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天主!  慧靈師生在五月份順利前往意
大利參加姐妹機構”POC”國際藝術展覽及
研討會，並於科莫、萊科及威尼斯巡迴表
演，順道朝聖。支持者的慷慨捐助和陪同，
還有教宗的親切接見，給予慧靈師生們莫
大的鼓勵。在朝聖地跨越慈悲聖門，是天
主施以寬仁，並注入希望的象徵。 
 
加爾各答的德蘭修女 – 慈悲聖者, 剛剛在
九月份祝聖為聖人, 她有一句關於善行的
說話: 我們會感到自己所做的只不過是汪
洋中的一滴水，但缺少了它，海洋就是少
了一滴。 讓我們學習這位懷大愛做小事
的聖人，持守信念，努力以愛無私奉獻。 
 
今期刋載了擔任慈善工作的慧靈職員、滿
懷愛心的探訪者、義工和兩位神父的文章
分享。在慈悲禧年即將結束之際，祝願大
家滿載恩寵，成為天主慈悲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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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懷大愛, 點滴慈悲 

滙聚成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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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hkhlltd@hotmail.com  電話：2708 2078  網址: http://hkhl.org.hk 

1 

2016年10月通訊 

「慧靈」是指「智慧」和「心靈」；她代表我們委身服務智障
人士的承諾，幫助他們運用思考和充滿愛心。｢慧靈」是一所
私營、非牟利的民間社會服務機構，由孟維娜女士，許國賢神
父及一群熱心人士於1990年在廣州成立。在成立初期，｢慧靈」
僅是一間簡陋的住院宿舍；現已經發展成全中國多元化、為不
同年齡和階層的智障人士服務機構。 

(圖:  五月份意大利之旅       上: 學員表演後與支持者 
合唱;    中: 表演;       下:  師生見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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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意大利 
范子峰神父 
 
不只意大利人，所有歐洲人都知道意大利的定
義就是：“IL BEL PAESE” 美麗的家鄉 -- 藍天和
白雲、雪山和海水、沙灘和清湖、古鎮和教堂，
構成值得每個人欣賞的美麗景緻。 
 
今年五月一群慧靈學員、老師、家長、朋友，
連同香港的支持者一同前往意大利兩個星期，
目的是：表演、朝聖、參加「”POC “(意大利智
障服務組織)」 於朱利亞諾瓦舉行的國際藝術展
覽及研討會及遊覽意大利。我們去過萊科、科
莫、 朱利亞諾瓦、都靈、米蘭、威尼斯、亞西
西和羅馬。 
 
慧靈藝術團在意大利三次表演的氣氛都非常好，
我們一直都很團結，而很多意大利人熱情地歡
迎我們，每天都很難忘！ 
 
最難忘就是最後一天，我們有機會接受教宗的
擁抱: 他的手壓著我們的手，他好像想傳給我們
他愛人的精神！  
 
我們在意大利吃了很多不同款式的意大利麵和
薄餅，亦喝了很多醇美的葡萄酒和咖啡，同時
拍了很多精美的照片；不過地理環境的美麗總
不如人際相親相愛的美麗 ! 
 
互相幫助，一起努力，善待別人 。 還有親善的
意大利朋友--包括司機，導遊；我們每天一起參
與彌撒聖祭，一起祈禱；這些都讓我們理解到
真正的快樂並不是在遠方，而在每個人的心裡；
只要放下自己的自私心，開放自己，歡迎及關
心別人，人與人之間就好像朋友一樣。 
 
謝謝意大利！謝謝朋友們！！ 

   ”POC” (意大利智障服務組織) 舉辦的研討會議 

         萊科宗座安老院內聖堂 

        米蘭大教堂 

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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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參加這個朝聖團是天主的安排，原本已滿額的
團卻因為團友臨時退出而造就我可以補上，感謝天
主！ 
 
參加這個朝聖團的最大目的，原意是想近距離接觸
智障人士，了解一下他們的世界，並作好準備一路
上要照顧他們。後來才知悉他們要花多點時間準備
表演事宜，所以除了表演的時刻，大部分的時間都
是分開兩組各有各的活動。儘管如此，在短短的共
處時間，我看到他們很獨立，令我對他們另眼相看，
原來並不是個個智障人士都「論論盡盡」要人貼身
照顧的。若説我組頭幾天的行程頻僕，那他們的比
我們的更頻僕、更少時間休息呢！ 
 
看過他們在不同場地表演的三場話劇演出，令我讚
嘆他們的表演能力。長達兩小時的表演，他們都能
把複雜的台上走位牢牢記著，並沒有因為怯場而慌
亂。在台上各人全情投入表演、娛人娛己、自得其
樂，贏得全場喝釆！ 
 
