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  ( 政府認可慈善團體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基本會員 )
會址　　：香港皇后大道西 2-12 號聯發商業中心 703 室
Address  : Room 703, Arion Commercial Centre, 2-12,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電話       ：28685270  　　　　　　　   傳真            ：   25651608
E-Mail     : couple1994@gmail.com        Homepage：http://couple.catholic.org.hk 
本刊物由 恒友印刷公司（電話：27894622）贊助印製

編 者

的 話

第 113 期                　　　　　2012 年 9 月 15 日               　　　　　　 非賣品

伉儷同行協進會通訊

雙月刊

小心腳痛

　　單車好手岩士唐，最近在個人網站刊登聲明說：「每一個人都會在自己一生中的一
個時刻說『受夠了！』」我也有同感！筆者最近太忙，很少在家中吃飯。自己太隨和，
去什麼地方和人家叫什麼就吃什麼，不懂得說不。一天晨早醒來，右腳站不起來，腳趾
公像針刺一樣，不能走動。家中又沒有拐杖，寸步難行，妻子又不在家，不知道自己身
體發生什麼變化。後來請好友借來一支拐杖，一步步慢慢地移步到最近的醫務所，醫生
一看，微笑着說「GOUT ！痛風！」。筆者才明白是什麼回事！我的身體說受夠了！奉
勸各位如果長年累月，不好好理會身體，病痛一來，便殺個措手不及！往後的受難日子 
，就夠你受了！
　
　　今期 Ahcan 的《人間有情》文章，她用了短短的四百字，卻寫下伉儷會核心會員
們的心底話，我們這個同行團體，每天都好像在曠野中行走，感謝主！衪每天送給我們
瑪納，伉儷會能夠支持到十八年，已經是個偉大的奇蹟！十八年來，伉儷會在不同階段，
都有不同的突破性工作貢獻社群，近三年感謝 Ahcan 努力不懈地填寫多首粵曲，聯同
一班粵曲組朋友在香港各堂區獻唱，這福傳粵曲播種在各堂區，遍地開花，感謝聖神的
帶領。

　　請留意曾象傑描繪的《抓與放》，徒手將一些小「泥鯭魚」處理的整個過程，不用
魚網、手套，那雙浸過水發白的手竟然絲毫沒有被刺到，真奇怪！欣賞！
　　
　　有趣的佩驊與凱嫻對話，是今期刊出別創一格的編排！還有《心靈陪伴的靈修之
路》，鼓勵我們活在信任當中，而不是恐懼當中。我們之所以會對第三個僕人的命運感
到憤憤不平，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有跟他類似的傾向：喜歡控制一切並且竭盡全力不讓自
己犯錯，同時防範周遭的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年來，伉儷會很多核心會員開始老化，我們需要更多年
輕新一代加盟，讓我們攜手並肩同行，加油！同樣地，《加油站》需要更多會
員來投稿分享，達致多元化和多姿多采，希望《加油站》不會像筆者一樣，「痛
風」來了，要拿起拐杖來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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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伉儷會

　　當我們在越南朝聖有團員受傷時，團中會友的醫務人員和針灸醫生提供無微不至的照
顧；當我們的總幹事志常為他的大手術高昂費用煩惱時（保險只負責很少部份），董事局
成員及一眾友好立即為他籌募所需費用；當伉儷會在面對現金週轉的問題時，董事局主席
在七月底八月初向會員們發了一封緊急呼籲的信件（今期附頁），得到大家很正面的迴響，
一星期內便收到共八萬元的捐款，使我們渡過了燃眉之急的難關。

　　如主席信中所提及，我們到年底所需的常務經費欠約十二萬元，現尚需四萬元，敬希
大家繼續努力，按自己的能力支持伉儷會；總幹事肯定會按董事局通過的財政預算緊縮一
切開支來營運。

　　回函支持的會員也給了我們一些在籌款上很有用的意見，籌款小組正參考各項意見，
並選取可行的方式開始籌劃明年落實推行；謝謝大家的迴響！

　　我們的家庭，我們的伉儷會！請不吝支持，感激！

Soul Friend 相約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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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8 日，12 日 ( 星期一 )，22 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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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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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庭感恩祭

　　2012 年下半年度餘下三次在本會舉行的家庭
感恩祭，日期如下：
23/9， 28/10，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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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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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台東之旅

 　　隨著台灣生活文化、環保意識的抬頭，台灣東部由於未經大規模開發，加上豐富的原住
民文化，已然成為許多人生活與慢遊最佳選擇。伉儷會邀請台灣的「公益平台」為我們安排
這次台東慢遊之旅，讓大家體驗該團體如何用具體的行動來保護台灣最美、也是最後的一塊
肺葉「台東」。

　　慢遊之旅行程包括：向陽薪傳木工坊，森林博物館，
【東區國際光點計畫】池上，長濱天主堂，巴克力藍藝
術村，巴歌浪船屋，比西里岸 PAWPAW 鼓樂團，比西里
岸文化中心，拙而奇藝術村，棉麻屋，石梯坪遊憩區，
史前文化博物館，鐵花村【國際光點計畫】，台東文旅，
均一學校，原愛布工坊等。

　　其中兩個晚上居住優雅民宿，體驗閒適生活。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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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隨團神師關俊棠神父共祭。

　　日期定於 22 － 26/12/2012 星期六至星期三，費用會員每人 $6,880； 非會員每人 
$7,180；子女（會員及非會員），12 歲以下，每人＄5,950；單人房附加費＄1,250；（費
用包括來回香港 / 高雄機票及機場稅項、住宿、在台交通、各項參觀入場券等）。因聖誕假
期機票緊張，名額有限，會員優先；報名請先交訂金每人＄1,000，餘額待旅行社通知一星
期內繳交。

如欲查看詳細行程內容及相關相片，
可電郵 couple1994@gmail.com ，
即送上 PDF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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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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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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熱烈，截稿時
已額滿！謝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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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導

