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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百期
編者
的話
第一百隻猴子
與第一百期加油站

　　 數年前的某期加油站，筆者也曾以「第

一百隻猴子」為題，代筆寫過一則編者的話，

作為伉儷會同仁的勉語。

　　所謂第一百隻猴子，是說：有三、五隻猴

子，甚至三、五十隻猴子，同樣去幹一件事，

還可能不會改變猴子的社群，猴子的世界。但

是，若然有了一百隻猴子，都有志一同，那整

個社群，就可能翻然革新風氣一變。

　　於 今， 加 油 站 也 到 了 第 一 百 期， 即 或

九十九期的努力於茲，未能轉變什麼人心，扭

轉什麼風氣，那第一百期又如何呢？

　　對於伉儷會所執持的信念，經過二百個月

十七年以還，是否到了開花結果的時候呢？筆

者願再借這想法，與伉儷會諸君共勉。

周子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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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慕道班都一定有它的精彩故事，
而伉儷會的慕道班故事，你又聽過未呢 ?
　　既然稱得上伉儷會的慕道班，自然很多一
對一對的伉儷在我們的慕道班中敷演著他們各
自的故事，就連導師也由始至終是兩對夫婦李
健康、余似懿和阮少林、蔡錦妹所擔任。

信仰與婚姻
　　信仰是婚姻中，看似不起眼但又實在不容
忽視的元素。慕道班學員之中，有夫婦二人一
起慕道一起領洗的！有夫妻中一人是教友，期
望另一半領洗而終於得償所願的！有陪伴配偶
慕道，結果發現自己的信仰得以重新整合的！
　　在婚姻生活中去培養信仰，然後又以信仰
靈修去豐富去支持我們的婚姻生活，就成了伉
儷會慕道班的特色！
　　其次，另外一個特色，在於慕道領洗之後
的追縱延續。導師和學員有一個優良傳統，每
月一次大家回到伉儷會，共同研讀聖經、分享
信仰，最後一起晚飯，稱之為「月食」，參加
的人可不少。記者夫婦這次就不請自來，和大
家共讀共食，順便作了一次訪談。

一個也不能少
　　伉儷會的慕道班從不以量為主，而更加重
視其質，並因而傳流下「一個也不能少」的佳
話。話說當年李淑慈決意慕道，而同學寥寥，

但導師居然決定四對一，集體堅持了一年多的
時間，去引領她一個人步入信仰之門。
　　回憶前情，淑慈她在感激四位導師之餘，
也笑著說：「任何課程的上課時間都必然由導
師話事，但我參與的這班，卻反過來由學員決
定，事關若然我因事不能出席，出席人數就馬
上變成零！」
　　

加油站

   ─慕道班十年來的故事

以夫婦

夫婦
影響

▪譚景芬 • 鄧麗霞

夫婦一起研經，

多麼溫馨。( 上圖 )

▪ 導師用心講，

學員用心聽。

( 左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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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導師們異口同聲說：此情不會再！
以四對一，付出的精力太多，實在難以為繼，
因此「四位將軍一個兵」的神話，將成絕響。
　　剛剛領洗的譚景芬就表示，想像不到一個
人上課的情景，他喜歡的是一大班人一起的傾
談、一起分享的熱鬧。講起他的導師，他說最
初加入這個慕道班，多少因為是由少林所教，
但參加之後發覺健康老師「原來好正」，既能
引經據典，又能深入淺出，又可以容許隨便發
問，他自覺所問的問題，有點刁難的味道，但
導師卻從不介意，真箇要多謝他們。

導師要識唱粵曲
　　提到導師，原來少林、錦妹這對導師夫婦
另有一點資歷，對「英姐」黃美英願意報讀他
們的慕道班，起著非常大的作用。
　　英姐她的大兒子年幼時領洗入教，後來更
感到聖召而加入修會成為修生。他經常遊說媽
媽領洗，而英姐前此也曾慕道數次，每次都與
導師們感到格格不入，有者太嚴厲太傳統，有
者不讓她發問，令她追尋自己信仰的動力大減。
為求找到與自己有共同點的導師，她跟大家說：
「如果兒子要我再一次慕道，導師一定要懂得
唱粵曲！」
　　結果不問而知，其間記者夫婦也起到穿針
引線的作用，介紹英姐認識了少林、錦妹夫婦，
非常樂意地慕道領洗，今時今日還風雨不改地
參與「月食」，她說：「每個月我都會出現，
我會推掉任何約會，來為身心靈吸取食糧、吸
收養分。」