期間參加了一個研討會，認識到智障人士在藝術方
面的才能，音樂、畫畫、手工、栽種⋯⋯令我讚嘆天
主在各人身上賜予的禮物。同時，天主也為這些智
障人士賜予一些天使導師，他們的愛、耐性、包容，
絕不是一份薪金可以換來的！導師們的付出，相信
在天國𥚃已積聚了不少財富，是我們效法的榜樣呢！ 
 
研討會過後，當地主辦單位安排了一個晚會接待到
訪交流的人士。宴會中各人都非常盡興，主教、機
構負責人、義工、導師、家長、學員、團友都忘我
地又唱又跳。看到學員們能開放自己走到會場中央
跳舞，在場的人都受到他們的感染，重拾童心跟學
員一起陶醉於音樂中。歡樂氣氛也令我想起耶穌的
話「容孩近我」，此刻反而羨慕學員簡單的心智，
相信他們比我更接近耶穌！ 
 
感謝許神父的穿針引線、感謝謝生謝太的安排，使
我可以近距離初步了解智障人士的內心世界！也感
謝范神父帶領我們到多個神聖的地方朝聖，有聖鮑
思高、聖若望廿三的出生地，有方濟、佳蘭的修院，
又有機會瞻仰聖屍殮布、聖安博的遺體，加上范神
父一路上的靈性指導，彷彿自己也變得「神聖」了
呢！ 
 
 
 
  

意大利朝聖後感 寶娟 

                    威尼斯表演 

學員在晩宴中與主教、嘉賓愉快起舞 

                  科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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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樂融融及信和光圑體前往探訪 

我十九歲患「唐氏綜合症」的兒子是
「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轄下「樂
融融」智障人士慕道班的學員。透過
其中一位學員家長及「香港慧靈」的
安排，我們幾個家庭及義工在三月二
十八日探訪深圳鹽田區「慧靈」的服
務單位。 
  
那天早上，我們一行四十人先到深圳
寶安一聖堂朝聖，下午就往鹽田區參
觀慧靈的工藝創作室及家舍。我們知
道內地慧靈在深圳的服務只是起步階
段，學員不多，收入有限，但我們見
到服務單位設施齊備、地方整潔，各
方面都一絲不苟！我跟一位創作室的
導師交流分享，知道導師不介意學員
動作緩慢，又不計較薪酬，樂意指導
智障學員製作不同種類的工藝品，如
念珠、紙藝賀咭、板畫等…… 記得兒
子年幼時，我也嘗辛艱訓練他用手做 
 事，那天看到學員精緻的製成品，可 
 

  「樂融融」學員及「慧靈」學員合照 

探訪慧靈家舍 -- 方舟之家 

寶安耶穌君王堂朝聖 
 (前排右一為文章作者) 

參觀慧靈工藝創作室 

我們又探訪了慧靈家舍，那是給智障
學員住宿的地方。家舍落座幽雅的屋
苑，住處空間比香港一般家居或院舍
都多；不過最重要的是那兒給學員濃
厚「家」的感覺，我們見到家舍職員
待學員如兄弟姊妹，熟識每個學員的
個性，給予他們貼心的陪伴及照顧。 
  
我問同行的兒子是否願意留在那兒學
習及居住，他垂頭不語。我們做家長
的，當然希望終生守護弱兒，但到我
們力不從心的時候，都希望孩子得到
他人適當的照顧。那天探訪慧靈，感
到很大安慰，因為看到除父母外，還
有如「慧靈」的有心人，願意接納及
關懷智障人士；在照顧弱兒路上，天
主原來安排了同行者。我為此衷心感
謝主，讚美主！ 

以想到導師怎樣悉心教導他們！ 

探訪深圳鹽田區「慧靈」有感         麥家儀  (樂融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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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聖斯德望堂教友前往探訪、靈修 

  探訪慧靈家舍 -- 方舟之家, 並進行靈修分享     鹽田天主之母堂朝聖      鹽田慧靈中心工藝創作室留影 

17/6 香港慧靈委員、會員及修女一行共17人前往探訪 

      與中心師生共聚並共進午膳   探訪鹽田慧靈家舍  - 方舟之家      探訪鹽田慧靈服務中心 

20 – 21/8 意大利朝聖團繼意大利朝聖後前
往廣州慧靈探訪及朝聖 

       探訪廣州慧靈托養中心       慧靈農場合照   廣州慧靈麥子烘培留影 

    天河聖安多尼堂      沙面露德聖母堂朝聖         石室聖堂 



                堂區義賣及義工心聲 
  

2016年7月2及3日，清遠慧靈到西環聖母玫瑰堂義賣，
得到主任司鐸譚錦榮神父支持和教友熱心慷慨解囊，謹此
致謝 ! 同時感謝林興瑞姐妹安排住宿及款待！ 

 

2016年7月30及31日，深圳慧靈到屯門贖世主堂義賣籌款，
獲主任司鐸周偉文神父支持和教友熱心慷慨解囊，並得到
教友義工的協助，順利進行。謹此致謝 ! 

