons t an t l y t o  grow and  matu re  in  t he  ab i l i t y t o  love 家庭需要持續成長，邁向成

熟，學懂愛（愛的喜樂勸諭 325）。 

 

我們希望藉著這個講座，讓更多家庭了解自己的使命，慈悲由家庭開始，不只在慈

悲禧年，而是在每時每刻，做天主慈悲的見證。 

 

7 月 10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九龍塘界限街，瑪利諾小學見。 

 

天主保佑！   

 

恩保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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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路加福音看天主的從路加福音看天主的從路加福音看天主的從路加福音看天主的慈悲慈悲慈悲慈悲                                          何李麗珍 

  

5 月 1日，我和美香夫婦一同參加了油麻地聖保祿堂所舉辦的慈悲禧年講座，內容實

在豐富，值得跟大家分享。講者吳智勳神父願意帶領我們從路加福音體會天主的慈悲，因

為路加福音被譽為慈悲的福音。 

 

吳神父身為第八代教友，深深感受教會過去非常強調公義和真理，強調賞善罰惡的

天主，少提天主的慈悲，實在可惜。教宗頒布慈悲禧年，教會應該珍視。 

 

吳神父引用路加福音章節帶領我們注視天主的慈悲。路加福音第四章描述耶穌開始

公開傳教，他在聖殿內頌讀依撒意亞先知書：「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傅了

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

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路 4：18-19），他讀到這裡便停下來，沒有讀跟著的那句「揭

示我們天主報仇的日期」（依 61：2）。耶穌一開始向我們介紹的天主是「向貧窮人傳報

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的慈悲天主，而不是追

討罪債的公義天主。耶穌不單用口傳述天主的慈悲，更即用行動彰顯，他治癒病人、驅逐

邪魔、使盲者復明瘸子能行、更復活寡婦的獨生子。「主一看見她，就對她動了憐憫的

心。」（路 7：12-16）寡婦並沒有求耶穌，只是耶穌體恤她的需要，復活她唯一的兒子。 

 

耶穌居住在我們中間，從不計較我們是甚麼人，他與稅吏和罪婦同席。「那時，有

個婦人，是城中的罪人，她一聽說耶穌在法利塞人家中坐席，就帶著一玉瓶香液，來站在

他背後，靠近他的腳哭開了，用眼淚滴濕了他的腳，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熱切地口親他

的腳，以後抹上香液。」耶穌把她的那許多的罪赦免了，並表示：「因為她愛的多；但那

少得赦免的，是愛的少。」（路 4：37-50）耶穌付出的是真情實愛，我們應有的是真情實

感。 

 

吳神父更舉慈善的撒瑪黎雅人（路 10：25  -37）和蕩子回頭的比喻（路 15：11  -

32）以說明天主的慈悲。 

 

吳神父也指出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所描述耶穌的受難始末亦充滿慈悲。「黑落德見

了耶穌，不勝欣喜，原來他早就願意看看耶穌」（路 23：8）；「黑落德與比拉多就在那一

天彼此成了朋友，因為他們原先彼此有仇」（路 23：12）；「比拉多又向他們聲明，願意

釋放耶穌」（路 23：20），說明基本上比拉多沒有定耶穌的罪。耶穌在十字架上對明認耶

穌的凶犯說：「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路 23：43）在十字架下的「百夫長看

見所發生的事，遂光榮天主」（路 23：47）；而「所有同來看這景象的群眾，見了這些情

形，都搥著胸膛，回去了」（路 23：48）。 

 

當我們真的「看到」耶穌所彰顯天父慈悲的面容，當我們真的聽到耶穌對撒瑪黎雅

婦人所說的「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賜」，我們必會熱切渴望並踐行「如同天父滿懷慈

悲」。吳神父鼓勵我們，細意數算天主在「我」身上所施的恩寵，我們明認的越多，越了

解天主在「我」身上所寫的「救恩史」，我們便更懂愛與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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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社工周年退省齊家社工周年退省齊家社工周年退省齊家社工周年退省 

