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祂揀選了我們 
 

 
二零零八年跟兄弟姐妹在加油站 

分享談天說地後，一晃眼已有二、三 
年了！回想過去，忙忙碌碌不知道為 
了什麼，難道只為活着而求存？此時 
此刻，很渴望寫寫……但不知從何說 
起。 

閱讀了今期加油站有凱嫻感懷 
『貓』的【三三】，有佩驊感傷的『頸 
巾』奪命意外……【嗚呼少男少女】， 
更有陳銘澤『基督徒』的依歸【老】， 
亦欣賞四旬期夫婦避靜的【作品】。筆者不作任何的評論，祇用自己的感受作以
下的回應。 

少男少女的生活，不可思議、飄搖、動彈，已經走過。感懷的寵物還在腦
海中，歷歷在目。隨之而來的是踏入花甲，噩夢開始了，老！肉軀軟而無力……
問：自己能否退下來？我們還能做什麼？ 

剛剛好四旬期過去，復活節的當天晚上，筆者初為人『代父』。笑問何德何
能敢當他的代父呢？第一個感受是我的代子選了我，更好說：『是衪揀選了我』。

一晃眼，結婚已經超過了三十年，身為丈夫的，是否一丈之夫？作為父親
的，有否好像小愛在今期加油站筆下的，要有【品格教育】？是我們自願揀選
了婚姻的路，在三十年的基督徒生活上，我們跑了多遠？疲倦的身軀有否使我
們偏離了衪的路？ 

耶穌透過死亡而復活，我們的婚姻生活，往往也會遇上多少個漫長的黑夜，
寂靜無聲地等待着黎明！倦了……但不要忘掉：『是衪揀選了我們』。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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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動力 與社會接軌
      關顧生命 向世界開放  

  

伉儷同行協進會發展至今，雖然不同的小組各自有其風格、方式、內容和結

構文化，但卻匯聚成一個共同團體的動力方向：充實自己、面向社會、關顧世界、

仰賴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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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文化，但卻匯聚成一個共同團體的動力方向：充實自己、面向社會、關顧世界、

仰賴上主。 

儘管「音樂人唱家班」和「粵韻唱家班」在音樂的領域上有中西之分，回餽

社會的心火卻一樣熾熱，每年共有多次為老人院或社區的敬老表演：例如五月廿

一日及十月十七日「音樂人唱家班」將會到不同的老人院舍獻唱，而「粵韻唱家

班」則全力錄製福傳粵曲 CD，希望趕及在七月書展時免費向市民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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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幹事繼續與以基督教團體為主的「家庭發展網絡」及天主教團體為主的

「維護生命及家庭網絡」保持聯繫，繼關注政府在「家暴條例」的立法後，密切

注視「性傾向歧視條例」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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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董事局兩位成員去年以天主教婚委會委員的身份前往馬來西亞參加了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的年會，發覺會議及工作坊的內容非常豐富，擴闊參加

者對「維護生命」的了解與認知，更能理解教會訓導的意義，遂決定今年鼓勵更

多伉儷會友參加：今年的週年會議於十一月中在菲律賓的馬尼拉舉行；有興趣者

請留意詳細資料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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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本會將有五對夫婦前往紐西蘭北島，為奧克蘭伉儷會的夫婦們主持一

個為期三天的週末宿營，主題是：「性格擴展與婚姻靈修」。請大家為香港與紐西

蘭夫婦團體的合作祝福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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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靈修日 
 下半年度的家庭靈修日定

於下列日期舉行： 

22/8, 26/9, 24/10, 21/11, 
19/12/2010 

七月份因本會參與書展，

暫停一月。 

如有興趣在上列日期的家

庭彌撒中作「家庭見證」及為

自己的家庭意向奉獻，請來電

辦事處報名，確定後關俊棠神

父便與你們相約家訪日期。 

Home Coming 個人靜修日 
 

以「回歸內在」為主題的靜修日，

讓參加者在寧靜安穩的氣氛下，精神集

中、專注；口為主而靜默，心為主而打

開，讓身心靈安歇主懷，活出平衡和整

合的生命。 

全日以靈修短講，靜中行，聖言滋

養，個人靜修，共融祈禱等形式進行。

 

導師： 張凱嫻 

日期： 31/07/2010 星期六 

時間： 早上 9:00 ─ 下午 5:00 
地點： 上水聖保祿樂靜院 

費用： 每人＄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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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書展 
本會今年再度參與香港貿易發展局主辦的七月書展，並在天主教教區內

申請得一個攤位： 

3GC26 
書展日期由 7 月 21－27 日，我們需要大量義工幫忙當值，這是一個向

廣大市民推介伉儷同行協進會的大好機會。我們十多年來儲存了很多心血結

晶品：書籍有「婚姻因你精采」、「生命有情」、「共渡此生」、「聆風閒想」、「自

在女人心」、「拾貝懷珍」、「道是無情卻有情」、「夫妻十架之路」、「喊出男人」、

「愛到未來時」，夫妻日誌有「同行共創美好婚姻路」，CD 有「愛就在這裡」

及今年全新錄製的「沙灘足印」福傳粵曲，其他的有 

四款家庭砌圖、環保袋等。還有我們搜羅了歷年來各 

導師們在課程及工作坊中推介的好書、CD 及有關的 

媒體製作。 

幫忙將這些令婚姻更美滿、家庭更幸福的資訊傳 

揚開去，是挺有意義的，請立即給我們一個電話 

（28685270），告訴我們你在書展期間哪一個/幾個時 

段可以來當義工吧！ 

會
訊 

書展期間，本
會特設「親子砌圖」
及「夫婦共創」遊
戲，所有參加者均
獲贈紀念品乙份。
無需預先報名，請
各好友踴躍到訪本
會攤位，以表支持。 

 
 
