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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儷同行協進會通訊

雙月刊

前瞻新景象

　　加油站一晃眼為大家服務了十七年，這是一份文學雜誌式的通訊。多年來我們沿用
文字檔案來編務加油站，這是填充式的編務方法，在版面上談不上有什麼設計。感謝穎
筠在加油站第一百期特刋工作的提醒，讓編輯組回顧過往及展望將來。迎接二○一一年
的來臨，我們歡迎歐陽穎文加入編輯組，強化編務的工作，請各位會員多多支持和鼓勵
我們新的幼苗。

　　前瞻未來，為了顧及伉儷同行協進會的會員各方面需要，所以
這一期開始，加油站通訊在編務上有少許改動——精簡和優化設計
版面。

　　關懷年長的會員，在文字方面，利用字體和行距，讓讀者的眼睛得到適當的保護。
另外在圖像方面，每一張的彩色照片檔案，轉變為黑白照片檔案，讓大家欣賞到照片的
層次感。在印刷方面，不會改變多年來已經建立了這文學雜誌的形象。加油站帶著純樸
的外貌而見稱，所以繼續用單一專色印刷在白紙上，目前的版面尺寸是恰到好處，十六
頁可融合各方好友優雅的文章分享，是社會上節省能源和綠化的通訊先鋒。

　　今期筆者被人物專訪感動，感謝鄺永祥、黄錦蘭伉儷的真情流露，在盈清、展輝筆
下的『始於足下奔千里，終締情花莫言疲』， 知易行難、 轉危為機，心同感受，婚姻
生活真是一點都不平坦， 請細心欣賞。

　　小愛在自在女人心篇中跟大家分享她媽媽的一雙巧手，是女兒懷想起母親的感人心
情，筆者童年時目睹母親用雙手不停地做家務，歷歷在目。今期還有凱嫻的『靈修滋養』
摘錄的精句是：「祈禱是人性的需要、是靈魂的呼吸。」周子堅的『書評書介：人分九種』
提及龍生九子、子子不同。陳鴻彬的『男人是笨蛋、傻蛋和混蛋』引領大家看看金庸筆
下《天龍八部》的笨蛋和傻蛋，《書劍恩仇錄》的混蛋。各篇均精彩絕倫，請大家共賞。

　　　　　　　　　　　　　　　　　　　　　　　　　　　　　　　　　　　　　　　　　　　　　　　　　　　　　　　　　　　　　　　　　　　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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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才人出 董事局年輕化

　　　　銳意更新步向前 總幹事覓接班

　　新一屆的董事局在去年十二月四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簡錦燦先生在眾望所歸下連任主席一職，
副主席則選任了年青有為的駱松齡，加上新任董事的年青才俊胡偉強，熱心會務的梁彩鳳及李淑慈，
伉儷會整個領導層頓時年輕化，實在有利於未來革新求進步的大方向。

　　鑑於為大家服務了十七年的總幹事志常將於明年末退休，董事局屬下的遴選委員會按計劃於本期
＜加油站＞刊登啟示，尋覓接班人；如有興趣獻身服務婚姻與家庭事工的兄弟姊妹，請以當仁不讓的
心態，馬上向該委員會遞交你的意向書吧！

　　在每月的家庭感恩祭中，年青一代的胡曉峰負責擔任琴師，增添了青春氣息；從這一期開始，
＜加油站＞邀請了年青一代的歐陽穎文加入編輯委員會，負責版面編排的工作，希望在這個刊物中能
帶出年青人的動力！在這裡向其他的年青人呼籲，歡迎你們對伉儷會的會務和雙月刊＜加油站＞發表
意見，或直接加入我們義工服務的行列，貢獻你們的專長！

夢迴廊 C組

　　因應去年十二月份的｛夢工場｝基礎班的
需要，停辦了年多的夢迴廊 C 組重新召開，歡
迎過往十多年來曾參加過｛夢工場｝基礎班的
學員報名。

　　此一小組每月聚會一次，參加者通過分享
夢境，並在導師的帶領下，選用基礎班內教授
的不同方式，探索夢境傳遞的訊息，認識自己
更深更廣。

導師： 陳志常
日期： 25/2, 25/3, 29/4, 27/5 逢星期五
時間： 晚上 7:15 － 9:30
地點： 會址
費用： 按自己的經濟能力支付   

26 － 27/03/2011 四旬期夫婦退省營

　　本年度的四旬期夫婦退省營定於三月廿六及廿七兩天在石澳山仔道 28 號石澳天
主堂靜修舍舉行，由凱嫻及志常帶領，主題為「向基督的愛學習」，退省營的內容包
括有靈修短講，靜中行，聖言滋養，共融祈禱等，盼望夫妻在寧靜安穩的氣氛下，口
為主而靜默，心為主而打開；一起祈禱默想，偕同基督，省覽夫妻所背的十架，探尋
婚姻的逾越之路。 

　　費用為每對夫婦＄650 （連晚飯、早餐及午飯），會員凡全程參與是項活動（不
遲到不早退），伉儷靈修培育基金將會資助 50％款項，宿位有限，報名從速。

個人 Homecoming 靜修日

　　2011 年第一次的個人 Homecoming
靜修日，定於 2 月 26 日星期六早上九時
至下午五時，前往大嶼山梅窩聖嬰避靜中
心舉行日營，收費每人＄150（連午飯）；
會員凡全程參與是項活動（不遲到不早
退），可獲靈修培育基金資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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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共話