 

4 月 15 日，上午 9 :30 至下午 5 :30，齊家社工聚集在清水灣宗座外方傳教會舉行周年

退省。 

 

        一如齊家聚會，我們以聖經頌讀開始，我們選用當日福音（若 6 :52-59），其中最重

要的一句是：「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耶穌住在我內，我住在耶穌內，這意念大家比較容易接納，但為夫妻生活能否做到

「我住在你內，你住在我內」呢，這實在是夫婦共同努力的目標，可卻是知易行難啊！   

 

我們在修院寧靜的環境中，利用大半小時嚴守靜默，與主交心。恩神父給我們介紹

教宗頒布最新的《愛的喜樂》勸諭其中最多用的兩個詞語:「辨識」（d i sce rnment）及

「陪伴」（accompan imen t）。「辨識」（d i sce rnment）與了解明白（unders t and ing）

不同，「辨識」（d isce rnment）是在細意聆聽表白後，更要讓對方知悉自己的情況而予以

接納並作出改善。不過，恩神父舉辦告解為例，不是罪惡蒙赦免陋習即消除，而是需要循

序漸進（gradua l）慢慢改善。修身齊家亦在於此。 

 

恩神父再舉「蕩子回頭」比喻（路 15 :11-32）為例，哥哥象徵猶太教中的義人，安

守本分，強調的是主僕關係，勞而得利。弟弟則象徵耶穌的門徒，悔改皈依，強調的是父

子關係，充滿慈悲。家庭是慈悲的學校即源於此。 

 

午餐後，繼續講解《愛的喜樂》勸諭。教會的法制原則固然重要，但要辨識文化背

景等等因素，不應對任何脆弱家庭妄加批判，應多加包容，協助他們重投教會大家庭懷

抱。 

 

恩神父還以他的過去經歷，分享他個人時刻保存「熾燃」的秘訣:時刻抱持理想，不

斷行動，天主每天會賜予「瑪納」，讓你每天可以繼續行動。結束前，恩神父鼓勵齊家社

工時常執行「辨識與陪伴」的使命，與家庭共同成長。 

 

避靜相片  

 

 

 

 

 

 

 

 

 

 

 

 

 

 



 

 

 

 

第第第第  4  頁頁頁頁 

從彌撒體會並活出天主的慈悲從彌撒體會並活出天主的慈悲從彌撒體會並活出天主的慈悲從彌撒體會並活出天主的慈悲 

(摘自齊家運動臉書─恩神父與你細說慈悲禧年 8 – 11) 

 

各位兄弟姊妹: 

 

上期與大家分享在聖道禮中如何體會天主的慈悲，今日繼續講論聖道禮的發揮和總結 ─ 信經

與信友禱文與天主慈悲的關係。信經的第一句是最重要的，通常由主祭神父領念，而被教友忽視

了，教友繼續念下去的只是信仰中的信條。「我信唯一的天主」這句話表示我相信充滿慈悲的天

主，祂創造天地萬物都是為了我們，祂不只創造我們人類，還向我們「噓了一口氣」，使我們成為

祂的肖像，分享祂的生命，使我們的身體成為聖神的宮殿，聖神常居於我們內，吸引我們認識天主

的慈悲和祂那無條件的愛，使我們能宣認「我信」，使我們能喜樂地接受我們所相信的。耶穌的降

生成人充分顯露天父慈悲的面容，使我們更真實地接觸天父的慈悲。耶穌的死而復活，更給予我們

永生的希望。當「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時，就如上期曾提及的，天父的慈悲擁抱著我，

