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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靈 (香港) 智障人士服務機構              
地址：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16 號志興昌工廠大樓 4 樓 A 及 C 室 

通訊地址：大埔郵箱 727 號   電郵：hkhlltd@yahoo.com.hk  電話：81917201 

   2014 年 4 月通訊 

香港慧靈 2013 年周年會員大會 

2013年 12月 29 日( 星期日 )，香港慧靈假大埔恩主教書院禮堂召開周年會員大會，董

事會提交過去一年的活動及財政報告，選舉新董事及執行委員，並邀請洪宏信會計師事務所

繼續義務核數。 

為感謝熱心人士的積極支持，會中頒發感謝狀予十年以上的助養者及慷慨捐款的支持

者。 

其後由創辦人孟維娜女士講述到意大利領獎時，近距離接觸教宗、與韓大輝總主教面談、

探訪法國方舟團體的感受，沖擊她反思慧靈為智障人士服務的價值和取向，也談到近來中國

慧靈的新發展，最後她鼓勵香港慧靈繼續支援國內智障學員和員工的需要。 

會員大會後，拍照留念，並慶祝孟維娜女士榮獲意大利「國際維托里諾．科倫坡獎」， 

大家一起享用茶點，暢談近況，洋溢著融和愉快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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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聯歡暨宋啟文神父及方叔華神父生日會 

2月 23日 ( 星期日 ) 於葵涌聖斯德望堂禮堂舉行新春聯歡暨宋神父及方神父

生日會，80多位會員及支持者出席。 

宋神父和許國賢神父在祈禱中均提醒我們愛人-- 愛家人、朋友、弱小的兄弟姊

妹、慧靈的智障學員。而董事長謝錦全先歡迎與會者，多謝大家的支持，並介紹本屆

董事和委員；隨後有精彩的粵曲、口琴、時代曲表演，方叔華神父高歌「一點燭光」

後，與宋神父、許神父、范神父合唱意大利名曲「太陽」，寓意我們如太陽般將溫暖

帶給人 -- 有需要的人、弱小的兄弟姊妹。隨後尚有遊戲，送出精美的獎品。 

最後大家分享各自精心炮製及帶來的美食，在歡樂聲中結束活動。  

 

 

 

各區聯絡員 

香港仔 (聖伯多祿堂) ： 關同權、秦耀 柴灣 (海星堂) ： 林興瑞 

筲箕灣 (聖十字架堂) ： 鍾廣田 青衣 (聖多默宗徒堂) ： 姚惠珠 

沙田   (聖歐爾發堂) ： 布錦兒、汪太 荃灣 (葛達二聖堂) ： 徐邦雄 

馬鞍山 (聖方濟堂) ： 謝偉光、 

徐吳佩玲 

屯門 (聖瑪竇宗徒堂) ： 鄧彩龍 

大埔 (聖母無玷之心堂) ： 朱炳權 元朗 (聖伯多祿聖保祿堂) ： 鄧彩龍 

葵涌 (聖斯德望堂) ： 陳仕忠 屯門 (贖世主堂)            ：  鄒美好 

葵涌 (吳國盛小堂) 

 

： 郭錦成、       尖沙咀 (玫瑰堂)             ： 楊瑞貞 

郭張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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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剪影：范子峰神父                                  謝張麗萍 

孟校長早前傳給我們的訊息：在春節期間，在沒有校車的情況下，范神父為滿足

學員馬德根 (去年七月彩雲宿舍學員探訪社區家庭時，他坐於輪椅上，因痙癴以致口

齒不伶俐，手腳不靈活，但仍懷有很大的信德，一字一句地慢慢唸出天主經、聖母經……，

讓彩雲宿舍學員稱讚不已)參加彌撒的願望，背著他從托養到車站，高興得馬德根不斷

流口水，范神父卻毫不介意。職員孟凡偉描述以上片段時眼泛淚光，說：這使我慚愧…… 

這就是范子峰神父，他愛護學員，處處為他們著想。去年十月的西安及商洛探訪

朝聖團中，有較多機會與范神父交談，請教他信仰的問題，亦了解他在北京生活的點

滴。他道出搬往孟維娜的家庭，在孟校長往意大利領獎期間，他負起照顧學員的責任，

那家庭的學員是肢體傷殘的，大家輪流煮飯，他經常要外出買東西，因為學員不良於

行，他走得較快。聽罷，我默然無語，敬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神父當跑腿，仍甘之

如飴，服侍中國弱小的兄弟！ 

在西安、商洛參觀期間，看見他對學員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和力，學員跟他很親

近，打成一片；范神父對教友也是很關心的，經常體諒我們，主動協助我們拿那些頗

重的禮物。 

他常說口才沒有萬籟寂神父和許國賢神父那樣好，但願意於各地慧靈到香港堂區義 

賣時陪同職員，同時於彌撒中作呼籲或共祭。他親切及體諒地協助義賣，搬搬抬抬，

沒有架子，真教我們感動！ 

現在他長駐廣州服務，很多時間投入農場的工作，希望可以將農場發展得更好，

一方面為學員提供更多元化的工種，讓學員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環境；另一方面讓城市