可以不看電視  不可不來月食
同樣，次次出現的還有「阿妙」陳妙妍，她也

同樣說，非常喜歡每月一次的聚會，寧願不看電
視不去街，也一定要參加，最喜愛研經所用的
不同方式，尤其讀完一段聖經，都要選擇其中

感受最深，最喜歡的一句，令她拓闊自己的
信仰。

今年剛領洗的劉玉清，阿 May，也感到月食
研經對信仰靈修的益處，初次出席，未必有太
多的說話提問，卻專心致志，細心聆聽。

「弼哥」郭良弼本身是讀書人，在成為基督
徒前，已經讀遍不少天主教的經典書籍，令身
邊的親朋戚友（包括記者夫婦）誤以為他是教
友。雖然太太信教多年，也嘗試說服他去慕道，
不過可能時候未到，無論如何遊說都不見成效。
　　兩年前的書展，記者夫婦偶然發現在天主
教攤位打書釘的弼哥竟然不是教友，馬上為他
報名參加慕道班。

人人都得到照顧
弼哥個人來說，最欣賞的是伉儷會的小班

教學，認為這種類似精兵制的方式，最能照顧
每一個人的需要。以他自己為例，由於多年的
閱讀，理性上有太多的信仰問題，太太因而未
能為他解惑，普通的課堂又怎容許他一一發問，
而疑問一日未得到解答，他又如何能夠信服！
　　如今成為基督徒，最歡喜快樂的肯定是弼
嫂，多年的心願得以滿全，而且婚姻中也少了
很多「問題」。

夫婦影響夫婦
伉儷會慕道的故事，可能說上幾天幾夜也說

不完，但從故事之中可以聽得出，夫婦慕道這
項嘗試，在天主的帶領下，已結出纍纍美果，
並影響著一對又一對的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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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漢主教為郭良弼及劉玉清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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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景芬與伉儷會總幹事陳志常是多年的好
友；近年鄧麗霞 (Teresa) 加入了伉儷會當常務
秘書，協助推展伉儷會的工作，可見兩人與伉
儷會早已有不解的淵源。今年四月，景芬完成
了伉儷會的慕道班課程後，正式接受了聖洗聖
事，誠可喜可賀。

加油上路
譚景芬伉儷結婚已有三十六年，育有一子

一女，數年前還添了媳婦。但回顧多年婚姻，
卻發覺喜樂參半，接受過筆者是次的專訪，大
底可視作為一次中期的檢示，為未來要走的路
添多一點能源動力。

景芬出生於一個貧乏的家庭，自少讀書成
績強差人意，典型頑童一名，卻也肯在家中幫
手做一些成品，幫補家計。同樣因為家境清貧
的原因，Teresa 自少更遭原生父母送給別人寄
養，與家人仳離；在十幾歲時，卻偶然與親家
姐相遇，遂投返原生家庭生活，不過卻總覺得
有點疏離感。兩人相識於一個舞會當中，景芬
欣賞女友高佻身段，卻自覺條件不高，要鼓起
很大勇氣才敢展開追求。Teresa 很想有一個家
的感覺，又欣賞男友樂於助人，夠義氣，遂於
拍拖三年後，與景芬共諧連理。

美好的回憶
子女的誕生的確給這一個家帶來了無比歡

樂。Teresa 很懷念在結婚初期，子女還是幼少
的日子，一家人與另外數個要好的家庭 ( 今天
已移居外地 ) 一起到離島露營、燒烤、唱歌，
盡享天倫之樂。景芬則對一向讀書成績不甚理

想的女兒有機會負笈澳洲升學，是一生人最開
心的事，因為她可以轉換到一個新環境，重新
踏上求學的正軌，重燃新的希望，更藉此補償
自己讀書不多的遺憾。他很好動，最喜歡邀約
三五知己搓麻將、打羽毛球，怡然自得，很享
受無拘無束、無羈絆的感覺。

幽谷
景芬在家中被稱作「秦始皇」，各人都要

言聽計從。由於景芬常出外消遣應酬，妻子常
要獨力管教兒女，疲於奔命。Teresa 性格被動
內向，又怕嘈吵，為人父母後，更不忿為雞毛
蒜皮的事而起爭吵，很多時她也只會遷就丈夫。
缺乏自信的她很少駁嘴，甚至也覺得是自己的
不是，逼於啞忍，怨憤卻不斷積壓。在後期，
她的情緒有時不能自控，只得靠淚水來宣洩內
心的痛苦。由於她終日以淚洗面，所以被稱為
「喊包」。十多年前，丈夫因工作關係，要經
常往返內地，使她很擔心。每當有問題時她要