就算我現在是個「浪子」，天父仍在等待著我，等待擁抱我。福音描述了耶穌在世所行的慈悲，耶

穌所接觸的人，無論是附魔者、受罪惡所束縛者、病者，都被耶穌的聖言治癒；信經也充滿著天父

的慈悲。信友禱文繼續這種慈悲的態度，關愛所有有需要的人群，病者、弱勢社群、受壓迫的人，

災難中的人，整個教會為他們祈禱，延續耶穌慈悲的祈禱。我們要在這些祈禱中感受耶穌的慈悲，

分擔耶穌的司祭職務。這職務不單在彌撒禮儀中執行，更要在社會中，在我們各人所處的環境中執

行，每時每處彰顯天主的慈悲。我希望大家能從彌撒的每一部份中體會天主的慈悲，下次將與大家

分享感恩（聖祭）禮儀。 

 

人生是一個旅程，邁向天鄉的旅程；每一台彌撒也是旅程，循序漸進地邁向天父的旅程，讓

我們逐步感受天父的慈悲。彌撒亦是邁向天鄉旅程中的食糧，滋養我們的靈性生命。今日我想開始

跟大家分享繼聖道禮後的感恩聖祭禮。感恩聖祭禮的第一部份是非常值得向大家解釋，讓大家知道

如何參與。每個主日一位兩三歲的小妹妹都跑到我面前對我說：「神父，我來了，我要做奉獻。」

有時，她會跟著父母奉獻餅酒，有時她會把父母給她的硬幣放進奉獻袋內。究竟「奉獻」與天父的

慈悲有甚麼關係呢？我們如何藉「奉獻」感受天父的慈悲呢？聖猶思定(St. Justin)於公元 155年左右

在講述擘餅禮時提到：「除奉獻酒餅外，我們也奉獻自己的部份財產，讓長老拿去幫助孤兒寡婦、

病人、或接濟過路的旅客，使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得到幫助。」信友應如同天父，滿懷慈悲。 

 

初期教會文獻《宗徒訓誨錄》曾有此吩咐：「主教在講道或在背誦經文時，若有權貴進堂，

請不要因要跟他們打招呼而停止講道或背誦經文，因為其他會眾會接待他們；但若見到一位老人或

窮人進來，必要停下來，親自接待他，讓他安坐好，才繼續講道或背誦經文。」從以上記述可看到

慈悲在禮儀中的重要性。在禮儀中，我們必須感受和經歷慈悲。主祭在感恩禮儀時默念：「上主，

我們懷著謙遜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袮面前，舉行祭祀，求袮悅納。」「上主，求袮洗淨我的罪

污，滌除我的愆尤。」因著天父的慈悲，我們獲得寬赦和潔淨，天父從不計較人的罪過。金口聖若

望（St.John Chrysostom）講道時說：「你尊敬基督的匡體嗎？若你尊敬基督的身體，請不要讓他赤

身露體，凍死或餓死街頭！在禮儀中，我們用高質的布料、昂貴的黃金來包裹和盛載基督的身體，

但在聖堂外面卻有貧窮人凍死或餓死，這為基督有何益處！倒不如先讓貧窮人飽食穿暖，剩餘的才

用來佈置祭台罷！我們有黃金聖爵，卻沒有一杯清水招待口渴的人嗎？我並不阻止你們裝飾祭台，

我更願意你們先去服侍貧窮人；請不要因佈置聖堂而忽視貧窮的兄弟姊妹，不要用物質來奉獻給天

主，以為天主會因你奉獻的物質而滿足。請記著耶穌所說的：『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瑪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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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讓我繼續與大家分享彌撒，這彰顯天父慈悲的行動。彌撒一開始，大家彼此寬恕，已是慈悲的行動，因為我們都被天主慈悲所寬恕，所以我們能彼此寬恕。我們聆聽聖言，聖言觸動我，使我認識天父的慈悲，因而要對人慈悲，「如同天父，滿懷慈悲」。彌撒的最高峰是感恩經，紀念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餐。餅和杯爵像是把最後晚餐的情境攝錄下來，使每時代的基督徒都能感受到宗徒們的感受。餅和酒更引領我們攀上加爾瓦略山上，站在耶穌的十字架下，如瑪利亞瑪達肋納，擁抱著耶穌的腳，剎那間聽到耶穌為我們罪人死，為我們交付出自己的生命。我們更聽到耶穌對我們說:這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而傾流，以赦免罪過。那刻，我將把「我們」化作「祢」和「我」，耶穌，祢與我建立新而永久的盟約。每台彌撒的這深刻經驗是我對人，對社會，對世界見證慈悲的强大動力。我的慈悲經驗是宣講慈悲的力量，是更新的喜訊。我會突破神學經常爭論的問題:彌撒是祭獻麽?彌撒是筵席麽?我會經歷參與耶穌的筵席，耶穌會帶我經歷祂為我至極地愛我，讓我經歷慈悲的極點。筵席中的祭獻，祭獻中的筵席，成為我祭宴的經驗。 