 
 

 

 

 

 

                                      

婚姻三重奏工作坊 
主題：溝通、情緒、靈修 
三位導師將會在工作坊中帶出婚姻中
的夫妻溝通技巧、個人的情緒管理及婚
姻靈修的內涵，希望夫妻間的關係能藉
著在三方面的努力而達致美滿婚姻的
整合。 
形式：短講、活動、分享、遊戲、角色

扮演  
導師：任燕瓊（Maria）、黃玉書、 

張凱嫻 
日期：10－11/07/2010 星期六及星期日

18/07/2010 星期日 輕談淺酌夫妻樂 
時間：星期六下午 3:00 ─ 下午 7:00 

星期日上午 11:00 ─ 下午 6:00 
地點：上環會址，對象為已婚人士，婚

齡不限。 
費用：每人＄500 每對夫婦＄850 
凡參與工作坊者，可免費（個人可攜配
偶）參加 18/7 輕談淺酌夫妻樂 的聚
會，報名從速，以免向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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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共話 
 

由歐陽浩明及李睦順策劃的

「品茶共話……」每次為參加者

提供優質香茶，在品茗休閒的氣

氛下，邀請嘉賓與我們共話「家」

事。 

今年第三次聚會定於六月五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會址舉行，

因二月份講者所介紹的內容備受

關注，應會員要求再次邀得陳金

鳳女士蒞臨，和大家續談磁療法

對身體健康的關係；上次向隅者

今次實在不容錯過。 

有興趣參加者請來電 28685270
報名留座，費用自由捐獻。 

各次茶座錄影可在本會網頁的

「伉儷博客」欄翻閱，細意品嚐！ 

 



 

 

 

活 

導 

動 

報 

四旬期夫婦退省日營 
三月十三日星期六在香港摩星嶺嘉諾撒

靜修院，共四對夫婦舉行了四旬期夫婦退省日
營。是日的主題為：「向基督的愛學習」。 

開始入靜後，大家聆聽了部份源自教宗本
篤十六世發佈的「四旬期的四十個思想」，然
後在靜默中反思和祈禱。及後以「夫妻十架之
路」小冊子的幫助，重溫基督苦路的過程，並

反省和分享當中對婚姻的啟示；最後，各人以
圖畫的形式表達夫婦各人跟天主的關係。 

 

伉儷行紀 3 月 28 日港島徑 一、二段  

是日天氣晴朗，藍天稍被煙霞所
掩，我們一行九人，在山頂爐峰峽老
襯亭前拍照後，便沿盧吉道之柏油小
徑起行，大約十五分鐘後接上香港舊
八景之一「仙橋鎖霧」的盧吉道架空
橋，在橋上遠眺維多利亞港、九龍半
島以及山下的中環及上環。沿盧吉道
前進最後到達西高山及扯旗山山坳
的臨時遊樂場，跟著沿平台前的石級
樓梯向下伸延，在小徑遠望瑪麗醫
院、沙灣一帶以及南丫島，最後到達
一個儲水池平台上，平台側可望見薄
扶林水塘。沿著薄扶林家樂徑走，最後到達薄扶林水塘道。沿柏油車路至薄扶林
水塘抽水站後轉入石級上行至馳馬徑。後轉入石砌小徑及小車路，到了馳馬徑盡
頭後至一個小平台。平台上可以清楚地遠眺田灣、香港仔、鴨脷洲及南丫島。之
後沿石級慢慢下降至田灣邨對上的引水道，再沿引水道旁的小徑到達貝璐道，經
過薑花澗及 香港仔 墳場，沿小路到 香港仔 舊街吃魚疍粉完結旅程。 

廖氏家庭沿路一齊創作了這首兒歌「家庭行山樂」和大家分享： 

|  5  3  5  -  |  5  3  5  -  |  6  5  4  3  |  2  3  4   -  | 

  一 路 笑 ，   一 路 跳 ，   高 山 斜 路  唔 重 要。 

 

|  5  1  1  1  |  1  3  5  -  |  5  2  2  4  |  3  2  1  -  | 

  一 齊 行 完  來 讚 賞 ，    家 庭 融 洽   真 舒 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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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電影欣賞研討會 
3 月 12 日大家在觀賞了《姊姊的守護者》(My Sister’s Keeper)電影後，討

論了有關生命價值的問題。大家在關注社會是否應該對有長期病患者的家庭提供
支援外，也頗同情一個擁有病患孩童的母親，如何長期地作戰的處境。因此也不
忍心以倫理的角度去判斷她對第二個女兒生命的態度。 

 
品茶共話 

四月十日下午的品茶共話，邀請了明愛機構
的專業社工吳秀珍女士主持。在她帶領的不同活
動中，讓十二個參加者領會和體驗愛在生命未了
時和活出積極人生的重要性，並介紹了明愛的「寧
安服務計劃」，讓我們了解如何能與長者具有尊
嚴及自主權地同行晚年路，笑對生和死。 

是日的錄影片段可在本會網頁「伉儷博客」
欄重溫。 

 
 
樂靜靈修營 

四月十七日的大清早，凱嫻和 Maria 
及九位參加者前往寧靜又風景怡人的石
澳天主堂，開展一天的靈修聚會。 

在她倆的帶領下，大家經歷了聖言
的滋養，欣賞和接觸大自然、美麗的音
樂和藝術品外，還探索內在的心靈世
界，邀請自己的創作靈感以圖象表達出
來。 

 

 

