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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一個公教家庭是聖神所祝聖的一家人共同生活，能以愛己 

之心，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愛護朋友、教育子女，都要秉持這樣

愛人的心態。使家庭長幼有序和睦融融，消弭是非，是人際關係和

諧的秘方。先生下班之後，會想到太太忙於工作，還要忙於家務，

必定辛苦，回到家裡，他會體恤太太的辛勞，協助太太操持家     

務，還讚美太太，感謝太太的付出。太太能將家庭的開源節流打理

得妥當，家庭環境維護整潔，其態度溫敬柔軟，周到體貼，行儀慈

孝和順，讓先生無後顧之憂。夫婦之道，從互相欣賞、互相體諒開

始，遇到困難險阻時，能互助斬荊，共離困境，婚姻才能美滿。因

為他們(教友)一切工作、祈禱、傳教活動、夫婦及家庭生活、每天

的辛勞、身心的消遣等等，如果是因聖神而作的，甚至忍受生活的

艱苦，都會變成精神的祭品，經耶穌基督而為天父所悅納。（參閱

伯前：二，5） 

     在家庭中夫婦有其獨特的使命，他們彼此之間，並對子女們，

應該作信仰及基督聖愛的證人。基督化的家庭大聲標榜天主之國的

現世德行與來世真福的希望。它使這樣以實行及實證來反駁罪惡的

世界，並讓那些追求真理的人看到光明。(梵二教會憲章四章：論教

友)現在更是資訊時代，社會變遷快速，要想跟上時代進步的腳步，

讀書也就益顯得重要了。因此，為人父母，應多花一點時間，陪小

兒小女讀書，讓書香與慈愛盈滿家庭。要讓兒女養成自我要求的習

慣，這是讓他們對自己負責，也是訓練他們獨立，懂得照顧自己。

教育他們養成尊敬接受的性格，才能與人和洽共事。教兒女時時注

意自己的善惡行為，就會知道所有的言行舉止，都必須由自己承擔

與負責。勤儉樸素，是做人的美德，可以彌補家裡的貧乏不足。俗

語說：「由儉入奢易，由奢入儉難」，因此，父母應以身作則，讓

子女們從小就養成節儉的習慣。 

 我國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幼年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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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搬遷，到學宮對面居住。一天，孟子逃學回家，孟母生氣得立

刻拿起剪刀，把織布機上正在編織的布剪斷了，並且對孟子說：

“求學的道理，就和我織布的道理一樣，要一絲一絲的織上去，才

能織成一塊有用的布。讀書也是一樣，要努力用功，經過長時間的

積累，才能有成就。像你這樣不用功，又怎能成就大業呢？＂孟子

聽了非常慚愧，從此發奮向學，終於成了一位飽學高德的聖賢。可

想而知，家長對孩子們的培育有多大的幫助。例如把寶貴的人生歷

練，無價的智識經驗，以及生命的智慧，遺留給子女，讓他們在馨

香的道德環境中耳濡目染，培養健全的人格，長養廉潔的道德，傳

承前人處事的智慧，這才是讓子女安居樂業之道。  

 家人一起生活，分工合作，有暇一同遊樂，逍遙自在，共聚

天倫，實在是一件賞心樂事。每天和家人一起，我們最好是保持閱

讀聖經、祈禱的習慣，奉獻身心於基督，好使天恩聖神在我們中產

生日見豐碩的成果，執行精神的敬禮，光榮天父，使能得救。每逢

主的聖日，全家參與彌撒時，把大家的生活虔誠地奉獻給天父，並

分享主的聖體。這樣以敬天主的資格，處處表現聖德，好讓教友們

為天主聖化世界。   

      祝願我們珍惜眼前天主所給與的恩賜，讓我們大家欣賞這美

妙化工，虔敬地讚美和感謝天父。我們應當認真熱情地跟天父開懷

暢談，這是基督的寶訓，叫我們多抽空來參與天父和祂子女的家庭

生活。   

      願主賜福我們，祝大家主內平安 ! 

 「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這兩句蘇大胖子的詞總會在

中秋節的時候浮現在腦子裹面，究竟是想着天堂裏的她還是地球

另一邊的她，我不十分清楚，就是想着「她」而已。所以看着一 

 雜談  -- 家庭   黄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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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怨偶分開時，我總是有點惘然，慨歎人總是在擁有的時候不在