 《慈悲禧年詔書》7特別提到聖詠136的重句「因為祂的仁慈永遠常存」。聖詠136是以色列民的感謝頌，感謝上主在他們的歷史中不斷眷顧他們，指引他們，與他們建立盟約，帶領他們進入福地。難怪以色列民在他們的重要慶節中，都會詠唱這篇聖詠，並稱之為「大阿肋路亞」。聖詠136 的重句「因為祂的仁慈永遠常存」不止在過去的歷史，更在今日乃至永恆之中，人人都常得到天父的慈悲垂視。耶穌在最後晚餐時，也以這篇慈悲聖詠祈禱。瑪竇福音記載：「耶穌和祂的門徒唱了聖詠，就出來往橄欖山去」（瑪26:30）。耶穌不但與門徒一起慶祝逾越節，更建立聖體聖事，作為祂和祂逾越之祭的永恆紀念。耶穌的苦難死亡及復活，這新的逾越滿全過去，把救恩史推至頂峰。聖詠136與彌撒相關。每次參與彌撒就是延續聖詠136這感恩頌，不斷重複體現「因為祂的仁慈永遠常存」。耶穌那獨一無二的祭獻及祂那新而永久的盟約在彌撒中重現。在彌撒結束時，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接受派遣，在現實生活中，作上主慈悲的見證人，見證天主的慈悲永遠常存，時時刻刻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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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月月月 5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7 月月月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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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家核心會議齊家核心會議齊家核心會議齊家核心會議 

下次齊家核心會議將於 5月 25日晚上 7:30在觀塘聖若翰堂舉行，歡迎有興趣組員參與。 

    

3. 齊家大使招募齊家大使招募齊家大使招募齊家大使招募 

為推廣齊家運動及加強齊家運動的團結，現誠邀退休及有志服務齊家運動的組員作為齊家大使，負

責探訪小組及到堂區、學校等地作推廣齊家運動的工作，有興趣的組員請聯絡貴組社工或致電齊家

熱線 81004584。 

 

4. 齊家運動臉書齊家運動臉書齊家運動臉書齊家運動臉書（（（（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    

自齊家運動臉書（facebook）推出至今已超過 250位朋友讚好這個專頁，而恩神父亦已每周透過齊

家運動臉書與大家分享信仰。歡迎各位組員及教友繼續讚好這個專頁，請進入 facebook，搜尋

「齊家運動」然後按讚好，加入成為朋友。 

 

5. 歡迎各組員及家書讀者致電齊家熱線：81004584查詢或報告近況。請繼續投稿以豐富齊家 

   家書的內容，稿件請於二月下旬前電郵 hoagnesli03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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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的教宗方濟各的教宗方濟各的教宗方濟各的《《《《愛的喜樂愛的喜樂愛的喜樂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簡介簡介簡介簡介((((一一一一)))) 

（梵蒂岡電台訊）教宗方濟各的《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世界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於 4月 8

