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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關顧弱小兄弟姊妹
活現天父無限慈悲
在慈悲禧年內，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要
，並走到弱小的兄弟姊妹當
中，支持他們，使他們因我們的臨在、我們
的友誼、我們的手足之情而感到温暖。他的
呼籲加強了我們的使命感，要更努力地去推
廣及教育社會人士，接納智障人士，使這些
生活在中國的弱小兄弟姊妹得到關顧，能發
展潛質及技能，融入社會。

ba

我們感謝一直支持慧靈的教友及熱心人士，
透過捐助、參與探訪及義務工作，使國內的
慧靈服務基地-包括剛成立的順德，已達二十
個。
今年五月中國慧靈接受意大利智障團體的邀
請，將帶領學員前往該地參加展覽及表演，
並順道朝聖。為籌集經費，成立了
。我們誠意邀請閣下踴躍捐助，
或支持
（舊稱「助養助學」），幫
助智障人士愉快地學習和生活，彰顯天父無
限慈悲！

我們的願景： 「智障人士平等參與社區建設，共用社會文明成果」。
我們的使命： 「推廣小區化服務模式，提高智障人士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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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專頁及活動花絮

步德蘭修女後塵

開中華仁愛先鋒

尹雅白神父

將於今年九月四日封聖的印度加爾各答德蘭修女，曾於一九九五年訪
問香港。當年她希望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創辦仁愛之家，收容無家可歸，
露宿街頭的貧苦人士。
香港教區胡振中樞機得到一位熱心教友捐獻了深水埗的一座舊樓，開
始了仁愛之家工作。但是大陸政府不歡迎她，故此未能開創仁愛的工
作。

尹神父80華誕時攝

看起來沒有希望的事，對天主來說卻是充滿希望，而且天主採取了不
平凡的方法，在中華大地開啟了仁愛慈悲的工作，而且日漸發揚光大，
佈滿了中國大陸二十個城市，聽起來如同奇蹟一般。

原來有一位非教友得悉德蘭修女在印度加爾各答所作的工作，又聽聞
她曾經想到中國發展而未能如願，因德蘭修女的啟發，而立志在中國
創辦慈善工作，其目的專注為弱智而又有殘缺的青少年，經過多年的
艱苦奮鬥，孟慧娜女士得到社會人士與商家廠家的贊助與捐助，於
1990年開始從廣州創立了慧靈中心，經過多年的努力，終能得到地方
政府的批准，並又能順利向政府登記，認可為正式慈善機構。
二零零八年香港教友經過交流探訪，發起成立香港慧靈，捐助國內不同
城市的慧靈中心，並且組織探訪團，同時又接待國內成員來港參觀，達
到共融合作，並得到許多堂區教友的支持。

尹神父探訪西安慧靈觀賞學員表演

尹神父探訪商洛慧靈與謝生謝太
及送花的學員合照

近三年來，我有機會接觸香港慧靈，並參加謝錦全夫婦所組織的探訪團，親身見證了廣州及
陜西的慧靈中心，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廣州的慧靈發展得更有規模。他們不但有家庭式的
住宿設施，更有一座麫包坊，加上在郊區的一個專種植有機蔬菜的農場，這些發展因為得到
當地政府的批准，而且也得到教會人士的支援，所以能夠順利發展。

我衷心祝願慧靈中心能在中國發揚光大，將天主的慈悲具體地為更多貧困及無助的同胞謀
取更多福利。

活動花絮

6/12下午學員出席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主保瞻
禮暨梅樂真修女、丁禮順修女和潘麗蓮修女發願
金禧。參與彌撒後，他們詢問怎樣才可以成為教
友；天主往往藉著修女及神父的善表感動他們。
其後幾天學員在職員及義工的陪同下，遊覽香港。
感謝范子峰神父、姚惠珠姐妹、梅太、委員謝綺
雲姐妹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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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感謝友好苗子熱心支持，於30/10/2015 - 6/11/2015假
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辦「緣夢書畫剪」，將其
書畫、剪紙藝術創作及師友慷慨送出的作品義賣，籌得
可觀的善款捐贈慧靈。