乎，到失去了才知道要珍惜。夫妻之道在乎溝通，這個題目在上一

期已有多人寫過，所以不想再多費筆墨；至於家庭生活更加乏善可

陳。但我又忽發奇想，團體跟家庭在很多地方上都有共通的地方，

雖然團體裏沒有父、母、姨媽 、姑姐等等，但我們有天父，我們也

因為信仰而成為兄弟姊妹。不過這只是美好的那一面，就像一個健

全的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多麽温馨、和諧的場面。在大家庭

裏不難有貌合神離，明爭暗鬥，是是非非，原因有多種但總不出幾

個理由；不是利益衝突，便是人多複雜分黨分派。這個局面其實亦

不難理解，因為人總是有私心，正所謂細時兩兄弟，大時兩房人。

不竟有外姓人加入了一個家庭就少不免有或多或少的磨擦和猜忌，

要做到和諧融洽，談何容易。表面上一個宗教團體不應該有上述的

陰暗面，我們不會有外姓人---因為大家都是同一個「天主」創造出

來的，我們也不會有利益衝突，因為無論我們有否參與服務團體工

作，都只是義務性質不應有任何利益，所以不存在利益上的爭拗。

既然如此那麽又何來這麽多風風雨雨、是是非非呢？這是我百思不

得其解的煩惱。記得在 20/20 活動時有不少人都希望團體具有的特

性是---和諧、共融。其實團體只是一個箱子，裏面盛載的是甚麽便

是這個箱子的特性，比方說箱子裝的是一個個正方型的小盒子，彼

此都緊緊地依偎在一起，即使在顛簸的車子上都不會因碰撞而發出

半点聲音；若果箱子裏面有圓型、三角型、長方型的小盒子夾雜在

一起，那麽碰撞的聲音就不難想像得到。好像說了一大串毫不相干

的話，其實我只想說若果彼此的信念都是一致，大家都懷有寬恕的

心，我們的團體怎可能不和諧、不共融？！若果你只看到別人眼中

的刺而看不見自己眼中的樑木，那麽風雨免不了，海嘯也可以發 

生。作為服務團體的一份子，我衷心希望它能日益壯大、和諧共融。

其實只要我們都能堅守一個信念---愛天主、活出基督的精神；在

天主內甚麽都可能的！對嗎？   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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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me from a family of six – my parents, one brother, two 
sisters, and I am the youngest.   But both my parents passed away many 
years ago, I still miss them dearly.  Now I have a family of my own 
with a loving & caring husband, a son (23) and a daughter (16).  One 
thing separates us from other families is that we are a Catholic 
family.  Our children are raised under strong Christian faith which 
steers them to the right path.  I love my family and I am a very family 
oriented person.  Part of it i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y parents and also 
the way how I was brought up.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happy times and outings with my 
family when I was a kid.  Although we were not rich, my father took us 
to the park, the beach, or the movies whenever he could afford the time 
and money to do these things.  Beside all these fun activities, I loved to 
help my mother with chores, go to the market with her, hang around the 
kitchen when mom was cooking or making special food for different 
festivals like turnip cake, rice wraps, dumplings and noodles, etc.  My 
mom was a good cook, that’s why I enjoy and love to cook too.  I really 
cherish the time and memories spent with my family.  Family life is 
important in the sense that it made me a better person and enabled me 
to have a much stronger bond with my parents and siblings.  It also 
made me feel loved and safe; my family was like a security blanket to 
me.  My father was a very religious man, and he loved us so much that 
he wanted to include all his children into God’s family, so I was 
baptized when I was a baby.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we would 
all go to church to worship God every Sunday, rain or shine.  I didn’t 
really appreciate that when I was young because I didn’t like to go to 
church, it was boring.  And finally when I was old enough to go to 
church by myself, I sometimes sneaked out to play in a nearby 
park.  But as I grew older and met my husband, he led me back to my 
Catholic faith.  Now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in my life.  I love 
Him, trust Him, and depend on Him for peace, joy, faith, and support.  I 
hope my children can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that I had – a happy 
family life filled with God’s faith, hope, and love. 
 

 Family Life 
Eliza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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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說人若遵從祂的話生活，就好像一個聰明人把房屋建 

在堅固的地上。風來了，不會被吹倒；大雨來了，也不怕被沖去。

否則就會……。房屋對人的生活固然重要，但仍不及住在其內， 

由人所組成的家來得寶貴；屋是個遮風擋雨的地方，而家才是人生

存的避風港。一個溫馨的家可讓人生活得安適、愉悅、有目標及生 

  

 When my kids were young, we did a lot of things together; they 
also depended and relied on us to help them with homework, or drive 
them around.  They loved to go to places with us, give us hugs, and stay 
close to us.  Now they are much older, they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peers, on the internet, the TV, and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us any 
more.  Seems like we live a separate life under the same roof, sounds 
kind of sad to me!  As parents,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bring our 
family back together.  I put this intention into my daily prayer to God; I 
need His help on this.  To get started, we should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for one another at least during dinner time; meal time is the 
best time to talk!  We can go out to eat at a restaurant once a week, play 
board games or watch movies together, plan a vacation or take a short 
trip together as a family.  Last summer we visited Hong Kong and 
Japan for two weeks, and we all enjoyed our vacation time together.  To 
some extent, it brought us closer as a family. 
 My advice to couples who want to start a family is to instill 
Christian faith and family values into their children’s life when they are 
young.  It is crucial for parents to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their kids – 
play with them, talk and listen to them, eat dinner together, help them 
with homework, get involved in their school, read stories, laugh and cry 
with them, invite their friends to your house so that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their peers.  Most importantly PRAY together, 
introduce Jesus to them, share your faith with your children, and go to 
church as a family.  All these are going to benefi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with your children for a long time.  

 家—人生的避風港    劉瑪大肋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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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勁。它又好像是個戰場的後勤地，會給人療傷和休養生息，使能

重新再戰。 

 家庭一般是由父母和子女組成，是一個因愛而產生的團體。

因為首先是由一男一女彼此相悅而結婚成家，後由愛而產生愛情結

晶的孩子。不過這種家庭倫理的愛要想長遠保持和終生不渝的話，

還需要所有家中成員去維繫的。而維繫之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實行主

的話去做。天主叫我們要因愛祂而愛人如己，所以家人相處要表達

關愛、要彼此幫助和互相扶持。夫妻間要坦誠溝通，相互間不應有

猜疑或不忠。如遇對方犯錯時須盡可能體諒和包容對待，切勿讓暴

怒化為舉家不寧的爭吵或冷戰。因為相嗌總是無好口的，只有退一

步才會海闊天空！ 

 養育兒女是要終生栽培的：除了照顧他們要有健康的體魄，

還要培養他們有健全的心智和良好的品格。所以父母教育子女要以

愛但不陷於溺、管束要以嚴寬適宜之道。日常須教之有正確的人生

觀、要有分辨是非善惡的能力；又要做到孝親敬長、親兄愛弟及和

睦友朋等自處和人之法。孩子像是父母手中的陶土，雖可搓之為圓

為扁，但要使它成為有用的器皿。同時父母亦是上主差來為照顧祂

所造的生命，所以為父母者有責任培育天上的公民。此外人性雖未

肯定為「性本善」或「性本惡」，不過後天可以把本善的成為更善；

本惡的可改為不惡的。以上幾點要能達到就需要父母以好的言教和

身教去實行了。 

 古人所說的「室雅何須大」是有道理的。因為人如能以工作

賺取生活所需為知足，就不用終日營營役役為溝壑難填的慾望去奔

波時，便能把身心安放在家人身上。當人心裏平和時就會享有「心

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的樂趣了。此種心態的生活相信會比住在

冷漠的豪宅為快樂的！ 

 俗語說的「養兒百歲，長憂九十」雖是個沈重的負擔，但

如能想到心中有人可讓自己掛牽的實是上天所賜的洪福。所以當

身邊仍有家人時要塵緣和惜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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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協助個人融入社會和培育個人成長的

  主要媒介，健全的家庭對個人身心的健康發展也有

重大的影響。一個穩定而進步的社會，正是由在愉快的家庭環境中

成長、身心健康並且富責任感的個人組成。而透過家庭生活，我們

建立成員之間的關係繼而幫助大家成長。以下讓我嘗試以基督徒的

“信望愛＂三德為題去談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的「愛」 

 不時聽到身為父母的說：「我終日為口奔馳都是為你們， 這

還算不上是愛？真是身在福中不知福。」子女又回應：「父母根本

就不愛我！」夫婦間又會不時埋怨：「我已經盡力為你做到最好，

還要有什麼要求﹖」當一家上下都付出愛的同時，為何還不感到被

愛，為何還存在很多誤解？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大家表達愛的方法有

異。用我和丈夫作例，丈夫喜歡用說話表達自我，而我卻是少言多

行，覺得盡力做好妻子及母親的責任就是愛的表現。由於大家溝通

模式不同，在結婚初年有很多磨擦，往往覺得對方不珍惜自己。後

來大家決定要改善溝通，我學會講多句“我愛你＂，對孩子就常解

釋“我這樣做是因為我愛你＂﹔而丈夫漸漸也見我勞碌時會一聲不

嚮替我做點家務。溝通改善了，自然覺得彼此愛得更深，生活亦顯

得更愉快。體諒是愛的表現之一，亦是易說難做的。記得孩子出生 

那年，丈夫邊讀碩士邊帶兒子，我就負責維持生計，大家因生活壓

力而經常吵架。不久，我們的角色完全對掉，他主外我主內，生活

壓力仍沒減退，大家又吵起來。不過這次我們發現大家爭吵的內容

跟以往的完全一樣，只是角色掉換了。經過這次，我們開始明白大

家的感受，了解以前沒有體諒對方，如英語的說法"put yourself into 
someone's shoes"。 

家庭生活的「信」 

 組織家庭短短幾年，都經歷了不少波折，如疾病、糾紛和失

業等等。回想起來都十分佩服丈夫在艱難中的信德，每次我擔心得

要命的時候，他都會說：「你每星期望彌撒，但不見得你有信心。」 

  

