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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找到了一個實踐慶禮院精神的原始典範

 

親愛的會友：

家庭生活的典範

他是一位全然臨在於家庭的丈夫及父親

者而選擇了渡節儉

姻不只是一句

這是個神聖及不可拆散的誓盟

如果沒有家庭牧民

高神父所啓發

院的生活、愛德工作及傳教使命開放

 

在慶禮院中實行預防教育法的典範

自九歲開始他便是米蘭的聖奧斯定慈幼慶禮院常客

裏以青年服務青年

，他持續是一位堅毅不拔的傳道員及多才多藝

幼會士。他懂得用盡所有預防教育法的教育工具來策勵小朋友

照顧禮儀、培育

劇的價值。他與慶禮院青年組織外遊

抽獎、堂區尋寶遊戲及兒童奧運會

的重心：愛主愛人

法使宣講福音及教理服務成為他教育使命的中心

有一個特長，

福傳，這也是鮑思高神父對福傳所用的獨特方式

 

慈幼愛德就是牧民愛德

拯救靈魂也是

實公民、良好的基督徒及未來天國的居民

徒團體，並在各自的環境傳播福音的酵母

上找到了一個實踐慶禮院精神的原始典範

：  

佈亞蒂里約旦尼

他是平信徒

出生於意大利米蘭

的丈夫及父親

的

精神的兄弟的生平

禱

家庭生活的典範 

他是一位全然臨在於家庭的丈夫及父親

者而選擇了渡節儉、神貧的生活

姻不只是一句「互相交付

這是個神聖及不可拆散的誓盟

如果沒有家庭牧民

高神父所啓發，給我們帶來巨大及深遠的貢獻

愛德工作及傳教使命開放

在慶禮院中實行預防教育法的典範

自九歲開始他便是米蘭的聖奧斯定慈幼慶禮院常客

裏以青年服務青年，他恆常以喜樂策勵不同的組別

他持續是一位堅毅不拔的傳道員及多才多藝

他懂得用盡所有預防教育法的教育工具來策勵小朋友

培育，在操場上的慈幼式臨在及遊戲

他與慶禮院青年組織外遊

堂區尋寶遊戲及兒童奧運會

愛主愛人。他體現了教育者的情操

法使宣講福音及教理服務成為他教育使命的中心

，就是常以簡單及令人信服的方法來表達

這也是鮑思高神父對福傳所用的獨特方式

慈幼愛德就是牧民愛德

拯救靈魂也是教育愛德

良好的基督徒及未來天國的居民

並在各自的環境傳播福音的酵母

上找到了一個實踐慶禮院精神的原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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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們都知道

佈亞蒂里約旦尼

他是平信徒

出生於意大利米蘭

的丈夫及父親

的適時形象

這是我給整個慈幼大家庭邀請

精神的兄弟的生平

禱，藉他的代禱獲得奇蹟

 

他是一位全然臨在於家庭的丈夫及父親

神貧的生活。

互相交付」，而是一件基督的

這是個神聖及不可拆散的誓盟，他倆亦以祈禱及實踐愛德使這家庭緊密團結

如果沒有家庭牧民，便沒有青年牧民

給我們帶來巨大及深遠的貢獻

愛德工作及傳教使命開放

在慶禮院中實行預防教育法的典範

自九歲開始他便是米蘭的聖奧斯定慈幼慶禮院常客

他恆常以喜樂策勵不同的組別

他持續是一位堅毅不拔的傳道員及多才多藝

他懂得用盡所有預防教育法的教育工具來策勵小朋友

在操場上的慈幼式臨在及遊戲

他與慶禮院青年組織外遊

堂區尋寶遊戲及兒童奧運會

他體現了教育者的情操

法使宣講福音及教理服務成為他教育使命的中心

是常以簡單及令人信服的方法來表達

這也是鮑思高神父對福傳所用的獨特方式

慈幼愛德就是牧民愛德 

教育愛德，因為在教育中可找到能幫助青少年正面發展的資源

良好的基督徒及未來天國的居民

並在各自的環境傳播福音的酵母

上找到了一個實踐慶禮院精神的原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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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們都知道

佈亞蒂里約旦尼(Attilio Luciano Giordani)