加油站

「婚姻是一份識見、一種態度，

  透過攜手學習，卻發現別有洞天。」

人物專訪

4



靠自己解決，情緒經常起伏不定，精神緊張，
完全缺乏安全感。

婚姻路上的逾越
景芬也自知脾氣暴躁，當年要維持七八口

子的生計，工作壓力異常沉重，乃時常借故責
罵妻子，無理取鬧，以發洩心中的鬱結悶氣，
屢見爭吵。當初他認為爭吵不算是婚姻路上的
障礙，但自從聽過很多過來人的經驗和分享，
才發覺自己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發現問題和承認
問題的存在。原來自己結婚近 40 年來什麼都不
懂，現在需要多多學習。

今天，Teresa 相信每對夫婦都有他們的障
礙，她深知他們兩人間最大的障礙是溝通問題。
因為他們都是很難表達自己的人，又沒有共同
嗜好，沒有話題是正常不過的。直至在年前廣
州白雲山莊一次避靜中，她才向丈夫第一次說
出心底話：「我忍了很多年，熬了很多苦。」
舒了一口多年鬱結的寃悶氣。

信仰的歷程
Teresa 自幼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雖

然養母是拜神的人，但對於神的意義真是一竅
不通。直到加入「伉儷會」工作後，因「伉儷
會」的創辦人和董事局成員都是天主教徒，他
們給她的印象是很友善、有愛心、樂於助人。
剛好在一次聯歡中，會員何亦愛女士向她傳道，
邀請她加入她的慕道班。在導師的愛心及耐心
的繼續陪伴，直到二００九年復活節，Teresa
終於成為了祂的女兒。或者真個是天主的事功，
今天她的怨氣大大減少了，只希望丈夫能再給
她多一點關心。

景芬自小學習天主教的教義，但沒有認真
瞭解，混混噩噩了幾十年，什麼宗教都願意嘗
試探索，卻無所成。自從和伉儷會朋友接觸多
了之後，才再重新認識天主，發覺「天主才是
他的最愛，希望天主以祂的大愛保守他的家人
朋友平安。」他多去了聖堂，內心添一份寧靜
祥和，懂得多為別人的利益著想。在夫婦間相
處之上，他脾氣收斂多了，但願妻子也能察覺
得到，現在他很享受與家人相處的時刻。

寄語讀者
在這段期間，Teresa 發現到主的愛真是很

偉大，祂無條件的愛世人，像父母愛子女一樣，
還包容我們的過錯。我們要效法主的精神，要

愛己愛人，將「主的愛」傳揚開去。Teresa 寄
語【加油站】的讀者們，要「愛你的家人、朋
友」。愛是關懷、尊重和包容，知易行難，卻
是夫婦間相處之道的不二法門，婚姻這條路是
很難行的，需要很多愛、包容、忍耐、付出和
犧牲才可以滿全。伉儷會提供了一個絕佳的平
台讓大家一同學習，互相勉勵。景芬發現夫婦
間之能夠和諧共融，卻有賴經常反躬自問，先
要做好自己的本份才有望對得起他人，多檢視
自己的過失，棄絕自己，不可以諉過別人，更
不可要對方改變來遷就自已。

Teresa 補充謂：「希望我所認識的家庭，
都能實踐【伉儷會】的口號：以夫婦影響夫婦、
以家庭培育家庭、讓生命傳遞生命、讓愛心燃
點愛心」。

主的啟發
領洗過後，Teresa 謂學到了要愛人如己，

為對方想多一步，爭抝才會減少。兩人十分認
同要多讀聖經，對聖言作多一份深切的瞭解。
Teresa 最喜愛路加福音的這一句：「你的信德
救了你，平安回去罷！」信德使她對婚姻重拾
信心、重燃希望，喜樂當隨之而來。景芬則笑
謂可能是性格使然，他凡事不強求，隨遇而安，
心中愈來愈加平靜，或許這就是全心的交託，
所謂「天主自有安排」。

在婚姻路上幾經折騰，驀然回首，驟覺：
幸福，其實源自對過去的瞭解。
幸福，源自對過去憂傷的忘懷。
幸福，即源自對過去的放得下。

展輝報導

1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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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

以家庭

家庭
培育

關俊棠神父為伉儷會帶領靈修避靜已經有
好幾年，形式內容地點等都年年有所改變，每
次都頗有啟發性，其中多次更令參加者回味不
已。

今次避靜與往年稍有分別，是以家庭為中
心，稱為「家庭靈修避靜」，所以參加者不乏
會員的下一代，年紀輕輕，令慣常舉辦的避靜，
恁添一份青春氣息、家庭親密感。

至於活動地點，南沙港英東中學，佔地甚
廣、環境幽靜，而且樹木圍繞、人口不多，極
之適合與會朋友拋開一切俗務，投入避靜的氛
圍之中。

一如既往，關神父為大家準備了一場心靈
的盛宴，包含著家庭生活各個範疇的內容，供
每一家庭分別默想求索。然而，內容盡管豐富
多姿，神父也細心地為與會眾人預留出了充裕
的靜思空間與對談時間，讓大家可以沈浸在神
父提出的課題中，加以長考。