　　由歐陽浩明及李睦順策劃的「品茶共話」
經已舉辦了年多，品茗香茶共話「家」事的
氣氛很受歡迎，無暇出席的也可在本會網頁
上「伉儷博客」欄翻閱重溫講者們的精辟見
解。

今年各次「品茶共話」的日期如下：
19/2  2/4  11/6  6/8  8/10  3/12

　　二月十九日的共話主題將會是：「再探
如何面對死亡」，我們將邀請嘉賓擔任講者，
有興趣參加者請來電 28685270 報名留座，
費用自由捐獻。

《粵韻福傳頌主恩》

　　為配合教區於二零一一年訂立的「教友年」，福傳粵曲班同學，將在邱杏
兒導師帶領下到不同堂區演出，實踐教友在世界中的不可替代的使命，傳揚福
音。

　　節目內容全部環繞聖經、信仰、靈修等方面。除演唱外，更加插福音粵劇、
福傳舞蹈及證道，使觀眾在視聽之娛以外，福音訊息也更為深入心靈。

　　首個演出於 2011 年 1 月 16 日在聖瑪加利大堂舉行，其他堂區演出日期、
地點及時間，請留意本會快訊或加油站的報告。

免費門票可於以下地點索取：

　　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 公教進行社（總店及分店）、塔冷通心靈書舍

　　請攜同非教友前來觀賞，履行福傳使命。

家庭靈修日

2011 年度的家庭彌撒將會在下列日期舉行： 
30/1  20/2  20/3  22/5  19/6

　　四月份關俊棠神父將會為伉儷會的家庭
主持復活節禮儀週宿營，日期由 4 月 22 日至
25 日，地點及集合時間等細節稍後公佈。歡
迎夫婦（及整個家庭）在上述感恩祭中擔任
證道，請與辦事處聯絡。

情人節之夜

　　音樂人唱家班將於二月十三日（星期
日）在本會會址舉辦｛情人節之夜｝，歡迎
會員出席，唱歌跳舞，浪漫一番。

養生健體舞班

　　張凱凝女士將於三月四日開始連續四個
星期五下午 2：30 至 4：00 在本會會址主
持｛養生健體舞班｝，教授元極舞、八段錦、
養生舞、扇舞等，歡迎會員報名參加，費用
每人＄350。

Soul Friend  相約星期二

　　假如你想寧靜安舒，親近主懷，學習祈
禱，走向生命的活水江河。請來參加這個由
凱嫻陪同帶領為期一個月，共五次的一天靜
修聚會，以聖依纳爵之靈修精神學習祈禱。
日期是 3 月 1，8，15，22，29 日共五次，
地點在石澳天主教靜修舍，每次聚會時間由
早上 10 時至下午 5 時，費用每人每次 200
元 共 1000 元 ( 連午餐， 茶點及聚會資料 )，
會員能全部參與而無遲到早退者可獲〔靈修
培育基金〕半費資助。因應內容的設計，只
歡迎全程參與者，並先參與一次會前聚會，
暫定 2 月下旬，報名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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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音樂會暨迎新聚會

　　音樂人唱家班在十二月十一日主辦迷你聖誕音
樂會暨迎新會，下午三時開始已安排演唱金曲娛
賓，歐陽浩明及一眾執行委員特意邀請了這幾年才
加入伉儷會的會員齊來慶祝聖誕，藉此機會認識各
小組的運作。當天在唱家班精彩表演節目中間加插
介紹了以下各小組：福傳粵曲班、讀書會、太極班、
品茶共話、晚餐廳祈禱、夢工場等等。

　　有熱心會員全數贊助是日自助晚餐的開支，而
整日的節目除了唱家班精彩的表演外，又有卡拉
OK 選唱，唱家班聖誕報佳音，大家聞歌起舞，盡
興而返。

Homecoming 夫婦靜修營

　　隨著靈修培育基金的設立，本會將多舉辦有關
的活動。去年 12 月 18 及 19 兩天，凱嫻和志常聯
同 9 位參加者前往九龍牛池灣扎山道恩樂之泉靜修
中心，舉辦 Homecoming 靜修營。回應將臨期的
慶節，大家重溫了剛出版的「天主教教理簡編」內
相關基督降生贖世的信仰核心，對聖家，尤其是對
聖若瑟的使命的認識，幫助默想如何迎接天主送給
我們的禮物：耶穌基督。

　　兩天的靜修營在恬靜優雅的環境中，夫婦通過
柔和的音樂，共融祈禱，聖言反省，朝拜聖體，
Mindful Eating，靜思，拼圖遊戲等，探尋個人、
夫婦與天主的關係；最後在參與由關俊棠神父主持
的感恩祭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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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工場

　　2010 年 11 月 30 日晚上，期待已久的
｛夢工場｝基礎班再度舉辦，有 12 人報名。
在這四節課程中，志常為參加者介紹基本理
論和練習規則等，讓各人對夢境產生興趣
後，可參加跟進活動｛夢迴廊｝小組，通過
分享夢境對自己認識更多。

品茶共話

　　2010 年 12 月 4 日下午，邀請了教區
婚委會的麥淑儀女士在｛品茶共話｝中和大
家分享「退休生活」這個主題。她指出退休
正是進入黃金歲月的日子，是人生的一個階
段，然後探討了要注意的各個範疇。隨後方
大林牧師在他的錄影片段中，以他 25 年退
休的生活經驗，回應了各個階段的訴求，讓
大家參考。十多位參加者熱烈發言，分享了
各自的體會和看法。