他是平信徒、一個家庭的父親

出生於意大利米蘭，1972

的丈夫及父親、慶禮院的策勵者及傳道員

形象，現在是可敬者了

這是我給整個慈幼大家庭邀請

精神的兄弟的生平，還有他在家庭及教育的正面訊息傳開去

藉他的代禱獲得奇蹟

他是一位全然臨在於家庭的丈夫及父親

。對於約旦尼兄弟來說

而是一件基督的

他倆亦以祈禱及實踐愛德使這家庭緊密團結

便沒有青年牧民。

給我們帶來巨大及深遠的貢獻

愛德工作及傳教使命開放。 

在慶禮院中實行預防教育法的典範 

自九歲開始他便是米蘭的聖奧斯定慈幼慶禮院常客

他恆常以喜樂策勵不同的組別

他持續是一位堅毅不拔的傳道員及多才多藝

他懂得用盡所有預防教育法的教育工具來策勵小朋友

在操場上的慈幼式臨在及遊戲

他與慶禮院青年組織外遊、作曲及短劇

堂區尋寶遊戲及兒童奧運會，當然也不會忘記基督徒喜樂

他體現了教育者的情操

法使宣講福音及教理服務成為他教育使命的中心

是常以簡單及令人信服的方法來表達

這也是鮑思高神父對福傳所用的獨特方式

因為在教育中可找到能幫助青少年正面發展的資源

良好的基督徒及未來天國的居民。牧民愛德基本的元素是宣講福音

並在各自的環境傳播福音的酵母。今天

上找到了一個實踐慶禮院精神的原始典範，也是我們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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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們都知道，教宗方濟各於

(Attilio Luciano Giordani)

一個家庭的父親、

1972年 12月

慶禮院的策勵者及傳道員

現在是可敬者了。

這是我給整個慈幼大家庭邀請

還有他在家庭及教育的正面訊息傳開去

藉他的代禱獲得奇蹟。 

他是一位全然臨在於家庭的丈夫及父親，一位具有深度信德而又開朗的人

對於約旦尼兄弟來說

而是一件基督的「聖事」；

他倆亦以祈禱及實踐愛德使這家庭緊密團結

。我深信約旦尼兄弟他在家中見證基督徒生活

給我們帶來巨大及深遠的貢獻。他們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家庭

自九歲開始他便是米蘭的聖奧斯定慈幼慶禮院常客

他恆常以喜樂策勵不同的組別：達數十年之

他持續是一位堅毅不拔的傳道員及多才多藝、開朗的協進慈

他懂得用盡所有預防教育法的教育工具來策勵小朋友

在操場上的慈幼式臨在及遊戲，重視餘暇及戲

作曲及短劇，創作出籌款

當然也不會忘記基督徒喜樂

他體現了教育者的情操，以創意及可信的手

法使宣講福音及教理服務成為他教育使命的中心。約旦尼兄弟還

是常以簡單及令人信服的方法來表達，

這也是鮑思高神父對福傳所用的獨特方式。 

因為在教育中可找到能幫助青少年正面發展的資源

牧民愛德基本的元素是宣講福音

今天，我們對青年福傳及教育的承諾

也是我們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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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於 2013