首先，大家以家庭為單位，按神父的指示，
多次反思自己家庭內的不同課題，包括家庭內
的溝通問題，正向負向的回饋，家庭功能良好
還是欠佳等。其次，又帶領大家思想一下家庭
靈修的內容與方法，提出每天三個十分鐘靈修
的模式。最後又讓大家思考個別家庭的理想與
願景。

此外，又在第二天的晚上，安排了彌撒，
內中又請劉本富一家，為大家作見證。

當然，神父所設計的避靜，斷不會是由
始至終通通都是嚴肅思考的內容，一定會平衡 
pray and play 兩部份，參與避靜的家庭，在
三天的行程中，都對南沙的旅遊景點，有了一
定的認識。

▪ 羅謙信 • 戴嘉麗夫婦 ▪ 李育強 • 蔡慧雲和幼女李羚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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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松齡 ･梁惠芬 ･駱俊瑋一家的願景

　　兒女長大，到了一定的年紀，開始建立自
己獨立的身份，建構成人的自我，少不免與父
母有溝通上的困阻，駱氏一家早幾年便有類似
的景況。
　　是次避靜，雖然稱之為家庭靈修避靜，但
名副其實一家大小同來的並沒有多少，而駱家
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三天之中，父母親兒同進
同出，好不親切溫馨。
　　駱氏夫婦是伉儷會的資深會員，也是其中
一對夫婦董事。多年來為會務付出良多。往日
他們一家三口出席活動，日漸成年的 Keith，
由於腦筋靈活、善於思考，對很多事都頗有一
己之見，於是難免和父母為各種大小事情，有
所爭議。
　　過往問 Keith 他，何以如此？他會說，父
母他們真的很愚蠢！專門做一些不大合理的
事情！ Keith 他只好出言制止父母，以免他
們出錯！

劉本富 ･鄧翠芳 ･劉育成 ･劉勇洋

同為家庭作見證

　　劉氏一家，對記者夫婦來說，比較陌生，
全因南沙避靜，方才有機會深入一點交往、好
好交談，方才發現劉鄧兩夫婦都坦率而易於相
處，兩位公子都各有所長，勇於表達自己。
　　一開始，他們一家都較為惜語如金，但不
旋踵，一旦打開話匣子，即時顯露一家四口同
樣擁有幽默的種子，無論自嘲還是開別人的玩
笑，都那麼有天分。

　　在南沙的三天，駱家三個人的對話、往來，
與前大不相同，可以看得出，Keith 對父母的
想法，變得頗為尊重，事事表現出一份孝愛關
懷。雖然沒有問過他，還覺得父母很蠢嗎？但
我相信如果真的提問，他可能也會答：經過我
悉心教導，他們已經聰明了很多！
　　避靜的其中一個環節，是讓每一個家庭為
自己譜寫心曲，駱家三口便交出了這麼一句：
「和和和諧，快樂在我家。」而且還排演了一
些動作，三個「和」字各由一個成員唱出，合
起來便塑造出一片和諧。

　　當有機會深談，就讓我發現，他們的小兒
子勇洋，原來酷愛閱讀，而且看書很雜，什麼
書都可以一看，小小年紀，已經讀了「魔戒」
一遍又一遍，對電影所改編的情節，有什麼遺
漏，有什麼失真，如數家珍，而且觀其憤然不
平的神色，真箇十分可愛！
　　避靜中間，每值家庭分享的環節，自必然
見到劉家的四人，圍成一小圈，在大聲討論，
每當其時，大哥育成都口舌便給，講得很多，
而且表情十足。弟弟勇洋難得開口，但每一發
言，家中其他三人都會專心細聽。
　　他們為自己一家所選擇的曲詞，是大家的
集體創作，大哥表示同一屋簷下的家人，有困
頓阻厄是無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能夠攜手合作
去面對。至於下句的艷陽天，卻是弟弟的想法，
表達的是一份美好的祝福，不知道勇洋是否看
過內地的同名小說呢？
　　到了第二天晚上的感恩聖祭，劉家眾人又
負責其中的見證部份，同一段讀經，父母兩子，
四人的分享都不盡相同，很能反映每人的性格，
而且兩個兒子，都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甚
而至是與父母相反的意見，可見平日的劉家，
也是平等開放，容許兒子自由發揮的一種家
庭文化。

笑，都那麼有天分。

同住一起 攜手解困

     總必會遇上艷陽天

和和和諧 • 快樂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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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