　　兩位嘉賓講者的錄影上載於本會網頁，
歡迎自由瀏覽。

家庭靈修日

　　2010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3 時，在伉儷會
708B 室舉行家庭感恩祭，是日為將臨期第一主
日，是教會的新年，共有 28 人參與；關神父在
講道中提醒我們時刻要警醒和準備迎接耶穌基
督進入我們的家庭中。

婦女成長工作坊

　　2010 年 11 月 27 及 28 日 兩 天，6 位
參加者在凱嫻帶領的｛婦女成長工作坊｝
中，以「情緒」為主題，探討有關情緒的正
負能量和特色、通過靜中行及不同的練習，
大家增加了對「情緒」的認知和體悟，參加
者的心聲可參考本期＜加油站＞第６頁。

步行籌款

　　元旦日的步行籌款活動，早上九時三十分
在上環會址集合，梁宗溢神父為大家主持感恩
聖祭。之後由鄭瑞薇修女率領小朋友們主持開
步禮，乘坐旅遊巴前往山頂廣場，匯合一些直
接在那裡等候的會友，共八十多人展開個多小
時環繞山頂一週的步行。

　　是日陽光普照，鄭修女在腳痛的情况下，
堅持坐輪椅也要参與步行，為本會籌募經費，
感動得會員們爭相捐款來替她推輪椅，是今年
步行的一個特色！

　　是次活動，為本會共籌得約十萬元，相比
往年約十六、七萬的籌款額少了很多，反映了
當前社會經濟在通漲的壓力下對民生的影嚮，
我們希望大家在能力許可下繼續支持伉儷會。

201101d.indd   5 2011/1/4   下午 12:37:13



6

迴
響

婦女成長工作坊
　　　　　　　　參加者心聲

我在這工作坊中認識到原來情緒也可以有其積
極性的一面，並不是全然負面的東西；學習到
管理自己情緒的方法。

我在這工作坊中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情緒，每個人都很認真去尋找，雖然大
家都是不同的，但他們給予我很大的鼓勵。

不論人生是怎樣，人必須從自己的心開始去了
解、找答案，因為枷鎖是自己放在身上，亦要
從自己的心靈中去釋放。我明白「萬法由心造」
的道理。

要認識自己，願親近自己內在情緒變化，與它
相近，願意情緒成為我的好朋友，與我成長，
情緒是天主給我的禮物，我會好好的善用它，
感謝天主，祝福凱嫻和志常，感謝你們陪伴。

情緒並不是負面的，認識情緒的存在，才能改
變現存的問題。

我最印象深刻的環節是認識不同的情緒和學習
處理它的方法。從繪圖中了解到自己的內心和
獲得力量去面對生活。

我最印象深刻是最後一節，描畫心靈圖畫，因
為過程中令我警醒到孤單作戰的孤單與困難，
學會學習放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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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滋養
節錄自 Awakening to Prayer< 祈禱的美麗境界 >
　　　　　　　　　奧村－郎神父著　加爾黙羅聖衣會譯

祈禱是人性的需要、是靈魂的呼吸

．真正的祈禱必須知道如何除去「好好祈禱」的
　野心，因為最主要的，祈禱是我們天父所給的
　禮物，祂不需要我們的力量，祂只要我們感恩。
　……也要學習死於自我，好能活於「神」，那
　時感到「擁有祈禱」和「好好祈禱」的野心會
　消失。此時此刻，人才是真正的在祈禱。

．祈禱的食糧就是我們每天的生活事件。

．經由祈禱我們被拉靠近天主，為能完成祂的聖
　意。

．祈禱的中心，不在於天主應允我們的祈求，卻
　在於使我們的祈禱化為天主的旨意。天主的祈
　禱（愛）成為我們祈禱的靈魂。

．那麼，我們必須祈求認識天主的旨意，也求藉
　天主的祈禱，而得到活力充沛的力量——如此
　即是純真的祈禱。

．懷着不變的依恃之心，相信天主的愛比起努力
　辨識天主的眷顧方式，要來得重要多了，處在
　許多的生命困境中，往往很難相信天主愛我
　們，然而，尤其是在那樣的時刻，按照所承受
　黑暗陰影的程度，信德也相對地得以更加強
　化。

．我們的貧窮，我們謙卑的自知之明，在面對天
　主的超越性時，會生出愛且吸引天主靠近我
　們，為此，天主親近我們，更甚於我們親近自
　己。

．最重要的是尋求天主及與天主共融，「惟獨天
　主」這句銘辭的意思不是排除人們，而是說惟
　在天主內有救恩，萬有在天主內尋獲其存在和
　圓滿。

．祈禱就只是在天主內失去自己。

．祈禱是希望天主所希望的。

．必須改變的是我們，不是天主。

．懷着全心依賴之情繼續祈禱，就是此時此刻的
　天主聖意。

．祈禱即是尋找天主，且在自己內發現天主，更
　有甚者，在天主內發現自己，被天主認識，且
　在天主內。

．我們可以說祈禱有兩面：正面和反面。正面的
　定義是「與天主交談」，「舉心歸向天主」，「與
　天主共融」——這和主動的祈禱有關，乃由我
　們起始的。然而「反面」的定義——祈禱是「在
　天主前靜默相守」「沉浸於天主」，「在天主
　內安眠」——這和被動的、或非主動的祈禱相
　關。

凱嫻摘錄

從 101 期開始，加油站闢出這個靈修滋養的專欄，目的是借助一些靈修經典的素材去指導、啟發
和淨化我們的信仰生活，好使我們在聖神的光照下，以活潑的信德，堅定的望德和熱切的愛德，
去實踐基督徒的生活，光榮天主，盼望我們都以開放和受教的心去閱讀、聆聽遵行，領受來自聖
神默感和基督教導的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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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專 訪

