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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燃點愛心

　　「享受幸福是需要學習的，當幸福即將來臨的時刻需要提醒。……幸福是一種心靈的振
顫。它像會傾聽音樂的耳朵一樣，需要不斷地訓練。」這是今期「靈修滋養」提供的文章內
的精警句子，讓我好好沉澱，才能在我的專題分享中道出：「學會了放下驕傲，謙虛地接受
愛護，原來愛與被愛都需要學習。」

      伉儷同行協進會就好像一個關係緊密的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固然可能有一定的張力，卻
真的可以在這個平台上活出「相親相愛」的精神，多年來一大堆的例子，「一方有難，八方
支援」，見證著團體間的互助互愛的內涵；今回我是被愛護的主角，更為深刻體會和領受。

      我們確信原生家庭對個人成長和婚姻，無論正面或負面，都有深刻的影響，道明兄和大
家分享了原生家庭的歷史故事，述說了自己「遺傳了父親的堅毅及母親的柔順。兩者本來互
相矛盾，但有時卻又可以相輔相承，相得益彰。」

      文文修女繼續在信仰層面和大家分享「教子有方系列」，希望能培育出下一代「擁有喜
樂，穩重和平安，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挑戰、克服困難」。

      分享的文章不一定盡是嚴肅的，小愛的「自在女人心」寫關於丈夫的冷笑話，就引到編
者之一「仰天長笑」呢！

        鴻彬兄和大家分享「人生像夢一樣是短短的，匆匆的，當中的快樂、悲傷，繁華、窮困，
都來去得飛快，到頭來恍如一場春夢，杳無痕跡」，但他在紐西蘭不忘參詳佛法，悟出「人
若不受外物或遭遇的順逆而影響平靜澄明的心境，那就可以時常都活在平安喜樂當中了。」

      四十位會員隨同林銘副主教前往越南朝聖交流，收穫甚豐，希望讀者可在報導的字裡行
間，體會這次「愛心燃點愛心」之旅的過程中，香港和越南兩地的教友們在信仰層面相遇的
喜樂！

        

志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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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大會共襄會務、
            接班發展當仁不讓

　　本會 2011 年度的財政經已由獨立核數師 Tank and Fok 核數完畢，董事局決定於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家庭感恩祭」後舉行會員週年大會，公開發表核數報告，隨後舉行
座談會，檢討及商議來年工作方向，敬請會員盡量抽空出席，共襄會務！

      鑒於聘請「總幹事」接班人遇到阻滯，遴選小組再次刊登啟事，希望有理想、有能
力的會員當仁不讓，及早應徵，好讓現任總幹事能按時退休。有興趣者請來函寄本會「總
幹事遴選小組」收。

      出版的工作是每個團體發展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現呼籲有興趣寫作和編輯工作的會
員，加入「編輯小組」，幫忙日益繁重的出版事務。

Soul Friend 相約星期一

　　寧靜安舒，親近主懷，學習祈禱，走向生命的活水泉源。一個為
期一月，每週一天，共五次的靈修聚會，以聖依纳爵靈修精神，學習
祈禱，播種祈禱的種子。參加者需要全部出席，每天讀經祈禱，書寫
靈修日誌並樂於聚會中分享信仰生活。

        聚會日期：2012 年 7 月 30 日，8 月 6 日，13，20，27 日共五次，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地點在石澳山仔道 28 號天主堂靜修舍，
費用：每人 $1,000 元 ( 連午餐 , 茶點及聚會資料 )。會員優惠：凡一
年會籍以上的會員，全程參與而無遲到早退者，可申請〔靈修培育基
金〕半費資助，於報名時或完結後一個月內申請，過後恕不接受申請，
敬希原諒。

       名額所限，報名從速，截止日期：21/7/2012

家庭感恩祭

　　2012 年 下 半 年 度 的 家 庭 感 恩
祭，日期如下：

29/7，  23/9，  28/10，  25/11
八月份關神父外遊暫停一次，十二月
份關神父隨「聖誕台東之旅」擔任神
師並在台灣舉行聖誕家庭彌撒。

誠聘伉儷會總幹事

      求職者需要有理想、使命感、領導能力並以此
職位作為回應天主的召叫，為夫婦、家庭作出奉
獻，秉承伉儷會的主旨：以夫婦影響夫婦、以家
庭培育家庭、以生命傳遞生命、讓愛心燃點愛心。
求職者請將求職信、個人履歷與聯絡地址、電話
及對此職位的抱負及承諾等 ，於截止日期前寄往
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西 2-12
號，聯發商業中心 703 室，總幹事遴選小組收啟。
截止日期：201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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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導

夫婦慕道班

　　有否冀盼和伴侶在互通家務資訊、談情說愛之餘，亦有信仰的
交流？
　　慕道班正好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在信仰的層次上更認識對
方。我們鼓勵慕道者儘量能夫婦一起出席，好領略在信仰路上，伉
儷如何協進、同行。邀請大家一起來揚帆起航、踏上這個豐盛之
旅！第五屆慕道班將於今年十一月開展，為期年半，盼望認識天主
教的本會會員，請盡快報名，四位導師──阮少林、蔡錦妹、李健
康和余似懿，將會悉心陪伴各位在這條追尋信仰、正視人生、活出
婚姻意義的路上，直到二零一四年的復活節。

活力婚姻工作坊

      Irene Cheung 每年回港為本會主
持的「活力婚姻工作坊」，替各夫婦
們加油打氣，今年舉行的日期是：8 月
17 － 19 日，地點在本會會址 708B 室
（不留宿），收費夫婦每對＄2,500，
報名請電 28685270 鄧小姐。