 

 

 家庭生活的信望愛   
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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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天主的確是每次都在危急時眷顧我們，要怪的是自己信

心不夠。對天主的信心當然重要，對家人的信賴也是不能缺少，尤

其對下一代的信心，往往被忽略了。當兒子兩歲大時，我帶他讀

parent-participated 的幼兒園。當時學到最寶貴的一課是從小給孩子

信心：例如讓小孩在安全環境下去探索(打開廚柜、開動收音機) ，

或當他執筆畫畫時，讓他自由發揮。 就算弄髒了衣服，都不要過份

緊張而處處 say no，以免防礙他創作和學習。這些微不足道的事  

情其實就是培養孩子自信的第一步，對於我這個過份緊張的母親來

說，最初是很難理解的，但慢慢我也漸漸明白到自己緊張的個性，

好可能是由父母身上學來的。因此我決心改變自己，給兒子信心，

好讓他日後對己對人都充滿信心："The way your child relates to 
you, will be the way he relates to the world." 
家庭生活的「望」 

最近美國總統選舉進行得如火如荼，我和丈夫對今次大選非常關

心，因為國家的前途就落在下任總統手上，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現

在我倆夫婦才明白父母以前為子女而千辛萬苦移居美國的苦心，就

是給我們一個希望，讓我們在民主社會生活。現在既然來到民主國

家，我們就應該運用公民權利去投票，又應盡公民的責任去參與社

區活動。我和丈夫近日都經常參加助選活動，跟家人親友都常討論

政治社會問題，目的都是希望大家多關心社會。就算孩子只得四 

歲，也跟他討論社會問題(如環保、種族等) ，每天全家更為國家前

途祈禱。培育好公民是從家庭做起，培育下一代就是為未來帶來一

個希望。 

以上是我對家庭實踐“信望愛＂的小小分 

享，希望可鼓勵大家無論在家庭裏遇到任 

何挑戰，都可用信望愛為基本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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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在香港長大，經常聽到朋友夢想將來要〝住洋

樓，養番狗〞，可惜香港環境擠迫，一般家庭都居住在唐樓，有時

還要養猫來應付老鼠為患。想不到後來移民美國可以〝住洋樓〞，

由於環境和空間都很充裕，而且美國人愛護動物，普遍喜歡養狗作

寵物，就連我認識的鄰居，親戚和朋友家中都有養狗。Toby 從小就

喜歡動物，除了喜歡參觀動物園之外，他和很多小朋友一樣都喜歡

狗，在公園或其他場所遇上狗主帶著心愛的狗散步，他都一定把握

機會上前跟狗和主人打招呼。漸漸地，他亦渴望在家中養一隻狗作

寵物，甚至曾經幾次向我提出這個心願，但 Renata 和我總是覺得還

未到適當時候〝養番狗〞，所以令他有點失望。 

 最近在電視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看到一個節目 Dog 
Whisperer，令我對〝養番狗〞有了新的啟示。節目主持人 Cesar 
Millan 在墨西哥長大，自小就與狗很有緣份，對狗有特別的感情和 

了解。來到美國，他很欣賞美國人對狗的愛護和照顧，覺得這裡的

狗很幸福，成為美國人信任的忠心良伴。但由於不少狗主過份寵愛

他們的狗及忽略狗的本能需要，因而造成很多行為和情緒問題，有

時令狗主人大為頭痛，往往求助無門只好送給別人收養，如果嚴重

的話可能要人工毁滅。當狗主人用盡方法情況都毫無改善，最後找

到 Cesar 求助，使他們的狗重新康復，脫胎換骨，他們都會驚嘆出  

現在眼前的奇蹟。 

 跟據 Cesar 了解，狗的本性過著 Pack 的群體生活：推舉  

Pack Leader 並追隨其領導，遵守 Pack 中的秩序和界限，為食物和  

生存而努力工作。所以通常家中的狗出現行為或情緒方面的問題，

表示牠的主人可能沒有立好 Pack Leader 的榜樣，或者家中沒有清 

楚的秩序和界限，又或者沒有給牠適當的活動和使命。於是狗的本

能駒使下，推舉自己成為 Pack Leader，接管 Pack 中的秩序和界  

限，而且有時極具侵略性，令狗主人變成了狗僕人，家中秩序大亂，

原本的可愛寵物狗變成了一頭可怕惡犬。另外，由於狗的敏銳本  

 

 
                                               
  

Be the Pack Leader  
Andrew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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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往往能接收主人的情緒而影响其行為：當主人的情緒平衡和

諧，其狗的性情亦會穏定，假如主人的情緒出現波動，其狗的反應

可能是不安的行為，令主人大感困惑。 
   
 
 
 
 
 
 
 
 
 
 
 
 
 
 

老林太    

 所以其實在輔導有問題的狗

之前，可能先要狗主人接受輔導和訓

練！故此 Cesar 在南加州成立家犬康

復中心(Dog Psychology Center) ，希

望家犬能夠與人和諧相處，在城市裡

過著身心健康的生活，並幫助狗主成

為真正的 Pack Leader，在家中建立 

秩序和界限， 讓情緒得到適當疏導和平衡。幸好狗是十分〝In the 
Moment〞的動物，不會像人一樣活在過去或擔心將來，只要經常滿

足本能需要和身處平衡和諧的環境，儘管問題再深，行為再壞的狗

都能夠完全康復，重新成為值得信任的忠心良伴。 

 有時我想在家庭生活中，不論有無家犬作寵物，父母都應該

成為子女的 Pack Leader ：立好榜樣隨時領導，讓子女生活得有秩

序，尊重別人的界限，認識生命的意義，發現自己的使命，為幸福

和希望而不斷努力。 

 我的建議，我們可以下定決心不去煉獄！真的，可以實行 

的，我們人都以掌握方法實踐這決定。我記起聖若望十字架的話，

他說﹕天主上智的安排已給予每人在世上凈化的機會，足以使他死

後升天堂。在我們一生中，天主已為我們安排了考驗，痛苦，病痛

和艱辛……這些苦難，是為淨化我們，假如，我們樂意接受，已足

夠使我們直升天堂，為什麼不是人人都直升天堂呢？因為我們反

抗，我們沒有懷著愛和感激之心，去樂意接受生命中的考驗，我們

因反抗和不屈從而犯罪。讓我們求天主賜給我們恩寵，好能善用每

一個機會， 使我們臨終時，在天主面前，我們的靈魂內耀著潔淨和 

靈的奇秒秘密  
作者﹕伊曼諾（卮瑪奴耳）修女，她給大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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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麗的光輝。假如，我們下定決心不去經過煉獄，主會與我們同在