　　鄺永祥這名字為很多伉儷會的會員來說，應
該算不太陌生。但凡有脚患，抑或足部出現有疑
難問題的，必然找鄺永祥來問個明白，而他也言
無不盡的為各人詳加解說。鄺永祥、黄錦蘭伉儷
更是大型聯歡會的表演常客，超凡歌藝更不乏知
音者。今期【加油站】追訪這一對似熟非熟的會
員，讓讀者對他們可作進一步的瞭解。

火速情緣

　　錦蘭有八個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不是家
中最疼惜的那個，打就有份，遇上不公平也不能
出聲，卻會選擇及早離塲。永祥有兩個家姐和一
個弟弟，他是長子。永祥與錦蘭剛交往了約數個
月左右，在一個浪漫的環境及氣氛下，錦蘭突然
跟永祥說：「我們結婚吧 !」這突然的舉動將永
祥嚇得不知所措，但他自己內心深處卻確定了會
照顧她一生一世。直覺上他感覺到錦蘭不願再留
在她的原生家庭，他樂於與她一起建立一個真真
正正屬於他倆的家。

誰定對錯

　　永祥回想在他們結婚之初，太太經常會為一
點兒小事，無緣無故就嚷著離婚，他總是猜不透
女兒家的心事。錦蘭訴說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誤
解，她記憶中從沒有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就
鬧著要離婚，反清楚記得，她當時覺得很難與一
個沒有內涵、言語無味的人相處一輩子，她在生
活間找不到情趣，而他卻不能理解這椿心事。

　　永祥、錦蘭由認識、拍拖及至結婚相處已足
足有 25 年了，畢竟大家已用上四分一個世紀來
學習與另一個人結伴同行，其中也牽涉到與雙方
的原生家庭如何交往，這的確是一個很艱鉅的工
程。

　　永祥是一個善良和孝順的人，也因著這個
原因，也曾令錦蘭受到傷害。自拍拖以來，無
論大小節日或周末周日，錦蘭都常到夫家與他們
聚首一堂。當時不覺有大問題，雖然知道和他們
相處是不容易，不過也願意和他們一起。直至
二○○○年，永祥的爸爸過身，當時夫家是以道
教儀式進行，但錦蘭已自小領洗為天主教徒，在
絕不情願下都跟丈夫披麻帶孝，但當夜由於有很
多繁文縟節要進行，她要求丈夫容許她不必去參
加那些儀式，但並未得到他的體諒。當晚她的不

開心和不情願的態度卻看在他們一家人眼裏，覺
得她太過固執。這件事對錦蘭來說是很大的衝
擊，因為丈夫未有照顧到她的感受，在往後的生
活，丈夫亦未有讓她感到有安全感，於是她遂時
常借故鬧離婚。

　　永祥補充說 :「其實我倆結婚一周，錦蘭已
嚷著要離婚。我記憶奔喪當天，我們一家人正陷
入精神崩潰狀態，我承認當時根本沒有心情去照
顧太太的感受，相反我覺得她並未有體諒我家中
正面臨生離死別的境況。」太太還是氣衝衝的說：
「當傷害累積到我不能再承擔的時候，我選擇了
不再與他的家人來往。」對於這件事情，永祥心
裡總覺不是味兒，漸漸地再不願意提起有關修和
的事，對他來說，這是他們家庭中的一個忌諱，
在短期難有解決之法。 

　　錦蘭責怪丈夫欠缺同感心，根本不明白自
己所承受的委屈，而她正逃避著那個地方和那
些傷害她的人。她渴望總有一天，兒子會問個根
由，她就會巨細無遺的訴說出當年所受的委屈 ! 
此刻，她以參加多些社交生活來保持與外界的連
繫。

　　這是雙方未能進入對方感受的明證。

誰是近人

　　永祥性格樂於助人，但從前並不大了解自己
的需要和客觀環境，所以往往會惹來誤會。永祥
還記得兒子剛出生後一星期，自己接到一個義務
醫療組織的要求到中國青海進行義務工作一星
期，自己便一口答應了，因為以為太太一定會以
他為榮。但事與願違，太太為此而惱怒了他很久，
自己最初都不明瞭為什麼太太不喜歡自己去做義
工，及至後來深切自省時，才猛然覺悟到這不是
做義工與否的問題，而是自己在不合適的時候去
做義工而矣。在當下此刻，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並
不是在中國青海，而是在自己身邊的太太和兒子
允善！ 

誰主平安

　　錦蘭在嬰孩時領洗，一家人都信奉天主教，
由小學到中學都就讀天主教學校，小時雖然不覺

鄺永祥、黃錦蘭專訪
　　　　　　　　　　　　始於足下奔千里

　　　終締情花莫言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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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特別幸福，但每當遇到不開心時，她都會
到教堂祈禱。永祥則從小到大都沒有信仰，但小
學和中學都是基督教學校，基本上對宗教不抗
拒，但在中學時卻疑問為何他不相信宗教都要考
聖經，就算當時要強制性報考，他也不去應考，
以反叛作宣洩內心的不滿。直至拍拖，因為錦蘭
是天主教徒，他才跟她上聖堂，當時很享受「祝
平安」這個握手禮，因為這方式可以領會到人與
人之間築起的那幅牆可以在頃刻間消失得不見蹤
影。在兒子允善出世後不久，神父和修士來探訪
他們，神父問 BB 會否領洗，又問永祥學不學道
理，他當時毫不猶疑，一口就答應，於是在九六
年慕道，於九八年和兒子允善一同領洗。