                 生命自覺法導師訓練證書課程 

　　自從多年前本會將「生命自覺法」Focusing 引進了香港，至今已有不少學員修讀了基本課
程。導師陳志常今年獲美國 The Focusing Institute 授權開設「生命自覺法導師訓練證書課程」，
並由其老師 Mrs. Nada Lou 負責督導，訓練過程為期壹年半至兩年，完成所有要求經考核後，
學員可獲美國 The Focusing Institute 頒發畢業證書。必須曾經修讀過「生命自覺法」Focusing 
（前稱「內觀法」）基礎班（又稱 Level One）的人士才可報讀此一訓練課程。

       報名及查詢，請來電郵 couple1994@gmail.com，或來電話辦事處。

聖誕台東之旅

　　現正計劃安排於今年聖誕節前往台東，探訪這個號稱台
灣後花園的美麗海岸線，了解原住民的歷史和文化，並將參
與台東長濱天主堂由吳若石神父主祭的聖誕夜（24/12）彌
撒，隨團神師關俊棠神父共祭。

       日期暫定為 22 － 26/12/2012 星期六至星期三，待聖誕
假期機票價錢落實後，盡快公佈團費，請大家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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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加油站

　　本會邀請得資深社工黃玉書先生主持每期 8 課的「婚姻加油站」兩
期已經完滿結束，大受歡迎，欲罷不能，第三期 8 課的聚會日期：2012
年 9 月 6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5 日逢星期四晚上 7:30 – 9:45 在本會會址
舉行。歡迎已婚人士單獨或夫妻一起出席均可，內容將環繞四個影響夫
妻關係的重要環節：夫婦溝通、夫妻衝突的成因與處理、姻親關係 / 仔
女經和平淡期的跨越；目的是希望參加者以摯誠的態度，用心去關懷，彼
此分享，共創更和諧的婚姻關係。欲免向隅，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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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導

      很榮幸邀請得林銘副主教帶領伉儷同行協進
會四十位會員，前往越南胡志明市朝聖交流。出
發前林副主教在六月二日為團友主持了一個講
座，介紹已有四百年歷史的越南天主教會，信眾
們信仰根基深。1600 年由傳教神父創造文字，
後被驅逐，1658 年法國成立巴黎外方傳教會，
再來越南傳教；此後有比利時、米蘭外方傳教會
等神父到來。有一段時期，天主教會遭迫害，殉
道者有百多人；到法國政府治理時才較自由。南
北越分裂後，有很多神父走向南越，建立聖堂。
1960 年成立教區聖統制，1975 年 4 月 30 日越
南統一，首都在河內，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胡志
明巿是最大城市，古稱東方巴黎，文字由法文和
拉丁文發展而來，現有 27 個教區，其中三個華
人堂區。林銘神父本籍潮陽，所屬教區是法國波
爾多的巴黎外方傳教會。

      六月二十日清晨六時半，一眾齊集赤鱲角機
場，辦妥登機手續後，前往祈禱室，林副主教帶
領出發前祈禱，祝願這次朝聖交流之旅，能獲享
豐盛成果。

      越南面積有三十三萬平方公里，胡志明巿約
為香港兩倍；胡志明巿的時間比香港慢一小時的
時差，約在當地時間十時二十分抵達。

      抵埗後先往座落西貢河岸、正在擴建的平昭
花地瑪聖堂朝聖，接觸到教友「上香」朝拜的習
俗，還有為了還願，教友捐贈許多謝恩磁磚塊或
刻上名字的坐櫈予教堂。

      第一頓午餐是吃著名的越南牛肉湯河。午餐
後旅遊車直送往頭頓市，途中在水果店買了深紫
紅色的火龍果，水多味美。沿途見有不少橡膠樹
和教堂。

      頭頓 Cap 
是法文名稱，
天 主 教 在 這
裡 是 第 二 多
信眾的宗教，
這 裡 出 產 咖
啡 居 世 界 第
二 位， 現 在
是旅遊特區，
以 前 是 美 軍
的避暑勝地。
頭 頓 市 有 很
長的海岸線，
面 對 著 南 中
國 海， 有
一百萬教友，
分兩個教區。

　　抵埗後登臨頭頓聖母山，在聖母媽媽的腳
下，觀賞一望無際的海景，並在這裡的聖堂舉
行旅程中的第一台感恩聖祭，彌撒中神父提醒
我們朝聖是找到天主，和在團體中著重互相關
愛的共融關係。夜宿在耶穌山背後的 The Coast 
Hotel。

      第二天早餐後，我們步行三、四百梯級登上
頭頓耶穌山，抵達後如要進入耶穌像內沿著窄窄
的樓梯爬上耶穌像的膊頭，則必須脫鞋和不准攜
帶任何物品，林神父借此教導我們不用貪戀世間
財物，與耶穌在一起，已經非常富足。

      午餐後回程到胡志明市，探訪巴地聖堂，再
次途經隆成水果店，品嚐水多味美深紫紅色的火
龍果；沿途有不少大大小小美侖美奐的教堂。

      黃昏在華人堂區的聖若瑟堂舉行感恩祭，獲

越南朝聖交流之旅
凱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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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教友熱情款待，主任司鐸杜神父為我們詳細
講解該華人聖堂的發展史。

      第三天我們前往前江省美拖市，乘船遊覽湄
公河，湄公河全長四千公里，起源於雲南。登上
椰子島，嚐人手所做的椰子糖，飲蜂蜜茶和龍眼
蜜，有當地民謠表演，之後四人一小舢舨遊小河
涌。