的，縱然這決定是不容易做得到的……因為上主從未答應過我們所

走的路是坦途，不過一定是平安和喜樂的路。 

 我想強調，趁還有機會，我們應善用寶貴的餘生，讓愛德成

長，好能增添，為我們已預定的，來日的光輝和美善，每一分鐘在

世上，我們的愛德還可以成長，煉獄裡的靈魂便沒有這樣的機會，

甚至，眾天使也妒忌我們在世上還有機會修德修愛德呢！ 

 任何微少的行為，犧牲，齋戒，艱辛，抑制偏好，克服缺點，

寬恕敵人，等等﹔如果我們能把它們奉獻，在永生中，將變為我們

的飾物，珠寶和寶藏。因此，我們應利用每一個機會，使自己達到

天主已預定給我們的美善，純潔，淨化了的靈魂是充滿美和光芒 

的，如果我們能一睹他的光輝，必定會嘆為觀止！人的靈魂在天主

面前，應是光輝燦爛的﹔天主的聖意是願意我們是潔淨的，我們得

以潔淨，不是因為我們是完全沒有缺點，而是因為我們藉著悔罪和

謙遜才能得到淨化的，聖人不是全沒有過失，他們是，每次失足，

都求寬恕，每次跌倒，總會再扒起來的。煉靈已經意識到天主的光

榮，並衷心渴望能早日擁抱天主，我們應該盡量用天主賞賜給我們

的美妙辦法，去協助煉靈，以減少他們在煉獄的耽誤。 

 不要忘記孩子們的祈禱，有很大的能力觸動天主的心，因 

此，讓我們教導孩子們祈禱，我記得曾經對一名小女孩談及可憐的

煉靈，我對她說﹕現在你要到耶穌像跟前為你已亡的親友祈禱。五

分鐘後回來，我問她說：你求了天主什麼？她回答說：求天主免所

有煉靈之苦。她的回答，像當頭一棒，我的祈禱太自私了！反而，

她即時曉得祈求甚麼！孩子們有敏銳的觸覺，他們能從天主的心求

得很多恩寵。接著，我要提一提，退休人士和有空閒的人，如果他

們常常望平日彌撒……他們不單可以為自己，也可以為千千萬萬個

亡者，儲存恩寵的寶庫。但願我們認識到，彌撒是無價之寶！無知，

冷漠和惰性，令我們浪費大量財富！我們掌握救助兄弟姊妹們的能

力，偕同耶穌我們的救     世主，救贖主，我們也可 

以成為同救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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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是玫瑰月，教會特別邀請信友們多唸玫瑰經，以求      

     聖母保護。有人問唸玫瑰經有什麼益處？十五世紀時，

道明會士阿蘭德拉羅格，給當時的人們解釋唸玫瑰經的七個益處。

一：罪過得赦免。二：渴望主的人能得飽飫。三：哀慟的人可得到

幸福。四：受到誘惑的人可得到平安。五：貧苦的人可得到協助。

六：修會人士可得革新。七：無知識者可得到培育。 

 公元一二一六年十二月廿二日何諾略三世教宗（一二一六，

一二二七年）批准道明會的成立，教宗更稱聖道明會為「世界之 

光」。 

 聖道明藉著聖母的扶助，推廣唸玫瑰經，使世人藉著它能  

更認識真天主，和默想基督的生平事蹟，走向聖德的道路。 

 我們粵語組團體習慣每年五月及十月一時半彌撒前都會誦

唸玫瑰經。希望所有信友對這善功都樂於參與，一同恭敬我們天上

的母親聖母瑪利亞。 

 並敬請各位最遲一時十分前到達聖堂，一齊恭敬讚美聖母。 

 

 

 

 小的時候，大概七歲開始我有一個快樂的童年。我爸爸帶我

上學，有時一家人又會騎着單車去看電影，吃雪糕及去公園玩。但

童年的時代很快過，十四歲那年我們全家由越北海防坐了四天四夜

的船才來到中越蜆港，一個也屬於越南的地方。在那裏爸爸媽媽做

生意養大我們，每天他們都要看舖，賣各種雜貨，吃的用的什麼都

有，生活倒也不愁。到了有弟弟和妹妹後，他們就不給我讀書了。 

 到了二十五歲自己也成了家，組織了一個家庭。結婚並生了

三個兒子一個女兒，到這年紀也安心了。太太的爸爸也是做生意  

老林太  唸玫瑰經的益處  

我的故事 
梁光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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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入西貢辦貨也忙過不停。不經不覺又過了四十多年，解放後

生意不可以做了，只好再想辦法，在街市買布做大人及小童的帽子， 

亦做女裝男裝的泳衣，嬰兒出生的衣服等…全部因季節而定，自己

製造款式然後由妹妹來設計，家中每一個成員都出動，大家分工合

作多年。最後，得到我太太在美國的姑姑資助，我們一家才能成功

來美國。 

 現在兩個兒子也有了自己的家庭，老大有一個兒子一個女

兒。老二也有一個兒子。老三有不錯的工作也很聽話。回想我們到

美國十年多了，生活過得總算安樂，現在一生也再無牽掛。最大的

安慰是日常生活多姿多采，尤其到了這個團體，和各位兄弟姐妹們

星期天一齊到聖堂祈禱，唱聖歌宣道歡樂，在一起像大家庭一樣。

蕭神父講教理更是講得頭頭是道，又帶我們到三藩市各地遊玩，人

人都很愉快，開心，笑口常開。 

 我回想 1998 年未來美之前，在西貢等那張 VISA 時真難受。

每個晚上仰望天空，不知何時能快些等到 VISA 就可以立即飛去美

國。跪在地上，祈求上天的幫助。岳父則坐在一旁，天主經、聖母

經、玫瑰經，同時一齊念。一個月後，VISA 才辦好，收到 VISA 後

就離開西貢回蜆港等坐飛機的日期。終於要離開時，大兒子送我們

兩夫婦和最小的兒子出境。飛機飛到上空，看見很美麗的雲彩，感

覺好像飛到另外一個世外桃園，來到這裏見到您們大家。 

 人生就像夢境一樣，一浪又一浪，有喜又有憂，就像浪奔浪

流一樣。有時我感到苦悶就拿起口琴吹完一支又一支，自己就覺得

很輕鬆，什麼憂愁都拋到腦後。人要活得有自我的風采，才能健康。

最重要的是尊敬天主在萬有之上和敬仰聖母才能活出真正的基督

徒生活，望大家也像我一樣有自我風采的人生。 

  

 人到無求品自高， 

 事能知足心常樂， 

 

這對詩句，我贈予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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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家庭生活，一切從自我認識開始  
開心快活人  