警號

　　永祥承認夫婦關係不好，對允善在學校的行
為、表現和成績，都有極大的負面影響。他記得
允善還在幼稚園高班那段期間，一次兩人吵架
中，允善遞上一張字條，上面寫著 :「爸爸媽媽
和氣 !」只在那一刻，他有停下來想想自己是在
做什麼，但往後由於衝突愈來愈多，允善就愈來
愈少和他們談話。

　　錦蘭也將允善成績差劣歸咎到夫婦在教導允
善上出現重大分歧，有時藉著痛打允善，在某程
度來說，將他作為發洩對象，現在心中尚有愧咎。
既然父母子女關係和角色是不能改變的，唯一可
以改變是環境。剛巧有同事的兒子在深圳讀書，
所以跟允善商量過及在他同意之下，讓他前往深
圳升學。既然在香港不開心，在那裡有人可以照
顧他，加上允善的性格是外向，在那裏總好過在
父母身邊。鄺氏伉儷但願允善健康成長後，能當
一個堂堂正正和頂天立地的人。

知易行難

　　永祥分享著與太太相處時經常遇到的困擾。
在公司有不開心的事情，既不能在公司表露出
來，回到家中希望有一個信任的人傾吐內心鬱
結，能聽到一些諸如「唔駛擔心，我會投你一票，
有屋企人支持你等等」。但太太卻不會這般回應，
只用一些諸如「梗係你唔啱」的指責言詞，更用
理性來分析事端的是與非 !

　　永祥選擇繼續祈禱作回應，因為人所做的有
限，某些東西若要成全的話，就只有向上主呼
求。直到這一刻，他倆尚未進入福地，唯有繼續
仰望和祈禱。在二○○○年，兩人參加了夫婦培
訓班和夫婦懇談會。永祥對太太的看法有了一些
改變，她的出現使他在境界上，從昔日那個低層
次的永祥有所提升，他相信跟錦蘭一起同行，她
的倔強逼使自己作更多的自省，能看清自己的缺
點，帶來改變。錦蘭在參加過培訓班之後，最得
益是不斷吸收到別人的經驗，也欣賞丈夫在看到
別人不好的東西時，能自省及警惕自己，但自己
能應用的就不算懂得太多。

　　於二○○一年，兩人加入伉儷會。鄺氏伉儷
最喜歡參加「夫婦避靜」，也定期參加音樂人唱
家班。自此，身邊都是教友和夫婦班的朋友比較
多，耳濡目染，關係也逐漸有所進步。永祥堅定
的說 :「兩口子行到現在這個時候實在已不容易，
我足足浪費了十年時間，若能保持像今天的活
力，和那份共融，於願足矣 !」他還是透過不斷
的學習求取進步，若錦蘭同步也懂得去接受意願
之外的事情，一切可以從頭開始，兩人在往後的
日子裏去逐步實踐婚姻的承諾。

轉危為機

　　從筆者的角度看來，這兩口子過去的婚姻
路絕不平坦，前面要跨越的山巒幽谷還是相繼
有來，跌跌碰碰的日子是預期的；卻可幸看見他
們有著共同的信念，願意暫且將一些障礙擱置一
旁，是真心無悔的放下，期待適當的時機降臨，
才一鼓作氣去處理這些深層矛盾。畢竟十多年來
的折騰著實使人疲累，局外人是不易體會到的，
他們要有足夠的時間療傷，重新整理自己的裝備
( 自我認識和反思 )，才可振作一番，無畏的踏上
這段曲折路途。願上主為他們所感動，賜予他們
信心和力量，早結情花瑞果，再次為我們見證婚
姻是可行的。

盈清 / 展輝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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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創 書評書介：人分九種

中醫、靈修導師、修女、神父、主教、　　　　　　　
聖經學者、周子堅都如是說

　　想我大千世界之中，「人各不同、各如其
面」，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何其繁多，故爾難免有
人認為各種性格理論，無論將億萬的人分為四
種、八種、九種、十二種、十六種，都不足以加
以概括，不足以成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性格分類方
法。

龍生九子、子子不同
　　　　　　　　
　　然而，鑽研九型人格凡二十年的小弟，確實
相信「龍生九子、子子不同」，而作為「龍的傳
人」之中華兒女，的而且確有如龍子，可分成九
種。比方那天在深圳，就見到中華中醫葯學會王
琦教授所著的「人分九種」一書，深感不同學科
之間有著貫通其中的妙理，可以互相借用。

　　翻開是書，發覺裡面的體質分類理論原來不
是王教授一人之見，是中醫葯學會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所發布的正式標準，為全國中醫師所公認採
納。該標準按中醫理論將人分為 A 平和質、B 氣
虛質、C 陽虛質、D 陰虛質、E 痰濕質、F 濕熱質、
G 血瘀質、H 氣鬱質、I 特禀質等，每種體質都
提出其健康或病態時的狀況，又指出其理應注意

的地方。

　　細細一看，這九種的體質，與九型的人格，
竟然有相通之處，即或研究時間不多，亦隱約可
見其中某些體質直與某些性格相合。更何況，對
這些不同體質的人，中醫都視其健康與病態為一
體，而中醫所注重的是「治未病」。這些想法都
與九型人格的理論一致。