日公諸於世。教宗在勸諭公布當天給全球主教親手寫了一封短信，祈願他們受託照管的所有家庭和

所有人在納匝肋聖家的保護下，能從這道勸諭中獲得益處。 

《愛的喜樂》勸諭結集了 2014年和 2015年兩屆“家庭”世界主教會議的成果，重申一男一女不可

拆散的婚姻家庭的寶貴與美好，同時也以求實精神看待脆弱家庭，鼓勵牧人們秉持認真分辨的態度

照顧家庭。勸諭分成 9 章，以慈悲與融和為兩條軸線逐一伸展。教會在教義與實踐上需要保持一

致，但鑒於個別國家在文化、傳統及挑戰上的各種因素，因此教義的某些方面能夠以「不同方式」

加以詮釋。 

第一章：聖言光照下的家庭 

第一章以天主聖言為依據，闡述按照天主肖像受造的男女婚姻的美好，家庭溝通、團結及恩愛的重

要性。但家庭不是抽象概念，卻肩負著「匠人的責任」。此外，失業及許多移民和難民家庭的處境

也是不可忽略的悲劇，他們遭拒絕，無能為力，「每天過著辛勞和噩夢般的生活」。 

第二章：家庭的現實和挑戰 

第二章例舉了今日家庭的諸多挑戰，例如：個人主義、時來暫去的文化、拒絕新生命的思維、住房

緊張、色情氾濫、侵害未成年人。教宗也提到移民問題，基督徒遭受迫害，尤其是中東少數族群受

到的「嚴峻考驗」。此外，在法律上將婚姻與同性結合等同看待會導致家庭瓦解的危險。教宗指

出，任何不穩定或不傳遞生命的結合，都無法為社會未來提供保障。 

同樣的，女性遭受暴行、女性的身體被當作工具使用、租借子宮的惡行、以及諸如「社會性別論」

等「令人不安」的意識形態都在摧毀家庭。面對這一切，基督徒不可為追隨時尚或因自卑感而放棄

婚姻價值。主教們必須遵循“積極、款待”的牧靈路缐提倡婚姻聖事，為家庭「指出幸福道路」，

親近處境脆弱的人。 

教宗也以「健康的自我批評」態度指出在基督徒婚姻上的不足之處，例如：經常只著眼於生育子女

的義務或教義和生物倫理問題，讓人覺得婚姻似乎是「一個負擔」，一個抽象理想，而非使人得以

「成長和成就的行程」。基督徒蒙召陶冶良知，而非取代良知。 

第三章：家庭的聖召 

第三章論述家庭聖召及不可剝奪的生命權。教宗指出，不可將婚姻的不可拆散性視為「一個枷

鎖」，婚姻聖事絕非「一件『事』，一個空洞儀式，一個社會俗套」。婚姻是「使夫妻聖化和得救

的一項恩典」。針對「處在困境和受傷的家庭」，教宗要求牧人們本著對真理的愛，認真分辨這些

情況，因為「在各種情況中，責任程度並非都是同等的」。一方面，需要闡明教義觀點；另一方

面，也應避免擅自判斷，不顧個別情況的複雜性及個別的人的痛苦。教宗重申「人生命的重大價

值」和「不可剝奪的出生權利」，強調醫療人員有良心異議的道德義務，自然死亡的權利以及堅決

抵拒死刑。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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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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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家運動主辦    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協辮 
 

「「「「慈悲由家庭開始慈悲由家庭開始慈悲由家庭開始慈悲由家庭開始」」」」培育工作坊培育工作坊培育工作坊培育工作坊    
報名表格 

  
 姓名：     所屬齊家小組：     

 聯絡電話：      

 地址：             

參加的家庭成員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需要領聖體請需要領聖體請需要領聖體請需要領聖體請����    

    

    

    

    

 

 午膳提供   費用全免   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 

  查詢：25551993 或 齊家熱線 81004584 

 傳真號碼：28140674 

 郵寄地址：香港仔田灣街 20 號三樓 

＊請廣傳此活動予親友，可用以下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http://goo.gl/forms/MH15wEgw4l 

或 

瀏覽 facebook「齊家運動齊家運動齊家運動齊家運動」 
 

～切勿重覆報名，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