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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慧靈團體分享會 (節錄，原文見香港慧靈網頁) 

10/5 (星期六) 塔冷通心靈書室舉辦 < 信仰的力量–慧靈團體分享會 >，由萬

籟寂神父及謝錦全先生主講。 

     分享會的第一部分，謝先生介紹慧靈智障人士服務機構成立的源起：孟維娜女士

因受德蘭修女的愛德服務感動，與幾位家長在廣州創辦「慧靈」，專為智障人士服務。

而香港慧靈深受神父的感召而成立，主要目標是收集捐款支援國內十二個城市的慧靈

機構的需要；定期舉辦短線和長線的探訪活動，帶動香港教友以行動去關心國內的弱

小兄弟–智障人士；並協助各地慧靈員工來港學習、靈修和信仰體驗等。 

其後，萬籟寂神父分享他與許國賢神父和范子峰神父在慧靈服務的情況，致力

推動和發展這個民間組織為智障人士服務；而高詠怡修女和趙蘊美修女也曾在慧靈服

務。 

第二個環節兩位講者以義工身份，分享國內的社會和宗教現況。雖然國內的經

濟有長足的發展，但貧富之間仍存在著很大的鴻溝，一般老百姓仍不太接受智障人士

在社會生活和工作，民間和政府對智障人士的幫助十分有限，亟需社會熱心人士的支

持和資助。  

 

 

 

 

 

 

                                  

                              

 

「慧靈」的服務理念                 謝錦全 

經過近年的推廣，香港不少熱心人士開始認識「慧靈」國內的智障人士服務。 

「慧靈」創辦之初，祇是憑著愛心和衝勁，不一定掌握服務智障人士的正確理念；幸好從不

斷的探索和嘗試，創辦人提出了「慧靈」的願景：「智障人士平等參與社區建設，共享社會文明成

果」，而使命是：「推廣社區化服務模式，提高智障人士生活質量」 

細看「慧靈」的願景和使命，與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所倡導的理念，何其相似。在

mailto:hkhlltd@yahoo.com.hk


2001年開始，聯合國成立專責小組，經過大約四年多的討論、綜合和磋商，終於在 2006年 12月頒

布以上《公約》（註 1），奠定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等方面）在社會上的權力。例如： 

1. 《公約》序言第 25節：「…促進和保護殘疾人權利和尊嚴…有助於他們在社會…有平等機會參

與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註 2）這便是上述「慧靈」願景的依據。 

2. 在服務智障人士的使命上，「慧靈」選擇社區化模式，這與《公約》著重提倡殘疾人士獨立和融

入社區生活同出一轍。（註 3） 

「慧靈」就是堅守上面的信念，獲得廣泛的國內民間認同和支持，先後在十三個城市為弱小的

兄弟姊妹服務。(廣州、清遠、長沙、杭州、萬州、重慶、天津、北京、西安、商洛、蘭州、西寧、 

         上海『今年 7月註冊』)  

註 1：參考聯合國殘疾人權公約網頁(英文版) 

http://www.un.org/disabilities/convention/questions.shtml#four 

註 2、3：參考聯合國殘疾人公約網頁(中文版) 

http://www.un.org/chinese/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htm 

 

康暉慈善粵曲夜 2014 

康暉社為一政府註冊的非牟利團體，以舉辦慈善活動，造福社群為宗旨，創辦

以來一直舉辦籌欵活動，以貫徹『樂己樂人、施受有福』的信念。感謝他們今年為慧

靈籌辦 < 康暉慈善粵曲夜 2014 >，於 20 - 21/5在香港西灣河文娛中心表演兩場，並

於 7/6在廣州南方劇院表演一場，共籌得善款三十一萬六千元。衷心感謝表演的嘉賓、

協助工作的人士及捐款的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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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探訪朝聖觀賞康暉社為慧靈籌款粵曲晚會 

香港慧靈及康暉社合共一百五十位支持者由宋啟文神父帶領，於 7 - 8/6

聯袂前往廣州參加<廣州探訪朝聖觀賞康暉社為慧靈籌款粵曲晚會>，一眾支持者

於 7/6晚上前往南方劇院觀賞粵曲晚會。 

      出席晚會的許國賢神父致詞時，多謝康暉社提供機會給智障學員演出「帝

女花之香夭」；社會人士的支持和接納，讓學員充滿自信，在舞台上發揮潛能。

他們的演出獲得雷動的掌聲。 

      翌晨，香港慧靈的支持者參與石室教堂的主日彌撒，繼而探訪慧靈農場及

托養中心住宿的智障學員。在農場內，意大利 Don Dario神父(許神父的外甥，

近幾年每年到中國教導慧靈職員舞臺技巧) 夥拍兩位同行的意大利義工用魔術

演譯天主聖三和愛，讓在場人士感受到聖神的臨在。而於托養中心，團友與學員

互動遊戲之餘，康暉社及香港慧靈的支持者送贈禮物給學員及職員，此外助養者

更獲學員及侯主任獻上禮物 - 馬賽克相架，場面溫馨而熱鬧，最後大家懷著愉

快的心情踏上回港的歸途。衷心感謝支持者的關愛。  
   

 



