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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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8 2078 

    
2015 年 4 月通訊 

慧靈創辦人孟維娜女士榮獲 <終身成就獎> 

「心智障礙服務創新聯會」於 3月 9 日在西安頒發 <終身成就獎> 予中國慧靈創辦人孟

維娜女士，肯定她於這廿五年來，不遺餘力地發展智障人士服務，帶領慧靈智障人士服務機

構由廣州開始，直至現今已推展至中國十四個大小城市。 

孟女士接受這份榮譽時，發表了以下的感言： 

「首先，感謝心智聯會頒獎給我！而我自己很驕傲地認為我獲得的是德蘭修女在 1979年

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的又一次再頒獎！30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張舊報紙上知道德

蘭修女，她服務窮人病人殘疾人和有需要的人的事蹟對我發生震撼性的影響，從此我投身了

社會服務。因此，我要永遠感激德蘭修女！ 

我建議心智聯會今天把這個頒給我的“終身成就獎”，改兩個字變成“終身服務獎”或

“終生創業獎”，這樣比較符合我的人生事實。很多年前，我收到家長贈我的紀念品，我就

很高興，感到家長對我的期待和信任。 

這個“終身成就獎”使我意識到自己老了，應該退休了。這幾年，創辦人的“強勢”越

來越受到批評，我一直在思考怎樣留下“精神遺產”，負責任並有尊嚴地在慧靈退休而繼續

發揮“影響力”……」 

孟女士於 2013 年 10 月榮獲意大利頒發的「國際科倫坡獎」，藉以表揚她在中國倡導關心

弱勢社群及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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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慧靈 2014 年周年會員大會 

香港慧靈周年會員大會於 2014年 12月 14日下午假大埔恩主教書院禮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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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頒發感謝狀予五年以上的助養者及慷慨捐款的支持者，同時亦

頒發委任狀予各堂區的聯絡員。 

宋啟文神父在訓勉中表示他欣賞香港慧靈的工作，呼籲大家繼續支持慧靈的服務，效發基督，多

關心弱小的兄弟姐妹–智障學員，多作探訪，傳遞天主的大愛。 

會員大會後，慶祝會員生日，大家一起享用茶點，彼此暢談，氣氛溫馨而愉快。  

 

第一屆香港感恩巡遊 

中國慧靈及香港慧靈代表於去年12月 21日參加由「香港感恩運動」主辦的第一屆香港感恩巡遊。 

當日下午二時，約二百位參與人士首先在灣仔小童群益會禮堂集合，一同欣賞感恩短劇和聆聽嘉

賓的分享；其中關俊棠神父指出香港漸漸地變成一塊受傷的土地，瀰漫著貪婪、怨恨、無知等氣氛，

他呼籲大家學習感恩和實踐祝福，並示範用緩慢的腳步 -- 靜默內觀步行，感謝和祝福：人、事、地

方，甚至仇人。 

隨後，參與者列隊以靜默內觀的步伐遊行至香港公園抗疫英雄紀念碑，進行簡單而隆重的感恩儀

式：感恩香港、感恩生命。 

出席的慧靈委員、職員、家長和學員都深切感受到此次活動的價值和歡愉。 

< 感恩有您，關愛同行 >， 願天主祝福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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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義賣 
 

日期 堂區 負責的慧靈 鳴謝 

   各堂區司鐸的支持、秘書的安排及協助， 

教友的熱心、慷慨支持 

6、7/12/2014 觀塘聖若翰堂 北京慧靈 曾太及委員李寶琼姐妹、曾鎮如兄弟、 

楊廣寧兄弟 

7/12/2014 油麻地聖保祿堂 北京慧靈 陳為好姐妹及委員陳仕忠兄弟、 

朱炳權兄弟、謝綺雲姐妹 

17、18/1/2015 北角聖猶達堂 廣州慧靈 

重慶慧靈 

萬籟寂神父、范子峰神父、鄭美珠姐妹、 

鄭煌兄弟、鄒美好姐妹、關潔焯姐妹、關太、

梁太、萬月麗姐妹、曾太及委員曾鎮如兄

弟，林興瑞姐妹安排住宿 

22/3/2015 尖沙咀玫瑰堂 廣州慧靈 楊瑞貞姐妹 

 

 

 

 

 

 

 

 

 

 

 

 

 
 