人親近大自然，欣賞天主的化工！  

主祐范子峰神父！   

 

 

 

 

 

 

 

 

 

 

 

 

 

范神父與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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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姊妹機構學習後記              謝錦全 

農曆新年後，我代表香港慧靈參加中國慧靈主要骨幹團隊的台北和台中姊妹機構

學習及探訪團。連續十天的行程、活動，帶給我很多感受！ 

首先，台北啟智職藝訓練中心為我們提供了三天的培訓，包括服務和管理的理念、

上級與下屬有效溝通的策略、團隊建立的體驗活動；此外，有兩位殘障學員家長現身

說法，令我驚歎不已：他們憑著基督信仰賜與的力量，加上自己不屈不朽的精神，創

造了幫助子女成長的「奇蹟」(參看附錄)，也教育了社會人士接納弱小者的生存及價

值。而負責該機構的兩位李氏牧師，不但無私地分享他們的心得，更細心安排我們的

食、住、行各方面，真教我們衷心銘感！ 

其後，我們到台中參觀瑪利亞愛心家園 ( 也是服務智障人士的機構 )，見證那

裏的管理階層和前線人員以愛心、耐力去照顧重度智障學員，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影

子；而牆上寫著「愛，永不休止」，真不是單單掛在牆上的口號，而是活生生的縈繞

於他們心中，並付諸實踐的行動！ 

中國慧靈骨幹團隊善用餘下的幾天，在兩位李牧師的協助下，積極探討中國慧靈

在服務、人力和財政資源的管理等方面，準備於今年四月中的全國慧靈高峰會議中作

出革新的宣講。 

期望中國慧靈在上主的帶領和員工的努力配合之下，結出美好的果實！ 

附錄：「汪媽媽」和她女兒蕙欣的故事： 

蕙欣誕生時，先天腦部嚴重受傷，導致弱視、鼻病、耳病、齒顎不正、長短腳、

脊柱側彎成 S型。汪媽媽曾經生過自殺的念頭，之後她與丈夫合力協助女兒鍛練出強

健的體魄，進醫院做了多次手術；不停的鼓勵、示範、鍛鍊，終於女兒能說話、讀書

寫字，還能唱出美妙的歌曲。現年廿六歲的女兒，充滿愛心、樂於助人，跟隨汪媽媽

去台灣各縣市、東南亞、廣州及香港做「短宣」 （福傳）……  

 

 

 

 

 

 

 

 

 

 

 

 

 

 

中國慧靈主要骨幹團隊合照 參觀瑪利亞愛心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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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慧靈巡禮 

青海省慧靈智障人士社區服務工作站 

青海慧靈於 2003年 8月在西寧成立，2004年 12月於青海省民政廳註冊。是青海省第一

家專為 14歲—45歲智障青少年及成人提供專業服務的民間公益機構，致力於推動智障人士社

區化服務理念，關注智障人士的生存與發展，提供真實的學習環境，提高他們的生活自理能

力和社會適應能力，幫助他們建立和發展與社區、家庭、鄰居之間的良好關係，使他們能真

正融入社區，享受應有的生活樂趣和平等的權利。現機構有正式員工 23人(包括兼職會計一

名),服務學員 72人。 

服務包括：日間活動和培訓，家庭式住宿服務，職業技能培訓，藝術調理，對家庭困難

的學員實行助養助學，特色服務，家長支援服務等。同時為智障人士的家屬提供諮詢，輔導

及轉介服務，以改進照顧及教育智障子女的方法，減輕家屬因長期照顧所引致的心理壓力。  

 

 

 

 

 

 

 

 

 

 

 

學員在庇護工廠做裁紙工作 學員上音樂與舞蹈調理課 

 

 

 

 

 

 

 

 

 

 

學習認顏色 輔導員教學員摺疊被舖 

 

地址：青海省西寧市城北區朝陽西路 59號城北區殘疾人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0971-5506453 

網址：xnhl369@163.com 

 

mailto:xnhl3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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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慧靈農場 
廣州慧靈農場一直在發展中，由初期只種植有機蔬菜、香草、養雞，只有兩間房子；到