 現代家庭組合一般都比較簡單，年輕的總嚮往自由自在的二

人世界，有孩子的也是兩三個爲止，跟老人家住在一起的更是少之

又少，避免相處起來困難。既然那麽簡單的小家庭，到底困難又有

哪些呢？那如何才算是優質美滿家庭？ 

 其中一個關鍵在於平衡罷！一個家庭裏，大家可能都有不同

的嗜好或時間的優先分配，就像俗語說五根手指各有長短，有時候

價值觀出現偏差，也不足爲奇。以娛樂活動作例子，男的一般希望

在周末可以去打球，女的都希望帶著老公孩子購物逛街；或者大家

總是為孩子的活動忙個不停，到底如何才能做到平衡呢？ 

 在一個家庭裏面，很多人都追求公平的地位及待遇，包括財

產、開支、時間的分配，都要求公平。有些家庭規定大家只能做一

些大家都喜歡的事情，偶爾遷就對方，但心裏其實不太願意，這其

實不算是一種平衡，只是一段討價還價的關係。其實我說的平衡是

希望大家既有一些能共同享受的事情，也能尊重大家的個人的空

間。很多人以爲只要願意遷就對方，千依百順就可以了，或者是所

謂“放生＂對方，你儘管做你喜歡的事情，我決不干與或反對你，

但你也不能要求我跟你一樣罷。其實有沒有想過把自己放開去跟對

方一起分享同一份樂趣，如果沒有親身與真心的體驗，是很難領會

個中的細節，更不要說理解、分享或跟對方溝通那份喜悅與樂趣罷。 

 當你年近四十，身邊的朋友都常常提到中年危機的問題，男

的突然不顧一切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包括一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或者對某些興趣好像特別沉迷，有些就突然追求一些小時候喜歡過

的玩具，所以出現了所謂的“電車男＂，個中原因可能是 - 工作上

失去方向，或者尋找一些突破的過程中，又或者遇到挫折，所以心

裏渴望得到一份認同。很多時候，女性會把這些行爲誤以爲丈夫不

夠進取，而沒有得到關心，所以家庭的狀態常常處於拉鋸的局面中。

同時女性的心理歷程也不斷出現變化，女的會更注重個人的成長和

提升，無論是對配偶、子女學業或者是事業上的要求都會提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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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會發現現代女性在社會的地位越來越高，甚至於漸漸超越男

性。就當兩方面的發展方向出現分歧時，很容易強化自己的看法而

忽略對方的困難與需求，就是家庭生活所遇到的挑戰。 

 如何面對這些人生階段的轉捩點，確實是需要慢慢的在日 

常生活中不斷的溝通，這樣才能夠一起尋找共同的目標和生活樂

趣，但首先是願意放開自己的期望利益以及成見，先放開自己對某

些事情的批判，不要老是認爲自己的看法才是家庭的最大利益，這

更決不是優質的家庭生活的條件了，反而勉強的互相遷就，生活就

更痛苦了。 

 而家庭生活中，家務的分擔，孩子的培育，照顧老人家，有

些人總是覺得好像是一份工作，老是想如何把任務完成，把這些都

當成是一種責任或者是負擔。所以另外一個導致家庭生活不夠美滿

的客觀背景，就是如何面對生活的壓力：現在的家庭，兩夫妻一般

都出外工作，不但時間長，又需要常常出差，面對人事上的壓力也

不少，業績的高高低低或者大環境的變化更是十常八九，回家又擔

心孩子的學業操行不夠理想，所以市面上推出了很多各式各樣的按

摩椅、個人護理等等的商品和服務，讓消費者感受到的賣點都是減

壓，事實上只是我們生活中欠缺了一份安全感。現在的生活方式，

越來越追求個人享受，以爲提高家庭的生活質素，就是優質的家庭

生活。 

 有些人常問我，那麽長的工作時間，又需要出差，會不會覺

得很辛苦，夫妻相處的距離會不會疏遠，其實答案在於你用怎麽樣

的心態去面對生活中的壓力。如果你的心態老是覺得自己很辛苦，

既要出外工作，回家也要照顧孩子及處理家務，或者常常想著你缺

乏些甚麽，然後花盡心思希望得到對方的一份認同或補償，或者執

著于你以爲應得及必然的東西， 那就是把壓力放大十倍。相反如果

你能珍惜大家相處的時間，把焦點放在自己擁有的小事情上而作感

恩，把燒飯或其他家務也當成是一種樂趣，從而找到個中的滿足 

感，或者把家庭的任務職責，當作是一份難能可貴的機會，或者能

為對方付出的一份心意，相信就是化解壓力的方法以及雙贏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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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們：     

    不知不覺間我參與廣東組彌撒已經好幾年了。我結識了一班很

友善的同道中人，雖然每星期只有短短的兩個小時的聚會，卻帶給

我無限的溫馨和喜樂。在這幾年中，大部分的教友都認識了我  

Liza，他們時常引導，訓誨我，更包容我的一切，尤其是與我一同   

長大，最了解我的姐姐 Maggie。  

    最近，有些議論引起我對衣著的注意，很想跟各位交流看法。

我認為，衣著只不過是表達自己的愛好和品味的方式而已。現今的

世界是一個多樣化的世界，每個人的愛好，品味各有不同，這正是

這種多樣化的表現。現今的世界也是一個寬容的世界，我們每一個

人都應該尊重他人的選擇和自由。我認為個人的衣著只要不冒犯 

別人，怎樣穿著的確是個人的事情。  

    很多人認為去教堂要穿得比較莊嚴才對，我對此表示認同。我

每次上教堂，也會細心打扮，希望衣著得體大方，既能表達對主的

尊重，也能代表自己的品味。 

    現在時代畢竟不同了。只要我們心中有主存在，誰會計較衣著

這種外表的東西呢？是主創造了我們，主知道我們每個人的內外，

不是靠衣著來衡量我們，我們又何必為個人的衣著而自尋煩惱呢？ 

    我非常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和指引。我也會盡量改善眾人對我

的觀感。使我更感動的是原來有那麼多的人在關心我這個普通人，

所以我願意把我的心裏話講出來，與大家交流。如果我的言語和舉

止對任何人有所冒犯，請多加以批評和包容。 
 

主佑我們   

Liza Ho 
 

 

 

Liza Ho  

果。究竟怎樣的心態與行爲會讓家庭生活過得美滿些呢？相信你們

也應該知道怎樣去選擇罷！關鍵不僅僅是從行爲上互相遷就和諒

解，首先是提高自我認識的觸覺從而調整一些負面的心態罷。 

看法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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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生活在廿一世紀，資訊發達，科技進步，物質豐富，繁