不一樣的子夜彌撒                謝張麗萍 

24/12應方叔華神父的邀請，我們參加了邂逅軒的聖誕聯歡。方神父的十多位朋友濟濟一

堂與學員預祝聖誕，邂逅軒內洋溢著熱鬧而溫馨的氣氛。 

其後大家同往翠屏道超瑩軒參與方神父主祭的子夜彌撒。 

超瑩軒內更熱鬧，坐滿了 4個家舍的學員、家長、方神父的朋友，約共五十人。這次的

彌撒聖祭有別於堂區舉行的 -- 既沒有莊嚴的祭檯，也沒有神聖的聖體櫃，更沒有機靈的輔

祭，同時沒有歌聲悅耳的合唱團。彌撒是那樣簡樸而隆重，但卻讓我深切的感受到天主的臨

在，祂眷顧、愛護每一個人，包括那弱小的兄弟姐妹 – 扶康會的智障學員。( 學員在方神

父的感召下大多領洗成為教友，多麼欣喜！) 最後大家在主愛的共融下，品嚐方神父家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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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蛋糕。 
〜 〜 〜 〜 〜 〜 

    此外北京及重慶慧靈職員分別於 2014年 12月及 2015年 1月聯同香港慧靈的兄弟姐妹到

邂逅軒作客，感受學員家居的溫暖歡愉，與學員晚膳及盡興高歌，大家沉醉於歌聲中、掌聲

中、歡笑聲中，樂也融融！  

 

 

 

 

 

 

 

 

 

 

 
廣州朝聖及探訪慧靈 

10 - 11 / 3 / 2015 譚永明神父帶領 40 位大埔無玷聖心堂、聖葉理諾堂、聖十字堂教友

前往廣州朝聖及探訪。大夥兒先往石室及露德聖母堂朝聖；晚上夜遊珠江，飽覽廣州璀璨的

夜景；翌日參觀廣州慧靈麵包坊及慧靈農場，於麵包坊內品嚐由員生烘製的西式麵包，並於

農場內親手採摘新鮮蔬菜。慧靈的學員及職員感謝大家的愛心探訪，並且購買他們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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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退而不休的萬籟寂神父             謝張麗萍 

萬籟寂神父 - 現年 86歲，宗座外方傳教會。2003 年到廣州慧靈服務十年，後因健康欠

佳，於 2013年回港。以下是他的訪問： 

到廣州慧靈服務的原因： 

萬神父是一位傳教士，十多年前，當他還在馬鞍山聖方濟堂服務 

時，他感到天主對他有另一種召叫 – 以生活作見証；而廣州慧靈正 

好提供這個機會，讓他有機會服侍智障人士，與普羅大眾一起過簡樸 

的生活，以身作則，見証基督。 

在廣州，神父有機會與當地教會接觸，藉祈禱，參與彌撒，與當 

地神父、教友一起，了解他們，支持他們。 

與智障學員生活及職員工作的回憶： 

他謙虛的表示，與智障學員生活，讓他成長。他了解學員的單純，懂得愛，同時懂得接

受愛；他們雖然智障，但在智力以外的範疇，例如：舞蹈，藝術等，有些卻有突出的才華，

而他們亦懂得用獨特的方式與別人交流和互動。 

照顧學員的家庭媽媽愛護學員，就好像自己的子女一樣。至於其他職員，亦關愛學員，

在學員走失的時候，都盡量放下手頭的工作，一齊尋找。雖然慧靈職員的待遇不高，特別是

初期的慧靈經常經濟拮据，沒法準時發薪金，他們仍願意留守崗位，令神父十分佩服。 

回港的工作： 

回到香港兩年，精神及健康都改善了，記憶力也尚好，所以能負責修院的圖書館工作， 

整理書籍及分類，並處理修會的檔案，同時校對、編輯、協助推廣了幾本書籍，計有：「郭

西德傳」，「白英奇主教傳」，「隱世英雄」及「中國教會何去何從」。他計劃出版介紹曾在國

內殉道的會士，讓更多人了解他們在中國傳教的事蹟。 

在有需要的時候，應邀到不同堂區主持主日彌撒、聽告解、帶避靜等。 

印象深刻的生活片段： 

第一段是 1974 年在香港，與當年尚是修生的周偉文神父在葵芳住宅單位內開彌撒，為低

下階層服務，簡樸地生活。 

第二段是上述在廣州與智障人士過著簡樸而具挑戰的生活。 

廣州慧靈職員對萬神父的觀感： 

神父自奉甚薄，往往將好的東西給予學員。學員回家後，他會與學員下棋，玩樂，一同

看電視；在天鴻花園籟寂軒居住時，晚飯後，與學員外出散步。他跟學員同桌用餐時，學員

掉在飯桌上的食物 (我們一般人都不願吃)，他會檢來吃。 

後記：  

萬神父謙虛有禮，處事認真積極：早年在香港堂區服務時，竭盡牧職，經常探望患病的

教友。神父對中國有情有愛，他幾年前放假回意大利時，以電腦簡報向親友推介慧靈；他 80

歲高齡，有幸獲廣州主教批准於石室天主堂舉行生日感恩祭的講道中，向在場的慧靈員生和

教友，道出他不願退休回祖國的原因：不是他不愛自己的國家，也不是不想念自己的親友，

而是更愛中國，他視自己為中國人，願意老死在中國。可惜最後因年紀老邁，為免同會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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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掛慮，選擇回港，繼續在港幫助慧靈發展，致函教區和堂區神父，申請慧靈義賣籌款。他

