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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中國慧靈成立廿五周年晚宴
為慶祝中國慧靈成立 25 周年，香港慧靈於 3/7 (星期五) 舉行聯歡晚宴，筵開 38 席。
先由香港慧靈董事長謝錦全先生歡迎各來賓揭開序幕；繼而許國賢神父帶領祈禱，他感
謝天主賜福給慧靈，派遣眾多支持者「天使」在有需要的時候提供協助；而創辦人孟維娜女
士致詞時，強調保障智障人士的權益，這「生命之重」成為慧靈 25 年來奮鬥的目標；慧靈現
已發展到中國 20 個城市，讓智障人士發揮潛能，過有質素而愉快的生活；她感謝宗座外方傳
教會幾位神父過去二十多年的協助，亦多謝香港慧靈及支持者無私的奉獻、探訪及關心，讓
慧靈更有動力地繼續發展。晚宴期間，廣州、清遠、西安、蘭州、萬州遠道而來的學員表演
歌舞，贏得在場嘉賓的讚賞。大會亦邀請本港影視紅星表演助慶，最後由眾神父的大合唱帶
上高潮。晚宴在歡愉的氣氛下結束。

寫於慶祝中國慧靈成立廿五周年晚宴後

謝錦全董事長

回顧多次香港慧靈舉辦的聚餐，雖然目標各有不同，但都獲得眾多支持者踴躍參加，僅
代表籌委會及董事致以衷心的感謝！
籌備這次活動的目標是：以慶祝及感恩為先；其次是展現慧靈學員的才能；同時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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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同歡聚。我們深信會蒙天主的祝福，帶領活動順利進行，讓參與者體驗學員的潛能，大
家盡歡，以後更積極的支持。
慶祝及感恩是因為：二十五年前，在一個物質主義的社會裏，在人的價值僅以在社會內
作出的貢獻(有多少生產力)來量度；偏偏就有一位受到德蘭修女芳表影響的無神主義者 〜
孟維娜女士，毅然與幾位家長在廣州成立照顧智障人士的服務！從那時開始，小小的慧靈不
知經歷多少風雨波折、經濟困境、人才流失、理念貧乏等等的挑戰，成長到現今在二十個城
市扎根，成為以「社區化」模式的民間、非牟利志願機構。
而我在晚宴中特別感謝宗座外方傳教修會和宗座外方傳教女修會 〜 許國賢神父、萬籟
寂神父、范子峰神父、方叔華神父、宋啟文神父、趙蘊美修女、高詠怡修女等，為協助慧靈
的成長付出了莫大的努力；他們長期以身作則為智障人士奔波勞碌，為基督的愛作見證。
此外為了展現慧靈學員的才能，我們特地邀請廣州、清遠、西安、重慶、萬州和蘭州的
師生當晚登場表演 -- 粵曲做手、中西歌曲、民族舞蹈，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感謝支持者
的厚愛！智障學員不是一無是處或沒有演藝潛能：看他們的努力、真誠和堅持，打動了我們
的心坎，也讓他們 -- 學員及老師 -- 的努力獲得肯定和讚賞！
檢討這次晚宴，籌委覺得在時間控制、席位、接待各方面都有不足，敬請包容和給予改
善的意見。最後，期望大家繼續積極支持慧靈的服務、踴躍參加我們舉辦的探訪朝聖活動。
天主保祐！

慶祝萬籟寂神父生日會
5 月 17 日五十多位教友齊集清水灣宗座外方傳教會會院慶祝萬籟寂神父生日，適逢總會
長 Ferruccio Branbillasca 訪港，總會長親切的與大家同唱生日歌，品嚐各人帶來的美食。
在觀看介紹修會在香港傳教歷史的短片後，總會長肯定香港教友的愛德工作；最後舉行彌撒
聖祭，萬神父講道時多謝大家對他的關愛，亦祝福大家獲得天主更多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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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義賣
日

