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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儷同行協進會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度 

週年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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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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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緣起 ] 

在一九八九年，關俊棠神父、梁宗溢神父和鄭瑞薇修女開辦了

一個名為 「公教夫婦培訓班」的一年課程，專門培訓天主教的

夫婦。每一屆畢業的夫婦都會聚在一起，組織一些跟進學習的活

動，互相支持。過了幾年，大家開始覺得應該將所感受到的好處，

和所學得的跟其他人士分享。於是在一九九三年尾，經過多月的

磋商籌備，由七對公教夫婦組成了[ 伉儷同行協進會有限公

司 ]，並邀得三位導師為顧問。在一九九四年一月，本會正式運

作，同年五月註冊為非牟利團體的有限公司，一九九六年二月批

核為慈善團體，一九九七年四月加入香港社會服務聯會成為基本

會員。 

 
2. [ 宗旨 ] 

本會的主要宗旨為：維繫並發展良好的夫婦關係，同行共創美

滿幸福的婚姻生活。 
 

3. [ 工作路線和目標 ] 
     我們期望所有活動的設計都可朝著下列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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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的工作目標： 
一. 為夫婦門們組織有主題和有系統的聚會或工作坊等，使他/她

們能從互相分享、互相豐富中得益。 
二. 舉辦夫婦靈修、婚姻發展、親子關係等教育性講座。 
三. 舉辦各種文娛、旅行及聚餐等可供增進家庭中良好人際關係的

活動。 
四. 提供各類有關家庭生活教育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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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回顧 ] 
縱觀 2007 年的會務發展，是整個團體向外伸展的一年：伉儷

會參與跨宗教（天主教及基督教）七個團體成立的「維護生命及

家庭網絡」，並且在三月份協辦一個名會「母職的光輝」公開講

座；五月份為另一慈善團體「善牧會」的社工及職員主持了一個

週末培訓營；六月份為「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主持了為期四週

的講座；十月份遠赴加拿大多倫多及美國紐約主持了多個講座。

會員們更享用了免費遊覽迪士尼樂園及香港中樂團的免費音樂

會；而前往廣西德天瀑布的「寬恕之旅」工作坊，及前往澳門的

「夫婦週年避靜」參加人數是歷年之冠；首次參與香港貿易發展

局在灣仔的書展，不但獲得本會會員在財政及人力資源上的大力

支持，實在非常珍惜這個與廣大香港市民接觸的機會，宣傳本會

推行為婚姻與家庭努力的信念。 
大量外展工作之餘，我們並沒有疏忽照顧本會會員：全年中主

辦了多次「身心靈健康」講座、每月均有個人成長培育（內觀法

及夢工場等）的課程、活力婚姻工作坊、義工靈修營等。為了滿

全會員對學習歌唱的興趣，舉辦了三次「歌唱技巧班」；康樂方

面尚有：濃情歌舞夜及粵曲敬老晚會。 
  

5. [ 財政 ] 
2007 年捐款收益比往年稍多，在節約開支下錄得五萬多元盈

餘，對消過往多年的虧損賬目後，仍然虧蝕八千多元。 
 

6. [ 活動報告 ] 
 

6.1 步行籌款                                負責人：執委會 
元旦日週年步行籌款由堅道主教座堂出發，至寶雲道公園

小休，然後原路回堅道主教座堂參與由梁宗溢神父主持的感恩

祭，共 120 人參加，為本會的常年經費籌得十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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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身心靈健康講座  
6.2.1 「夫妻能量按摩」            講者：黃素恩、游繼彪 

26/1 由中文大學講師游繼彪及台灣花精療師黃素恩主持的

能量按摩講座，有 6 人出席。 
 

6.2.2 「積極迎向第二人生」            講者：陳慧敏醫生 
        30/3 由　生署的陳慧敏醫生主持第二次身心靈健康講座，有

25 人出席。 

6.2.3 「愛，永遠不會太遲」            講者：關俊棠神父 
  25/5 第三次身心靈健康講座，有 33 人出席。    

6.3 培育課程 / 工作坊                                      
6.3.1 內觀法基礎課程                      導師：陳志常 

22/8 開始共四節的基礎課程，介紹內觀法的基本知識，有

28 人參加。 
6.3.2 內觀法跟進課程 

14/11 開始共四節進階課程，注重實習內觀法的指導，有

15 人參加。 
6.3.3 夢工場基礎課程                      導師：陳志常 

3/5 開始共四節課，介紹關於夢的理論和記夢方法，有 8
人參加。 

6.3.4 夫妻心靈按摩班                      導師：李華華 
12/12 由加拿大專業按摩師主持兩節課程，有 4 對夫婦參

加。 
6.3.5 活力婚姻工作坊                 導師：Chris & Irene 

17－19/8 每年一度為夫妻加油的工作坊，有 9 對夫婦參加。 
6.3.6 「寬恕之旅」工作坊              導師：關俊棠神父 

28－31/7 前往廣西德天瀑布舉辦的四天工作坊，有 54 人

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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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夫婦週年避靜        導師：梁宗溢神父、鄭瑞薇修女 