家庭感恩祭 
四月十八日的家庭靈修日，因天氣不穩定

取消了遠足部份；下午三時在會址繼續舉行家
庭感恩祭，是日由廖氏家庭一家五口做反省見
證。 

在早一個星期的家訪中，關俊棠神父與他
們一家人研習是日的聖經章節，成人和小朋友
都因應讀經內容，作了深度的生活反省。這樣
的見證，實在落實了本會推崇的以「家庭培育
家庭」的一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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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四月三日晚上，是慕道班的重要日

子，經歷了年半以來每週上課接受培育的

三位候洗者：譚景芬、郭良弼、劉玉清，

在堅道主教座堂參與天主教的入門聖

事，在復活節的感恩祭中領洗，正式成

為天主教徒。 

  

當晚二十多位伉儷會友一早便雲集

於聖堂內，支持和慶賀三位兄弟姊妹的

復活新生，加入天主教會的大家庭。三個

多小時的大禮彌撒後，董事局主席更招呼

一眾人士到中環某餐廳宵夜，慶祝一番。

 
 
 
 
 

 

 

《情緒與腦袋》講座 
3 月 26 日星期五的晚上，遠道從英

國回港的陳嘉怡姊妹，為大家主持了這個

名為「情緒與腦袋」的講座，共有三十人

出席。 

在差不多三小時的演講中，嘉怡姊妹

除了仔細地從科學的角度講解腦袋的運

作如何影響個人的情緒行為表達，更分享

了很多她在英國的輔導經驗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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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書介：How Big Is Your God? 

(你的神有多大?) 

周子堅 

 書 
 介 

過去兩年，這書的英文版一直留

在我背囊內，隨我東奔西跑，即使在

天津的兩個月，它也陪伴著我，在不

少箇晚上，慰藉著我枯渴的心靈。 

 

也 因 為 如

此，上個月在塔

冷通驟然見到

此書的中譯本

《你的神有多

大？》，我訝異之餘，可以即時

拿出英文原著給孝明夫婦看，告知她

們我是多麼喜愛這書，暢談一會後更

即時訂下六月份為塔冷通主持以此書

為題的系列講座。 

書是印度裔Coutinho神父所撰寫

的，而初識這位神父是在三年前的依

納爵研討會議之上，他是其中一位主

要講員，而講題正是「How big is your 

God?」。他風趣隽永的言談，令與會者

醉心不已；他自嘲之餘又嘲弄教會的

不名譽過去，令人感受到他對自己信

仰的信心。 

講座一開始，神父就追問大家有

沒有奇怪他地地道道一個印度人，如

何會有 Coutinho 這樣一個葡萄牙姓

氏！ 

他告訴大家，他的家族可以追溯

到葡萄牙人以槍炮戰艦傳揚基督信仰

的年代。他祖先整條村的人被士兵以

刀槍指著，威脅奉教，不從者被消 

滅，順從者就被慷慨賜予葡籍軍

官的姓氏，而他的家族則如此這般姓

了 Coutinho。 

神父是耶穌會士，他的性格輕鬆

幽默，他的信仰寬容開放，他問大家

How big is your God？是要求大家反

思自己有沒有執持形形色色的成見、

偏見，固執不捨，並因而以己度神，

以為無限神妙的天主可以放進我們小

小的腦袋之中，又或者以為無限慈愛

的上主和我們小小的內心感受可以一

相比較。 

當然，人的有限是事實存在的，

即或我們理智上認識到上主的無限，

依然無法在信仰生活的每時每刻活出

這份認知。 

處身於生命中某個階段的我們，

都必然有著一定的有限。此所以，隨

著 How big is your God ?之後是另外

一 個 新 的 問 題 ── Is your God 

bigger and bigger? 

若然我們反躬自問，發現今日所

信仰的上主，在我們的意念中，與昔

日所信奉的上主，絲毫無差，沒有任

何翻天覆地的新理解、新發現，則我

們本人的信仰，未免有停滯不前的嫌

疑。 

Coutinho 神父他善於講述故事，

故事大多肖似福音中諭言那樣，發人

深省，就好似一面面的鏡子，照出信

仰基督的人，信仰中的點點不足。 

回想起來，這兩年的我，正是隨

身携帶這面照妖的寶鑑，不時拿出

來，映照自身信仰中的種種妖邪，而

且確實照出了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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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專 訪 

 

李健仁、李慧敏伉儷專訪 

搬進心靈的新屋 
              甘將一生交給您 

以上兩句七字真言
是李氏夫婦於第十屆夫
婦懇談會的心聲，筆者
也是同一屆有幸和他倆
結緣。慧敏是長女，還
有三個弟妹。健仁在家
中排第二。慧敏在 1995
年領洗，而健仁於 2001
年也領洗。健仁和慧敏
讀預科期間認識，及後
相戀，拍拖八年後結
婚，於 2000 年註冊。 

探訪期間，慧敏特
意拿出一對很可愛的公
仔，頭上頂著一片葉，
他倆很喜歡這公仔，因
為他們期盼在婚姻當中
真的可以「風雨同路」。 

（縱然清茶淡飯，也甘願風

雨同路。） 
婚姻關係當中，兩

人都因成長背景和性格
不同，就算小事諸如疊
報紙，都會引起磨擦和
衝突，由於兩人工作壓
力很大，又沒有好好處
理婚姻關係，婚後四
年，危機出現了！ 

婚姻危機 
第三者的出現令他

倆陷入婚姻危機當中。
受童年背景的影響，慧
敏在成長中不知不覺間
將自己塑造成一個女強

人。在他倆的相處中，
當她看到健仁有不合她 
心意的，就會用責駡、
強迫等言語和高壓行為
迫使健仁遵從。然而，
在慧敏的內心深處，她
卻時刻渴望健仁留在她
身邊，關注她。相反健
仁喜歡自由，不喜歡別
人強迫，於是越怕就越
走，健仁知道自己有自
由就會自律，越逼越與
慧敏對著幹。為了逃避
這個健仁形容當時是
「冰冷的家」，碰巧此
時此刻有人對他關心，
於是就「投奔」那個自
以為舒適和開心的狀
態。 