      下午在越南堂區聖保祿堂舉行感恩祭，這裡
有高聳的鐘樓，因此又稱火箭聖堂。繼而探訪永
援聖母教堂，並在其聖物部購買聖物，團友們收
穫甚豐。

      第四天早上遊覽古芝地道，午餐後到訪胡志
明市的教區中心交流。我們先後介紹了香港教區
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的工作，和伉儷同行協進
會實踐理想的方式等，他們則介紹了在該教區推
展婚姻與家庭牧民的歷史和現況；最後大家一起
共用廣東話和越南語誦唸天主經，表達在基督內

的共融。
      黃昏在和平之后堂舉行感恩祭，由主任司鐸
黃寶儀神父與林副主教共祭。
       行程最後一天，一早 check out，直接到聖
方濟各堂參與七時開始的主日彌撒，由主任司鐸
黃柱權神父與林副主教共祭。彌撒後堂區教友已
為我們準備好了豐富的早餐，最欣賞的是具越南
特色的純味咖啡！

      早餐後兩地教友展開交流，首先由本會的會
員梁敬之先生（婚姻與家庭治療師）以「如何培
育子女」為題作一短講，然後互相分享；教友們
的反應非常熱烈。

      午餐時兩地教友均以歌、舞、話劇等表演，
增加友誼氣氛，共同的興趣不謀而合，竟然是廣
東話的福傳粵曲，舞台上的掛布寫著「我們在基
督內合而為一」，正好描述雙方相逢恨晚的心情；
臨別時共唱《祝福你》一歌互相揮手告別依依不
捨的場景，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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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旅行的特色，是晚上聚會的真情分享，
旅程完結前一晚的分享至十時半左右，總結如下：

1）對越南人信仰的虔誠、生活的純樸十分欣
賞，例如很多乘坐電單車的信眾下班後到聖堂
參與彌撒和祈禱，擠滿教堂。

2）那裡的信仰自由空間比中國寬鬆，教堂林
立，跟歐洲地方的蕭條，對比強烈。

3）古芝地道內見軍人示範，把膠車胎製成涼
鞋，把美軍投射的彈殼，金屬等循環使用，足
見越南人擅用有限資源的民族性，看見他們挖
掘匿藏的三重地道，亦充份發揮求生本能的潛
質。

4）多個華人堂區負責歌詠團的琴師和領唱似
乎同屬一人，可見他們對教會生活的投入，特
別是那把洪亮的女聲好像是把整個心神氣魄
都融入了頌讚的樂韻中。

（可前往本會網頁 http://couple.catholic.org.
hk 「伉儷相簿」瀏覽旅行相片、「伉儷博客」聆
聽林銘副主教主日感恩祭的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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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著對越南好奇的
心，參加了伉儷同行協
進會舉辦，由林銘副主
教 帶 領 的 越 南 胡 志 明
巿、頭頓五天朝聖團，
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
早上出發。航班在上午
抵達胡志明巿，我們在
平昭花地瑪教堂祈禱，
然後乘旅遊巴往頭頓巿
去，再到頭頓聖母山聖
堂參與彌撒，還有買聖
物。本來平安無事，誰
知我回到車上，再度落
車時就出事了，原因是
那輛旅遊巴車門第一級
離地面很高，上落車時
都要加一塊木墊讓我們
踏腳。當我從車上走下
時，忘記踏著木墊，立
時扭傷了左腳，初時以
為不礙事，沒有張聲，
只有幾位朋友知道。

      當 晚 Tina 已 給 我 繃 帶 紥 腳，Maria 及
Annette 給我止痛膏及去瘀膏，其他朋友替我推
行李，讓我得到很好的照顧。誰知晚上回到房間
後，左腳越發腫痛，及至半夜，痛至不能入睡，
連踏地也不行。當時心裡擔憂起來，幻想著以後
幾天的行程，腳要打著石膏，坐著輪椅，由朋友
推著，多沒趣哩！想著想著，就向主耶穌祈求，
求主治癒我的腳，讓我明早起床時完全不痛，那
就太美妙了！可是到了清晨五時起床時，腳部仍
然又腫又痛，試忍著痛將腳一分一分慢慢的踏實
地板，兩腳交換重心，扶著柺杖，竟然可以行起
來了！雖然主耶穌沒有令我的腳不痛，可是祂讓
我堅強的站起來了！

      早餐後我們起程往耶穌山，到達耶穌山腳，

Judy 陪著我上山，她說
行得幾多得幾多，不要
勉強，我扶著柺杖一級
一級上，嗯！原來不太
難喎，不知不覺已來到
耶穌像的腳下！由不能
踏地，及至來到耶穌像
腳下，我滿心歡喜，不
打算登上耶穌像頂了。
林銘副主教在耶穌像入
口處不斷鼓勵我們，他
說：「 上 去 吧， 不 難
的。」於是我們有幾個
本來放棄的，都鼓起勇
氣登上耶穌的肩膀，站
在那裡，側面可看到耶
穌的慈顏，正面可看到
頭頓巿的美麗景色，幸
好有上去，否則難免會
留下遺憾。

      回想整個行程，團
友知道我扭傷後，都對

我給予支援，特別要感謝我們的隨團中醫師瑞
英，她無條件地為我針灸了三個晚上，令我減輕
了痛楚。感謝各位天使，更要感謝主，是祂領我
到祂的跟前！

祂與我同行
賽粧

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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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身感受溫情洋溢是刻骨銘心的！