嘉賓及書畫社社友合攝於開幕禮

西部慧靈職員參觀展覽

謝錦全董事長頒發感謝狀予苗子

感謝深水埗聖方濟各堂主任司鐸譚永明神父及堂
區秘書安排北京慧靈於6/12/2015 (主日)前往義
賣，同時感謝范子峰神父專程由廣州前來於彌撒
中介紹北京慧靈，梅太、委員謝綺雲及堂區教友
李玉貞等協助，教友慷慨支持，義賣成績理想。

13/3/2016 (主日)，深圳慧靈首次來香港到馬鞍
山聖方濟堂進行義賣，感謝堂區主任司鐸倪德文
神父的呼籲、教友慷慨的支持、來自不同堂區義
工的協助、深圳學員和職員的全情投入，加上多
元化的展品給教友帶來了新鮮感，義賣的成績非
常理想，令大家鼓舞。

廣州慧靈於13/3/2016 (主日) 前往觀塘聖若翰堂
義賣及推廣「彩虹計劃」﹙舊稱「助養助學」計
劃﹚，得到堂區神父及教友踴躍支持，成績美滿
，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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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明愛莊月明中學退休教師鍾幹生先生藉慶祝
七十歲大壽，與該校舊生舉辦壽宴替中國慧
靈籌募經費。一月八日壽宴上，更舉行曲奇、
紅酒及電腦USB義賣，扣除支出後，全部收益
捐贈予慧靈。感謝鍾氏伉儷無私的奉獻。

鍾幹生伉儷無私的奉獻

香港慧靈於2015年11月29日(星期日)假大埔恩主教
書院禮堂舉行第七屆會員大會。董事會提交過去一
年的活動、財政報告及來年度的工作計劃，選舉新
董事及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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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維娜女士致辭感謝香港慧靈的支持者在社會經濟
走下坡的情況下仍積極支援各地慧靈的智障人士服
務。現時國內服務地區已增加至20個城市。國內約
有一千萬智障人士，其中只有五十萬獲得服務，智
障服務在農村的需求更大。希望藉著教宗方濟各頒
布「慈悲年」的精神及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努力倡
導平等的機會，國內的智障服務有更大的進展。而
許國賢神父則指出雖然去年中國慧靈核心團隊的人
材流失嚴重，影響組織、統籌及協調等工作，幸而
部份地方政府和社會人士信任，支持慧靈的理念和
工作，更感謝香港及國際團體提供強而有力的幫助，
期望慧靈仝人掌握這契機，努力發展和壯大。
會員大會後，慶祝范神父及會員生日，大家一起享
用茶點暢談。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教友吳建略夫婦為
響應教宗「慈悲特殊禧年」的呼籲，於
3/1/2016 晚上，在家中舉辦「慈悲禧
年慧靈慈善晚宴」，邀請二十餘位知己
好友品嚐吳先生親手炮製的佳餚。
當晚出席者大快朵頤之餘，香港慧靈也
趁此機會介紹慧靈機構的服務，大家慷
慨捐贈善款，玉成好事。
出席晚宴的好友

吳建略伉儷，譚永明神父，吳生，謝
生及謝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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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慧靈巡禮

機構名稱：大連金州新區慧靈心智障礙照料站（簡稱大連慧靈）
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3 日
服務類型：16 歲以上智障人士和自閉症日間照料、職業訓練和藝術調理。
人數：
學員總計 26 人：智障人士 22 人，自閉症 4 人。職員 8 人
地址：
大連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北四街 138 號 網址：www.lnhl.org
電郵地址：dlhlzb@126.com

培訓項目：
職業技能訓練：
通過老師耐心專業的指導，學員按照要求獨立做出熱
轉印馬克杯、手工精油皂、各種手工藝品等。從中也
學會了工作要有責任心和耐心，並通過勞動得到報酬。
藝術調理：
音樂和繪畫是學員最喜歡的活動，藉此
緩解壓力、愉悅心情。而每週一次的文
藝演出更讓他們有展示自我的機會。