慷慨大方，經常將教友送他的金錢及禮物轉贈慧靈、有需要的兄弟姐妹及國內神長。因著他

的榜樣，感召了不少身邊的人，廣州慧靈的學員及職員有些領洗成為教友；今年他最後入住

的家庭媽媽亦於復活節領洗。此外，他經常探訪患病的教友和青山醫院的院友，把基督的大

愛和關懷帶給他們。他甚至親自到堂區推介書籍，亦請我聯絡香港及澳門的聖保祿書局寄賣

修會出版的書籍。  

他，真是我們教友敬愛的神父，願主福祐他神形康泰，平安喜樂！  

 

                            香港慧靈對中國各地慧靈的資助           謝錦全 

認識我們的朋友，都知道「助養助學」計劃的作用：助養者只需把善款每年一次(或每

半年一次，即全年共兩次)存入匯豐銀行戶口和把記錄通知「香港慧靈」(註 1)，便可以幫

助國內經濟有困難的慧靈智障學員快快樂樂地生活和學習。經過廿五年的發展，慧靈的服

務，由廣州，發展至國內十四個城市，而「助養助學」計劃 –去年改名為「彩虹」計劃 –

整個計劃也擴闊到幫助其他更需要支援的慧靈。 

去年這計劃香港慧靈的資助撥款如下：廣州(30人)、北京(10 人)、西安(12人)、 

重慶(10 人)、天津(2人)、青海(8 人)、蘭州(7人)、清遠(10人)、長沙(3 人)、 

萬州(6人)、商洛(2 人)【共 100人】，總數達港幣 20萬元(註 2)。這筆龐大的捐款，是來

自香港的熱心教友和社會人士慷慨解囊；大部分的恩人都是普羅大眾和家境絕非富裕的個

人或家庭；因此，香港慧靈以謹慎的態度處理這些捐款，務求用得恰當合理。由於近年物

價不斷提高，需要集合幾位助養者的捐款幫助一名受助的學員，免得他們因經濟困難而作

出痛苦的決定而退學。 

除了上述的「彩虹」計劃外，我們亦將一些非指定的捐款集合起來，資助各地慧靈家

庭添置或更換傢俬、爐具、被鋪等家庭用品，稱為「提高生活質素」計劃。此外，亦資助

少部份貧苦的慧靈學員來港參觀和學習，增廣他們的見聞；及舉辦教友員工來港培育和靈

修，藉此提昇他們的信仰生活，進而影響他們的服務使命感。 

為著表達我們對學員及職員的關愛，亦同時了解國內慧靈的服務實況，每年都舉辦一

些探訪團，到國內不同城市的慧靈探訪參觀，藉此也達到交流、監察的作用。 

歡迎關心慧靈發展的朋友給予寶貴的意見，好能更有效地支援國內有需要的弱小兄弟

姊妹。  

註 1：「香港慧靈」成立的目的之一，是協助國內慧靈接收來自香港的捐款，由香港的一位董事簽發政府認

可的收據，作申請免稅之用(100元或以上)。銀行戶口見通訊的最後一頁。而「中國慧靈」代表各地

慧靈 (包括「廣州慧靈」在內) 接收「香港慧靈」的匯款，統籌分發到國內受助的慧靈。因此，過

往資助廣州慧靈的朋友，不用自行匯款或親自到廣州繳交了。 

註 2：這裏不包括原來資助廣州及各地慧靈的個案，即是說，他們每年所收到的捐款不只此數，但我們也關

注到過往的資助者因不同原故會有流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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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 

 

慶祝萬神父生日 

日期：2015年 5 月 17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 2：30  -  5 ：00 

地點：清水灣宗座外方傳教會 

活動：慶祝萬神父生日，萬神父及參加者分享，錄影片觀賞、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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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日期：即日至額滿 (名額 50 ) 

誠意邀請各位出席，邀請帶備食物，大家分享！ 

 

慶祝中國慧靈成立廿五週年晚宴 

日期、時間： 2015 年 7月 3 日 (星期五) 晚上 

節目：各地慧靈學員表演、歌星表演 

查詢及留位請聯絡曾鎮如 ( 9287 1287 ) 、謝太 ( 9655 7131) 

誠意邀請各位出席！詳情容後公佈。 

 

香港慧靈歡迎您的加入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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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於本會網站，請登入參閱 〜〜 

                                           主佑 !    

http://www.hkh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