期

堂

區

負責的慧靈

28-29/3/2015 聖十字架堂
18-19/4/2015 聖瑪加利大堂

廣州慧靈
廣州慧靈

25-26/4/2015 聖德勒撒堂

廣州慧靈

3/5/2015

聖老楞座堂

北京慧靈

23-24/5/2015 葛達二聖堂

廣州慧靈

13-14/6/2015 聖博德堂
27-28/6/2015 九龍灣聖若瑟堂

廣州慧靈
廣州慧靈

5/7/2015

西安慧靈

善導之母堂

鳴
謝
各義賣堂區的司鐸、執事、堂區議會的支
持、秘書的安排及協助，教友的熱心、慷慨
支持
謝張麗萍姐妹
萬籟寂神父、鄒美好姐妹、林興瑞姐妹、
謝張麗萍姐妹
梅作彬兄弟、林興瑞姐妹及委員李寶琼姐妹
、謝張麗萍姐妹
許國賢神父、孟維娜女士、廣州職員及義
工、梅作彬兄弟、林興瑞姐妹、梁雪明姐妹、
江太、委員朱炳權兄弟、謝張麗萍姐妹
堂區熱心教友
委員謝綺雲姐妹、謝張麗萍姐妹
黎鄭美珠姐妹、委員朱炳權兄弟、
謝張麗萍姐妹
王神父、歐陽修女、委員李寶琼姐妹
、謝張麗萍姐妹

* 鳴謝聖十字架堂將聖週四捐獻捐贈廣州慧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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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國慧靈 25 周年專業研討會>上學員代表感言 (節錄)

黄相旗

我今天主要分享“我的成長經歷”以及“我如何過有尊嚴的生活”。
我小的時候在床上跑著玩，意外摔成顱內出血，從那以後我處在一種腦力遲鈍，手抖動
的狀態之中，因而我的孩堤時代出現了封閉生活狀態，到了我將近十歲時才讀一年級，從那
時起，每當我走進一間學校，我立刻成了那裡的神經病人，受到歧視、嘲笑、打罵，這就讓
我的童年倍受精神心理壓力，極其沉重的陰影。
我讀初一的時候已經 16 歲，然而我又因一次坐公共汽車意外車禍，又一次造成腦震盪，
自那以後我幹不了劇烈的、重的體力勞動，上課不能思考複雜的問題，情緒和思想意識不能
自控，我在同學中又成了怪物，那時的失落與自卑是難以形容的，
我幾乎是通過幻想與不合實際的夢來支撐生活，我活在自暴自棄當
中，我當時已對人生沒有信心，對未來沒有任何的盼望。
我和慧靈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不期而遇，母親經人介紹在 2011
年將我帶進慧靈，慧靈開啟了我人生的新航線，讓我在絕望中找到
希望的曙光。在慧靈的經歷克服了以往動不動就心煩意亂、注意力
不集中、思維混亂的局面；畫油畫讓我有了想做文化人的夢想。最主要的是改變了內心反社
會的陰暗心理，以前我因對社會反感，非常不講衛生，而在慧靈，經常有朋友參觀和探訪，
我開始覺得有面子，開始主動注重自身形象，至少我覺得愛和我在一起。
我參加了烘焙項目，開始學習麵包制作技術，慧靈的老師一路上陪伴著我，特別是張龍
豔老師。張老師教我掃地、拖地、疊工作服、洗抹布、擦桌子。我以前膽子很少，原因是覺
得車禍讓自己的平衡力不好啦，張老師就讓我站在小梯子上擦玻璃，慢慢克服了我因車禍造
成的陰影，張老師帶著我們認識烤箱、攪拌缸、練操作、練習技術，現在我可以嘗試操作大
機器；以前拿筆寫字手發抖，身體左右不協調，張老師帶我們搓麵團、練整形；我記憶力不
好，張老師相信我是可以記住原材料表、產品制成單；我注意力不集中，張老師帶我學配料，
觀察電子秤；我做事馬虎不負責任，張老師教我擺放原材料、收拾器皿歸位。我從前端一碗
湯手都抖，現在我可以做最需要精細手工的法國鄉村麵包。原先跑步會半個身子失知覺，現
在能連續扛幾包麵粉上二樓；從前白天昏睡混日，現在清晨五六點起來工作八小時不覺困；
以前自甘墮落，現在主動嚴格要求自己；以前不存在衛生觀念，現在從工作區域到宿舍衛生
井井有條；以前見到陌生人極反感、煩躁，現在講話文質彬彬；以前不合群，現在與各界朋
友以禮相待。從自卑到自信，從前程渺茫到展望未來。
謝謝大家！
* 後記：慧靈的使命是發揮智障人士的潛能，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從學員的心聲中，體會他們因工
作、表演、大家的探訪……肯定自己，過愉快而有尊嚴的生活；大家對慧靈的支持是有價值及有意義
的。願天主百倍賞報您們的善行！