社會融合活動：
通過與義工的互動 ：外出體驗滑雪，打
保齡球、環保、旅遊等活動，豐富他們
的生活，學習與人相處，體驗大自然 。

禮儀培訓：
禮儀和社交培訓讓他們學
會正確的社交技巧和應該
遵守的行為規範。

生活技能訓練：
訓練學員獨立乘車、
超市購物、 廚藝等
生活自理能力。

王彬正製作手工藝

在過去的半年多，留下更多的是感恩和生活的點點滴滴，從週一到週五，從晨會到離開中心，
老師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讓我們深深感到雖然我們心智不能與常人那樣獨立，但是老師
們正在全力支持我們，讓我們學習做檯曆、熱轉印馬克杯、穿珠、手工皂等，並且幫我們義賣
，此時此刻才感受到通過自己的努力勞動得來的結果是那麼的安心，過程是累的，結果卻是愉
悅的。除了這些工作，老師為了我們的生活不那麼枯燥，還領我們體驗和嘗試了一些生活以及
娛樂項目，例如商場購物、騎馬、保齡球，滑雪，看電影，以及每週五的才藝展演，每次參加
完，學員們總是有種意猶未盡，還不捨得離開，總是去問老師什麼時候再去啊，回中心的路上
一個個都心裡樂開了花，說了一路活動的感受。最後，我們當然要感謝社會上的大大小小的愛
心義工團隊，因為你們每一次的付出我們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我相信慧靈的每一個學員，
都感同身受。
5

慧靈是我家，有愛才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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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慧靈巡禮

機構名稱：宿遷市慧靈領航心智障礙家庭社工扶助中心
成立日期：2015年7月2日
服務類型：爲心智障礙羣體及其家庭提供育養服務、康復、培訓、
諮詢交流等社會工作服務。
學員及職員人數：11人（職員4名，學員7名）
地址：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幸福中路老糧食局院內南二樓
網址：http://www.sqlhsg.com（網頁新建）
電郵：suqianhuiling@163.com
服務介紹
日間活動
利用商場/超市、公園、學校、居民社區等社區資源，提
供戶外小組活動和個別化輔導服務，幫助他們掌握生活常
識和技能，增強自理、自立能力，融入社區生活。
職前技能培訓
通過評估學員的職業適應能力，為其設計職前訓練計劃，
以手工藝術製作、藝術調理、電腦操作、保潔等訓練形式，
培養學員的工作人格、工作態度、人際關係以及綜合工作
技能。
庇護性就業
透過工作的機會，讓學員獲得相應的工作技能和培養工作
人格，並在工作中獲取成就感和體驗生命過程。
藝術調理
運用音樂演奏、戲劇表演、美術創作、舞蹈編排等各種活
動，建立學員的良好人格模式，使他們性格變得更加開朗、
自信，從而改善身心狀態。
社區家庭服務
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居住環境。旨在增強他們與人
相處及獨立生活能力，培養個人興趣和發展有益身心健康
的生活習慣。學員共同分擔家務，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家長支援
為家屬提供諮詢、輔導及轉介服務，並組織家長交流、聯
誼活動，以改進照顧及教育心智障礙子女的方法，並減輕
家屬因長期照顧所引致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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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聯絡員

2015 - 2016 香港慧靈董事
姓名
孟維娜女士
許國賢神父
范子峰神父
謝錦全先生
徐棋昌先生
謝張麗萍女士
曾鎭如先生

堂區
廣州
宗座外方傳教會
宗座外方傳教會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屯門聖瑪竇宗徒堂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馬鞍山聖方濟堂

鄭張燕紅女士

葵涌聖斯德望堂

負責委員會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長
發展委員會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發展委員會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2015 - 2016 香港慧靈委員
姓名
鄒美好女士
羅家信先生
李寶琼女士
秦耀先生
楊廣寧先生
鄭煌先生
朱炳權先生
劉玉茵女士
謝綺雲女士
徐吳佩玲女士
蒙寶琼女士
鍾廣田先生

堂區
屯門贖世主堂
上水基督之母堂
牛頭角基督勞工堂
香港仔聖伯多祿堂
葵涌聖斯德望堂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油蔴地聖保祿堂
馬鞍山聖方濟堂
馬鞍山聖方濟堂
西灣河聖十字架堂

負責委員會
發展委員會
發展委員會
發展委員會
發展委員會
發展委員會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網站管理