19-21/10 每年一度的夫婦避靜，今年選擇澳門的竹灣會議

中心舉行，共 71 人參加。 
6.4 歌唱技巧班                               導師：蘇婉珊 

10/3 開始共三十節課，每星期一節，教授歌唱技巧，平均每

節 18 人出席。 
6.5 康樂 

6.5.1 濃情歌舞夜                   主持：音樂人唱家班 
21/4 由「音樂人唱家班」主持，在赤柱長官俱樂部舉行，

共 85 人參加 
6.5.2 迪士尼樂園一天遊                  負責人：鄧麗霞 

14/7 及 11/8 通過香港社會服務聯會獲得二十張迪士尼樂

園免費入場券，共六個家庭享用了這個優惠。 
6.5.3 21/9 通過香港社會服務聯會獲得三十張香港中樂團音

樂會免費入場券，共八個家庭享用了這個優惠。 
6.5.4 粵曲敬老晚會                    主持：粵韻唱家班 

4/11 由「粵韻唱家班」主持，在嘉盛酒樓舉行，共 108 人

出席。 
 

6.6 小組 
6.6.1 音樂人唱家班                主持：胡鉅榮、廖國民 

每月聚會一次，攜帶自己的樂器，唱彈喜愛的中西歌曲，

約 12 人。 
6.6.2 慕道班     導師：阮少林、蔡錦妹、李健康、余似懿 

每月聚會一次，研習聖經並分享生活，一起晚膳，約 12 人。 
6.6.3 親親互助小組 負責人：伍國光、李睦順、李展輝、鄺艷冰 

每兩月聚會一次，分享生活經驗，各自攜帶食物分享，約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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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夢迴廊                              導師：陳志常 

共有三個小組，每小組約 6－8 人，每月一次聚會，由導師

指引在分享夢境過程中認識和了解自己。 
6.6.5 內觀法小組                          導師：陳志常 

每月聚會一次，分享練習內觀法的心得，約 12 人。        
6.6.6 讀書會                            負責人：周愈娜 

每月第二個星期六下午在會址聚會，分享閱讀同一本書籍

的心得和迴嚮，每次約有 8－10 人出席。 
6.6.7 粵韻唱家班                        召集人：黃顈筠 

小組約 12 人，一起參加邱杏兒師父主持的曲藝班。 
 

6.7 書展                                     主持： 執委會 
18－24/7 第一年度獲天主教香港教區的資助，參與香港貿

易發展局的書展，向社會人士宣傳本會的工作和理念，推介本

會出版的刊物和書籍，共有 58 位會員參與擔任當值義工。 
 

6.8 會員週年大會                           負責人： 執委會 
15/12 每年一度的週年大會，通過核數師的財務報告及執委

會的工作報告，共 28 人出席。 

 
6.9 除夕感恩祭                            主持：梁宗溢神父 

31/12 每年除夕本會優良傳統，在會址舉行感恩祭，有 28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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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外聯繫                                負責人：陳志常 
二千零七年度我會接受了下列機構的邀請，派出夫婦或個人在

舉辦活動中分享經驗： 
1. 2007/01/18 陳志常在會址招待［維護生命及家庭網絡］的

成員機構代表，並參與會議，討論協辦三月份的公開論壇。 
2. 2007/01/20 陳志常出席「教區禮儀委員會」主辦在粉嶺寶

血會修院舉行的「送聖體員避靜」，以「家庭共融與我」為主

題帶領活動及分享。 
3. 2007/01/28 本會參與北角聖猶達堂的週年書展，推介對婚

姻與家庭的優良讀物。 
4. 2007/03/07 黃秀娟、張凱嫻、陳志常出席香港婦女聯會的

「活得精彩──紅棉獎勵計劃」頒獎禮；本會會員黃秀娟獲選

十大得獎者之一。 
5. 2007/03/14 陳志常在會址招待江門教區梁建森及李嘉芳神

父，介紹本會活   動概況。 
6. 2007/3/17 本會參與「維護生命及家庭網絡」主辦「母職的

光輝」研討會，本會工作人員及多名「親親互助小組」組員均

有出席。 
7. 2007/03/23 周子堅代表伉儷同行協進會出席天主教教區

「家庭年」座談會，分享各機構如何回應「家庭年」這牧民主

題及彼此的配合。 
8. 2007/04/01 張凱嫻、陳志常出席明愛男士成長中心主辦的

第五屆「男人節」公開活動，張凱嫻並擔任分享嘉賓，主題是

「兩性共融」。 
9. 2007/04/02 陳志常在會址接待福建省陳神父及兩位修女，

介紹伉儷會的宗旨和各項活動情況。 
10. 2007/05/02 陳志常、張凱嫻接受《公教報》記者訪問，分

享投身婚姻與家庭服務的使命感與遠像。 
11. 2007/05/07 陳志常、張凱嫻前往深圳，向國內神職人員分

享「伉儷同行協進會」的工作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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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07/05/08 陳培佳前往深圳，向國內神職人員主講有關婚