華滿佈的社會裏，到處都聽到人說︰工作太忙，時間太少，整天都

忙忙碌碌與時間競賽。在緊張的情緒下過生活，一年又一年地過去

了。心靈空虛，很多人都認為工作的壓力太多，負擔家庭的壓力太

重，生活的擔子把他壓得喘不過氣來。內心的情緒反映出來，做成

情緒低落，不苟言笑。更甚的便面無表情，終日為世俗，為肉身，

為生活奔波勞碌。其實，細想之下，這就是我們跟隨基督的人的理

想人生道路嗎？ 

 主創造我們，衪希望我們愛衪，侍奉衪，倚靠衪，信賴衪，

並學習基督的榜樣，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這就是我們活在世上唯

一的主要目的。 

 主耶穌很愛我們，衪為救贖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衪在受難前

夕，山園祈禱時，看到自己將要遭受到的苦難，其人性也很害怕，

因此向天主聖父祈禱說︰「父啊！如果你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

罷！但不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成就罷！」（路︰二二．42）

祈禱後，勇敢的接受各種苦難，受鞭打，戴茨冠，被釘在十字架上，

最後還被羅馬兵士用長槍剌透自己的心胸，血水流盡，死在十字架

上，表現出耶穌為救贖人類，完全犧牲，流出了自己的全部心血。

世界上還有那種愛比這種愛更偉大呢？而我們撫心自問，我們對主

耶穌的愛又有多深呢？ 

 當我們愛一個人，我們會在百忙之中找出時間來陪伴他，接

近他，和他傾談，細訴心聲，而我們每天有多少時間用來和我們心

愛的耶穌談話呢？我們每天有多少時間會想起衪對我們捨生的愛

呢？ 

現在讓我和大家分享一封朋友的來信︰ 

親愛的朋友︰ 

你好！我要寫一封短信給你，告訴你，我是很關心你的。 

昨天你和朋友談話的時候，當時我在你的身旁，等了你一整天，希 

生活點滴 - 以愛還愛  Melissa Poon  



   18 

望你也來和我談話。傍晚時，我使你看到燦爛的落日及晚霞，並送

上陣陣的涼風使你甜蜜地入睡，我仍然在等你。不過，你始終都沒

有來，這令我有些難過，但我仍然很愛你，因為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本來有很多禮物想送給你，不過你一醒來，馬上很匆忙地趕去工

作。你似乎總不讓你自己停下來，聆聽一下我在內的聲音。其實，

我是很關心你的日常生活，我很想分擔你的困苦，支持你的一切。

但是你不記得我是那麼深深地愛著你，你沒有給我這個機會。你知

道，我是尊重你的，如果你不願意，我也不會勉強你。我只有默默

地期待著，期待著你陪伴我的時刻！ 

你的朋友 

耶穌 

 很多時，我們將全部時間放在世俗及物質上，以為自己真的

抽不出時間給耶穌。其實，這是藉口，當我們真正愛一個人時，我

們會為他犧牲，我們會找出時間陪伴他，取悅他。而耶穌，衪就是

真真正正的愛我們，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衪會賜恩寵給我們，使

我們渡過難關。當我們失意跌倒時，耶穌會伸出同情的手把我們扶

起。當我們感到無助，不知所措時，天主聖神會光照我們，賜給我

們智慧，任何難題都迎刃而解。只要我們深信主耶穌就是我的一 

切，我的所有，有了衪，我甚麼都滿足，衪就是我們的倚靠，我們

的救援，我們還懼怕什麼呢？ 

 耶穌希望我們以愛還愛，心中常記著衪，愛衪，陪伴衪，和

衪傾談，細訴心聲。耶穌也希望我們敬禮衪的聖心，所以，每月的

首星期五，有特敬耶穌聖心彌撒，讓我們一起來安慰耶穌聖心所受

的創傷，彌補耶穌聖心所受的凌辱。正如聖奧思定所說︰「主啊！

我們的心是爾所創造的，如果我們不棲身在你內，我們的心始終得

不到安息。」 

願我們攜手在神修的道路上邁進，與主耶穌聖寵合作，今後勉力做

主耶穌心目中願我們成就的一切，愛主愛人，一生只為悅樂上主。

願與大家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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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年十月回港到過筲箕灣十字架教堂參與彌撒，聖堂

門外的壁佈板上，寫了這些字句，非常新鮮又真實，主題是﹕「保

護環境，免受污染」。內容﹔「背心熱褲迷你裙，夏日的確好迷人，

不過主日敬拜神，切忌咁著嚇壞人，衫少容易會冷襯，兼且好易變

流感，與其咁著褻瀆神，不如端莊拿滿分」。 

 因為內容語句太有同感，於是也很想發表一下個人意見。在

我個人的認知上，衣服是用來保護身體，當然穿多穿少都是個人的

需求。漂不漂亮，也是個人的看法和自由。但在我個人的祈禱默想

中，在聖經「創世紀」中，天主的創造，深深的出現在我腦海裡和

在我眼前，因為天主在創造之初，不是每樣都是好的嗎？特別是第

六天創造了男，女時，認為樣樣都好。（聖經創世紀中，沒有提到，

天主給他們做了衣服），就是說，起初人類不用穿衣服，沒有害  

羞！但衣服又是誰發明的呢？深信，這因為所需求才有所出現。穿

衣服，漂不漂亮，其實，都是一種藝術，因為你穿甚麼衣服，就是

代表你個人的品德，人格，修養等﹔就是因為是個人的品味，所以

就不會有一致和絕對的出現﹔就是因為這樣，影響社會風氣「良」

或「不良」，就是由我們每個人去「建設」或「破壞」了！ 

 聖經創世紀五章 1-13 節，就有原祖背命，聽了「蛇」的話，

才弄致要穿衣服，現在社會風氣的需求，差不多好像是走回原始，

「蛇」未出現的時代，喜歡不穿衣服，現代人喜歡愈穿愈少，以為

很漂亮，因此，不管是報章、廣告，在街上隨處可見，此時此刻，

你可以「看」或「不看」，隨意！但當我們回到聖堂時，也看到那

些露前，露後，露低腰等服式，別人看來，聖堂是甚麼地方？如果

有接受過「聖經培育」，一定會明白和懂得去分辨美與醜，除非是

「無知」，那麼就要去接受培育！「聖堂」是神聖的地方，參與彌

撒，等於參與隆重宴會，當你去參與隆重宴會時，如果你是尊重「主

人家」，你一定會悉心打扮，穿靚衫，靚鞋，化妝及整理頭髮等﹔

如果去「聖堂」反而（相反）的，隨隨便便，穿著有聲拖鞋、短 

  

無題  
老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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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短衭、短裙，低腰衭、低胸衫等，怎不會嚇壞人？此時「天主」

也給你嚇倒，不是因為你穿得少給你嚇壞、而是你不是「天主」當

初創造你時的那個你！ 

 我曾經數次歐遊，探訪過很多極宏偉的聖堂，很多遊客進入

聖堂參觀，但聖堂的正門都有一至兩位穿制服的人把守，他們不是

為收取門券，而是為禁止一些衣服不端莊的人士入內。所謂不端莊

的服飾，聖堂正門貼上圖文並茂的指示，如無袖露肩上衣，短衭或

短裙等。我覺得這樣的規矩很好，我們的聖堂應該向它們學習。因

為我每主日參與本堂的十時卅分及十二時的彌撒的時候，看到一些

穿著吊帶上衣或低胸上衣及短衭短裙的女士排隊領聖體時，我覺得

對聖體不甚恭敬！為甚麼我們的聖堂不向歐洲的聖堂學習一下？

是不是我這樣的想法已落伍，追不上潮流呢？其實，聖堂是恭敬天

主、祈禱的地方，進入聖堂的人，衣著應端莊，表示對至聖聖體的

虔敬。 

 其實，這不單是歐洲聖堂的要求，也有很多教區的聖堂在炎

熱的夏天時﹔堂區的報告也特別提醒進堂的教友，服飾要端莊，避

免穿著吊帶，露肩，低胸的上衣，短衭，短裙及拖鞋等，以免對耶

穌聖體失恭敬。我覺得這種規定並非落伍，只是將天主放上更高位

置吧！ 

 最後提醒一句就是！世上夏天就算熱到一百度，也不能與 

煉獄之火相比啊！ 

       將臨期首主日，是教會禮儀年的開始，堂區為準備基

督的來臨，在祭台前擺設四支腊燭，組成「將臨環」。傳統上三支

腊燭是紫色，一支是粉紅色。 

 紫色代表期待，渴望及補贖。每主日燃點一支，腊燭則提醒

我們，基督的來臨愈來愈近。 

 