書展

　　每年一度的書展，七月十八日至廿四日一連七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本會
沒有新書出版，在活水基金及部份熱心會員的贊助下，卻全新錄製粵韻福傳頌主恩（三）
之《頌聖恩》CD，發行三千套免費派發；並由「粵韻福傳小組」在天主教教區小舞台公
開演唱三場，向書展入場公眾以粵韻歌曲福傳。多個堂區、團體通過不同渠道知悉本會的
粵韻福傳事工，於書展期間，主動前來索取 CD。由於 CD 有限，故本會只能對協助延續
此福傳工作的堂區或團體，送贈每個單位最多 50 套 CD。至於不同堂區的敬老小組、福
傳小組，如有意使用本會所創作的眾多福傳粵曲，以作福傳、敬老或研習之用，本會亦樂
於盡力協助，將曲紙置於網上，亦歡迎到本會索取。如有需要，亦提供伴奏音樂 CD，方
便有志者於不同場合演唱有關樂曲，此舉亦深得堂區熱心教友之歡迎。

　　天主教視聽中心在書展期間於小舞台做了多次的人物專訪，其中於七月廿一晚的
iTalk 專訪了本會粵曲師父邱杏兒老師，分享了她在粵曲福傳的使命感和推動發展的心路
歷程。

　　除了粵韻福傳，會員蘇春就亦在天主教教區小舞台做了兩場小丑表演，吸引現場觀眾
前來本會攤位。

　　以上各項表演及訪問，可於本會網頁 http://couple.catholic.org.hk 「伉儷相簿」瀏
覽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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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韻福傳樂融融

　　八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本會福傳粵曲組應紅
磡聖母堂的邀請，前往主持「粵韻福傳樂融融」的
演出，在邱杏兒老師的帶領下，演唱了多首原創福
音粵曲及最新出版「頌聖恩」CD 的新曲，又演出
福音劇「誰是蕩子」。

　　二百多位觀眾反應熱烈，最後大合唱「人間有
情」及「同心路」，盡興而返。讀者可到本會網站
重溫當天演出的部份錄影，及聆聽所有收錄於「頌
聖恩」CD 的歌曲。

Soul Friend 相約星期一

這一期的「Soul Friend 相約星期一」從七月三十日開始，
連續五個星期一在石澳天主堂舉行靈修聚會，以聖依纳爵
靈修精神，學習祈禱，播種祈禱的種子，由凱嫻帶領陪伴；
共有兩位參加者。

參加者心聲：

　　A) 五次 Soul Friend 聚會後，認識祈禱靈修，重新認
識天主與我同眠，學習感恩。

　　B） 一個心靈渴求加一個呼召（伉儷會的活動宣傳單
張），促成我參加了「相約星期一」靈修活動。一連五個
星期一，都要特意早起，用幾乎兩小時的時間去避靜屋，
為我這個超愛睡的人是十分艱苦的工程。因為最終能完
成，我替自己感到驕傲。每天看聖經，然後再反省的祈禱
方式，從來不是我的習慣，似乎也不配合我的個性。但原
來我可以十分投入於幾乎每天的練習，我愛聖依納爵那種
真正包容的神修方式，五個星期下來，我対自己的認識多了眉目，我和耶穌基督開始產生關係，雖然
並不和諧，但總算係真正連繫上了 。

活力婚姻工作坊

　　八月十七日下午至十九日黃昏，一
連三天在伉儷會 708B 室舉行一年一度
的「活力婚姻工作坊」，由從美國專程
回港的 Irene 及 Chris 主持，為十對夫婦
探索生命和家庭的根源，重塑婚姻新面
貌，將生命歷程中種種牽制與遺憾，變
成生活的動力和能量，體驗婚姻生命的
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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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醫治力的耶穌比喻

　　通常，將形像烙印在內心很難不
激起人心裡的激動情緒。當耶穌對我
們講一個比喻的時候，他是想引發我
們的好奇，並把注意力連結到自己身
上。同時，他也想刺激我們。許多比
喻會激起我們的憤怒。而就是在這些
使我們動怒的地方，耶穌要告訴我們：
就是在這裡，你對自己的看法是錯誤
的；就是在這裡，你有一個錯誤的上帝形像。我
只提三個例子來說明：

　　 在 關 於 才 幹 的 比 喻 當 中（ 參 閱 馬 竇 福 音
二十五章 14-30 節），我們都對那個主人把第三
個僕人趕到黑暗裡去的判決，感到太過嚴厲而心
在不平。我們會同情第三個僕人，那個無論如何
都達不到主人要求的人。但是耶穌想告訴我們的
是：不是上帝太嚴格。而是你那致病的上帝形像
現在就把你丟入自責的地獄裡。你內心那個令人
生畏的上帝形像，以及你的自我形像．讓你以為
自己必須控制一切，不可犯任何錯誤，那是一條
自我毀滅的道路。耶穌想要向我們證實，這個令
人害怕的上帝形像和具操控性的自我形像是荒謬
的，他要邀請我們，活在信任當中，而不是恐懼
當中。我們之所以會對第三個僕人的命運感到憤
憤不平，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有跟他類似的傾向：
喜歡控制一切並且竭盡全力不讓自己犯錯，而且
防範周遭的一切。因為在我們心中有一個上帝形
像，他掌控一切且有錯必罰。耶穌想要邀請我們，
與這種自我形像和上帝形像告別，並相信他呈現
在我們眼前的上帝形像和我們的自我形像。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參閱馬竇福音二十章
1-16 節）也會讓許多人生氣。他們認為上帝很
不公平。工作比較久的人，理當也要得到比較多
的工資。這麼說的人，可以看出，他們自認是勤
勞又守規矩的人。但這同時也顯現出他們的行為
動機，他們之所以這樣確實地遵守規定，就是為