學員來港表演及體驗
3/7 - 6/7 來自廣州、清遠、西安、蘭州、萬州的員生，及廣州慧靈學習的神父、修女和職員來
港表演，並順道體驗觀光。
3/7 他們參加慶祝中國慧靈成立廿五周年晚宴的表演，獲得來賓的讚賞。
4/7 早上到港島南區短暫觀光後，大夥兒前往堅道主教座堂參與祝聖新鐸張樂天的隆重彌撒；在
莊嚴肅穆的氣氛下，眾人都感到天賜的恩寵和泉湧的喜悅。許國賢神父高興地告訴我們：張神父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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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歐爾發堂服務時的輔祭青年！而廣州慧靈則慶幸三年前的暑期，張修士前往實習。
5/7 西安慧靈員生到善導之母堂義賣籌款，其他則前往聖安德肋堂朝聖及參與主日彌撒；而下午
就齊往宗座外方傳教會探望敬愛的萬
神父、宋神父等。神父們早已準備了汽
水和零食款待；並由宋神父用手風琴、
林柏榮神父以結他合奏歌曲，大家高歌
唱和，並翩翩起舞，共歡兩個多小時。
誰說菲律賓人充滿音樂細胞，原來意大
利人也不遑多讓！最後步上修會的小
聖堂，一起感恩祈禱，並接受神父們的
降福。
黃昏時份，部份員生到邂逅軒作客，
與方神父及家庭成員共享晚餐。
每到聖堂及祈禱的空間，學員都會為失踪的兄弟林喜平祈禱(他早前與家長出外時走失了)，智障
人士真誠的愛，不言而喻!(註)
最後，感謝聖多默宗徒堂的姚惠珠姊妹這幾天的協助；亦感謝聖安德肋堂的鍾紹華、何瑞輝兩位
兄弟 5/7 義務接載慧靈員生。同時，亦感謝善導之母堂主任司鐸羅國輝神父的大力推動，和該堂區教
友積極支持，令義賣籌款成績美滿。
在天主的安排下，一切都是美好的，感謝天主！
(註) 學員林喜平終於在眾人努力尋找及積極祈禱下，奇蹟地安然無恙回到所屬的服務中心；仝人感謝耶穌基
督憐憫他！

深圳朝聖、深圳慧靈開幕並晚宴一天遊
6 月 27 日三十多位來自多個堂區的教友聯袂出席深圳慧靈開幕祝聖禮，並往鹽田天主之
母堂及寶安基督君王堂朝聖，參觀鹽田航母；晚上一同參加慶祝中國慧靈成立廿五周年暨深
圳慧靈開幕晚宴。晚宴出席者包括兩地教友、神長，以及深圳慧靈的合作伙伴 — 廠商(將會
盡力幫助慧靈學員進入當地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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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靈修退省

謝張麗萍

7-9/5 方舟的英籍 Chris 老師帶領各地慧靈職員作三天靈修退省。
老師在現場佈置了一個沙漠，邀請大家嘗試以進入沙漠的心情參與這次退省。她指出聆聽的重要
性，教我們以五官聆聽 -- 身、心、靈、眼、耳……，專注的、靜默地與主相遇；懷著天主的大愛，
用心看顧我們的弱小兄弟 -- 智障學員。她同時提出團體的重要性，團體內彼此支持，互相服務，在
服務中體會天主的臨在。老師分享她多年來照顧智障學員的經驗，鼓勵大家與學員建立同伴關係，不
要以照顧者自居。在最後一天，我們彼此洗腳，體會耶穌基督的謙虛自下，並讓我們相互間彼此服務。
在小組分享環節中，大家都淘心投入。令我感動的是組員紅霞(前廣州慧靈農場場長)視學員如子
女，學員在春節提早回來(農場尚未開放)，不喜歡入住社區家庭，要自己租住小旅館。她招呼學員到
家中用餐，晚上藉口前往陪伴，保護學員免生意外；她對學員的關愛實在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而最後的慶祝晚會，與農場的學員共聚，目睹學員沈吳培(唐氏綜合症)的成長，讓我深切體會 —
慧靈發掘了學員的潛能，讓他們過著愉快的生活。（註）
農場的環境除了適合有特殊需要的學員生活外，許國賢神父還希望安排智障學員在農場就業。祈
求天主福祐，有足夠的經費，讓計劃順利開展！
是次靈修活動感恩實在太多：首先是仁慈的天主，讓一切順利而完美地進行；接著是導師 Chris，
她於來廣州前摔斷了手，但仍堅持原定計劃，忍著疼痛、衝破語言的障礙，帶領三天的靈修活動；此
外負責翻譯的職員淑楠的辛勞；農場職員的努力打點，安排學員遷往社區家庭，騰出空間讓參加者住
宿；廚師、家庭媽媽烹制豐富的膳食；司機師傅辛勞的接送；這著實都教我一一銘感！
祈求天主祝福，讓我們都懷著愛作出更適切學員的服務！
（註）吳培初來時不言笑，其後懂得幫忙摺疊已洗淨的衣服。記得去年大夥兒探訪農場：在欣賞許神父外甥的
聖三魔術表演時，他見人多，十分興奮，多次向表演者投擲汽水罐；以致下午表演時，范神父要在房間中跟他
單獨玩耍，以免影響活動的進行。而這次晚會，雖然人多，令他特別興奮，但他卻能控制自己，並跟神父唱歌，
跟大夥兒跳舞，比從前大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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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慧靈的誕生 —— 一切仰賴天主的恩賜！