她決定搬回去，慧
敏知道自己很久沒有為
健仁做一些他喜歡的
事，她留意到健仁很喜
歡動漫卡通人物公仔，
於是每日買一份小禮物
和寫上心意卡送給健
仁，這個決心加上實際
行動維持了半年，初時
健仁看似沒有甚麼回
應，慧敏心裡會想：他
喜歡與否呢？心裡有時
都會想放棄，但幾經掙
扎還是把這份心意傳
送。健仁方面，他也很
清楚知道自己亦很愛慧
敏，因為第三者的出
現，她都能按捺得住和
願意尋求方法去挽留這
段婚姻，健仁又是一個
負責任的人，慧敏的表
現讓他感到由罪疚感帶
來的痛苦，據健仁憶
述，被痛苦煎熬的日子
一點也不好受！奇妙的
事情發生了，有一個晚
上，他聽到一把清晰的
聲音，他清楚感受到是
主跟他說話：「是時候
要結束外面那段關

破解有危就有機 
當慧敏發現丈夫對

不起她時，一怒之下就
搬走了，但慧敏沒有放
棄，期間尋求輔導、向
神禱告、做修和聖事，
以挽救這段瀕臨破裂的
婚姻，一次，有神父給
她贈言 :「有危就有
機」！但慧敏當時不明
白當中的意思，她從祈
禱和靜思中，卻想到自
己其實是很愛健仁的，
她回想過往健仁一直都
是對她很好的，她又反
思到自己對健仁都有不
是之處，她嘗試以正面
的方法來修補這段婚
姻。 

係

婚姻

代價？付出？希望落
空？總比沒試好 

了！」其實這時他倆的
已逐步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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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引領 
2006 年健仁因失業

而受到重大打擊，在那
段期間，慧敏並未因此
而埋怨健仁，反而給他
空間自處，並鼓勵和關
心他的真正需要。及後
一起參加夫婦懇談會週
末營，在那裡他倆終於
有能力衝破和釋放他們
一直積壓在內心深處的
壓力和痛苦！因著營內
的氣氛和環境所感動，
大家都願意真正坦誠面
對，

感受，能
成就

十週

糧、戰勝
患難

、擔子變
輕鬆。這也是彌撒中

互相

們，如今都尋到
盼

將這

的
及
會

睹他

告解和明供聖體
續

向前

我自

和分享他倆在婚姻
中最痛的時刻，把整
事都能釋出和放下。

及後隨著參加公
夫婦培訓班、慧敏
獨往菲律賓學習而
健仁為此所作的犧
牲和承受的種種痛
苦等，都讓他們更
懂得愛惜對方、體
會對方的

件
 
教

（羅 8:35-39，詠 23，瑪
11:25-30）。 
 

過
中
聚

對方成為「你
之為你，我之為
我」。 

今年是健仁和慧敏
年婚慶，以下是他

們十年婚姻的心路歷
程: 

今年復活節前，李
健仁、李慧敏伉儷為他
們結婚十周年舉行了一
台感恩祭。彌撒中的選
曲和讀經都訴說了他們
在這十年間所走過的婚
姻以至個人的成長路。
他們以《歡欣》作為進
堂詠，感謝上主賞賜給
他們的一切，包括青春
年華、生命神

重重的勇氣和力
量，並願意永遠一意同
心讚頌主。 

藉著上主這個善牧
的帶領，他們得以走過 

失業的困苦、生活壓力
的窘迫、婚外情和死亡
的誘惑等等的死蔭幽
谷，不曾與主基督耶穌
之內的愛相隔絕。雖然
在婚姻路上的種種經
歷，曾經像重擔般壓在
他們的肩上，使他們喘
不過氣來，更一度盟生
放棄之念，但因為有主
同行，使他們逐漸學懂
全心交託，讓他們的軛
最終變得柔和
得
的讀經和答唱詠內容

（婚姻路漫漫長，他倆已邀

請了耶穌「照住」同行。） 

他們事後回想，與
婚配聖事那次相比，當
天他們再次站在上主台
前，在天主和在場親友
的面前，鄭重重宣婚姻
盟誓的時候，他們二人
都確切肯定彼此可以做
到：「無論環境順逆，
貧賤富貴，疾病健康，
我們將永遠互相尊重、

支持、愛護對方、
安慰對方，終生不渝。」
因為基督的愛已成為他
們婚姻生活的活水。 

因著基督救贖了他
們、復活了他們的婚姻
與生命的無窮恩澤，使
他們樂意在基督內呈奉
一切，無論是歡欣痛苦 

及成敗，只因「我是主
的羊」，並以《聖母讚
主曲》作《謝主詠》，
感謝聖母在歷程中的陪
伴及成為他們的模範。
這份奇妙救恩是何等甜
蜜，令曾在婚姻路上失
喪的他
「回家」的路，並期

份上主賜予的喜樂
與平安，與他們將於今
年秋天出生的孩子分
享。 
慧敏的一點感想： 

我們曾把在婚姻走
心路於堂區的彌撒
香港夫婦懇談會的
中作出分享，聽過
的人無不說我是何
等難得，寬恕了曾經
犯錯的丈夫云云，但
對我來說，我的丈夫
能夠浪子回頭，拿出
勇氣去面對自己的
過錯，並努力作出修
補，才是最珍貴的。
我一直在他身旁目
在過程中所承受的