了得到獎賞。但是對最後一個小時才
進來工作的人，這個比喻卻是一個福
音。這個比喻揭開了我的自我形像。
我是用成就來定義自己的。而且，我
對基督宗教信仰的理解原來是一種生
命的負擔，而不是一種對生命的喜悅。
這個比喻也揭露了我的上帝形像；上
帝是滋養為了獎賞我的成就而存在的。
我其實關心的並不是上帝，而只是想
到我自己以及我的薪資。導致我們憤

怒的那個關鍵點，挑戰我們去思考內心的自我形
像和上帝形像。 
　　
　　最後一個例子：就是那五個聰明的與五個愚
笨的少女（參閱馬竇福音二十五章 1-13 節）。
令我們生氣的是，那五個聰明的少女，竟然不願
意把她們的油分給那五個愚笨的少女。我們覺得
她們真的很自私。而且，我們也對那個新郎如此
狠心感到生氣，他竟然把那些愚笨的少女關在門
外，只因為她們來晚了一些。我們的憤怒顯示出，
我們傾向於逃避自己應盡的責任，而喜歡把責任
推卸給別人。而且我們沒有活在當下，也沒有謹
慎地過日子。這個比喻是要提醒我們，要警醒過
日子。不然，我們會來不及。我們也常會夢到這
類主題：我們來不及了。這往往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太過於活在過去，而沒有活在現在。

　　聖奧古斯丁曾經用一句話巧妙地道出，我們
應該如何看待那些令我們生氣的比喻：「上帝的
話將會一直是你意志的敵人，直到它成為你的救
恩之始。只要你還是與自己為敵，上帝的話也會
一直是你的敵人。做你自己的朋友吧！這樣，上
帝的話也會與你和諧一致」。當一句聖經的話將
我惹火的時候，這往往顯示出，我們正與自己為
敵，我們對自己太嚴厲了，或者自己拒絕自己、
自己與自己奮戰。我應該要一直與上帝的話摔
角，直到我真的瞭解為止。一旦我真的瞭解了，
我就會友善地與自己共處，然後，我就能夠為自
己找到一個適當的自我形像。            （凱嫻提供）

心靈陪伴的靈修之路
古倫神父著 陳惠雅譯

靈 修

滋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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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創人間有情

Ahcan

　　人說：「十八年一條好漢。」

　　伉儷會成立至今十八個年頭，我這個核心會
員在伉儷會的「同行」力量中，茁壯成長，或許
已成為一條好漢。

　　在我身、心、靈受創之時，能有人與我同行，
實在滿有恩寵。這些同行者，讓我感受到人間有
情，讓我明白到並非只有自己在受苦，讓我體悟
到放下即自在的真理。天主祂原已在此，祂以無
限的愛治療我一切的創傷，使我成為一個喜樂的

人，更有能力去愛我的近人。
　　伉儷會是同行工作的團體。鄰居相親慰問、
夫婦信誓神貧、兄友貴扶困、老弱要探問，救濟
窮苦人，這一切都是伉儷會的同行使命。十八年
來在非常貧乏的資源下，倚靠著聖神的帶領，一
直堅持著同行事工，其間不斷出現恩人，捐助金
錢、會址等，實在是一個奇蹟。

　　受惠了十八年的我，有感而發，填寫了一首
調寄「求神」的粵韻歌曲「人間有情」，我自己
認為是伉儷會的粵韻會歌，你有共鳴嗎？

 ( 歌詞 )　　　調寄：求神    填詞：黃穎筠

（編者按：此曲收於最新出版的「粵韻福傳頌主恩」第三輯的《頌聖恩》CD，讀者可到本會網站聆聽

CD 製作或觀賞八月在紅磡聖母堂演出的錄影，亦可前來本會免費索取該 CD。）

( 另有人間有情歌詞在第 1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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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往事與宗教信仰
道明

共
創

童年往事

　　我的童年時期是在五十年代。由我懂事開
始，至十五歲前赴香港升學為止。為時大約十年。
那期間屬於我的黃金時期。無憂無慮，正是少年
不識愁滋味。雖然距今超過半個世紀，但回想起
來，歷歷如在目前。

　　我最早能夠憶及的孩提情景是仍然在母親懷
中。那時應該頂多一兩歲。我也不知道我何以可
以追溯到那麼幼年，或者只不過是一個幻想也說
不定。

　　可以清清楚楚在我記憶之中，則是三歲至五
歲時。我家在三樓，面向主要大道。我每天早上
單獨一人。我想兄姊們已經上學，妹妹們則仍未
起床或尚未出生；坐在廳中，從大窗中望向馬路。
那時車輛往來並不頻繁，但總是不多久有一輛經
過。 這情況維持了一段時期。

　　我的父親早出晚歸，平常難得一見；但我們
總會享受天倫之樂：那怕是一個月一天，我們已
經覺得非常非常之美好；而且我們會萬二分珍惜，
銘記於心。我們沒有睡房，晚上大家擠在廳上用
櫈子床板併合的床上睡覺是最享受的時刻。我們
的伙食來來去去都是那幾道菜 – 青菜、廉價魚
類、偶一會有罐頭。我們更珍惜每月初二、十六
的做禡加餸，那是美食一頓了。開學以後，雖然
路程不遠，但我們是由店中夥計用腳踏車載我們
返學的。午飯有時是姑母用提籃帶飯餸來學校給
我們吃。我們高興得不得了，因為多了時間在學
校玩耍。

　　直至十歲那年，我唸小學四年級。那時住屋
改建，我們臨時遷往不遠處內街一間比較寬敞的
房子。有幾個週末，我得以前往父親一位要好的
葡國朋友家中探訪遊玩。他的園子很大，養有多

種小動物。送了一隻小的牧羊犬給我們，及兩對
小兔子養在庭院裏。我們在臨時居所住了一百天
之後，在農曆新年前趕著搬回改建後的住屋。地
方雖然仍舊不大，不過添了不少新設備：有抽水
馬桶和正式廚房，分置在二、三、四樓。除了要
跑上跑落之外，比以前舒適多了。