香港康暉社為中國慧靈舉辦的粵曲慈善晚會分享  (節錄)     謝錦全 

     在此分享三點有關粵曲表演晚會的感受: 

一、學員和老師創造了奇蹟 :他們從零開始，努力學習和演練，終於在 7/6晚上穿上 

戲服，踏上廣州南方劇院的舞台，發揮他們的潛能，獲得觀眾的讚許，掌聲雷動。 

二、當晚參與表演的何瑞流老師分享在參與善舉中，真正明白「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    

意義：當她在後台為學員化妝時，學員對她說 :「老師，你真美麗 !」 何老師知

道學員真心感受到她的愛護和幫助，才會這樣說，作為感謝的回應! 眨眼間，她明

白外表的美麗遠不如內在的美麗 ...... 

三、卓葉清老師與探訪者分享這次表演的點滴時，誇讚我給了他們不少鼓勵 …… 其 

實兩個多月前，我只對她說：「你們做得到的! 」……這句話就成了他們奮鬥的動

力！天主讓我在合適的時間和機會，說些鼓勵的話，造就身邊的人！……  

 

他們為甚麼會這樣有愛心？  (節錄)                  白少娟 

今年六月我參加了慧靈廣州探訪團……當晚在雨中踏入南方戲院時, 我的心情

其實是相當激動的……在中場休息時，我聽到了這樣的對話：「唱得真不錯啊！最難

得是扶著拐杖也這樣落力地做善事，那麼多香港人為我們國內人籌款，真不明白他們

為什麼會這樣有愛心！」第二天探訪慧靈農場時，我看到神父及所有工作人員的無私

愛心服務，還有學員們的努力…… 

而我們在幫助弱小兄弟姊妹的同時，也很自然地成了福傳工作播種的農夫！   

 

2014年慧靈職員靈修培育 

去年七月慧靈職員來港參與靈修培育，他們感到對信仰的更新有裨益，所以今

年續辦，內容跟去年相若，讓未曾參加的基督徒員工也可以獲益。 

是次培育由 5月 22至 27日，8個省份的慧靈職員和義工共 19人，到香港參與

靈修培育活動。 

日期 培訓及活動主題 鳴謝 

23-24/5 社會訓導 徐錦堯神父、教研中心職員 

25/5 上午 

 

     下午 

     晚上 

將軍澳聖安德肋堂主日彌撒 

宗座外方傳教修會探訪 

堅道主教座堂朝聖 

扶康會邂逅軒探訪 

施永泰神父、伍鎮漢伉儷  

宋啟文神父、萬籟寂神父 

 

方叔華神父及扶康會義工 

26/5上午 

  

     下午 

     晚上 

青衣聖多黙宗徒堂朝聖 

牧靈關懷 

仁愛之家服務  

與香港慧靈委員晚膳 

陳永超神父、盧惠德姐妹、堂區職員 

天主教醫院牧靈部、黃瑞琴女士 

仁愛之家的修女 

出席的委員  



 

堂區義賣 

日期 堂區 負責的慧靈 鳴謝 

   各堂區秘書的安排及協助，教友的熱心、慷慨支持 

25、

26/5 

屯門贖世主堂 

 

廣州慧靈 周偉文神父、鄒美好姐妹及牧民議會的兄弟姐妹 

1/6 紅磡聖母堂 

 

萬州慧靈 馬偉良神父、盧惠德姐妹、文惠貞姐妹、委員朱炳

權兄弟 

1/6 將軍澳聖安德肋堂 青海慧靈 施永泰神父、萬籟寂神父、曾太、李倩娟姐妹、委

員李寶琼姐妹和曾鎮如兄弟 

1/6 青衣聖多默宗徒堂 廣州慧靈 陳永超神父、黃兆祺兄弟、羅婉冰姐妹、委員姚惠

珠姐妹和楊廣寧兄弟 

14、

15/6 

尖沙咀玫瑰堂 

 

廣州慧靈 曾慶文神父、萬籟寂神父、楊瑞貞姐妹、鄒美好姐

妹和支持者 

                              