        多年來，我都強調所有在這本《加油站》報
導的活動，都是伉儷同行協進會的框架，這個大
家庭真正的內涵，是每一份子長久投入各項活動
或服務中所建立的情誼關係。
 
        在工作與活動中，因應不同
性格與背景，容或有磨擦與不
快，但洋溢出「一家人」的伉儷
精神，每每都是在困難病苦當
中，浮現出這份人性的光輝！

        在團體內，過去發生不少互
相幫忙支援的事例，我或加入支
持的行列、或在外圍給與聲援代
禱，總是覺得很安慰──也就止
於安慰而已！

        今回主角是我自己的時候，
感受就截然不同了！

糖尿病到心臟病

        十八年前糖尿病發，一直都受到好好的醫療
照顧，自己除了按時吃藥更在選擇食物方面小心
謹慎。
 
        兩年前開始出現快步行走就會氣喘的徵兆，
某次趕去醫生處做了很多的檢查，後來更安排到
醫院做了一個心臟的踏板測試。結果出來了，但
主診醫生沒有甚麼意見，也沒有建議採取甚麼行
動，更沒有要我加吃藥物，只說再有問題才去處
理，還只是集中醫治我的糖尿病。

        糖尿病人是長期病患者，去年末，因著準備
退休，提早由私家醫生轉去公立醫院，希望能為
將來省一大筆藥物費用。
        結果就是發現了心臟血管嚴重淤塞，在公立
醫院排期做「通波仔」手術要等六個月。

        後來多做一個「顯影掃描」，發現情況實在
惡劣，唯有選擇找私家醫生幫忙，卻要付出一筆
很高昂的費用！原因是伉儷會通過社聯購買的住
院保險金額不高，而植入身體內的「支架」是不

在保險範圍覆蓋的。

溫情自各方來

        消息傳開後，伉儷家庭中人，各按自己的專
長靜悄悄地展開了一系列的支援行動。董事局中
人牽頭做了一個私人的募捐，通知我無論手術費

用多少，都不用牽掛，安心治病。

兩位顧問神父分別為我做了傅油
聖事。

        有家人在醫療界服務的，給
我介紹心臟科醫生。

        有為我在手術前做心理輔
導，並提供寶貴意見及實際支
援。

        即使如此，等待手術前的恐
懼，在不能自控下某個黃昏還是
闖了去附近醫院的急症室，做了

一大堆的測試。累得做護士長的
朋友急來照顧、弟弟和弟婦半夜凌晨趕來探個究
竟。

        然後，在做手術的一天，原職在其他醫院擔
任病房經理的一位姊妹，特別告一天假來陪伴我
的家人，在心理、情緒和實際上給與支援。
最難得的是愛妻凱嫻和女兒韻安，在全段過程中
默默的陪伴！

無知無覺

        我就在無牽無掛的狀態中被推入手術室，因
為只是局部麻醉，頭腦還是清醒的。

        我只記得入院前好友這樣說：「將身體交給
醫生，將生命交給天主。」

        不能動彈地睡在手術床上兩小時後，我開始
感到不耐煩，大聲問醫生說：「還須多少時間才
可完成手術呢？」完全沒想到自己處身的危險
性，更對手術室外家人的惶恐與擔心一無所知。
醫生這樣回答：「情況很複雜，忍耐多些時間

伉儷家庭溫馨愛 彰顯主恩
      同行團體深重情  體現天國

同 行

滋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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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也就不多說話，沉著地等待，直到三個
多小時，聽見醫生舒了一口氣，說：「終於完成
了！」

事事有定時

        結果是這次「通波仔」安放了六個支架在心
臟血管中，手術過程中有其困難和危險的地方，
（當時醫生告訴我的家人說，已在深切治療部訂
了床位，萬一我的心臟不能負苛，要分兩次來做
這個手術）。

        後來才知道自己闖過了一次生關死劫的歷
程，心裡曾有聲音浮閃，質疑兩年前那位醫生的
診治，但回想這兩年的人生經歷：為自己和家人
都做了一些很重要的抉擇，很快便相信事事有定
時。

家訓

        祖傳家訓是：得人恩果千年記，得人花戴萬
年香。本意是訓勉我們要知恩報德，聽在心裡卻
使我不願接受別人的幫忙，免卻要牢記終生，漸
漸反而養成了一股傲慢的氣質，只容許自己幫忙
別人，不輕易接受別人的幫助。

        在伉儷會這個大家庭十多年，學會了放下

驕傲，謙虛地接受愛護，原來愛與被愛都需要
學習。舒服地接受群體的愛護，然後努力地將領
受了的愛心傳遞開去，幫助有需要的人，「讓
愛心燃點愛心」！有齣電影英文名字叫「Pay it 
forward」，相信就是這個意思。

感恩

        一個醫生的疏忽，讓我有兩年的時間做了
人生中幾份重要的安排。
        一個朋友醫生的關顧，讓我在死亡邊緣跑
了回來。
        一份親情的展現，帶領我遇上救我一命的
主診醫生。
        一群十多年在伉儷會共同拼搏的戰友、
「家人」，二話不說、義無反顧的不只全數分
擔了極其高昂的手術費用，還支付著我未來一
年在私家醫生覆診的經費，使我能一心一意的
「將身體交給醫生，將生命交給天主。」，毫
無掛慮地專心踏上康復的路途。
        還有很多細微的照顧與關懷！
        除了感恩，還只是感恩！
        伉儷家庭溫馨愛，同行團體深重情。
        親身感受溫情洋溢是刻骨銘心的！

( 志常 )