　　我們沒有冷氣，但每晚睡前在天台或騎樓 (陽
台 ) 乘涼反而是最佳的節目。我們沒有電視機，
但反而令到我們一家人比現在生活更佳的相互切
磋機會。我們沒有甚麼玩具，但我們總會自製或
弄到各式各樣的玩意如小沙包、摺飛機、波子、
紙風箏、蜆殼等等。我們住的房子很小，但媽媽
可以栽種不同的花朵。我們亦可以在天台飼養到
不同的小動物，令我們的生活多姿多釆。家裏沒
有電話。我們想請教同學功課時，得要前往他們
家中。那是在晚飯之後，由傭人帶著，前往同學
家中。他們住在住宅區，不像我們在商業區中的
前鋪後居 ( 那是在樓上 )。他們晚飯後可以在門前
散步，我們一出屋門便是主要街道。雖不至車水
馬龍，但單車、三輪車、木頭車也熙來攘往，無
法踏出一步。

　　我每天的娛樂節目：差不多一日早、午、晚
三次。跑上天台餵飼我的白兔、鴿子。 有時甚
至有母雞。並且要溜狗。假日則帶著狗兒步出南
灣的銅馬像處。那兒有不少巴基斯坦人在牧羊。
我會買點零食，坐在銅像之下看書進食，自得其
樂。我的牧羊犬會主動的把羊兒趕回一堆、不會
走散。牧羊人亦樂得有人幫忙，各得其所。 有時
問准父母，我會去我父親的葡國朋友家中消磨大
半日。他的中國太太非常疼錫我，給我吃葡國餐。
我則幫他們餵飼動物、清理巢穴、拾蛋、照顧幼
雛。
　　我們一家每年有三幾次大事：

農曆年初二整家乘渡輪前往氹仔各廟宇參       
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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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小動物。送了一隻小的牧羊犬給我們，及兩對
小兔子養在庭院裏。我們在臨時居所住了一百天
之後，在農曆新年前趕著搬回改建後的住屋。地
方雖然仍舊不大，不過添了不少新設備：有抽水
馬桶和正式廚房，分置在二、三、四樓。除了要
跑上跑落之外，比以前舒適多了。

　　我們沒有冷氣，但每晚睡前在天台或騎樓 (陽
台 ) 乘涼反而是最佳的節目。我們沒有電視機，
但反而令到我們一家人比現在生活更佳的相互切
磋機會。我們沒有甚麼玩具，但我們總會自製或
弄到各式各樣的玩意如小沙包、摺飛機、波子、
紙風箏、蜆殼等等。我們住的房子很小，但媽媽
可以栽種不同的花朵。我們亦可以在天台飼養到
不同的小動物，令我們的生活多姿多釆。家裏沒
有電話。我們想請教同學功課時，得要前往他們
家中。那是在晚飯之後，由傭人帶著，前往同學
家中。他們住在住宅區，不像我們在商業區中的
前鋪後居 ( 那是在樓上 )。他們晚飯後可以在門前
散步，我們一出屋門便是主要街道。雖不至車水
馬龍，但單車、三輪車、木頭車也熙來攘往，無
法踏出一步。

　　我每天的娛樂節目：差不多一日早、午、晚
三次。跑上天台餵飼我的白兔、鴿子。 有時甚
至有母雞。並且要溜狗。假日則帶著狗兒步出南
灣的銅馬像處。那兒有不少巴基斯坦人在牧羊。
我會買點零食，坐在銅像之下看書進食，自得其
樂。我的牧羊犬會主動的把羊兒趕回一堆、不會
走散。牧羊人亦樂得有人幫忙，各得其所。 有時
問准父母，我會去我父親的葡國朋友家中消磨大
半日。他的中國太太非常疼錫我，給我吃葡國餐。
我則幫他們餵飼動物、清理巢穴、拾蛋、照顧幼
雛。
　　我們一家每年有三幾次大事：

農曆年初二整家乘渡輪前往氹仔各廟宇參       
神。

2) 清明前往氹仔掃墓。
3) 暑假期間往香港兩天遊玩。

　　
　　前往氹仔屬於遠足性質。大小物件也攜帶不
少。除步行及拍照外，也順道探望那兒的親友。
前往香港則是遊玩性質，但父親總不忘趁機往晤
商場友輩、採購貨物、探聽行情。 那時來往港澳
渡輪是大船。航程三個半小時以上，每日對開午、
晚兩班，只有德星、佛山、大來等三艘，停泊上
環碼頭。我們總是下榻上環街市電車總站的新光
酒店。香港雖然制水，但新光有儲水箱，二十四
小時有水供應。晚上尚有熱水，房間有冷氣，享
受非凡。

　　午飯總在鄰近的龍記餐室。晚上則在鄰近的
陸海通飯店。我們家中的舊照，很多都是在香港
時拍攝的。而香港亦在當時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
的印象。直至我初中畢業之後，赴港轉讀英文學
校而結束了我的童年時代。

宗教信仰

　　我的家庭猶如一般中國傳統家庭一樣，拜祖
先、拜神。很多時人們稱那為佛教。嚴格來說，
這其實和佛教相去甚遠。我不會稱我的家庭宗教
是佛教。雖然我們家中有一個相當寬大的神檯，
供奉祖先神位、觀音、關帝、孔子聖像，另外還
有地主、當天、灶君、門官一大堆，我們一家人
每年農曆新年期間，浩浩蕩蕩的乘船過海往氹仔
每一廟宇參拜；但我一點不覺得父母迷信。我父
親甚至視梁啟超所說「理信與迷信」為圭皋。我
父母從來沒有擇時辰日子、看風水、不說避忌的
話。
　　
　　我父親曾在三巴仔攻讀葡文。他對天主教異
常抗拒，甚至反感。其實這是殖民主義的禍害，
與天主教無關。

　　我幼稚園和在香港英文學校讀的是基督教學
校。澳門高小、初中、高中中文部則是天主教學
校。學校教育，對我的信仰影響甚深。啟蒙時老
師提及耶穌被惡人釘死在十字架上。初小時參加
過一次基督教朋友家庭的聖誕晚會，仍是只接觸
耶穌。 但高小時聽到天主教，我則從來沒有聽
過。還問是不是基督教？同學只說基督教是不信
聖母的。