(Attilio Luciano Giordani)為可敬者

、鮑思高協進慈

月 18 日於巴西的大坎普

慶禮院的策勵者及傳道員、

。 

這是我給整個慈幼大家庭邀請，特別是你們協進會

還有他在家庭及教育的正面訊息傳開去

一位具有深度信德而又開朗的人

對於約旦尼兄弟來說，他與妻子諾艾米在

」；他勉力在日常生活中及

他倆亦以祈禱及實踐愛德使這家庭緊密團結

我深信約旦尼兄弟他在家中見證基督徒生活

他們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家庭

自九歲開始他便是米蘭的聖奧斯定慈幼慶禮院常客，在那

達數十年之

開朗的協進慈

他懂得用盡所有預防教育法的教育工具來策勵小朋友：

重視餘暇及戲

創作出籌款

當然也不會忘記基督徒喜樂

以創意及可信的手

約旦尼兄弟還

，喻教育於

因為在教育中可找到能幫助青少年正面發展的資源

牧民愛德基本的元素是宣講福音

我們對青年福傳及教育的承諾

也是我們臨在、牧民及教育行動的準繩

etter from Provincial Council

十一月【

2013 年 10 月

為可敬者，

鮑思高協進慈幼會士

日於巴西的大坎普

、傳教士及福傳者

特別是你們協進會

還有他在家庭及教育的正面訊息傳開去

一位具有深度信德而又開朗的人

他與妻子諾艾米在

他勉力在日常生活中及

他倆亦以祈禱及實踐愛德使這家庭緊密團結

我深信約旦尼兄弟他在家中見證基督徒生活

他們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家庭

在那

達數十年之

開朗的協進慈

：

重視餘暇及戲

創作出籌款

當然也不會忘記基督徒喜樂

以創意及可信的手

約旦尼兄弟還

教育於

因為在教育中可找到能幫助青少年正面發展的資源

牧民愛德基本的元素是宣講福音

我們對青年福傳及教育的承諾

牧民及教育行動的準繩

etter from Provincial Council 

月【號外】 

月 9 日批准冊封聖人部宣

，認可他的非凡德行

會士。他於 1913

日於巴西的大坎普安息主懷

傳教士及福傳者、

特別是你們協進會，把這位充滿鮑聖

還有他在家庭及教育的正面訊息傳開去，

一位具有深度信德而又開朗的人，願意為賙濟貧困

他與妻子諾艾米在 1944年 5

他勉力在日常生活中及教養子女時表達出

他倆亦以祈禱及實踐愛德使這家庭緊密團結。 

我深信約旦尼兄弟他在家中見證基督徒生活

他們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家庭，而是向堂區

因為在教育中可找到能幫助青少年正面發展的資源，

牧民愛德基本的元素是宣講福音、鞏固信德

我們對青年福傳及教育的承諾，在約旦尼兄弟身

牧民及教育行動的準繩。 

 

 

日批准冊封聖人部宣

認可他的非凡德行

1913年 2 月 3 

安息主懷。這位模範

、協進慈幼會士

把這位充滿鮑聖

，並熱心向他祈

願意為賙濟貧困

5月所締結的婚

教養子女時表達出

我深信約旦尼兄弟他在家中見證基督徒生活，是鮑思

而是向堂區、慶禮

，使他們成爲忠

鞏固信德、培育基督

在約旦尼兄弟身

 

日批准冊封聖人部宣



3 日

這位模範

會士

把這位充滿鮑聖

並熱心向他祈

願意為賙濟貧困

月所締結的婚

教養子女時表達出

是鮑思

慶禮

使他們成爲忠

培育基督

在約旦尼兄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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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喜樂中的在俗慈幼聖德的典範

上建構人性及基督性的品格

氣及樂觀的態度去見證信仰

去對抗洪流

活的見證

慈幼靈修晶瑩剔透地以在俗方式生活出來

排的模範

願意為這使命完全投入的

是基本功

的禮物

的喜訊帶到家庭

敬的亞蒂里約旦尼很快能擠

所有家庭及慶禮院的代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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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喜樂中的在俗慈幼聖德的典範

一位協進慈幼會士

上建構人性及基督性的品格

氣及樂觀的態度去見證信仰

去對抗洪流。

活的見證：「

慈幼靈修晶瑩剔透地以在俗方式生活出來

排的模範，因此不少人都去尋求他的忠告

 

慈幼大家庭的各組別裏都有不少平信徒共負我們的使命

願意為這使命完全投入的

是基本功，所以約旦尼兄弟的可愛形象實在啓發了我們

 

在這信德年及預備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週年的最後一年裏

的禮物，它催使我們去培育在俗慈幼會士

的喜訊帶到家庭

 

在結束這家書前

敬的亞蒂里約旦尼很快能擠

所有家庭及慶禮院的代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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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喜樂中的在俗慈幼聖德的典範

一位協進慈幼會士

上建構人性及基督性的品格

氣及樂觀的態度去見證信仰

。當他選擇與家人一起去傳教時

：「我們必須活出信仰

慈幼靈修晶瑩剔透地以在俗方式生活出來

因此不少人都去尋求他的忠告

慈幼大家庭的各組別裏都有不少平信徒共負我們的使命

願意為這使命完全投入的

所以約旦尼兄弟的可愛形象實在啓發了我們

在這信德年及預備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週年的最後一年裏

它催使我們去培育在俗慈幼會士

的喜訊帶到家庭、教育、

在結束這家書前，

敬的亞蒂里約旦尼很快能擠

所有家庭及慶禮院的代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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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喜樂中的在俗慈幼聖德的典範

一位協進慈幼會士，就是從鮑思高神父的

上建構人性及基督性的品格。約旦尼兄弟的幽默感活現了公教信仰的良知

氣及樂觀的態度去見證信仰，如服兵役及戰役時

當他選擇與家人一起去傳教時

我們必須活出信仰，

慈幼靈修晶瑩剔透地以在俗方式生活出來

因此不少人都去尋求他的忠告

慈幼大家庭的各組別裏都有不少平信徒共負我們的使命

願意為這使命完全投入的。對於那些願意一起承擔教育牧民行動的平信徒來説

所以約旦尼兄弟的可愛形象實在啓發了我們

在這信德年及預備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週年的最後一年裏

它催使我們去培育在俗慈幼會士

、社會及政治生活中

，我重新邀請你們創造一個祈禱運動

敬的亞蒂里約旦尼很快能擠身於慈幼大家庭諸聖的行列

所有家庭及慶禮院的代禱者。 

 