手術室外

       當威脅生命的警號響起前，一切似在自我的操控和計劃中；誰知，生命的奧秘莫測，只有
它的創造者才瞭如指掌。
      生有時、死有時、治療有時、撕裂有時、縫綴有時……。當手術前熒幕顯影出肉軀內的殘
危景象，驟然如鉛的重壓沉沉地烙於心坎上，一向為我是陌生的「恐懼感」清楚地展露出張
狂跋扈的咀臉，我趕緊跑到祈禱靜室中，獨自向我的主求問：「怎麼他的處境這般惡劣？我
的心疼痛，我的神哀傷。主啊！你的旨意若何？求你拯救我們於這最脆弱的時刻。潸潸的淚，
舒解驚惶，交託盼望，求聖神啟導我如何祈禱！」
       多個小時之後，上主恩賜失而復得的平安和希望，我們知道，真的知道：知恩、感恩、謝
恩，不足以表達我們對四方支援的守護天使的敬謝感銘，為我們這該是一趟生命的朝聖之旅，
我們當虔敬地再去慶祝和發現，再去學習如何回應天命，成為上主中悅的、一件從祂手中陶
成的器皿。亞孟！   

（凱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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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幸福
畢淑敏

      人生總是有災難。其實大多數人早已練就了
對災難的從容，我們只是還沒有學會災難間隙的
快活。我們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覺苦難，我們太忽
視提醒幸福。幸福也需要提醒嗎？ 

      提醒注意跌倒……提醒注意路滑……提醒受
騙上當……提醒榮辱不驚……先哲們提醒了我們
一萬零一次，卻不提醒我們幸福。 
　
      也許他們認為幸福不提醒也跑不了的。也許
他們覺得幸福無足掛齒。他們總是站在危崖上，
指點我們逃離未來的苦難。但避去苦難之後的時
間是什麼？ 
　 
那就是幸福啊！ 
　 
      享受幸福是需要學習的，當幸福即將來臨的
時刻需要提醒。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學會感官的享
樂，人卻無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韻律。幸福是一
種心靈的振顫。它像會傾聽音樂的耳朵一樣，需
要不斷地訓練。 
　 
      簡言之，幸福就是沒有痛苦的時刻。它出現
的頻率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少。 
　 
      人們喜愛回味幸福的標本，卻忽略幸福披著
露水散發清香的時刻。那時候我們往往步履匆
匆，瞻前顧後不知在忙著什麼。 
　 
      世上有預報颱風的，有預報蝗蟲的，有預報
瘟疫的，有預報地震的。沒有人預報幸福。其實
幸福和世界萬物一樣，有它的徵兆。 
　 
      幸福常常是朦朧的，很有節制地向我們噴灑
甘霖。你不要總希冀轟轟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
是悄悄地撲面而來。你也不要企圖把水龍頭擰得
更大，使幸福很快地流失。而需靜靜地以平和之
心，體驗幸福的真諦。 
      幸福絕大多數是樸素的。它不會像信號彈似

的，在很高的天際閃爍紅色的光芒。它披著本色
外衣，親切溫暖地包裹起我們。 
　 
      幸福不喜歡喧囂浮華，常常在暗淡中降臨。
貧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塊糕餅，患難中心心相印的
一個眼神，父親一次粗糙的撫摸，女友一個溫馨
的字條……這都是千金難買的幸福啊。像一粒
粒綴在舊綢子上的紅寶石，在淒涼中愈發熠熠奪
目。 
　 
      幸福有時會同我們開一個玩笑，喬裝打扮而
來。機遇、友情、成功、團圓…… 
　 
      它們都酷似幸福，但它們並不等同於幸福。
幸福會借了它們的衣裙，嫋嫋婷婷而來，走得近
了，揭去幃幔，才發覺它有鋼鐵般的內核。幸福
有時會很短暫，不像苦難似的籠罩天空。如果
把人生的苦難和幸福分置天秤兩端，苦難體積龐
大，幸福可能只是一塊小小的礦石。但指標一定
要向幸福這一側傾斜，因為它有生命的黃金。 
　 
       幸福有梯形的切面，它可以擴大也可以縮小，
就看你是否珍惜。 
　
      幸福的時候，我們要對自己說，請記住這一
刻！幸福就會長久地伴隨我們。不要管以後的風
霜雨雪，讓我們先把麥子磨成麵粉，烘一個香噴
噴的麵包。幸福並不與財富地位聲望婚姻同步，
這只是你心靈的感覺。 
　 
      所以，當我們一無所有的時候，我們也能夠
說：我很幸福。因為我們還有健康的身體。當我
們不再享有健康的時候，那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
然微笑著說：我很幸福。因為我還有一顆健康的
心。甚至當我們連心也不再存在的時候，那些人
類最優秀的分子仍舊可以對宇宙大聲說：我很幸
福。因為我曾經生活過。 
　( 資料來源：方大林牧師從友人的電郵傳來，
經編者節錄 )

靈 修

滋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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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同在，健康成長（下）

      「人是萬物之靈」，人是由肉身和靈魂所合
成的，肉身需要衣、食、住、行的日常所需，而
靈也需要照顧，父母的愛、真、善、美心靈的感
染，家的安全、溫馨、喜樂、平安、甜蜜、包容
和教導。其實，我們的孩子正需要的是──天主。
其實，人的成長過程就是一步一步的認識天主，
發現天主在自己身上的計劃，感到上主與自己同
在並愛自己。這是人成熟的台階。「心中有主，
由祂作主」，這時人與天主的關係如膠似漆，再
也無所懼怕，每天樂於承行主旨，全心全意地完
成天主在自己身上的任務。這時他擁有喜樂，穩
重和平安，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挑戰、克服困難，
因為他深信全能的天主與他在一起。