　　而後來我所接收到的信息是：基督教牧師可
以結婚，教徒可以避孕，可以離婚；但天主教則
一概不准。而這點反為頗合我的心意。

　　我小五開始聽要理，學習認識教義。逐漸接
受，開始信奉大概是小六時期。期間曾有兩次失
去信德。直至初二以後，應該堅定下來。雖然未
有受洗，這因為父母姑母一定反對。姑母甚至說
那是外國的東西。她卻不知道佛教亦是從外國而
來。我不願逆他們的意，不想傷他們的心；只是
靜靜的祈禱、唸經、把聖像放在房間的門後、星
期五暗中守齋。在香港時，甚至主日跟隨學校牧
師往教堂，然後再獨自前往天主教聖堂望彌撒。

　　我父親曾經言道：在澳門的中國人所以奉教
者，不外乎可以獲得教會的福利 ( 他不諱言善誘
這手段 )，甚至追求女性；因為那時絕大部份著
名的女校都是天主教學校。他還聲稱超過三十歲
領洗的才是真心信奉。我領洗時三十二歲，當真
是真心信奉。

　　當我赴台升讀大學時，媽媽打造了一條白金
頸鍊給我傍身。說萬一有甚麼斷絕音訊之時將之
變賣也可支持一陣子。但用甚麼吊墜呢？我對姑
母說：不若妳送一個十字架給我，刻上姑母送給

( 續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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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暑假我們都為學生組織信仰生活營，使
公教學生能在一個輕鬆的環境、舒暢的心境中，
體驗信仰生活的甘美和在團體中認同信仰的共
融。

　　去年我們聯同三間天主教小學共五十多位公
教學生及十多位老師，到長洲鮑思高靜修院作四
日三夜的信仰生活營。

　　大家努力為孩子設計各項活動，提高他們的
信仰意識，期望他們與天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以迎接青春成長的新階段──中學生活。其中一晚
是燭光玫瑰，就是誦唸玫瑰經默想各端奧蹟。學
生們分成四組，把二十端奧蹟全部在祈禱的氛圍
中品味過，在其中我留意到幾位同學十分專注地

銘澤，我永遠不會忘記妳。那條頸鍊至今已配帶
了四十七年，依然完好無缺。

　　姑母的丈夫、兒子早逝。她孤單一人跟隨我
們。雖然都是一家人，但她心中總覺沒有歸宿，
恐怕他日靈牌無人供奉。我說雖然我信奉天主
教，但不會像一般她所見的教徒那樣冥頑不靈。
供奉靈牌有甚麼打緊，包在我身上。如今她的靈
牌是好好的供奉在觀音堂，我祖先的則供奉在一
所庵堂之內。

　　我前妻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她的姊姊曾當
修女。我結婚十三年後領洗。次年子女領洗。但
她始終不肯。我相信很少有一個人：父母、姊姊、
丈夫、子女全是天主教徒而沒有領洗的。也幸好

因為如此，我和現任的太太得以在聖堂以天主教
儀式、經主教批准成婚。

　　可惜的是：我的長子雖然整個中學都是在教
會學校就讀，領了堅振；但慢慢失去信德。我的
次女小時非常熱心，晚上上床後無論多睏，一問
她唸了晚課沒有？馬上起來祈禱。但卻從來沒有
領受堅振。
　　我現在的太太，雖因我而領洗；但很守教會
規條。我的幼女得以在公教家庭的環境成長。她
在聖堂當輔祭，繼而司琴。我只盼望天主不要嫌
我貪得無厭，保佑我的長子次女也一同沐在神恩
之中，一家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求主俯允我
禱！

風中的關愛

　　　　最近香港好像很多颱風，一下子竟然掛起十號風球，這可是距離上一

次懸掛十號風球已有十三年之久。

　　　　這次的超級颱風好厲害，晚上睡覺時感覺玻璃窗快要給吹破了，整晚

都在呼呼的風聲下驚恐地睡覺，而且連家居電視的訊號都失靈了，電視上

看不到記者們報導颱風的消息。後來，在 FACEBOOK 上看到朋友貼出記者

被狂風吹著的樣子，也有報章評論為何要記者作現場實報 !

　　　　小愛很認同這個說法，因為記者也有父母，也是父母眼中的寶

貝子女，想像一下當父母看到自己的子女在颱風和大雨吹襲下走

在街頭或近海的地方作現場報導，身不由己，頭髮被吹亂的狼狽樣

子，會有什麼感想和無奈呢 ? 又好像消防員一樣，各人都要保命

逃離火場，但消防員卻要走入火場救人 ! 真是危險萬分的工作！！

　　　　其實，報導出來的消息不外是大風吹倒樹木、垃圾滿天飛、大廈玻璃

外牆破裂、大雨讓道路水浸等等，真希望電視台會慎重的考慮一下，是否

有需要派記者到現場報導，會不會有別的更人道的方法呢 ?

小愛

( 接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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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在聖母的斗篷下成長

　　每個暑假我們都為學生組織信仰生活營，使
公教學生能在一個輕鬆的環境、舒暢的心境中，
體驗信仰生活的甘美和在團體中認同信仰的共
融。

　　去年我們聯同三間天主教小學共五十多位公
教學生及十多位老師，到長洲鮑思高靜修院作四
日三夜的信仰生活營。

　　大家努力為孩子設計各項活動，提高他們的
信仰意識，期望他們與天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以迎接青春成長的新階段──中學生活。其中一晚
是燭光玫瑰，就是誦唸玫瑰經默想各端奧蹟。學
生們分成四組，把二十端奧蹟全部在祈禱的氛圍
中品味過，在其中我留意到幾位同學十分專注地