 

老林太 
期待主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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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色的腊燭在將臨期第三主日------喜樂主日燃點，表示喜樂， 

 將臨期又到了，為整個教會是新禮儀年的開始，是準備的時

期，因為教會內的兄弟姊妹都必然會在堂內做好各項佈置，靈修及

慶祝活動。教會外的兄弟姊妹雖不知有將臨期這回事，但他們也不

例外，可能比我們更早，更積極預備聖誕節的來臨。他們開始在不

同的場所如酒店，商場，大廈外牆等掛上各種新奇，美侖美奐的聖

誕燈飾。百貨公司把林林總總的聖誕貨品陳列，招攬生意。教內外

兄弟姊妹在這期間都各有各忙。但卻懷著不同的動機和目標。 

 為不信主的人，這些準備都是為了這段期間的消費額，歡樂

的氣氛，基督的誕生只為他們平添了數天假期，數份聖誕禮物，消

費者的消費意欲和一些溫馨氣氛，基督來臨所帶來的救恩，意義並

未為他們所感受到。作為教友的我們又是否懂得將臨期的真正意

義？我們又會如何渡過這時期呢？讓我們從首主日的福音去尋找

答案。 

 「日月星辰將有異兆﹔在地上，萬國要因海洋波濤的怒號，

而驚惶失措。眾人要因恐懼，等待即將臨於天下的事而昏絕，因為

諸天萬象將要動搖………」福音開端的末世景象似乎與聖誕普天同

慶的氣氛格格不入，甚至令人產生不安感覺。 

 為何教會要選擇在將臨期首主日讀出這篇富有末世意味的

福音呢？答案很簡單，因為這篇福音的光境正符合將臨期的意義。

「將臨」是指「有一日」或「有一位」快要到來。「那一位」當然

是指耶穌基督，而「那一日」則有兩個意思﹕一指耶穌第一次來臨

的「那一天」，二指耶穌再次來臨的「那日」。基督第一次來臨時，

屈尊就卑，降生成人，完成了天主所預定的計劃，並為了我們開闢

了永生的途徑，使我們在他第二次光榮地來臨時，終能獲得我們日

夜期待的恩許。將臨期的首兩星期就是要我們特別期待基督在人類

歷史終結時光榮再來，審判生死者，完成天主拯救人類的工程。耶

穌借用舊約達尼爾書中所描繪的人子形象，來預言衪日後再度來臨

的情景﹕「那時，他們要看見人子，帶著威能及莫大的光榮乘雲降

來」，而人子是為執行審判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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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日為那些只顧宴飲沉醉，或被人生牽掛所拖累的人，是個

驚惶戰慄的時辰，無情的審判如羅網的把他們抓著。但為那些被耶

穌稱為善的，被拋棄的一群，在困難環境中仍忠於信念，堅持生活

正義的人，這一日是值得慶賀的，是他們日夜期待夢寐以求的日子，

他們要挺起身來，抬起頭來，去接受他們日夜期待的恩許。 

 所以在這等待的時期，我們不應懷有懼怕或逃避現實的情

緒，或沉浸於外間所營造的虛假溫馨氣氛中。而該抱著信德的喜悅

與希望，為基督的再來，做好準備。耶穌在福音的末端已指出我們

應如何準備、衪囑咐我們應當警惕，時時醒寤祈禱﹕「醒寤」就是

告訴我們要面對此時此刻，活好現在，不要自欺欺人或逃避，而要

深深體會人生命最重要的是甚麼﹔「祈禱」就是我們靜下來，傾心

聆聽，聽聽天父對我們作出何種召喚，好能作出合適的回應，在耶

穌第二次來臨的時候，能挺起身來，抬起頭來去迎接我們的這位救

主。 

   This summer, I embarked on a trip to Tijuana, Mexico with a 
group of high  school church  friends and a couple of parents  to build 
two houses for some families.   And on  June 29,  I found myself  in the 
water deprived, sun drenched, dust laden, world that was Mexico.  On 
that  day,  our  six  day  trip  would  begin.    Each  of  us  had  our  own 
ambitions, our own expectations, our own lives, but by the end of the 
week,  we  would  learn  to  come  together  as  team,  as  a 
community.   Many of us would walk away  from  the experience with 
much more than the simple bruises and blisters, but with a larger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set apart from our normal lives.  This 
is the living breathing reality we call the Tijuana Mission. 
  Tijuana is one of the border cities on the side of Mexico.  While 
it may be really close to America, the moment you enter, you can see 
how different  it  is.   There are many  rural parts of  the city  that don't 
have paved roads and instead make do with simple bumpy dirt paths,  
usually  ill kept.   The houses are  just walls put  together under a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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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loths covering the windows.   Dogs and other animals  lay  in the 
streets  often  taking  refuge  under  cars  to  escape  the  burning 
sun.  Children walked the streets or happily played soccer on dry hard 
ground.   A  small amount of  trees and greenery dotted  the  land, and 
when  the wind blew,  it  carried dirt and dust  in  it's breath.   Smoking 
piles of burning garbage, marked by the spiraling smoke trails, flamed 
in many parts of the city which lacked a garbage disposal plan. 
  To us, to  live  in this world would be unimaginable.   To  live  in 
this world would be  to  forsake all our personal  joys, everything  that 
makes us happy and content about our lives, to throw it all away.  But 
in  reality,  this  is not a  life of  sadness, of wondering when your next 
meal will come.   To  live a  life  like that you have to be optimistic, you 
cannot focus on the smoke in the air but the strength of the blue in the 
sky.   And that's what makes their society rely so much on  family and 
unity.  They manage to bond through social events to enjoy what they 
have while  it's  there.   They have  the strength  to put aside  their own 
grief  to make  it  easier  for  someone  else  to  face  theirs.    They  ful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simple pleasures in life, which are often 
the best.  The pleasure to hold someone close, to laugh with a friend, 
how often do we treasure those moments? 
  There is no doubt this is poverty.  But imagine the strength to 
live in such an environment but be able to act as we act every day.  If 
we traded lives, we would be devastated; to many of us it would be far 
too  hard  to  sacrifice  the  things we  hold  dear,  to  let  them  go.   We 
idolize them and in turn are controlled by them.  And the worst part is 
that because we have  free will,  self  consciously we understand  that 
the behavior does not truly control us; it is us who sway whenever the 
temptation arises.   We can make  the change  if we’re willing  to have 
the will power to fight back and be able to take control of what  little 
part of life entrusted to us. 
  For  four  days we worked  on  the  house,  it  seemed  to me  a 
simple affair.  The family needed a house to live in but cannot afford to 
have  one  made,  so  we  decided  to  build  it  for  them  in  an  act  of 
goodwill.   After all, it was a Catholic thing to do.   But thinking back, it 
now seems so much  larger.   We came to prove that while we may b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we were essentially the same beings.   That 
as a member of a family would help another, we were part of a family 
that distance nor time could separate.   We  live our  life, but we need  
not  live  it  alone.   We  all  have  our  own  crosses  but  never  hav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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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ded to carry it alone, and with God we never will.  Maybe we speak 
differently, think differently, live differently, but through God, we have 
more  than enough  reason  to be  the  same.   God  connects  all of our 
lives  together  and  through  his word we  speak  the  same,  think  the 
same, and live the same.   
  We  started  the  day  with  prayer  and  breakfast,  and  then 
worked on  the worksite  till near dark.   After  dinner we would have 
daily reflection where we had the peace and calm to think about the 
day.  Also during this time we would learn about prayer styles such as 
mantric  prayer,  prayer  involving  hand  motions,  prayer  involving 
breathing, and other ways to help ourselves  familiarize and be closer 
to god.   We  learned  to calm ourselves and meditate on  the day and 
also calm our turbulent minds after a  long work day.   During  the  last 
two days a couple of members had VBS which was a workshop with 
the  local children to teach them about God.    I wasn't part of VBS but 
the people who were said it was a great way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and interact with the locals. 