舊著新譯　翔實精確

　　講到理論，Riso 和 Hudson 兩位是眾多九
型人格大師之中，最講求理論研究的一對拍擋，
可惜他們的著作雖然最早譯成中文，但一書三人
譯，譯文質素實在低劣。孰料同樣是那天在深圳，
竟然給我看見有兩部他們的著作已重新譯成中文
由南海出版，略一翻閱，可見新的譯者較諸以前
的粗疏不學，顯見大有進步，頗堪一讀。

　　 兩 書 雖 然 十 多 年 前 也 曾 譯 成 中 文， 但 英
文的原著 (Personality Types 和 Understanding 
the Enneagram 兩書 ) 都幾經修訂，內容增添
不少，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本來只在兩位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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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證 書 課 程 中 講 授 的 Levels of Development
部 份， 已 出 現 在 中 文 版 內， 這 套 理 論 是
Riso 的獨到之處，有助瞭解任何一型的人在健康
與病態之間起伏的細節，對各種專業的助人者都
大有幫助。

外籍修女 台灣開講

　　學習九型人格多年，曾為吾師的當不在少
數，Riso / Hundson 都 是 我 所 拜 服 不 已 的 恩
師，而長居台灣的外籍修女柯德蘭 (Sr. Theresa 
Kastner) 也是我九型人格的老師之一。數年前，
小弟和太座 Ah Can 負笈台北，參與柯修女和蕭
學璇修女（香港人、服務台灣地區）主持的九型
人格祈禱坊，整整七天的時間，沉浸在一片祈禱
與黙觀的氛圍之內，享受了難得的一個心靈假
期。

　　柯修女的新書《人格九型的療癒之旅》大半
年前由光啟出版，一字一句都環繞著九型人格的
靈性層面，與坊間通俗心理學角度所寫的眾多九
型書籍，絕不類同。何況，作者的女性身份，從
字裡行間躍然紙上，更與一干男性作者大相逕
庭。

朱鐸蒙泉　為之作序

　　九型人格的研究者眾，其中的前輩也不少，
已故的朱蒙泉神父是我所景仰的一位，他在台、
美、港、澳、內地，推廣九型人格不遺餘力，亦
樂於推介他人的著作，去年初光啟出版的《聖經
人物與人格九型》就有一篇朱神父的序文，單這
篇序文就道出了九型人格的不少真髓，應該反覆
細看。

　　 該 書 的 英 文 原 著 Biblical Characters and 
the Enneagram 出版於二零零一年，一直是小
弟《從九型人格看聖經》、《聖經靈修》等課程
的重要參考書。三位作者之中，Remi de Roo 是
加拿大維多利亞教區的榮休主教，其餘兩位都是
著名的靈修導師，與主教合作帶領避靜多年。他
們在書中提出了聖經新舊約中的十八位人物，每
個型格兩個，用以闡釋每一型的內外特色，並引
之以為眾人靈修的模範。對於三位作者所舉的例
子，小弟並不完全贊同。不過，英文原書對九型
人格應用於靈修、運用於人神關係發展的心得，

都十分難得，很是值得捧書細閱。

譯本失實　欠缺尊重

　　然而，我所說的是原書，而非中文「譯」本。
該書的所謂「譯者」，是一位修女，她在書中「譯
者與作者的因緣際會」一文的第二頁末尾，引述
主教所說：「妳有完全的自由來處理原著材料」
這樣的一句客套話，而真的「自由」地去把原著
內容增刪搬動，大事修改，除開章節結構以外，
已面目全非、不忍卒睹。可以這樣說，讀者手執
中英文本比對，是一定無法找到某一句中文來自
英文的哪一句，即使那中文句子真的是三位作者
的意思，它在文中的位置也前後相距太遠，何況
有很多明顯是「譯者」自己的意思放進中文本內。

　　小弟也曾辛勤譯事二十年，深知一個譯者最
重要的守則，是要令自己隱身於無形，只求讀者
與作者有最密切無間的往來，而不要厠身於其
中。這位自稱是「譯者」的修女明顯做不到這點，
她不能忍耐譯者的寂寞，留在台後，反而與作者
爭奪讀者的注意力，攝足於台前，這無寧是一件
憾事。

九型會議  在港舉行

　　當然，台前台後，的確各有分工，而小弟我
四月份就有一個與中外九型人格學者、大師一起
立足台前，研究討論九型人格種種應用的機會。
事緣，國際九型人格協會的在港分會，將於四
月份在港舉行國際會議，屆時 David Daniels、
Ginger Lapid-Bogda、Russ Hudson、Andrea 
Issacs、Tom Condon 等世界知名的大師，亦都
撥冗出席，而小弟我亦獲邀主講兩個部份，想到
能與一眾大師分享一個講台，小弟現時已經十分
興奮，希望各方友好屆時出席支持，為我打氣。
切記！切記！

子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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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創 男人是笨蛋、傻蛋和混蛋

陳鴻彬

（待續）

前言

　　男人中有笨蛋、傻蛋和混蛋。笨指愚蠢，是
天生智力低；一般人傻笨不分，其實傻不等於笨，
傻指糊塗，做傻事 ( 傻的另一含義是精神錯亂，
這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混蛋則很有必要說明：
詞典中對「混蛋」的解釋是不講道理的人或壞人，
前者對卑鄙無恥的混蛋男人來說是罵得太客氣
了，後者則太籠統。混蛋應是混帳忘八蛋的省稱，
「混帳」指言行無理無恥，「忘八」 指忘掉羞恥
心 ( 儒家美德的仁孝忠信禮義廉恥中第八德便是
恥 )，正符合混蛋男人的形容。