生活在喜樂中的在俗慈幼聖德的典範 

就是從鮑思高神父的

約旦尼兄弟的幽默感活現了公教信仰的良知

如服兵役及戰役時

當他選擇與家人一起去傳教時，

，這信仰的深淺就視乎我們的生活表現

慈幼靈修晶瑩剔透地以在俗方式生活出來，獲獻身的慈幼會士特別欣賞

因此不少人都去尋求他的忠告。 

慈幼大家庭的各組別裏都有不少平信徒共負我們的使命

對於那些願意一起承擔教育牧民行動的平信徒來説

所以約旦尼兄弟的可愛形象實在啓發了我們

在這信德年及預備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週年的最後一年裏

它催使我們去培育在俗慈幼會士，

社會及政治生活中。

我重新邀請你們創造一個祈禱運動

身於慈幼大家庭諸聖的行列

 十一月【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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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從鮑思高神父的《使徒生活守則

約旦尼兄弟的幽默感活現了公教信仰的良知

如服兵役及戰役時，或作為僱員時

，在那裏完結了現世的生命

這信仰的深淺就視乎我們的生活表現

獲獻身的慈幼會士特別欣賞

 

慈幼大家庭的各組別裏都有不少平信徒共負我們的使命

對於那些願意一起承擔教育牧民行動的平信徒來説

所以約旦尼兄弟的可愛形象實在啓發了我們

在這信德年及預備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週年的最後一年裏

，他們認同並決意委身把福音

。 

我重新邀請你們創造一個祈禱運動

身於慈幼大家庭諸聖的行列

總會長總會長總會長總會長

號外】 

使徒生活守則

約旦尼兄弟的幽默感活現了公教信仰的良知

或作為僱員時

在那裏完結了現世的生命

這信仰的深淺就視乎我們的生活表現

獲獻身的慈幼會士特別欣賞

慈幼大家庭的各組別裏都有不少平信徒共負我們的使命，

對於那些願意一起承擔教育牧民行動的平信徒來説

所以約旦尼兄弟的可愛形象實在啓發了我們，把在俗的慈幼靈修系統化

在這信德年及預備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週年的最後一年裏

他們認同並決意委身把福音

我重新邀請你們創造一個祈禱運動，使可

身於慈幼大家庭諸聖的行列，求他成為

    

總會長總會長總會長總會長    查偉思神父查偉思神父查偉思神父查偉思神父

15.10.2013

 

》中獲得啟發

約旦尼兄弟的幽默感活現了公教信仰的良知，

，他以生活於此世而不屬於這塵世

在那裏完結了現世的生命，留下了他熱衷於為他人而

這信仰的深淺就視乎我們的生活表現」。

獲獻身的慈幼會士特別欣賞，他們認為這是天主上智安

而如果沒有共同的精神

對於那些願意一起承擔教育牧民行動的平信徒來説

把在俗的慈幼靈修系統化

，約旦尼兄弟的見證是一份很珍貴

他們認同並決意委身把福音

使可

求他成為

查偉思神父查偉思神父查偉思神父查偉思神父    

.2013 

 

中獲得啟發，活出信仰

，而且他在逆境中仍以勇

他以生活於此世而不屬於這塵世

留下了他熱衷於為他人而

」。可敬者亞蒂里約旦尼把

他們認為這是天主上智安

而如果沒有共同的精神

對於那些願意一起承擔教育牧民行動的平信徒來説，活出慈幼靈修變得

把在俗的慈幼靈修系統化。 

約旦尼兄弟的見證是一份很珍貴

 

活出信仰，在喜樂

而且他在逆境中仍以勇

他以生活於此世而不屬於這塵世

留下了他熱衷於為他人而

可敬者亞蒂里約旦尼把

他們認為這是天主上智安

而如果沒有共同的精神，很難有人

活出慈幼靈修變得

 

約旦尼兄弟的見證是一份很珍貴

 家書 

在喜樂

而且他在逆境中仍以勇

他以生活於此世而不屬於這塵世

留下了他熱衷於為他人而

可敬者亞蒂里約旦尼把

他們認為這是天主上智安

很難有人

活出慈幼靈修變得

約旦尼兄弟的見證是一份很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