誦經，分享的也頭頭是道，使人十分欣賞。於是
我特別留意這幾位同學，多次見到他們不約而同
的在別人自由活動時，手持唸珠，走到花園的聖
母像前唸玫瑰經，好奇心驅使我個別接觸他們，
得到的是同一的答案：自少在家庭訓練，有空就
誦唸玫瑰經，我出奇地問：「重複地唸同樣的經
文不會悶嗎？」答案是：「習慣了，與天上的媽
媽談心是件愉快開心事。」

　　我不禁驚訝：家庭的操練多重要！

　　我向其他老師查詢這幾位同學的表現，得知
都是：積極勤學，喜樂合群，是一等優異的好學
生；他們的父母是堂區中熱心的活躍份子，孩子
全長於濃厚宗教氣氛的家庭。愛聖母是流露出他
們的宗教熱誠最好的一環，並且他們從小就加入
善會，是教會未來的接班人。我為這些孩子而感
謝天主，他們成長得健康和喜樂，正是在天上的
媽媽眷顧下才產生這美好成果。想起一位入讀港
大的女學生，她曾與我分享：「大學也是一個大
染缸，很容易走錯路，幸好我很愛聖母，有天
上媽媽的保護和教導我有信心潔身自愛，努力求
學！」
　　去年五月中旬一個傍晚，接到電話，一位五
年級學生全家遇到交通意外，孩子的傷勢最重，
我們馬上為她祈禱，在聖母像前燭光長亮，多次
手術後她甦醒過來，並對我們說：「聖母媽媽救
了我，自從小學一年級起，我每晚睡前都唸三篇
聖母經，求天上母親保護我並教導我認識天主。」
最後她奇蹟般痊癒了。這使我們深信鮑思高神父
所留下的教訓，使孩子愛聖母，天上的母親一定
保護他們平安、健康、喜樂地成長。

共
創

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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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券           機  靈
佩驊

　　與凱嫻在酒樓侃侃而
談， 商 量 我 們 的 寫 作 大
計，不知不覺談了超過兩
小時，大家意識到是時候
向另一半報個平安，然後
結 賬 離 開。 我 們 相 識 經
年，習慣「AA」制找數，
省 得 記 掛。 今 次 由 我 付
款結賬，凱嫻則往錢包左
掏右掏，仍然湊不夠數，
正在躊躇之間，她竟然拿出一張超級市場現金
券，笑問可否用以代支茶錢，想不到她會有此
急智，即時解決了「婆仔數」的問題。

　　基本上，現金券幾乎等同現金，憑現金券
便可買到等值的東西，唯一差別是只可換購指
定商號的商品。一紙現金券，是忙碌的香港人
的恩物。要送禮不妨考慮送現金券，省得要大
費周張揀禮物，到頭來送出的未必是合對方心
意的東西。改送現金券，既省時，又可減少浪
費，不失為比較環保的做法。

　　話雖如此，現金券也非萬無一失的。籌辦
聯歡抽獎活動時，主辦者會絞盡腦汁，準備大
量抽獎禮物，以增加歡樂氣氛。由於數量多的
緣故，安排以現金券做獎品比較方便，往往成
為抽獎禮物不二之選。然而，總不宜全都是抽
現金券吧，必須準備幾份有「看頭」的大獎壓
軸才夠氣氛。由此看來，最後仍得花點心思搜
羅幾份全場矚目的大獎，才算功德圓滿。

　　以現金券代替金錢，無疑相對簡單好辦，
大家可根據實際銀碼作為交易單位，數目一清
二楚。可是，如要償還人情債，恐怕現金券未
能代勞了，因為世界上似乎還沒有一致認同的
換算單位呢。

凱嫻

　　也許是真的假不了，
我不否認有時我會心生
一計，找到處理事情的轉
機，發現不如虞乏的另一
資源。這不是因為我夠聰
明，只可以說是我的不甘
心受困和拘限，於是敏於
動動腦筋，找尋可能性，
於是靈感和創意就出現
和派上用場了。

　　那次茶聚結賬後，由於欠缺零錢分賬，給
我發覺一個不折不扣的可能性存在，現金禮
券成了真金白銀的代替品，解決了拖延清賬的
不情願和不方便，皆大歡喜而又乾淨俐落，多
好！彼此還因這小插曲樂了好一陣子，終於更
發而為寫作題裁，新意加上創意，多美妙的一
件事！

　　佩驊文章最後提到的「人情債」，倒給我
一點反思，真的，我是個重視關係的感情人，
對「人情債」總記掛心上，不易放下，也不輕
易想出投桃報李的點子和拿捏回報的時機，許
多時在沒完沒了的牽掛中忐忑不安。這方面，
未知可否操練得來，起碼可以讓自己從容面
對，減少無謂的掛慮，擺脫「負債」的沉重不
安感受，至為重要！

　　是否會有一天，夢中可啟示給我一些可抵
償「人情債」的絕妙點子？曾經給自己一個更
好的解決方案，就是運用「pay it forward」
的原理，隨著自己所接觸的機緣際會，在可以
施與付出和協助的地方勉力以赴，毋須刻意或
執著於施與受的直接關係，這種擴闊和延伸的
態度，更能造福廣泛的眾生，豈不是更美麗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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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與放
曾象傑

　　很感謝志常兄與凱嫻的鼓勵，好讓我有勇氣再執筆，與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點滴。

　　前幾天與太太一同到長洲思維靜院避靜。很奇怪，每天在早禱、朝拜聖體、祈禱、
讀經時，內心總是不能平靜下來，無法進入靈修的狀態。

　　忽然，想起一件往事，在我十二歲那
年，在街市裏看見一個年青的小販，在售
賣一些生猛的泥鯭魚，他用很純熟的手
法，將一些小泥鯭魚徒手從水桶中撈到魚
枱上，然後將豎起無數刺的小魚放在秤
上，之後將秤過的魚放在舊報紙內包裹起
來，送到客人手上。而整個過程，不用魚
網、手套，他那雙浸過水發白的手竟然絲
毫沒有被刺到，真奇怪！