      大抵笨蛋太笨，不會做混蛋；傻蛋不笨，甚
至聰明，卻可能因糊塗至極而變成混蛋，這只要
看看金庸武俠小說中個別男主角的行為，便會清
楚明白。

金庸筆下的笨蛋和傻蛋

　　在金庸的小說中，《天龍八部》中的虛竹可
算頗笨，但論第一還得讓給《射雕英雄傳》的郭
靖。郭大俠自小就笨，偏偏冰雪聰明的黃蓉就愛
他老實，她用精心泡製的珍饈百味威逼利誘嘴饞
的洪七公收郭靖做徒弟，洪七公知道他笨，便用
笨方法教他，只叫他拍打大樹，他真的一點腦筋
也不動，三天三夜不停歇地打，居然給他練成了
降龍十八掌；周伯通教他九陰真經，他只懂死記
硬背，從來不去想或問其中的含義，這樣的笨蛋
當然不懂得做混蛋。

　　講到傻蛋，《天龍八部》中的段譽是出名的，
他是大理國鎮南王的世子，飽讀詩書，不愛習武，
卻自學練成了凌波微步和六脈神劍，可見頗為聰
敏，但他一見到王語嫣便神魂顛倒，大做傻事，
成了人人背後竊笑的傻蛋。

　　《鹿鼎記》中的韋小寶論聰明機智在金庸小
說所有男主角中可說無出其右，他大字不識一

籮，卻擅於隨機應變，每能急中生智，所以凡事
逢凶化吉。他如此精靈，卻每見到阿珂便犯糊塗，
做出傻事來。

金庸筆下的混蛋

　　可惱的是韋小寶不僅傻蛋，還混蛋，他追求
阿珂，人家不理他，他便千方百計逼人嫁給他， 
逼不成，他竟然把阿珂迷姦了；更混帳的是他大
小通吃，順便把在場的其他六個中了迷藥的女子
也一並姦污了，實在太混蛋！

　　韋小寶本是個市井之徒， 做事混蛋還說得過
去，《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是個翩翩俗世佳
公子，出身官宦人家，更文武雙全，年紀輕輕便
成了反清復明的紅花會的總舵主，可說是人中之
龍，可是他糊塗，給哥哥乾隆皇帝欺騙了，以為
乾隆真會推翻滿人的統治而恢復漢人的江山，結
果害得紅花會所有頭目全部命喪於朝廷侍衛之手
( 見《書劍恩仇錄》第一版，金庸在第二版改成
只死一個章進。) 他對乾隆一點防範也沒有，實
在傻蛋。

　　在情場上，他也傻蛋，他與回族女子霍青桐
互相愛慕，卻缺乏自信，又生性多疑，誤會她與
女扮男裝的李沅芷相好，霍青桐知他誤會，臨別
時叫他自己問李沅芷，他又自顧身份，不肯開口，
一手斷送大好姻緣。

　　與霍青桐分手後，他與她的妹妹香香公主相
遇，兩人相愛，但乾隆也看上了香香公主，便以
不願反滿復漢來要脅陳家洛將香香公主相讓，陳
家洛既不據理力爭，以保護愛人，又不詢問香香
公主是否願意作出犧牲，只顧成就復漢大業，將
她當貨物一樣拱手送給乾隆，結果迫得她自盡，
實在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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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香港炎熱的空氣
十人啟程成行
來到景色絕美的紐西蘭南島
從日出到日落
自西向東
我們簡直像上天寵壞了的孩子
短短五天的行程
竟可儘覽天然勝境
一切的領受和經歷
都感謝我們這位出色的嚮導
他　週詳策劃　細緻體察　配合我們的喜好和需要
更難得的是兼具朝聖者的使命情懷
讓我們有機會親臨各地教堂　向上主感恩
他以隨和　虔誠　友愛　和　個人品味風格
配合豐富的經驗和見識
沿途一一為我們講解推介和引領
無論是靜候清晨最早的一道曙光　迎接日出　讚美上主
還是觀賞午夜星空　向流星許願
抑或親近激流　瀑布　雪山　澄湖　怪石
還有他親自下廚為我們料理鮮美的鮭魚
一一都給我們遺留豐富難忘的回憶
給我們創造了一次深度享受
無懈可擊的完美之旅
這位不一樣的嚮導 Mr. Patrick Yu
我們衷心感謝您
我們向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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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嚮導
凱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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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有一雙巧手，絕不是纖纖玉手，而是粗糙毫無修飾的一雙手，左手中指在年青時於鋸木廠
工作的時候給鋸刀切斷了一截。天氣冷的時候會 [ 爆拆 ]，用洗潔精太多後又會有皮膚敏感，可是她
就是可以弄出很多精美有愛的東西。

　　媽媽會編織，她說以前在鄉下看到別人編織，很羨慕，但家窮沒可能有織針，她就用拜神燒剩下
來的香燭來做織針，沒有人教學就觀摩別人，然後再自己細細思量，於是就學懂了！做完家務之後，
她會坐下來邊看著電視邊編織背心給家人。

　　雖然有數不盡的家務要做，但她仍然堅持要每天蹲下來用雙手拿著濕布來抹地，因為她說家人都
愛坐在或是睡在地上，所以地下一定要清潔。

　　每次打開衣櫃找衣服時，就會看到媽媽細心折疊好的衫褲和襪子，就算是內衣物也一樣弄得很整
齊，就如在大酒店那些房務員為客人打點好床舖浴巾一樣，感覺很專業又滿有愛心，可想而知媽媽是
在什麼心情之下為家人服務。