      如果我們的孩子到達上述的境界，就是一個
獨立自主、成熟的人，也是優質的基督徒。我們
帶他來到世界上，此時也就完成任務了。他們會
創業興家，造福教會，成就事業，福蔭人群。

      但是如何把一個呱呱墮地的孩子栽培成這樣
呢？這當然要天人合作了。即父母要盡力，並細
心栽培孩子的信仰生活，自己做個好榜樣，家中
充滿宗教氣氛，主日全家往聖堂與天主相聚，

堂區大家庭正是培養孩子最好場地。從小上主日
學，由青苗班開始，使他們自然地就在堂區中成
為活躍份子，這是保質最好方法，不怕孩子結交
損友。

      信仰培育可分家庭和堂區兩部份，家中一切
以天主為先，一起祈禱互相分享，把聖經放在重
要的位置，經常誦讀，隨時分享，凡遇到困難一
起祈禱，遇上開心喜事一齊感恩，即是家中充盈
天主的氛圍，孩子耳濡目染就會「心中有主」。

      在堂區中是由主日學開始。領了洗的孩子必
須在信仰和宗教知識上得到培育，才能在信德上
成長，他們六、七歲開始兩年的初領聖體課程，
就是最基礎的信仰培育。接著，孩子進入青少年
期，是個如夢似真、暴風雨驟降的反叛期，他們
十分需要聖神，堅振聖事正配合他們重溫教理拓
展生命。然後加入善會在信仰上、團體中漸漸紮
根長成。我們的孩子就會「在智慧和身量上，並
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
2:52〕

共
創

文文



12

家庭背景
道明

共
創

      我的家族源於安徽亳縣，可以追溯至八百餘
年前的南宋，祖先隨宋室南渡抵達廣東。在宋寧
宗年間 ( 公元一二二四至一二六四年 ) 任惠州通
判，居黃洞山 ( 龜山 ) ，即東莞縣的烏沙鄉 ( 後
改稱長邊鄉 )，這便是我們的一世祖梧峰公。在
居住了大約六百年後在十八世紀初期，我們的
二十一傳祖先錦東公帶著他的幾歲兒子前來澳門
龍頭灣 ( 即當今的氹仔 )。由於我們祖籍東莞，位
處香港之北，我一向奇怪他們為甚麼不去香港而
來了澳門。後來才明白香港是因鴉片戰爭戰敗，
於道光二十二年 ( 即公元一八四二年 ) ，與英國
簽訂第一條不平等條約──江寧條約，又稱中英南
京條約，方才割讓給英國。我們的祖先在十八世
紀初期離鄉，當時香港尚未開埠，故他們惟有前
來澳門而已。

      我不知道他兩父子如何安頓下來：是務農還
是經商？但我知道我的祖父是在氹仔的舊城區經
營雜貨及壽衣業務。他的元配 ── 我的祖母，除
了在第二胎誕下一名夭折的男嬰之外，連續生了
七名女嬰。八個之中只有兩名存活下來，這便
是我的五姑母和八姑母了。到第八名女兒出生之
後，我的祖母焦急異常，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是以她極力主張我的祖父立妾 ── 那便是我
的庶祖母了。她入門之後，仍然生了三名女兒，
都存活下來。然後天可憐見，我的祖母居然誕下
我的父親。那時我的祖父高興得不得了，沒有多
久，滿清被推翻，民國成立。政府倡議剪辮。我
祖父立即響應，把辮子剪掉，同時買了一串鞭炮，
沿途燒著回來。隨後庶祖母還誕下了二男二女，
可惜有一名幼子是弱智兒童，在我父母結婚後，
大約十餘歲的年紀，病逝鏡湖醫院。　

      我的祖父自少困苦，他的父親── 我的曾祖
父，不務正業，只憑我的曾祖母上山割草為生。
如此能有多少入息？甚至賣去所得的一兩串錢也
會被曾祖父取去，有時當真欲哭無淚。我祖父那
時年幼，仍懂得安慰母親：「向人借貸，只要努
力讀書，他日自必雙倍奉還。」而他也確實做得
到。他經營雜貨店，辛勤努力，可惜積勞成疾，
去世時只得五十六歲；而我父親更僅得十一歲年
紀。祖父臨終時，甚至連我祖母也請出房外，單
獨向他四弟 ──我的四叔祖，申述遺言。但據我
父親言道：我的叔祖四十餘年來，始終沒能說出

祖父遺言，料為臨終托孤，他無法做到。我祖父
一生從來沒有享受過甚麼，但叔祖卻食盡山珍海
味，不枉一生。

      我的父親既然幼年喪父，挨盡苦楚，自必明
白若不發奮圖強，實難出人頭地，而當時的唯一
方法，只有學習葡文，但他家住氹仔，學習葡文
的聖若瑟修院位於澳門，交通既不方便，來往費
用亦屬高昂，起初惟有寄居他的叔父澳門家中，
但受盡叔母白眼，最後幸得當時他的一位年長摯
友相助，讓他留宿他的家中，寒窗苦讀，歷盡凄
涼苦楚，方始學有所成。

      據我父親粗略言道：他曾經教過書、當過裁
縫，但始終念著經商，可是卻苦無資金。那時他
和我母親已經結婚，夫妻二人將全部金飾典當殆
盡，仍然未能湊得足夠之數，只得與堂兄──他叔
父的長子商討，由堂兄出資，他出實力，苦苦經
營，在民國二十四年 ( 一九三五年 )，設立了瑞昌
銀業辦館，直至九年後方始獨資營運。