　　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已經掌握了抓住和放手的學問，輕輕的抓、輕輕的放，
祇要不用力的話，再多刺的魚，也不能傷害他。

　　「抓與放」就好像一個錢幣的兩面，而這錢幣亦經常出現在每個人的生命裏。令我
們經常看不透何時該抓，何時該放，用力去抓，還是輕輕的放。很多時候更不甘心放下
那已不在手上的，或不甘心放下那沒有好好珍惜過的。這代表著某種智慧和能力。

　　老子在《道德經》裏說過：「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意思說：
追求學問，不斷的收，而修道者乃不斷的放，直至空無境界。

　　本來我一心想到思維靜院避靜，其實是在避難，試問又怎會有得著呢？

　　在思維靜院裏看到一句名言，「放」才是靈修生活的精髓所在。

　　我想每個人都會出現某些小問題（小罪），比如，偏見、私心、憂慮、恐懼、牽掛、
怨恨、貪念、嫉妒。不要小看這些陋習，這正正是造成人與天主之間的疏離，阻礙而未
能與天主親密結合的原因。聖經所說：「凡輕忽小事的，不久必會跌倒」。

　　放開所有陋習，空放自己，才容易進入靈修之門，才可騰出位置，好讓天主聖神進
入我們的內心世界。

　　這是在下一個靈修的經驗，得益不少。願與各位分享及共勉之！

共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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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站
作  者：東瑞 
出版社：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讀東瑞兄的《小站》，
不得不寫此書介；因為它的
內容，篇篇接觸到我的心靈
深處，幾經掩卷迴思，跌進
個人歷史的胡同中，泛起一
片片漣漪，共鳴與震盪，久
久未能平息。

　　「小站」一段，寫他追
求表妹的情史，使我想起年
青時（甚至到現在）對另一
半的痴戀；「前世今生」引
發我對情愛二字的震撼；「放
下即輕鬆」使我想起剛剛到
越南朝聖爬上耶穌山的經歷；
「 大 男 孩 的 淚 」， 就 那 麼
一千幾百字，寫出了一個心
靈成長的故事，也使我想起在妻面前流的第一滴
淚！「驚喜悼文」正是我和妻說過的想法；「骨
灰」使我想起了已逝多年的兒子！

　　認識東瑞兄約二十載，他曾為我和伉儷會出
版過多本書籍，印製過《加油站》，也邀請過我
和妻為他出版的書寫稿，千絲萬縷的關係，為了
避嫌，盡量不在這裡推介他的著作，免被咎為吹

捧朋友。然而，對敦厚謙和
的東瑞兄，他這在文字海洋
中的清流，我還是禁不住、
責無旁貸地推介一番。

　　在上一本《雨中尋書》
中，他寫父女情懷，已使我
感動落淚；在《小站》的序
言中，黃紅娟用「生命情感
的表達與精神信仰的探尋」
來形容這本小書，吸引我再
次進入東瑞兄在《雨中尋書》
所呈露給我的男性溫柔情愫
的國度。

　　最後，引用劉海濤在序
言的總結，正好貼切地介紹

了這本書的精髓：「東瑞近年來的小小說創新之
作概括著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裡各個生活層面的
真相和本質，盡情渲染著、謳歌著潛伏在人性深
處的美德和愛情，他為香港當代文學史貢獻了自
己的藝術探索和小小說文體理想，並影響著東南
亞一線作家的小小說創作發展。」

( 志常 )

好 書

推 介

( 接第 7 頁 )  人間有情歌詞

同行，同行，人間有情齊同行，何必朝晚心中怨恨，
人生苦痛世上時聞，釋放爭端免愁困。
不必憂慮過甚，擔心偏遇惡運，神在身邊不吝接近，滿是慈愛為眾解厄困。
天主做人按佢肖像，眾生皆變快樂人，天恩治療再上路，喜見沙上腳印。
同行，同行，人間有情齊同行，鄰居相愛相親慰問，
難得夫婦信誓神貧，兄友之間貴扶困。
孝敬老弱探問，救濟天下眾貧，神在身邊不吝接近，滿是慈愛為眾解厄困。
天主做人按佢肖像，眾生皆愛近人，不分大人與細路，歡笑聲浪譜妙韻。



15

駱松齡 / 梁惠芬 $4,000.00 第六屆女士 $720.00

胡偉強 $2,000.00 周子堅 $100.00
李淑慈 $100.00 Miss Sheila S.N. Lam $2,000.00

郭永祺 $1,000.00 Mr. Raphael P.H. Lam $2,000.00

王瑞儀 Ventris $1,000.00 Li Fung Wun $100.00

黃秀珍 $100.00 周淑貞 $1,000.00

李珠璣 $5,000.00 裔傑人 / 鄔皓明 $2,000.00

馮偉興 / 張慕蓮 $5,000.00 馮健港 $10,000.00

余國健 $3,000.00 區金妹 $500.00

梁錦雯 $300.00 陳貴傑 $2,000.00

李惠芬 $500.00 何德成 $2,000.00

蔡其穎 $12,000.00 隱名氏 $120.00

方大林牧師 $2,000.00 Eric Chan $1,500.00

王瑞儀 Juliana $2,000.00 李淑卿 $2,000.00

黃錦德 $1,000.00 伍國光 $3,000.00

曾燕華 $2,000.00 馮惠屏 $5,000.00

宋世梅 $100.00 紅磡聖母堂 $2,500.00

楊國駒 $5,000.00 文添安 / 張嘉玲 $3,000.00

李淑慈 $1,000.00

合共： $86,640.00

感謝下列人士捐助本會２０１２年度常務經費 :

關沃池 $100.00

合共：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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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賢、易嘉然伉儷        姚慧清女士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地點 講者／主持人
讀書會 14/09, 在外閱讀  13/10, 1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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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 15/10, 29/10, 12/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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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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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2012
雙月份第三個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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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9/2012
星期日 下午 3:00 – 4:30　伉儷會 708B 室