　　記得老公說過，如果女子有一雙大大的手，就是表示她做事很細心的，媽媽也是，個子雖然矮小
但卻有雙大手，說起來，真是跟身型不太配合。

　　現在，每次當我做家務或是摺疊衣服時，都會想起肥媽的巧手，懷著敬佩和思念的心情想著
她……

巧手
小愛

為配合二○一二年本會總幹事陳志常先生退職，
現廣邀對這職位有興趣的伉儷會會員或推薦心目
中理想人選為本會服務。

總幹事的要求如下：
. 大專或以上
. 善於處理人事關係
. 認同、緊握及保衛伉儷會理念及精神
. 果斷決策及困難解決
. 有基本法律、行政、會計及資訊常識
. 擁有伉儷會會員會籍一年或以上

如申請人兼備以下條件更佳：
. 豐富及完善的人際網絡
. 有籌務經費的經驗
. 文筆流暢

信仰：
教友或非教友。對教會精神及訓導，要有一定程
度了解及尊重。

請將個人理念、對伉儷會的抱負、履歷表、要求
薪酬、聯絡資料等寄往香港上環皇后大道西 2-12
號聯發商業中心 703 室伉儷同行協進會 [ 總幹事
遴選小組 ] 負責人收啟。推薦者請先取得被薦者
的同意，然後將他 / 她的個人聯絡資料寄往上述
地址及負責人收，以便進行聯絡。

截止日期：2011 年 3 月 15 日

誠聘伉儷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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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 年 11 月 18 日 陳志常在本會接待
　來自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黑龍江
　省共十二位神父、修女，介紹本會的工
　作。

2．2010 年 11 月 20 日陳志常、張凱嫻伉
　儷在本會接待從美國回港的兩對夫婦及
　耶穌會林啟和神父。

3．2010 年 11 月 21 日 陳志常、張凱嫻伉
　儷應天主教九龍東鐸區的邀請，前往將
　軍澳聖安德肋堂主持婚慶培育講座，主
　題為：「婚慶慶祝甚麼 ?」。

4．2010 年 12 月 2 日陳志常出席維護生
　命家庭網絡會議，與各友好機構分享會
　務資訊。

5．2010 年 12 月 5 日陳志常、張凱嫻伉
　儷應聖博德堂區的邀請，前往該聖堂主
　持婚慶培育講座，主題為：「基督是我
　家之主」。

15

 楊榮輝 $30,000.00 徐偉雄 $2,000.00

 黃錦德 $500.00 第六屆女士 $100.00
 讀書會 $560.00 杜樹芬 $25.00
Angela Kan Yuet Kay $2,200.00 無名氏 $100.00
張凱羅 $300.00 查經班 $30.00

合共： $35,815.00

感謝下列人士捐助本會 2010 年度常務經費 :

歡迎以下新會員加入伉儷同行協進會：

姚繼治、陳式雅伉儷

杜樹芬女士

對 外

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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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地點 講者／主持人
讀書會 12/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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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14/2, 28/2, 14/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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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011  
星期五 晚上 6:30 － 9:30
伉儷會 703 室

伍國光、李睦順
李展輝、鄺艷冰

晚餐廳祈禱 17/2/2011
二月份第三個星期四  晚上 7:30 － 9:30
伉儷會 703 室

夏文浩、周愈娜

家庭靈修日感恩祭
費用：自由捐獻

30/1, 20/2, 20/3, 22/5, 19/6/2011
伉儷會 708B 室
22/4 － 25/4 ( 復活節家庭避靜 )

關俊棠神父

品茶共話之「再探如何面對死亡」
費用：自由捐獻

19/2/2011 
星期六 下午 2:30 － 5:30
伉儷會 708B 室

陳志常

情人節之夜
費用：自由捐獻

13/2/2011 
星期日 下午 6:00 － 10:00
伉儷會 708B 室

音樂人唱家班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地點 講者／主持人
福傳粵曲班
費用 ( 一期四堂 ) 每人 $320
( 只限會員 ) 

12/1，26/1 及 16/2，2/3/2011
星期三晚上 7:30 – 9:00
伉儷會 708B 室

邱杏兒

粵曲曲藝班
費用：( 一期四堂 )
每人 $560 ( 只限會員 )

5/1，19/1 及 9/2，23/2/2011
星期三晚上 7:30 – 9:30
伉儷會 708B 室

邱杏兒

Home Coming 個人靜修日
費用：每人 $150 ( 連午飯 )
會員優惠：凡全程參與是項活動
（不遲到不早退）可獲 50% 退款

26/2/2011 
星期六 早上 9:00 – 下午 5:00
香港大嶼山梅窩聖嬰避靜中心

張凱嫻

夢迴廊 C 組
費用：按自己的經濟能力支付

25/2，25/3，29/4，27/5/2011
星期五 晚上 7:30 – 9:30
伉儷會 708B 室

陳志常

養生健體舞班
費用：( 以每月一期四堂 )
每人 $350

4/3，11/3，18/3，25/3/2011
逢星期五 下午 2:30 – 4:00
伉儷會 708B 室

張凱凝

四旬期夫婦退省營
費用：每對夫婦 $650 ( 連三餐 )
會員優惠：凡全程參與是項活動
（不遲到不早退）可獲 50% 退款

26/3 － 27/3/2011 
星期六及日 下午 2:00 – 翌日下午 5:00
香港石澳山仔道 28 號石澳天主堂靜修院

張凱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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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穎文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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