      我父親經商的方式，是憑著他無比的毅力，
就像他求學一樣。那時沒有葡中字典，他不懂英
文，那是先查葡英字典，找到那個字的英文，然
後才再翻查英漢字典的。他仔細認真，他的葡文
程度不差於澳門的一般中葡混血兒，有些文法上
譬如「假設詞」之類別比較，他是較他們還更為
優勝的。

      我是我父母的第五子，遺傳了父親的堅毅及
母親的柔順，兩者本來互相矛盾， 但有時卻又可
以相輔相承，相得益彰。我的童年往事，容在下
一篇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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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的冷笑話二則

冷一

話說有一天小愛跟哥哥和侄女相約聚會，侄女問怕不怕太晚回

家，小愛說不怕，因為有老公在身邊，他是小愛的「太陽」，

夜再黑也不是問題，他會照亮我，哈哈。將這番話告訴老公，

他自鳴得意地說起天文常識，什麼銀河系中又有另一個太陽 @.@  

( 可能記錯，因為小愛是天文白痴 )。老公說對他來講，小愛就

是這個較平時看到的太陽更大的大太陽 SUPER SUN，還攪笑的

稱呼小愛為：太太 = 太陽 +太座

這麼冷的笑話來形容太陽，大家覺得冷還是熱？

冷二

一夜外出回家，小愛和老公踏出港鐵站之後，走路回家，經過

一個小斜坡，耳邊傳來一種動物的聲音：

小愛：這是不是「牛蛙」的叫聲？

老公：妳沒有聽到它在叫「牛蛙」嗎？

小愛：……

 

~~~~~~~~~

通常這刻小愛覺得只能用「無語問蒼天」來完結對話。

編者 H君 按 ： 小愛，小愛，換了我，卻會「仰天長笑」哩，

你真有福啊 !!

小愛

老公：牛蛙 牛蛙 ( 邊扮牛蛙的叫聲 ) 就是它的名字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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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 是否， 是夢
陳鴻彬

      報上新聞說，中國有八千多人姓「是」，其
中有些名字頗為有趣，例如有對兄弟，哥哥叫「是
非」，弟弟叫「是否」，覺得很得意，便告訴女兒，
她衝口而出說：「這麽有哲學性啊！」一言驚醒
夢中人，令我對這兩個名字另眼相看，不過我更
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名字：「是夢」。
  
      相信任何人乍看「是夢」這個名字，都會直
覺認為它屬於一個女性，而且她應該是個丰姿綽
約的妙齡少女或少婦，因為「夢」這個字太惹人
遐想了，決不會令人聯想到一個老太婆或一個鬚
眉大漢來。唐代詩人李商隱的無題詩中就有這樣
的名句：「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借着對古代傳說中的巫山神女的深居未嫁來寄託
自己的情思，由此，「是夢」這個名字既透出了
文學味，更滲出了哲學味，真正是耐人尋味！
  
      不僅是神女生涯是夢，平常人的生涯也是個
夢，生如夢早就成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的重大主
題，大詩人李白就有「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之
慨，感嘆一生歡樂的日子不多；大詞家蘇軾則說
「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以對月飲酒來舒
解抑鬱的情懷。有些文學家不直接說人生似夢，
卻婉轉地發出同樣的感傷，唐劉禹錫烏衣巷詩：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慨嘆
尊貴如王、謝的宰相之家一樣會敗落；清曹雪芹
在《紅樓夢》中也說﹕「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
一個土饅頭」，譏笑擁有豪華大宅的人家終會逃
不過衰落得只剩一個土墳的命運，可見千古文人
都對人生有同一的感慨。
  
      既然人生如夢，千古同悲，那麼人們應該如
何自處，才得以解脫？且看以前一首國語時代曲
《夢》的歌詞是怎樣說的：  「人說人生如夢，
我說夢如人生，短短的一剎，有快樂，有興奮，
匆匆的一場，有悲哀，有苦悶，帝王的尊嚴，
乞丐的窮困， 山峰上的白雪，海底裏的奇珍，     
當你從夢中醒覺， 你已走完了人生！」

對了，人生像夢一樣是短短的，匆匆的，當中的
快樂、悲傷，繁華、窮困，都來去得飛快，到頭
來恍如一場春夢，杳無痕跡。佛教的金剛經最後
面說：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
如電，應作如是觀。」

      有為法是指萬事萬物，包括所有有形無形的
物質和事情；這裏是叫人把萬事萬物都看作夢境、
幻覺、水泡、影子等四種虛空不真的東西，及朝
露和閃電兩種短暫存在的現象，這些都不是人真
實擁有的；萬事萬物也可以指代人生，所以人生
也如夢、幻、泡、影、露和電，都不過是一場虛
空，始終會破滅不存。
  
      金剛經所教訓的是我們對人生的覺悟，人要
覺悟什麽呢？答案就在「是非」、「是否」兩兄
弟身上。從佛家的角度看，「是」指肯定，「非」
指否定，所以「是非」和「是否」是同一個意思，
都是既肯定，又否定。那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原
來佛學裏還有另一層深意，佛家主張人要有平常
心，平常心包含了幾種表現，其中之一是「無是
非」，即對人對事都不要有肯定或否定的成見，
而要無所偏私地加以面對和接納，人應該既不肯
定成功，也不否定失敗，一切都予以寬容，正如
宋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說：「不以物喜，
不以物悲」，人若不受外物或遭遇的順逆而影響
平靜澄明的心境，那就可以時常都活在平安喜樂
當中了。