痛苦和掙扎，真的不足
為外人道，令我感到既
感動又心痛─感動他的
努力、心痛他所受的苦。 

其實，我也不過是
個常人，在這些經歷中， 
我也會感到憤怒、委
屈、傷心、難過、痛苦、
絕望，但是主耶穌並沒
有放棄過我。祂一直陪
伴著我。從祈禱、領聖
體、辦
之中，我獲得力量繼

爬行，學習寬恕和
愛惜之道，受惠的不僅
是我的丈夫，更是
己。 
健仁的一點感想： 

從前的我，因尊嚴
而不善於向人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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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特別在情感方
面，結果在婚姻路上處
處碰釘。過去數年，經
歷了婚外情一事，及後
有機會接觸到多個自我
學習、自我認識的課
程，讓自己有能力從另
一個

上的需要，同時亦確認

 

話：「只要信，不要

 

能彼

生命
來臨，感到
婦二人願意為主見證這
段婚姻成長路。 

(盈清報導)

小愛 

育是不對的，我們的幼稚園良莠不齊，而且很多

是私營的，政府沒認真監管。 

發揮無窮的創意，將天主為人類創造的美好世界、人與事物這訊息都帶給小朋友。 

這個理念可以大大推展，讓我們幼小的主

翁可以健康、快樂又正直地成長。 

角度了解自己，特
別看到自己在婚姻關係

婚姻關係是可靠、可行
的。 

我倆一直希望透過
與人分享婚姻經驗，從 

中與同行者為婚姻關係
互相打氣。對男性而
言，向別人分享婚外情
經驗的而且確存在困
難，當中的困苦真不足
為外人道，不只要拿出
勇氣面對，還要接受他
人目光、批評。當中信
仰給予我很大的幫助，
我經常記著耶穌基督的
說
怕」，讓我都能將困厄
交托到衪手中。我很感
謝主賜予我這份能力， 

亦很感激太太在經驗痛
苦的時候仍能與我互相
扶持。喜樂、痛苦時常
出現在婚姻關係中，若

此做到坦誠相處、
交談，我們都確切相信
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筆者在整個訪問過
程中，看到健仁/慧敏這
對夫婦現在多麼幸福，
還作好準備迎接新

高興的是夫

 

品格教育 

回想差不多十年前，我們堂區開辦幼兒主日學的時候，神父說起幼兒教育的

重要性；他們對所有事物充滿好奇，就如白紙一樣，成人教導他們什麼，孩子就

接收什麼，因此在培育幼兒時，我們更要多花時間和心思，好好準備，讓他們投

入學習之餘，學到的是對他們有好處的，有助他們定下正確的人生觀；神父還認

為香港政府沒有好好發展學前培

 

小愛的一位好姐妹很喜歡透過可愛生動的漫畫來說故事，簡單的漫畫加上活

潑的人物，將滿有意義的人生哲理表達出來。最近，她被學習中心邀請嘗試向幼

兒教導「品格教育」，利用漫畫加上生動的對白和內容，教導幼兒個人品格、善

行與美德。聽到好友熱情的分享，感覺天主確實俯聽了她恆久的禱告，讓她可以

 

雖然目前還是試驗階段，小愛覺得「品格教育」對比那些精英補習、smart 
ids、天才兒童等等有意思多了，希望k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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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呼少男少女 

~ 佩驊 ~ 

虎年伊始，發生兩宗奪命意外，死者年紀與我家少年相若，身為父母感同身

受，幸而我家女兒雖擁有心愛的頸巾，卻不常戴上；我家男兒獨愛室內活動，但

從沒要求去滑雪，令我稍為放心。 

 

事後分析，假如當時有人提醒少女不宜戴頸巾，假如當時有人提醒少男不可

離隊，也許不致樂極生悲。誠然，大夥兒興致勃勃尋開心之際，別人提點頓成忠

言逆耳，這是青少年期普遍的現象。身為家長，我完全明白在此刻搬出大道理，

往往適得其反，要阻止意外殊非易事。 

 

借鑒別人的慘痛經驗，我們會比較客觀，容易悟出真理、汲取教訓。這心態

看來近乎幸災樂禍，但從另一角度考量，如果沒有居安思危的思想準備，萬一遭

遇不幸事故，我們承受得來嗎？最近參加辦公室的火警演習，兜兜轉轉跑落十多

層樓梯後，感到頭昏腦脹、雙腿乏力。演習讓我確切了解自己的體力不濟，學會

了如何在身陷險境時作出明智抉擇，應按本身實力設法脫險。由此觀之，未嘗親

身經歷，難以估計自己的應變能力。 

 

上述意外事件能直接觸動我的神經，純因當事人的年紀與我的子女相若，令

我不期然產生代入感。人家或會認為「大吉利是」，但我確曾想過，如果肇事者

是我的心肝寶貝，我會有何感受。在安逸的日子進行心理演習，是積極的生活態

度。意外始終是意料之外，縱有周詳的預防措施也非萬全之計，不過，有備而戰

總勝於在毫無準備下驟然面對逆境的挑戰。 

 

歡迎以下新會員加入伉儷同行協進會：— 
    
   陳志明、郭文靜伉儷；施夢耐、馮淑儀伉儷 
    Peter Teo、楊花花伉儷；蔡國、盧燕芳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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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凱嫻 