“貞明”夫婦編寫了自己的「雅歌」，活
出了婚姻的精髓，樂於分享和甘願投向對方的
生命，引發彼此最深深處的真善美，實在令人
羨慕，更見證了「愛」超越死亡的恐懼。

以下是伍偉明紀念他的愛妻馮淑貞 2010
年 6 月 5 日安息彌撒中之分享撮錄，原文可
見偉明的臉書主頁 (http://www.facebook.
com/Anthony5waiming?ref=ts)。

馮淑貞是一個孝心的女兒、傑出的妻子、
關愛兒子的母親、好幫得手的姊妹和推心置腹
的朋友，我們有幸福愉快的家庭生活，是親戚
朋友心目中的模範夫婦。我們用了自己的名字，
自稱“貞明＂夫婦。

貞有一次吩咐我寫下她對婚姻的精句 : 

“婚姻好像一個套餐 -- 頭盆是父母，主菜是
   丈夫 / 太太，甜品是子女。” 
  淑貞關愛她的兩個兒子無微不致。兒子上

小學時，她特別安排自己只上半天工，放工後
趕回家督促兒子功課，用盡各種方法完成任務。
每年暑假，她都會特別安排一家人出外旅遊，
最緊要影相，給我們保存了很多美麗和歡樂的
回憶。

 淑貞天生有表演藝術的細胞，她喜歡唱
歌，是美聲合唱團和伉儷會唱家班的積極成員，
被喻為一個出色的舞台藝術表演者。在患病其
間，淑貞曾經由聖神默感作了兩首歌，一首是
在 2007 年 5 月 24 日零晨三時作的“我心衷誠
感謝上主＂( 伉儷會 82 期的加油站刋登 )，另
一首是在2008年12月作的“小火柴＂。這首“小
火柴＂在 2009 年 4 月 10 日荃灣葛達二聖堂痛
苦五端音樂祈禱晚會中演出。歌詞內容是 :

小火柴馮淑貞

生命無常而且有限

人性又是軟弱的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疾病及死亡呢 ?

讓生命

生命
傳遞

▪ 伍偉明 • 馮淑貞夫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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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為她担心，她把痛苦獻給聖母瑪利亞，為
病苦的人、為破碎家庭邊緣青年。在醫院，小
團體和朋友聚會之間不斷把握福傳的機會，安
慰病友，減輕她們心理上的痛苦。她的朋友一
直都很熱心地為她祈禱。淑貞多次在她的筆記
簿中寫著 :“生命長短無得算；有無意義自己
選。＂淑貞生命的意義，就像小火柴，發了光
發了熱，燃點了你和我的心火和成了充滿每個
人的心中愛 !

淑貞於 2010 年 5 月 17 日 ( 耶穌升天主日
後的星期一 )早上四時在瑪嘉烈醫院主懷安息。
她與癌症堅強地戰鬥了近五年，隨著耶穌升了
天。

雖然我們今天和淑貞可朽的身軀告別，但
是她不滅的小火柴精神是永遠和我們一起的。

100 期

淑貞曾經叫我給她作首詩。我當時在她的
一張單人照上寫了“為你作首詩，令你生活更
有意思…＂當時她不收貨，現在我就抄襲你的
小火柴，作為我們廿五年的生活詩：

淑貞小火柴，依靠主恩燃點愛；

偉明心中載，擦亮生活更精彩！

淑貞在 2005 年發現患乳癌，2007 發現大
腸癌。這五年來，天天和淑貞出生入死。她經
常問我她會幾時死 ? 我只有叫她交托給上主。
人不知生，焉知死，原來我們都不識死，只是
對死有萬分的恐懼。每次淑貞告訴我她很害怕
的時候，我只懂得叫她不要驚，聖母和聖神和
你一起。面對死亡，人人都會驚怕，貞問我怕
不怕死，我說怕，不過我叫她怕一陣子就不再
理會死亡這東西，她於是很硬朗的撐下去，
面對身體上的纍纍傷痕，她勇敢的當是生命的 
戰績 !