  On the last day of work, the priest came to bless the house and 
its  inhabitants.   Once he had done  so, he gifted  the  family a  crucifix 
and ownership of  the house.    It was  just  so  inspiring  to  see  that we 
managed to make them so happy with such a simple gift.   Our house 
wasn't completely finished and was lacking a few doors and windows, 
but still, the thought of us coming thousands of miles was enough to 
show that even across the border they had family.   And  it was such a 
powerful emotion you could feel the grace and  love as  it moved each 
of us in our hearts.  Many of us were so motivated we decided then to 
work  overtime  until  the  sun  set  to  finish  as much  of  the  house  as 
possible.  When it was time to leave for home, many of us would miss 
the town but at the same time happily anticipate going back. 

  Maybe we  left  something  there, our memories,  two houses, 
footsteps  in  the  dirt.   Maybe  Tijuana  took  something  from  us,  our 
innocence, the blindfolds made from society, the walls of our reality.  I 
know my  perception  of  life would  change  from  that  trip  and  other 
highlights from the rest of my summer which would make this summer 
worthwhile to me.  The memories from the trip can never be confined 
to paper and words, no matter how much you write,  it's always most 
powerful firsthand.   And certainly, whatever we got from Tijuana, we 
would keep with us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Also visit and comment on my blog at : http://inculpatuspuer.livejournal.com/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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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Chung 
My mom and dad read me stories. Oh, and my mom and dad help me 
do my homework, and my mom and dad help me do the rest of my 
homework. 
 

Louis Lin 
My family life includes many complex activities.  We enjoy many 
things like going to watch a movie, or going out to take hikes and stuff.  
At home, half the year, my dad is in China or in Germany. 
At home, sometimes are hard to schedule like sports practices or going 
to my friends’ houses, just anything.  After school, I get dropped off at 
home by my dad.  If my dad isn’t there, then someone else picks my 
brothers and I up.  We have to go to our rooms and do homework.   
Our family life has many good things as well as bad, but it’s great 
living there. 
 

Janice Lin 
My family and I like to spend nights together watching TV.  That’s 
only one of the things I like to do with my family.  I also like to go 
camping with my family.  Setting up the tent, barbecuing, and sitting 
around the campfire are the best things to do at camping besides hiking.  
Whenever I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 I am happy. 
 

Samantha Ng 
The thing we do with my family is play games and watch TV.  The 
thing I want to do with my family is watch Chip Space Chimp. 
 

Toby Lin 
My experience with family life has been tragic.  I have been having lots 
of bad luck.  First of all, I had cancer.  Next, I keep trying to teach my 
brother things plus when I try to make things better, I only get in 
trouble and make things worse.  Finally, my brother still won’t listen to 
me and he is 8 years old.  My one wish in life and family life is my 
brother and I to get along well and for my family and I to finally get to 
live in peace. 

  

 Our  
 Corner 

  Fam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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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 Ng 
My favorite times together with my family is going to the Monterey 
aquarium, and going to Los Angeles and Hong Kong.  My family 
Rocks!!! 
 

Emma Lii 
The best time I’ve had with my family is when we do things together 
like watching movies and biking together, because it’s like you know 
that if something happens, they’ll be with you. 
 

Claudia Chung 
Me and my family want to see my Dad again.  The End. 
 

Richard Lin 
My family is special and awesome.  We have had many good things 
together,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few.  
My family life is peaceful.  We don’t usually do extraordinary things, 
but I would like to.  For vacations as a family, we stay home together.  
That is fine with me, but I would like to travel.  I want to get out of this 
country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family and see the outside world.   We’ve 
never actually been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ant to go as a 
family to somewhere else.  I also treasure many of our moments 
together.  I especially enjoy the times when we go camping.  It gives us 
a chance to bond more in my opinion.  Being out in the woods is like 
our family depending on each other for survival, and it feels special.  
Also, I like the moments when we travel together.  Just being in the car, 
all five of us, makes it feel special.  My first airplane flight with my 
family felt great, because we were so high up in the air, and I thought 
the moment would never end, but it did in a few hours.   
I basically just love being with my family, and in all of my other 
examples they had one main point.  It was just simply hanging out with 
my family every time, and every simple moment gets added to my 
memories.  In my point of view, my family life is just being around my 
family and treasuring every simple moment, even if it’s just standing 
together in a picture.  My family is a great family, and we have a 
fantastic life together.  I can’t ask for a better family.  My family life is 
about counting every moment and I love it.  My family is the best, and 
in my opinion, I don’t even know what in the world I would do without 
them.  Thank you for reading all this.  It’s pretty long, so yeah…. 
 

Timmy Lin 
They let me play computer for over an hour.  And my bro got me new 
things like Bakugan.  My dad got me a personal laptop during first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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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sen Lin 
I have done many fun things with my family.  I had many exciting 
memories of trips to faraway places.  I always like to go camping with 
my family.  I look forward to going to different campsites and 
experiencing mother nature.  I also like going to Reno to play snow.  I 
went with my family to Hong Kong, Beijing, Alaska and Shanghai.  I 
am hoping for my family and I to visit Hawaii. 
 

Colman Lin 
Family life is very fun.  The experiences I have had are vacations and 
trips to museums and other things.  One of the trips was to Disneyland.  
It was really fun.  There were rides like roller coasters, drop-zones and 
many other really cool things.  One time we went to Los Angeles for 
Christmas.  We stayed there overnight and played games.  Another time 
was when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Great America several times over 
the summer to swim, ride roller coaster, and just have some fun.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is to go to museums more often and go to parks often.  
I really like my family life. 
 

Michelle Wong 
The best thing I did with my mom, dad and my brother was going to the 
family camp. 
 

By Michell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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