 
過了三月，過了四月，這是第五

十五天。 

主，是的，事事有定時，但是，

我們萬萬想不到正是這個時刻！我們

也萬萬想不到，前後兩個小時的差

別，頃刻便鑄成我們與 Ming Ming 的永

訣！本以為牠可以逢凶化吉，經手術

後可以恢復進食，與我們

一起搬進新居過新生

活；可惜竟是緣盡十四

載！ 

三月三日那天的下

午三時許，我和女兒站在

動物醫院的手術牀畔，撫

摸著 Ming Ming 已微涼

的軀體，我禁不住向牠道謝，感謝牠

在過去十四載與我們一起渡過的時

光，牠所帶給我們的幸福、融和、安

慰和歡樂，滋養了我們的身心。這十

四年間我們曾搬家三次，牠陪伴我們

渡過人生的不同情緒和光景，對着我

們三個不同脾性的主人，牠亦懂得以

不同的方式相處，實在感到牠擁有高

度的靈性。由於我們三人都很寡言和

忙於生活工作，在家中相聚交談的機

會不多，然而卻因著牠經常的居間，

引起了彼此的呼應和互動，豐富了情

感上，和生活情趣上的交流，遠遠超

過了主人與寵物的關係。我們都一致

覺得牠是我們家人的一份子，一位至

親熟的朋友。 

Ming Ming 精靈活潑，可歷時三數

分鐘不休止地跟我們以聲音對話。牠

有很多不同的生活情態，因此我們賦 

 

予牠不同的形容和描述。當歡迎我們

回來時，有牠一連串的「指定動作」（在

地上翻滾轉圈）。牠懂得如何引領我們

陪牠進食或通知我們勿忘出門前添加

飼糧。有時，牠佔著我們窗台前祈禱

角的座位，很有尊嚴地靜坐沉思不

動，那光景簡直是一隻會「祈禱的

貓」。牠喜愛日光

浴，經常坐在報章

紙堆中或踡縮在內

裡，堪稱一隻「有

文化的貓」；當感到

牠實在可愛和窩心

時，女兒會暱稱牠

一句「傻猪 Ming」！ 

臺灣獸醫杜白先生在他的「動物

生死書」中提出三三定律，作為面對

寵物生命無常的恰當態度。所謂「三

三」，一是指身體的照顧，二是指情感

的關顧，最後則是指天命和天意了。

作為主人，我們最要學習好的功課就

是放下，信賴天意的安排，不能太長

久沉浸在悲傷思念和不捨當中，放縱

感情，造成傷害，令往生路上的所愛

未能修行圓滿獲得加分。 

Ming Ming 近年由活躍趨於安靜，

睡的時間多了；我們只想到牠年老

了，卻料不到三三定律就在三月三日

下午三時左右翩然驟至！ 

主啊！感謝祢所賜這份情緣和厚

禮，她已深入我們的骨髓，請給我們

時間與溫和忍耐，去過渡這份不捨和

傷痛，慢慢學習生命的遺憾與無常，

順應天命吧！Love never 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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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夫婦避靜 參加者的作品 

                                                   

         樂靜靈修營 參加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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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共 
創 

         陳銘澤 
 

「老」是人生必經之路。若任誰
沒有經歷過，只表示該人夭折或是英
年早逝；他的父母可能是白頭人送黑
頭人，那將會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 

當一個人老來的時候，那將是去
逝前的一個階段，那可以說是晚年。
既然年華消逝，那麼是與终身伴侶安
享晚年呢？還是孤獨一人晚境淒凉？   

我們的人生，有幸有不幸之分；
我們的生活，有貧富之別；我們的生
命，有充實與否之不同。當年老的時
候，我們不必介懷是否比別人不幸，
過得不及別人舒適；反而要回顧過去
的大半生：自己所渡過的是怎麼樣的
生活？做過怎麼有意義的事？作過甚
麼貢獻？是夫婦二人攜手合作、充充
實實的生活？還是同床異夢、混混沌
沌的渡過？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的一生自
必以恭敬天主、救自己的靈魂為依
歸；但如果認真思考一下：自領洗以
後，我們有沒有切實的認識、愛慕、
侍奉天主？還是只是每天唸早晚課、
飯前經、望主日彌撒、領聖體、每年
辦一兩次告解；認為遵守了聖教會的
教規便了事；還是作為一個公教家
庭，全家一起進行宗教活動，父母更
作為子女的表率，熱心參與彌撒，並
鼓勵子女從事輔祭、奉獻、歌詠的工
作。 

當然、正值青少年，甚或中年時，
不是忙於求學、玩耍，便是努力工作，
找尋理想伴侶；從事自己心目中的事
業：成家立室、生兒育女。這沒有甚
麼不對。人生本來就該如是，但我們
有沒有想想：學識、工作、生活之外，
是否應該顧及牧靈方面；追求物質生
活之外，也需要精神上的調劑。組織
家庭、過着日常生活及一般的消遣之
外，我們會否考慮一下參加堂區的活
動，做一點有意義的義務工作，冀能 

 

對教區、社會作一點貢獻。 
幼、青、壯年轉眼便過。老年的

時候，一切節奏可能全部緩慢下來。
如果健康許可的話，能夠做點有意義
的事：譬如義工的話倒還不錯；怕只
怕體力不支，想做也做不來最為可
惜。況且，經濟上也可能是一大問題。
要屆時衣食無休方可應付其他。一切
順利的話，兒女可能已經獨立，住宅
可能已經完成供款，與伴侶二人日常
的開支亦沒有甚麼較大消費；澳門醫
療福利還算可以，怕只怕理財不善，
欠下債款，或身患頑疾，不但自己不
能照顧自己，還成為伴侶及家人的負
擔。 