淑貞是一個積極和堅貞的天主教徒。她在
堂區工作，( 聖母軍、兒童慕道班、美孚茘灣
信仰小團體，和組織了一個健康之友的同路人
祈禱會 (祈禱和探望一些有重病的朋友 )。

她在患病的一段期間，病情有幾度反覆，
雖然忍受了很大的苦楚，她一直安慰身旁的人

我像一根小火柴，不會自己發光彩，

靠著主恩藉著愛，才能擦亮心中愛。

我像一根小火柴，漸能發出小光彩，

經過磨練燃點愛，讓我活得更精彩。

▪ 天使綸音 2009 年四旬期痛苦五端音樂祈禱會

  小圖為馮淑貞姊妹

▪ 病榻留影

馮淑貞、露德姊妹，你在世的生命雖然
短暫，卻轉化了無數人的生命。讓我們也來
做一根小火柴，像你的生命一樣，發出熱
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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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識的馮淑貞性格爽朗、相貌秀麗。當
她與外形瀟灑、口材了得的另一半伍偉明拍檔
時，常是當節目司儀的最佳人選。她的歌聲甜
美，像一碗足火而加有陳皮和蓮子百合的紅豆
沙，比蔡琴的聲線微高一些，常能讓人陶醉其
中！在聚會時，他倆總形影不離地向我們發射
出溫馨甜蜜的情侶檔光芒，令人羨慕不已！我
們的團體內有守望相助的優良傳統，但她的關
心總是細緻到位、從不囉唆，讓人舒服。

得知惡病後，雖然害怕，她卻沒有失去對
主的信靠之心，還能感謝上主讓她及早發現，
令她更會珍惜身體，重視健康。她積極地維持
良好的生活習慣，勇敢地面對病魔的挑戰，默
默承受了各種艱苦的治療。

她敞開胸懷，在親人和團體內的弟兄姊妹
的支持下，多次展示出為生命而戰的勇氣！她
這樣樂於接受他人祝福與代禱的性情，讓我們
一班人也藉此變得更親近、更齊心、更懂得感
恩和學會交託。

有一次接到她的電話，她興高采烈地唱出
了自己的新作。她覺得自己像一根小火柴，枝
幹雖小，但火勢熊熊；雖然很快便燒盡，卻能
獻出全部。

我聽後黯然在憂傷之中，好陣子發不出聲
響。然而她的聲音卻是充滿激情和活力，隨著
便問我對歌的意見。我已陷入模糊，應說：「太
短了！」她以為我在說歌詞太短，便幽默地反
彈：「我怎會像你作得那麼容易吖！說寫便能
寫出好幾段。我已盡了力啦！」

我實在難以向她表達那刻的憂心。忽然間，
我感到她的說話對我有所啟發：的確，寫曲對

照人生，我經常挖來鑽去，希望讓生活變得豐
富，令生命更為豐盛，卻未有單純地看到自己
活著的意義！這個得著不就是友誼間互動時擦
出來的火花嗎？這點點的亮光不斷地為彼此照
耀前路。我慶幸生命中有她這樣的一位朋友！

後來合唱團的朋友為她籌辦了一個音樂祈
福聚會，而她竟能拖著沉重和痛苦的身體，跑
到台上唱出自己的歌以作回報和致意。那股勁
力令人佩服，由此亦真能看出她對生命的熱切
渴求。

現在，人海裡少了一個她。可是在每個認
識她的人心中，都多了一位值得懷念的人。她
親切的笑容、甜美的歌聲仍會在耳邊及記憶裡
迴盪。而她為生命奮鬥時的豁達，亦提醒了我
要常有感恩和喜樂的胸懷；多靠近上主，謙遜
地交付一切，活出榮耀主的一生。

          伉儷會唱家班歌友 Vincent 致念      

加油站

許魏強    

馮淑貞

             

生命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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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心

愛心
燃點

春夢了無痕
我與主沙灘上共度黃昏

天抹彩雲低宇宙
細沙上遺下我倆兩行足印

回憶前塵渺渺
忽呈現我一生幻影繽紛

正柳暗花未明時
歎所餘祗一行足跡深印

我不禁俯首哀怨低吟
為何天恩浩蕩

卻留下我苦杯獨飲
主的回答細若空谷梵音

我從不捨棄所愛
當你看到足印一行有憾

不要自歎踽踽獨步
那是我在背著你步步前行

　　　　

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着自己的「足印」故事，歡迎投稿分享你的生命奇蹟。

100 期

▪ 邱杏兒的整篇「足印」故事編印於

CD 集內的歌詞小冊子中，

隨 CD 免費派送。如欲索取此福傳

歌曲光碟、音樂伴奏光碟或

工尺譜曲詞，請於辦公時間內聯絡本會。

▪ 邱杏兒老師

　　相信基督徒對「足印」故事並不陌生，
文采橫溢的徐錦堯神父以他個人風格編寫
了一篇《沙灘足印》，後交由粵曲班導師
邱杏兒編曲，合成了一首動人心弦的粵韻
小曲，曲詞如下：

邱杏兒領洗前後生命的轉化，有她自己動
人的「足印」故事。由大病至康復，走出了死亡
的陰谷，過程中雖然痛苦不已，但她卻感覺到
有一種力量在擁抱著她，原來那就是上主，是
上主的愛，一步步召叫著她、引領著她，以她
來自上主的才藝、她的塔冷通，去彰顯祂的榮耀。