             屯門贖世主堂及尖沙咀玫瑰堂義賣 (節錄，原文見香港慧靈網頁)    鄒美好 

我懷著已故雷鳴遠神父的話：「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去服務。我的全犧牲只有犧 

牲了時間去服務,「真愛人」只有用愛心去服務。因幫助了便得到「常喜樂」。 

我們是履行基督的愛,並關懷弱小的兄弟姊妹。  

 

青海慧靈義賣分享 (節錄，原文見香港慧靈網頁) 

曾鎮如 --香港慧靈委員 

今次的義賣，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得著，在修女、職員和這位女教友(Iris)的身上， 



我看到了天主的臨在，她們的面上，沒有絲毫的抱怨，祇有笑容，全情投入地工作，目的祇

是為智障小朋友籌點經費。日常生活中，天主既與我們同在，我們還担心、害怕什麽呢?祇需

祈禱、交托，跟著聖神的指引，照着主的旨意去做，凡事就成了。  

王亞玲--青海慧靈修女 

謝先生夫婦及幾位教友的付出，我心存感激。那天天氣特別熱，你們站在太陽下曝曬，

還主動承擔義賣工作，讓我們去參與彌撒，我深受感動。在你們身上我不止看到同事之愛，

更看到教會的愛，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回報，值得全體慧靈人學習仿效，更值得我作為一位奉

獻生活的人好好學習。和其他慧靈人相比，我們應該做的更好，感謝天主，認識你們真好，

再次深深為你們祈禱祝福！                                       

   裴金玉--青海慧靈職員   

從你們身上看到有很多人在關注智障人士，一直在關注偏遠的青海慧靈。看到你們為

慧靈無私奉獻，我們也會更加努力。這次回來，我們會把所見所聞分享給大家。  

 

聖母玫瑰堂探訪活動                 清遠慧靈 

 

7月 4至 6日，聖母玫瑰堂譚錦榮神父帶領堂區教友、余振強第二中學及聖貞德

中學學生，一共 49人前往清遠慧靈作為期三天的愛心交流活動；既讓學員渡過了愉快

的三天，體會探訪者的關愛，也讓探訪的好友感受學員的純真、善良無邪，愛德服務

的樂趣。 

感謝譚神父及聖母玫瑰堂捐贈善款人民幣三萬三千元用作清遠慧靈日間中心和

家庭的建設，及送贈給學員的禮物；更感謝譚神父一直以來對清遠慧靈的關愛，並且

持續助養。 

 



各地慧靈巡禮 

杭州慧靈簡介 

杭州慧靈全稱「杭州市江幹區慧靈託管中心」，成立於 2012年 12月。中心主要

為 16歲以上的智障人士提供專業藝術調理、支援性就業技能培訓和家庭化生活技能訓

練等服務，使他們和普通人一樣享有社交、娛樂、培訓、就業的權利。 

主要服務有日間中心，透過系統的教育和訓練，幫助學員逐步養成職業技能、

社區獨立生活技能和適應社會工作；家庭服務，給予智障人士一個真正的家，並與鄰

居共用社區設施，鼓勵他們積極融入社群，現有丁橋上東家庭；外展服務 ，為有需要

但又不能經常或長期到機構接受服務的智障人士提供上門服務。 

杭州慧靈現有 30名學員，而社區精神康復工作 (政府購買服務的一個條件是提

供精神康復服務) 正著手準備俱樂部的模式運行；此外中心正在申請「杭州市殘疾人

小康·陽光庇護中心」。  

 

 

地址：杭州江幹區丁橋鎮長虹路 36號 

電話：057185143072 
網址：www.hz.hlcn.org 



各區聯絡員 (新增) 

 

屯門 (聖瑪竇宗徒堂) ： 鄧彩龍 

溫太 

將軍澳(聖安德肋堂) ： 伍鎮漢 

李倩娟 

 

活動預告 

香港慧靈週年靈修避靜日 

日期、時間：2014 年 8月 30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半至下午四點半 (下午自由分享) 

地點：牛頭角基督勞工堂四樓 

神師：盧伯榮神父 

課題：七罪宗 

人數： 40人 

費用：自由奉献 (午餐、神父謝金及場地奉獻) 

報名方法：請向徐棋昌 (9300 0980)、李寶琼 (9622 0036)、謝太 (9655 7131) 報名 

報名日期：即日至 20/8 

歡迎參加！ 

 

10月杭州探訪朝聖團 

日期： 8/10 (星期三)– 13/10 (星期一) 

行程：深圳–杭州 (杭州慧靈、天主堂、西湖) - 水鄉烏鎮- 蘇州 (天主堂、博物館)  

- 上海 (上海慧靈、佘山天主堂、徐家匯天主堂、外灘 、世博紀念館、田子坊、

南京路、城隍廟) - 深圳 

費用：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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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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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分享，閱後可繼續傳閱！                  主佑 !    

 

http://www.hkh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