本人接近二十歲的時候，沒有甚
麼特別的感覺；接近三十歲的時候，
不期然想到：晃眼之間，原來小弟已
到不惑之年；接近四十歲時，不禁暗
嘆一聲，人生已過了一半；快到五十
歲時，回首前塵，不勝唏噓；到了六
十歲，雖然感謝天主，身體尚算不錯，
樣貌身型未呈老態，但亦非當年的年
華；每念女兒仍然年幼，思之不無忖
忖。只能羨慕八十歲而仍然精壯的前
輩，盼望到達他們的年紀時，仍能有
着他們的健康。 

我們環顧四週，年紀老邁的大不
乏人，繼續工作、永不言休者有之；
豐衣足食、安享晚年者有之；家徒四
壁、捉襟見肘者有之，無依無靠、饔
餐不繼者亦有之。所謂比上不足，比
下有餘。我們不必羨慕別人，也不必
貶低其他；不心存僥倖，不自艾自怨；
懷着同情心，抱着實幹精神。年青時，
勤力讀書；年長時，努力工作；不浪
費時間，不做無謂之事；夫婦同心，
腳踏實地，認認真真去努力實幹。 

祈求天主：希望達到一個幸福的
晚年。 
（轉載自澳門觀察報 2009 年 11 月號） 

 
14 



 

    護生享老是天職是恩賜 

凱嫻 

拜讀銘澤賢兄上期及今期於「加油站」的「生」「老」鴻文，願藉此篇幅回
應和分享曾興起的一點感想與迴思。 

上主是造生創世之主，一切從無到有，都由於祂的大愛，慷慨與慈悲，我們
才有了生命，也有了一切能滋養維繫和延續生命的種種賜與。生命起始源有上主
的祝福和稱好，讓我們享用，讓我們延續祂的創造，從中體會愛、分施和回應愛。
因此生命是值得慶祝的，感恩的和尊重珍惜的。既然若此，我相信一種護生的態
度是理所當然，不僅能中悅上主，也是我們與生俱來需要好好奉行的一份天職，
這樣才反映那內在於我們的上主肖像，不負恩，不愧稱祂為父，份屬祂的子女。 

再說老；能夠享老，真是恩寵上加恩寵。試問生之無常，我們又豈能奢望必
可頤養天年呢？ 

能夠活到老，仍能健康飽滿，自律自理，有適當的社群生活和人際關係網絡，
甚至能把一己之所長，不求回報地回饋社會，向下一代傳遞智慧和經驗的衣缽，
這真的可以稱得上無憾了。建功立業，培育後代的責任既己完成，掌握老年的黃
金歲月，珍惜自己，保育身心靈的修護滋養和樂享天年，何嘗不是中悅天主的美
事呢？ 

「生」，貴能珍惜愛護，「老」貴之在「享」，戒之在「愁」，願與各位老友共
勉之！！ 

 

 

  感謝下列人士捐助本會 2010 年度常務經費:― 

 何少棠 $1,000.00  張氏家族 $250.00 

 Angela Yuet Kay Kan $20,000.00  嘉諾撒聖心學校(捐獻部) $500.00 

 袁新南/楊妹英 $1,000.00  Juliana Sin Yee Tse $152.00 

 楊馬雲 $380.00  陳金鳳 $160.00 

 李萬華 $300.00   士 第六屆女 $100.00 

  合共： $23,842.00 

另感謝下列各位會員參與 2010 年元旦日的步行籌款活動，籌得以下款項：－ 

步行者姓名 籌款總額  步行者姓名 籌款總額

 何秀鈴 $300.00  周子堅 / 黃穎筠 $1,200.00 

 陳志常 / 張凱嫻 $1,700.00   鄭瑞薇修女 $500.00 

    合共： $3,700.00 

註： 1. 2010 年步行籌款總籌得款項為$173,147.00 

   2. 所有贊助者芳名將刊登於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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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員 專 享 本 會 舉 辦 的 免 費 活 動 ：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  題 /內  容  講者 /主持人  

 讀書會 

請留意地點有所變動 

 12/06, 10/07/2010 
 星期六下午 3:00－6:00  
 地點：美孚 

六月份仍然繼續讀這書《弦外之音》
作 者 戴 邁 樂 是 耶 穌 會 士 。 全 書
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且發人深
省，是一本很好的書。 

周愈娜、張笑意

 音樂人唱家班 17/5, 7/6, 14/6/2010  
逢星期一晚上 7:00 – 10:00
地點：會址 708B 室 

一切回復正常，歡迎有興趣人士，
攜帶自用樂器參與。 

胡鉅榮、廖國民

 親親   互助小組  25/06/2010 
星期五下午 6:30 － 9:30 
地點：會址 708B 室 

單親雙親一家親，每兩月一次例行
聚會。 

伍國光、李睦順
李展輝、鄺艷冰

 晚餐廳祈禱  17/06/2010 
 六月份第三個星期四 
 晚上 7:30 - 9:30 
 地點：伉儷會祈禱室 

晚餐廳祈禱是起源於七十年代的  
祈禱敬禮。這是個適合平信徒的祈
禱運動。＊＊請帶備玫瑰唸珠＊＊

** 

夏文浩、周愈娜

家庭靈修日 
費用：自由捐獻 
車費／午餐等自付 

27/06/2010 星期日 
 
時間及地點：待定 

六月的「家庭靈修日」 
遠足路線待定. 
請留意網上及每月快訊公佈 

莫俊強、徐偉雄

關俊棠神父

告 
預 

活 
動 

公 開  / 收 費 活 動  
活動名稱 / 費用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 題 / 內 容 講者 / 主持人 

家庭靈修避靜 
 
費用：會員每人$880 
   非會員每人$980 
   子女 18 歲以下 
   每人$780 
 

 21-23/05/2010 
 星期五–日 

宿營地點：南沙港英東中學
集合地點：九龍中港城碼頭
         (如有改變，以出

發前通知為準)