沙灘足印

　　今次聯同一群熱愛上主，熱心於以粵韻福
傳的學生，不分台前幕後，師生同心，在有限
的資源下，倚靠着聖神的帶領，善盡僕人職份，
灌錄了粵韻福傳頌主恩（一）《沙灘足印》粵
曲 CD 集，譜出一闕闕延續生命的愛歌。相信總
有一首能打動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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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可敬的神師鄭瑞薇修女慶祝進
寶血會五十週年金慶，早前於聖方濟各堂
舉行感恩聖祭，其間關俊棠神父、關傑棠
神父及關小梅修女的九十三歲媽媽也來到
賀，難怪鄭修女笑不攏嘴來。

會員歐陽浩明 • 王賽粧夫
婦之長女歐陽穎珊在她今
年題為「出走 ─ 第一百
隻羊」的個人畫展中，與
自己其中的一幅創作合照。

會員韓耀明 • 鍾若珊夫婦
之十歲長女韓天悅，自幼
稚園起，每年均參加「樂
舞坊」的舞蹈演出。今年
也不例外，將於八月十日
在西灣河文娛中心演出。

夫
今
百
與
。

讓天賦綻放
加油站

婦婦
幼
樂
年年

老、中、青、幼 面面觀

祝祝祝賀賀賀賀鄭鄭鄭鄭瑞瑞瑞薇薇薇薇修修修修女女女女女女女進進進進進進進會會會會會會會

五五五十十十十週週週週年年年金金金金慶慶慶慶

祝賀以下每一對夫婦

結婚二十五週年開開心心！

  
邵為忠 • 劉美嬋

蘇春就 • 張秀明

鄧錫英 • 王維碧

袁錦強 • 陸麗娟

翁傳鏗 • 麥小偉

  
陳樹培 • 李藹倫

方順源 • 何小燕

許魏強 • 陸小雯

林日明 • 王瑞儀

李華澤 • 鍾素嫻

相片：Kamil Porembiński @ fl 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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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劉景陽 • 劉靜萍之
長子劉孟剛，曾獲報章
這樣讚許：「表現可
媲美英格蘭球員曼聯
門將侯活。」，可想
而知他足球天份之高。

會員簡錦燦 • 梁玉玲之
幼子簡力強，年幼開始
練習溜冰，曾參加亞洲
區比賽。今年已於英國
修畢碩士學位，更得到
一等榮譽畢業，但仍不
改其對溜冰運動之興趣。

會員廖國民 • 黃夢曉
之三位公主廖嶢欣，
廖嶢君及廖嶢思，音
樂天賦一如其父，大
可自組一隊廖氏家庭
合唱團。

會員楊榮輝 ‧ 朱麗燕夫婦之孫女及外孫仔女。

純真集

曉

大
庭

100 期

會員伍國光 • 李睦順
之幼女伍家信，乃香
港羽毛球代表隊成
員。除出席女子單
打、女子雙打項目
外，更有混合雙打，
真箇巾幗不讓鬚眉。

楊膮彤

楊膮琳

會員胡鉅榮 ‧ 袁燕芬夫婦之外孫仔。

會員陳子良 ‧ 梁仙靈夫婦之外孫女。

會員何兆基 ‧ 鄧惠芳之家庭
最近多了一位新成員，

恭喜！恭喜！

何子遙何海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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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感謝下列人士捐助本會 2010 年度常務經費
黃慕蘭 $174,652.30 無名氏 $     20.00

讀書會 $    650.00 李華澤 $  4,500.00

李慧嫻 $    400.00 珠欄 $    500.00

陳鴻彬 • 黃穎儀 $  1,000.00 無名氏 $ 10,000.00

Dr.Mok Chun Keung $    700.00 無名氏 $    120.00

Choi Man Wai Don $    300.00 無名氏 $    100.00

香港夫婦懇談會 $    200.00 無名氏 $    100.00

無名氏 $ 50,000.00 第六屆女士 $    100.00

無名氏 $  4,400.00

合共： $247,742.30

感謝熱心會員捐助本會新設的「靈修培育基金」
黃慕蘭 $100,000.00

另感謝下列各位會員參與 2010 年元旦日的步行籌款活動，並繼續交來捐款如下

步行者姓名 籌款總額 步行者姓名 籌款總額

梁宗溢神父 $  1,916.00 關俊棠神父 $1,200.00

陳志常 • 張凱嫻 $    800.00 鄭瑞薇修女 $2,716.00

合共： $6,632.00

歡迎新會員：

朱榮基 • 陳碧雲伉儷；
孫耀君先生

對外聯繫：

2010 • 05 • 21 — 音樂人唱家班到香港仔
「聖瑪利安老院」敬老演唱。

2010  • 10 — 將有五對會員夫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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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