關俊棠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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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9/2012 星 期 五 起 每 月 一 次 課 堂 講
授，全個課程約一年半至二年半完成
地點：伉儷會 708B 室
時間：晚上 7:30– 9:30

陳志常

婚姻加油站 (3)
費用：會員 @$90
　　　非會員 @$120

06/09/2012 – 11/10/2012 共六堂
逢星期四 晚上 7:30 – 9:45
地點：伉儷會 708B 室

黃玉書

Soul Friend 相約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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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8/11, 12/11, 22/11, 29/11/2012 
逢星期四 ( 共五次 )
其中一次是 12/11( 星期一 )
地點：石澳天主堂靜修院
時間：上午 10:00  – 下午 4:00

張凱嫻

夫婦慕道班 
費用：全免

日期：暫定十一月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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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台東慢遊之旅
費用：會員每人 $6,880；
　　　非會員每人 $7,180 ;12 歲以下
　　　每人 $5,950，單人房附加費　
　　　$1,250
　　　查詢請致電本會 28685270 

22–26/12/2012 星期六至星期三
集合地點／時間：稍後公佈
地點：台灣東部
報名先交訂金每人 $1,000，餘額待旅行
社通知一星期內繳交。吳若石神父主祭聖
誕夜 (24/12) 彌撒，關俊棠神父共祭。會
員（一年會籍以上）優先

關俊棠神父
陳志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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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編號 名稱 作者 / 出版社 單價
1 愛到未來時 陳志常、張凱嫺 / 伉儷同行協進會 ＄30
2 喊出男人 梁敬之 / 伉儷同行協進會 ＄30
3 同行共創美好婚姻路 伉儷同行協進會 ＄30
4 婚姻因你精采 伉儷同行協進會 ＄30
5 道是無情卻有情 伉儷同行協進會 ＄30
6 自在女人心 伉儷同行協進會 ＄30
7 詩話情緣 張凱嫻、何亦愛 / 伉儷同行協進會 ＄30
8 拾貝懷珍 伉儷同行協進會 ＄20
9 夫妻十架之路 張凱嫻 / 伉儷同行協進會 ＄5

10 豐盛人生 李光澤、李佩賢 / 塔冷通心靈書舍 ＄20
11 勝過失望 大衛 ˙ 布蘭特 / 張老師文化 ＄70
12 紅塵誤 ˙ 悟紅塵 關俊棠 / 塔冷通心靈書舍 ＄54
13 回家 45 人合集 / 獲益出版社 ＄40
14 父親母親 90 人合集 / 獲益出版社 ＄46
15 酒徒 劉以鬯 / 獲益出版社 $65
16 小站 東瑞 / 獲益出版社 ＄48
17 良師益友 100 人合集 / 獲益出版社 ＄45
18 家庭是人生的冒險 瑪達蓮娜 ＆ 古倫神父 / 南與北文化 ＄80
19 內觀自得 坎伯爾、麥克瑪漢 / 光啟 ＄40
20 聚焦心理──生命自覺之道 尤金。簡德林博士 / 東方出版社 ＄35
21 The Good Marriage Guide John Farrelly / Veritas $220
22 The Enneagram of Parenting Elizabeth Wagele / Harper Collins $160
23 Lessons of the Heart Patricia H. Livingston / Ave Maria Press $80
24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Harold / Anchor $130

25 The Wisdom of the Enneagram Don Richard Riso / Bantam $200
26 Discover Your Soul Potential Kathy Hurley /Wind Walker $150
27 Let your body interpret your 

dreams
Eugene Gendlin / Chiron Publications $220

28 Dreams & Spiritual Growth Savary.Berne.Williams $190
29 OH Cards 中 / 英文版 EOS Interactive Cards $320
30 Songs of Healing (CD) Robert Gass /Spring Hill Music $190
31 愛一個人（竹簡） 塔冷通心靈書舍 $140
32 沙灘足印（竹簡） 塔冷通心靈書舍 $120

Version # 2012-09

本會代售下列各項精神食糧：



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

（編者按：此信為七月中及八月初兩度通過電郵及快訊郵寄給各會員，緊急呼籲捐款解缺現金週轉的
困難，得到部份會員積極回應，現尚欠約四萬元的差額才能消除今年財赤的問題，請大家伸出援手，
使伉儷會可以繼續健康運作！謝謝！）

親愛的會員：

      伉儷同行協進會由成立至今已有十八個年頭了，通過籌辦不同類型的家庭活動、信仰靈
修、個人成長課程等讓我們彼此不斷深化與學習，鼓勵和支持，共同建立一個健康和諧的家
庭。

      本會是一個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收入主要來源是依靠會員自願的捐獻；去年我們收到
的捐款與日益增加的開支有所落差，錄得當年度虧損約十三萬元，本會的財政尤其是現金週
轉現階段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今次來信主要是籌募為數約港幣十二萬元的捐款，希望能夠
維持本會下半年度的正常運作。此外，亦希望各會員給予意見及支持不同的籌款活動，一則
可以舒緩目前的財政壓力，二則亦可以擴大本會活動和服務的多元化。

附上回條，請填妥並將善款寄回本會。

謝謝大家，主佑平安！
                                                                        伉儷同行協進會

                                                                                                         籌款小組敬上
二零壹二年七月十六日

---------------------------------------------------------------------------------------------
              　　 
本人今次願意捐款 HK$500 / HK$1,000 / HK$1,500 / HK$2,000 / HK$____________________
需要收據 / 不需要收據 ** 捐款 HK$100 以上可憑收據申請稅項豁免 **
請用劃線支票，抬頭寫「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
                                    或 Couple Co-creation Society Limited

除了每年元旦步行籌款之外，您會否支持以下的籌款建議 :

歌韻籌款晚會                支持 / 不支持 
意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影義賞     支持 / 不支持 
意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同樂日    支持 / 不支持 
意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建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西 2-12 號聯發商業中心 703 室    電話：2868 5270    傳真：25651608
E-Mail : couple1994@gmail.com 

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  ( 政府認可慈善團體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基本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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