姻與家庭培育的主題。 
13. 2007/05/12 梁敬之在青衣聖多默宗徒堂為該堂區《堂家組》

及《培育組》合辦的培育活動中主講「愛與家庭」。 
14. 2007/05/21 陳志常出席《善牧會》在道風山主辦的退省活

動，負責主持以「划到心處去」為主題的各項講座及活動。 
15. 2007/05/23 蔡錦妹、陳鴻彬、王賽粧及張凱嫻在《維護生

命及家庭網絡》主辦的徵文比賽中擔任初審評判。 
16. 2007/06/02 陳志常在《維護生命及家庭網絡》主辦的徵文

比賽中擔任終審評判。 
17. 2007/06/02 陳志常為《覺醒靜修營同修組》主講「內觀法

簡介」。 
18. 2007/06/06 陳志常在會址接待河北省李修女，介紹本會的

理念及日常運作模式。 
19. 2007/06/16 伍國光、李睦順為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辦的

講座主講「家庭經濟」。 
20. 2007/6/23 梁敬之、林兆玉為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辦的講

座主講 「家庭生活與信仰」。 
21. 2007/6/30 文家安為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辦的講座主講 
「父母原生家庭對子女學習的影響及啟示」。 
22. 2007/08/23 陳志常在會址接待甘肅省劉棟基神父，介紹本

會的理念及日常運作模式。 
23. 2007/09/24-2007/10/01 陳 志 常 應 邀 前 往 美 國 紐 約 為

Focusing Institute 主辦的「Train the Trainer」畢業營擔任助教。 

24. 2007/09/22 陳志常、張凱嫻應邀為美國紐約華埠顯聖容堂

主持＜夢工場＞工作坊。 

25. 2007/09/23 陳志常、張凱嫻應邀為［美東融樂會］（港譯「夫

婦懇談會」）的續談會擔任分享嘉賓。 

26. 2007/10/18 陳志常、張凱嫻在會址接待台北瑪利諾修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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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美妙修女，她是「慈善撒瑪黎雅婦女關懷協會」的負責人。 

27. 2007/11/12 陳志常在會址接待河北省邯鄲教區田神父，分

享本會工作。 
28. 2007/11/30 陳志常、張凱嫻在會址接待內蒙古巴盟教區趙

燕清神父，分享本會工作。 
29. 2007/12/01 陳志常、張凱嫻應青衣聖多默堂的邀請，為準

備慶祝婚慶的夫婦們主持聚會，並以「夫妻十架之路」分享反

省。 
 

8。 出版                               負責人：編輯小組 
8.1 〈加油站〉在 2007 年度，每期印刷量維持 2,200 份，七月

號則因本會參加書展，加印至 5,000 份。 

8.2  編輯部維持每月出版一份「活動快訊」，向本地會員報導

最近期的活動安排，同時在網上發放電子版，隨時在網上發放

活動變更及突發消息的電子活動號外，報導及更新活動資訊。 

8.3  整理年前在〈公教報〉〈自在女人心〉專欄發表過的文

章，選取了七十多篇結集成書，書名沿用專欄名稱「自在女人

心」。 

 
9.  [ 會員 ] 

普通會員 
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共有 302 個家庭登記為普通

會員，其中 98 個家庭交了終生會費。 
核心會員 

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上述普通會員中有 92 人

自願登記成為核心會員，享有投票權和被選權，參與推動和發

展會務的義務工作。 
10.  [ 本會顧問 ] 

關俊棠神父  梁宗溢神父  鄭瑞薇修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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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義務核數師 ] 

Tang and Fok 會計師事務所 
 

12.  [ 義務法律顧問 ] 
張家偉律師 
 

13.  [二零零七年度執行委員會 ] 
主席  陳志常   副主席 歐陽浩明 
秘書  鄧麗霞 
委員  蔡錦妹 伍國光 李睦順 李展輝 鄺艷冰   李泉基   
梁彩鳳 王賽粧 何少棠 林慕貞  張凱嫻  梁玉玲   李淑慈 
   

14.  [ 展望 ] 
本會經過十多年的歷練，以小組形式的運作漸趨成熟，「人與

人的關係」也穩定地發展；故此，是時候讓我們思考「人與空間

的關係」，希望在資源許可下，獲取更大的空間，使各發展中的

小組，繼續使用伉儷同行協進會這個平台，活潑和充滿生機地成

長。 
對外方面，將會繼續努力，和教會、社會保持一定的聯繫，

以能成為婚姻與家庭的一個福源為目標。 
 
 
陳志常 
執行委員會主席 
二零零八年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