陳思 (深圳慧靈中心主任)

2015 年 6 月 27 日，位於深圳鹽田天主之母堂旁邊的深圳慧靈服務中心，迎來了 30 多位
來自香港慧靈的教友團體。我們邀請廣州慧靈工作的王神父及鹽田天主之母堂的張神父一起
來深圳慧靈中心祈求天主的降福。同樣，我們也為深圳慧靈能在這一天開幕，感謝天主一直
以來的恩賜。
自去年 11 月到現在，沒有經驗的我跌跌撞撞總算是完成了第一部的工作。回頭看來，一
路上都有主耶穌相伴和助佑。從選址到註冊、從經費到物資。每碰到一個困境，天主都出手
相助。說來也真的是巧，現在中心的位置在深圳來說雖然較為偏僻。但在其他行政區域申請
註冊一路都是阻礙；洽洽在鹽田區遇到一位開明的民政局領導願意為慧靈辦理註冊。我們也
較幸運落腳在鹽田區天主教堂的旁邊。香港慧靈及熱心的教友給予非常大的支援，使我們開
辦前期沒有遇到經濟的壓力。雖然過程中，由於我們經驗不足，存在著很多的失誤。但感謝
慧靈機構一直包容我們的不足。
深圳慧靈中心坐落在一個倚山靠海的地方。5 月份後中心的團隊陸續增加了三位員工。團
隊雖然都是剛接觸智障人士服務的新人，但我們都抱著一顆開放心態去接受這份的工作。深
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也是一個移民城市。深圳成年智障人士的家長群體大多數是
十幾年前來深圳開拓的人才。針對這樣的群體，深圳慧靈需要從服務環境、品質及理念都要
打造較高的層次，以適應高的要求。另外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殘疾的服務：深圳及上海
在全國來說，是政府對殘障人士工作做得相對較好的城市。從服務點的環境、對戶籍殘障人
士的補貼都相對較高。政府這樣好的條件是不是就不需要我們這樣的服務機構了？其實政府
表面上條件很好，但卻沒有真正落實如何支持智障人士獨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只是給予了
一個環境，將他們放置在裡面，也模糊了家長的心態；家長只看到現在孩子們的環境優越，
而不去考慮日後孩子自我生存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將慧靈的服務理念打響，讓
家長意識到智障人士需要的是掌握自我生存能力，並影響社會接納的意識。
深圳慧靈好像一粒種子，我們要努力的做好耕耘工作；深信必按天主的恩賜開花結果。
地址：深圳市鹽田區梧桐路 1001 號梧桐海景苑一樓西側
電話：0755 – 25221179
電郵：szhlzx @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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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
香港慧靈週年避靜
日期、時間：2015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3：00 至 9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3：00
地點：舂磡角靜修院
報名方法：請向曾鎮如 ( 9287 1287 ) 、謝太 ( 9655 7131) 報名
費用：320 元
報名日期：即日至額滿 (名額 30 )
誠意邀請參加！

10月清遠慧靈及聖堂探訪兩天團
日期： 2015 年 10 月 12 - 14 日 (星期六至一)
行程： 福田 - 英德 - 英西峰林走廊 - 英德聖堂 - 寶晶宮(嶺南第一洞天)–清遠小北
江 –清遠新聖堂 - 福田
費用：一千元 (包括一位隨團神師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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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誠意邀請參加！

<緣.夢.書.畫.剪>
日期、時間：10 月 31 日下午四時開幕 - 11 月 6 日每天 12:00 –19:00
地點：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地下藝廊
展品：剪紙、中國書畫、義賣品出售(善款捐贈慧靈)
誠意邀請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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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助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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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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