共
創



2012 年 6 月 2 日 音樂人唱家班前往上水聖若瑟安老院敬老演唱。

2012 年 6 月 15 日 陳志常出席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九龍童軍中 心
舉辦的研討會，主題為：「生有時？死有時？生死的晨學、倫理與牧養。」

2012 年 6 月 24 日 音樂人唱家班前往西貢湛山寺慈德安老院敬老演唱。

2012 年 7 月 1 日本會福傳粵曲小組，參予登峯曲藝社主辦、豪之聲樂社協
辦在新光戲院演出的〔金曲妙韻豪之聲〕中演唱福傳粵曲。

2012 年 7 月 14 日 音樂人唱家班前往沙田聖公會張國亮伉儷安老院敬老演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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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彬 / 黃穎儀 $1,000.00 Kan Nik Keung $6,023.00

關俊棠 $10,000.00 Philip Chan $1,000.00
宋瑞馨 $100.00 Yu Po King Susanna $1,000.00

徐偉雄 Stephen $2,000.00 鄭御君 $200.00

林智東 $105.00 Mak Yuen Shan $200.00

梅梁淑燕 $200.00 無名氏 $50.00

合共： $21,778.00

感謝下列人士捐助本會２０１２年度常務經費 :

對 外

聯 繫

張麗琼 $5,000.00 鄭匡延 $2,000.00

陳玉如 $2,000.00 賴鴻凱 $1,000.00
莫俊強 $10,000.00 Anthony Cheng $500.00

活水基金 $30,000.00

合共： $50,500.00

鳴謝下列人士贊助本會錄製福傳 CD《頌聖恩》款項 :

歡迎以下新會員加入伉儷同行協進會：

梁錦剛、陳葆玲伉儷　郭振興、林惠莉伉儷
林耀教、林小佩伉儷　呂尚雄、黎    鳳伉儷

1.     

2.    

3.     

4.    

5.     

王澤剛、譚少蘭伉儷    謝玉嬋女士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地點 講者／主持人
讀書會 14/07, 11/08, 8/09/2012

星期六 下午 3:00 – 6:00 　伉儷會 703 室
周愈娜、張笑意

音樂人唱家班 23/07, 13/8, 27/08/2012  
逢星期一 晚上 7:00 – 10:00　
伉儷會 708B 室

胡鉅榮、廖國民

親親互助小組 31/08/2012
星期五 晚上 6:30 – 9:30　伉儷會 708B 室

伍國光、李睦順
李展輝、鄺艷冰

晚餐廳祈禱 16/08/2012
八月份第三個星期四  晚上 7:00 – 9:00　
伉儷會 703 室

夏文浩、周愈娜

家庭感恩祭
費用：自由捐獻

29/07/2012
星期日 下午 3:00 – 4:30　伉儷會 708B 室

關俊棠神父

夫婦慕道班 暫定十一月開始，每星期一個晚上
7:30 – 9:30　伉儷會 703 室
報名：請來電查詢 28685270

李健康、余似懿
阮少林、蔡錦妹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地點 講者／主持人
生命自覺法導師訓練證書課程
費用：登記費 US$50
            學會會員年費 US$35
( 以上款項直接交與美國紐約的 The 
Focusing Institute)
導師費用：按自己的經濟能力支付，
　　　        可參考初階課程收費
                    ( 每單元 US$300)

03/08/2012 星 期 五 起 每 月 一 次 課 堂 講
授，另有小組及個人督導，詳細訓練課程
內容可向辦事處查詢；全個課程約一年半
至二年完成；畢業證書經導師推薦由美國
紐約的 The Focusing Institute 頒發。參
加者必須曾經修讀生命自覺法 Focusing 
的基本課程 (Level One)
地點：香港上環皇后大道西 2-12 號
            聯發商業中心 708B 室
時間：晚上 7:30– 9:30

陳志常

婚姻加油站 (3)
費用：會員 @$120
　　　非會員 @$160

06/09/2012, 25/10/2012
逢星期四 晚上 7:30 – 9:45
伉儷會 708B 室

黃玉書

Soul Friend 相約星期一
費用：每人 $1000( 連午飯、茶點及聚
會資料 )
會員優惠：凡一年會籍以上，全程參
與是項活動（不遲到不早退）可申請
〔靈修培育基金〕半費資助。

30/07 – 27/08/2012 
逢星期一 ( 共五次 )
地點：石澳天主堂靜修院
時間：上午 10:00  – 下午 4:00

張凱嫻

活力婚姻工作坊
費用：每對夫婦 $2500
會員優惠：半費及免費學位供伉儷會
會員申請 ( 有一年以上會籍 ) 

17/8  –  19/8/2012
星期五 下午 4:00  –  晚上 9:00
星期六 早上 10:00  – 晚上 9:30
星期日 早上 10:30  – 下午 7:00
地點：伉儷會 708B 室

張洪宏、
Irene Cheung

會員專享活動

公開 / 收費活動

[ 報名 ]  查詢請電 2868 5270 或傳真 2565 1608 或電傳 couple1994@gmail.com   
 報名請以支票抬頭「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附姓名、電話及活動名稱郵寄本會     
[ 註 ]  如因各種突發因素，活動主題或內容有所修改，恕不另行通告
 會員請留意「每月活動快訊」或瀏覽本會網頁查看最新消息

『加油站』編輯委員會：歐陽浩明、陳志常、張凱嫻、蔡錦妹、王賽粧、鄧麗霞、歐陽穎文

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