(連來回直航船票、簡單食
宿、導師費) 

連續舉行每月家庭靈修日多年後，

今年開始嘗試舉辦每年一次「家庭
靈修避靜」，邀請會員們以家庭為單
位參與避靜。過程中夫婦們可通過
聆聽短講、讀經、分享、並反省如
何對在家庭生活中所感應到的呼召
作回應，而年青一代則同時在關神
父的指導下進行靜化心靈的活動。

關俊棠神父、陳志常

生命自覺法 Focusing 
跟進課程 
 
費用：會員每人$380 

夫婦每對$600 
非會員每人$450/ 
夫婦每對$750 

27/05, 24/06, 5/08/2010 
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會址 708B 室 

 

 

在這四節中，導師將集中指導學
員，在實習使用生命自覺法的步
驟和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尤其
是在清理空間 clear the space 
與覺受 Felt Sense 之間的關
係！ 
歡迎曾修讀初階班學員繼續練習 

陳志常

品茶共話之 
磁療續篇 
 
費用：自由捐獻  

 5/06/2010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 5:30 
地點：會址 708B 室    

今次聚會是繼二月份的「磁療法」
延續篇，再次邀請到陳金鳳女士主
講。 

分享嘉賓：陳金鳳

婚姻三重奏工作坊 
 
費用：每人$500 /  

每對夫婦$850 
 

B.10-11/07/2010 星期六-日
C.18/07/2010 星期日 

 時間：星期六下午 3:00 –7:00
星期日早上 11:00 –下午 6:00

  

地點：會址 708B 室  

主題：溝通、情緒、靈修 
形式：短講、活動、分享、遊戲、
角色扮演。 
凡參與工作坊者，可免費（個人可
攜配偶）參加18/7 輕談淺酌夫妻樂
的聚會 

詳情請致電本會查詢 

任燕瓊（Maria）、

黃玉書、張凱嫻

 

個人靜修日 
費用：每人$280 
(連午飯) 

31/07/2010 星期六 
時間：早上 8:45 –下午 4:00

地點：上水聖保祿樂靜院 

在寧靜安穩的氣氛下，讓精神集
中、專注；口為主而靜默，心為主
而打開，讓身心靈安歇主懷，活出
平衡和整合的生命。 

張凱嫻

 
[報名] 查詢請電 28685270 或傳真 25651608 或電傳 couple1994@gmail.com    
 報名請將支票抬頭「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附姓名/電話/活動名稱，寄上環會址      
[註]  如因各種突發因素，活動主題或內容有所修改，不另通告。 
 會員請翻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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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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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天開始，大家可攜同下列條碼至任何一間［7－11］店舖，
便可將你的捐款捐給伉儷同行協進會，將捐款紀錄傳真來 25651608，
我們核實後便會發出捐款收據作申請扣稅用途。 

謝謝大家！ 
 

 

 

 

捐款程序： 

1. 帶條碼到任何一間7-ELEVEN 以現金捐款。每次捐款最少為港幣 

 一百元。 

2.   將7-ELEVEN 交易紀錄連同個人資料，郵寄至受惠機構索取正式

 捐款收據。 

 

機構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西 2-12 號聯發大廈 703 室 
 
電話：2868 5270  
 
Donation Method  
1. Bring the charity barcode to any 7-ELEVEN store and make 
 cash donation. The minimum donation amount is HK$100 per 
 transaction. 
2.  Send the 7-ELEVEN transaction record together with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e beneficiary charity to obtain an 
  official donation receipt. 
 
Address: 
Rm 703, Arion Commercial Centre, 2-12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Telephone: 2868 5270 

 
 

 



本會代售下列各項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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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 喊出男人 梁敬之 /伉儷同行協進會 ＄40

3 同行共創美好婚姻路 伉儷同行協進會 ＄40

4 婚姻因你精采 伉儷同行協進會 ＄40

5 道是無情卻有情 伉儷同行協進會 ＄40

6 自在女人心 伉儷同行協進會 ＄40

7 夫妻十架之路 張凱嫻 /伉儷同行協進會 ＄5

8 紅塵誤悟紅塵 關俊棠 / 塔冷通心靈書舍 ＄54

9 回家 45人合集 / 獲益出版社 ＄40

10 父親母親 90人合集 / 獲益出版社 ＄46

11 療傷的對話 南絲。格爾馬丁 / 商周出版 ＄90

12 生生基督世世佛 一行禪師 / 土緒 ＄70

13 良師益友 100人合集 / 獲益出版社 ＄45

14 家庭是人生的冒險 瑪達蓮娜 ＆ 古倫神父 / 南與北文化 ＄80

15 擁抱老年心生活 古倫神父 / 南與北文化 ＄90

16 共渡此生 陳志常 / 獲益出版社 ＄30

17 聆風閒想 張凱嫻/ 獲益出版社 ＄30

18 內觀自得 坎伯爾、麥克瑪漢 / 光啟 ＄40

19 深河 遠藤周作 / 土緒 ＄80

20 The Good Marriage Guide John Farrelly / Veritas $220

21 Sex, Love and you Likona / AMA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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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7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 John Gottman / Three Rivers Press $190

30 OH Cards 中 / 英文版 EOS Interactive Cards  $320

31 Songs of Healing (CD) Robert Gass /Spring Hill Music $170

32 Enchanted (CD) Robert Gass /Spring Hill Music $140

33 沙灘足印（竹簡） 塔冷通心靈書舍 $115

34 愛一個人（竹簡） 塔冷通心靈書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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