現在擴建至四間房子，一間大廚房及一間大餐廳，而種植的有機作物種類也增加了。 

最近在許神父、范神父、Pier (神父意大利的好友) 和國際義工的努力下，一座特大火

爐已建成，面積有 2 米寬 1米多高，可焗麵包、薄餅、甚至是烤燒豬。 

10/3 三位意大利義工經香港到廣州，先採購廚房的設施，接著建設；隨後於18/3至20/3，

Pier、意大利廚師及工程師在許神父和范神父陪同下，培訓十多名家庭媽媽：家庭媽媽學習

製造意大利食品，對比意大利和中國食品的食材、製法及味道：如意大利麵條和中國麵條、

醬汁、意大利麵包和中國餃子及饅頭，以至其他意大利菜式……目的是希望用最便宜的方法，

農場的出產，為學員提供種類多元化的食物，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真是用心良苦！ 

感謝兩位神父，處處為我們弱小的兄弟設想，連食物方面也細緻地考慮！更感謝 Pier、

意大利廚師及工程師千里迢迢從意大利前來，花了個多星期時間採購、建設，並教導家庭媽

媽！ 

農場現已有兩個家庭入住，約十餘學員。希望年底可多增家庭及入住的學員；已計劃安

排廣州的其他學員，如一校、托養、庇護工場、展能中心等，於假期前來渡假；亦歡迎當地

及香港的支持者參觀、組織活動，欣賞天主美妙的造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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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義賣 
 

清遠慧靈於 2013年 12月 21及 22日到西灣聖母玫瑰堂義賣。范子峰神父由廣州

前來支持。感謝堂區主任司鐸譚錦榮神父呼籲教友支持，亦感謝堂區秘書的安排，教

友慷慨購買智障學員的制品及捐款。此外多謝關潔焯小姐、關太及林興瑞兩天的協助。 

 

 

 

 

 

 

清遠職員朱浪瑩致送紀念品給譚錦榮神父 

 

譚神父、范神父、朱浪瑩及義工 

 

廣州慧靈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到粉嶺聖若瑟堂義賣。在堂區主任司鐸

王保誠神父和教友的熱心支持下，義賣的氣氛熱烈。二十二日一早萬籟寂神父到來支

持和鼓勵。感謝神父和秘書的安排及協助，同時亦感謝教友的熱心支持；此外更感謝

曾鎮如夫婦的協助。  

 

 

 

 

 

 

 

 

 

 

 

王神父、謝錦全與廣州慧靈黃麗珍及陳老師 曾鎮如、曾太與廣州慧靈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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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 

<康暉社慈善粵曲夜2014> 

粵曲團體《康暉社》為本會籌辦 <康暉社慈善粵曲夜 2014> 籌款，將於香港表演兩場，並於廣

州表演一場，詳情如下： 

香港演出： 

日期：20/5 (星期二) 及 21/5 (星期三)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 

廣州演出： 

日期：7/6 (星期六) 

地點：廣州南方劇院 (廣州北京路) 

誠意邀請出席觀賞！ 

 

6月廣州探訪朝聖並觀賞康暉社為慧靈籌款粵劇 

日期：7/6 - 8/6 (星期六及星期日) 

行程：參觀慧靈托養中心 /一校 /宿舍 /茅崗村慧靈農場，聖堂朝聖及彌撒，觀賞粵劇， 

遊覽花城廣場、海心沙、省博物館  

費用：680元 

報名方法：請向 曾鎮如 ( 9287 1287 ) 、謝太 ( 9655 7131) 報名 

報名日期：即日至 15 / 5 

歡迎參加！ 

 

各方來鴻 (Q & A)  (歡迎信件或電郵：hkhlltd @ yahoo.com.hk查詢)  

 
問： 為什麼寄給我的學員報告及聖誕卡內，通知我本年度助養捐款增加至二千元？ 

答： 首先代表接受助養的學員多謝您的慷慨熱心支持。因國內物價上漲，所以由本年度開始，

助養費增加至每年二千元，不過仍可以任隨心意選擇助養的款項。捐款請 

 a： 自行存入香港慧靈的戶口(請交回入數紙)    或 

 b： 寄支票往香港慧靈的郵箱     或 

 c： 透過聯絡員、委員繳交 

請儘量把郵寄地址、電話、電郵地址告訴我們，以便聯絡及寄發收據。 

 

香港慧靈歡迎你的加入和支持 

 
 加入成為會員，支持、參與活動及協助堂區義賣 

 
 捐款：香港匯豐銀行戶口：640-036703-838 

詳情可致電本會或在本會網站下載捐助表格：http://www.hkhl.org 

～～ 以上介紹的活動，均刊載於本會網站，請登入參閱 ～～ 

                                           主佑 !    

mailto:hkhlltd@yahoo.com.hk
http://www.hkh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