加油站

會務報告

活動預告

二○一○年步行籌款截至七月十五日止，共籌得款項：HK$179,779.00

贊助者芳名全部刊登於本會網頁。

▪ 鼓手：胡鉅榮、電子琴：陳卓雄、

結他：廖國民及主唱：黃錦蘭14



[ 報名 ] 查詢請電 2868 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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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專享活動 ►►  

   

活動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主題 / 內容    講者 / 主持人
讀書會
費用：全免

14/08, 11/09/2010
星期六下午 3:00 － 6:00  
地點：待定

繼續研讀《弦外之音》 一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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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會員隨時加入。

    周愈娜、張笑意

音樂人唱家班
費用：全免

日期待定，請留意每月快訊
星期一晚上 7:00 － 10:00
地點：會址 708B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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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全免

27/08/2010
星期五下午 6:30 － 9:30
地點：會址 708B 室

單親雙親一家親，每兩個月一次
例行的聚會。

    伍國光 •李睦順
    李展輝 •鄺艷冰

晚餐廳祈禱
費用：全免

19/08/2010
星期四晚上 7:30 － 9:30
地點：會址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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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2010 星期日
時間及地點：待定

七月的「家庭靈修日」因要籌備
書展，故暫停一次，八月如常舉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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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曲曲藝班
費用 ( 一期四堂 )
每人 $560

A 班：14，28/07 及
11，25/08/2010

星期三下午 3:00 － 5:00
B 班： 7，14/07 及

4，18/08/2010 
星期三晚上 7:30 － 9:30
地點 : 會址 708B 室

教授曲藝文化、唱曲技巧。
另有個別授曲安排。

    邱杏兒

公開 / 收費活動 ►►  

   

活動名稱 日期 / 時間 / 地點 主題 / 內容     講者 / 主持人
個人靜修日
費用 ( 包括午餐 )：
每人 $280

31/07/2010 
星期六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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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自覺法 Focusing
「內觀法」研習課程
初階班費用：
會員每人 $450/
夫婦每對 $800
非會員每人 $500/
夫婦每對 $900

26，28/08 及 2，4/09/2010
星期四晚上 7:30 － 10:00 及
星期六下午 2:30 －晚上 9:30
地點：會址 708B 室

簡介《生命自覺》Focusing ( 內觀
法 ) 的步驟，學習使用 Focusing
的六步法，聆聽身體的訊息；示
範及小組練習 ( 聆聽與回應 ) 的技
巧，發揮探索自我及與人溝通的
個人潛能！

    陳志常

品茶共話之
磁療續篇
費用：自由捐獻

7/08/2010 
星期六下午 2:30 － 5:30
地點：會址 708B 室

今次聚會的內容是繼二月份「磁
療法」的延續篇，並再次邀得陳
金鳳女士主講。

    陳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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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18/11，16/12/2010， 
20/01/2011 
星期四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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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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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捐助，方式如下：
一．郵寄支票至香港皇后大道西 2-12號聯發商業中心 703室，支票抬頭為「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
二．帶同上面條碼至任何一間「七十一」便利店捐款，每次最少為港幣一百元。如需扣稅，請將 7-Eleven
    交易紀錄連同個人資料郵寄至本會索取正式捐款收據。

  伉儷同行協進會   會員申請表格

普通會員: 個人 (會費每年$75)     夫婦(會費每年$100)     永久會員: 個人 (會費$1,500)     夫婦(會費$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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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68 5270 傳真：2565 1608
Address: Room 703, Arion Commercial Centre, 2-12,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E-mail: couple1994@gmail.com Homepage: http://couple.catholic.org.hk
本刊物由恆友印刷公司 ﹝電話 : 2789 4622 ﹞贊助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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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主編：黃穎筠   特約記者：周子堅   平面設計：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擬參加會籍：□ 個人  □ 夫婦 //  □ 普通  □ 永久會員  □ 擬續會

從何處獲悉本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以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本會推行會務用途，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會查詢。

( 本會會員限於曾經有過或現在正度著婚姻生活的
人士，歡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齊來參與。)



丈夫資料 太太資料
子女姓名 ( 男 / 女 )
及出生日期

姓   名

出生日期

宗   教

職   業 結婚日期

地址

家居電話 傳真

電   話 丈夫 太太

電   郵 丈夫 太太

以家庭培育家庭

以夫婦影響夫婦

 讓愛心燃點愛心

3739 9987 6541 0201 0

7-11 (HSBC)

捐款條碼

 讓生命傳遞生命

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