2015 - 2016 香港慧靈聯絡員
姓名
堂區
關同權先生 香港仔聖伯多祿堂
尹桂金女士 西環聖安多尼堂
林興瑞女士 柴灣海星堂
陳雨海先生 西灣河聖十字架堂
楊瑞貞女士 尖沙咀玫瑰堂
李玉貞女士 深水埗聖方濟各堂
朱錦標先生 李鄭屋村聖老楞佐堂
謝綺雲女士 油麻地聖保祿堂
曾敏冰女士 紅磡聖母堂
周曉晴女士 觀塘聖若翰堂
畢婉儀女士 觀塘耶穌復活堂
陳妙紅女士 油塘聖雅各伯堂

姓名
＊ 汪張玉貞女士
＊ 謝偉光先生
＊ 朱炳權先生
＊ 石定芳先生
＊ 羅家信先生
＊ 李倩娟女士
＊ 郭張婉玲女士
＊ 郭錦成先生
＊ 姚惠珠女士
＊ 徐邦雄先生
＊ 溫梁翠兒女士
＊ 鄒美好女士

堂區
沙田聖歐爾發堂
馬鞍山聖方濟堂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粉嶺聖若瑟堂
上水基督之母堂
將軍澳聖安德肋堂
葵涌聖斯德望堂
葵涌聖吳國盛小堂
青衣聖多默宗徒堂
荃灣葛達二聖堂
屯門聖瑪竇宗徒堂
屯門贖世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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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預祝萬神父生日--清水灣歡聚
日期: 7/5/2016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 - 5:00
地點: 清水灣宗座外方傳教會會院
活動: 慶祝萬神父生日，感恩祭
報名日期: 即日至額滿（名額50）
誠意邀請出席，歡迎携帶食物分享！

五月意大利朝聖團
中國慧靈參加新人類 (意大利智障服務組織) 於朱利亞諾瓦
(Giulianova)舉行的國際藝術展覽及研討會，香港慧靈組團自費
前往支持，順道往米蘭、都靈、威尼斯、亞西西、羅馬及梵蒂
岡朝聖。
日期：12 – 24 / 5 / 2016
神師：范子峰神父
人數：30人 (已額滿)

跨越聖門 -- 大嶼山神樂院朝聖
日期: 1/9/2016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9:00 (中環坪洲碼頭)下午 4:00 (神樂院回程)
內容: 拜苦路，彌撒，祈禱，神樂院介紹
神師: 范子峰神父，譚永明神父
報名日期: 1/7 開始
名額: 50
*自備午膳，交通費，自由奉獻

周年退省
日期 : 24/9/2016 - 25/9/2016
地點 : 上水樂靜院
主題 : 慈悲的見證
神師 : 林銘神父
費用 : 410元
名額 : 30
報名日期 : 1/7開始

活動報名方法：請向曾鎮如 ( 9287 1287 ) 、朱炳權 ( 9743 6930 )或謝太 ( 9655 7131) 報名

助養助學表格(註1)
 本人樂意捐款助養/助學 名智障人士
 付款方式：
□ 銀行轉賬或現金入賬：
□ 支票(抬頭請以下述名稱)
銀行：香港滙豐銀行 帳號：640-036703-838
戶口名稱：HONGKONG HUILING, LIMITED
(請將入數紙或支票及此表格寄回本會)
 金額
□ 按年度（每名學員2000元/年）(每年的一月至十二月) □ 其他金額 ______________
□ 半年一次（1000元/半年）(每年的一月至六月或七月至十二月)
捐助者資料 (註2)
姓名：(中文 )
□男 □女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位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1：請連同銀行客戶收據及此表格郵寄：大埔郵政信箱727號 (本會收)
2：為方便我們寄發收據，請清楚填寫以上資料，本機構謹向閣下保證所提供的資料
只作內部記錄之用，如有任何查詢或欲更改閣下個人資料，歡迎與我們聯絡 (96219732)
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址或與我們聯絡96219732

香港慧靈歡迎您的加入和支持—請加入成為會員、義工，支持、參與活動及協助堂區
義賣，請聯絡曾鎮如 (9287 1287)或謝太 (9655 7131)

~以上介紹活動，均載於本會網站，歡迎登入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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