2016年7月9及10日，廣州慧靈到柴灣海星堂義賣，得到
主任司鐸布神父支持和教友熱心慷慨解囊，並獲信和光團
體和教友義工的協助，謹此致謝! 同時亦感謝林興瑞姐妹
安排住宿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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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比受更有福        蘇佩珊 
 

常言「施比受更有福」, 那只是慈善機構勸人募捐的口號了吧?  以愛用心, 去參與義工服
務, 也不過是退休或餘暇的活動而已?  我在閒暇的主日, 第一次參與了深圳慧靈的義賣工
作。   
 
 
起初, 我只是站在聖堂前擺賣、 陪伴智障學員, 義務推廣一下慧
靈。 站著、站著, 我開始欣賞眼前一大堆精美的小手作: 手工賀
卡、有機肥皂、大漆藝術畫、工藝首飾等。 忽然, 我身旁的小兄
弟向我表示那些大漆藝術畫全是他幫忙製作, 他簡單的有一句、
沒一句的向我表達如何上桐油….填塗……黏蛋殼…...那幅畫正是
「與主擁抱」……我猛然醒覺, 眼前的擺設原來全是慧靈學員辛
辛苦苦的心血結晶, 它們可不是由機器沒感情的大量生產、複製。 
 
當天, 有不少熱心教友慷慨大力支持慧靈義賣; 有些更走近與學員傾談交流。原來慧靈學
員很容易滿足, 當別人讚賞自己的製成品時, 他們更會擺出興奮的姿勢來讓你歡喜!   
我們每天營營役役, 可會歡天喜地告訴別人自己在工作上的成果? 我想總有人滿意自己的
成就, 但往往聽到的大多是抱怨職場上的不公允。豈會像慧靈學員及導師們! 他們常喜孜
孜的, 嚷著要更努力工作、再完善小手作, 以便儲備更多手工藝品, 要再臨香江作義賣! 
 
我再重看那幅「與主擁抱」大漆藝術畫, 原來那不是「擁抱」的動作, 而是主從後伸出頭
來, 他正在注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主正與我相隨! 
 
「施比受更有福」、「找到天主更是福中之福」, 願彼此共勉。          (原文請參看網頁) 

作者(左一) 在堂區義賣擔任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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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聖者 – 加爾各答聖德蘭修女   

            譚永明神父 

  

 
平安、喜樂！ 
  
聖女德蘭修女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偉人。
他的偉大之處不是她很有智識或是很有管
理才華。她的偉大之處是她的謙卑及熱愛
貧窮。 
  
我們的世代認為富裕是天主的祝福。這個
當然是的，但是原來貧窮不但不是無福，
而是「真福」！ 
  
路加福音第六章指出了我們的欠缺原來是
「真福」。「耶穌舉目望著自己的門徒說：
「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
你們的。 
你們現今饑餓的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得
飽飫。 
你們現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要
歡笑。」（路六、20-21） 
  
聖女德蘭修女的修女們今天在科技爆發的
世代中還是喜樂的過著簡單的生活，熱愛
貧窮。 
  
在香港的炎熱的夏天中，修女們不渴望有
現代空調的舒適。她們有的就是她們的簡
單風冷方式：很多的風。我們可以想像這
是聖神的涼庇蔭嗎？若是可以，我們更可
以想像將這風帶進我們的堂區，我們的家
庭，我們的工作崗位，及我們的學校中。 
 
 
  

在這裏我們大可以高唱「五旬節讚歌」： 
 
聖神，請你降臨，從高天放射你的光芒。 
窮人的慈父，請你降臨！恩寵的施主，請
你降臨！心靈的真光，請你降臨！ 
你是良善的施慰者；你是心靈甘飴的賓客；
你是甜蜜的涼蔭。 
在勞苦中，你是憩息；在酷熱裡，你是清
風；在悲痛時，你是慰藉。 
你是萬福的真光，求你充滿你信眾的心靈
深處。 
沒有你的助佑，人便一無所有，一無是處。 
求你洗淨我們的污穢，灌溉我們的乾枯，
醫治我們的創傷。 
求你軟化頑固的心，溫暖冷酷的心，引導
迷途的人。 
求你將七種神恩，賜給你的信眾。 
求你賜我們修德的能力，善生福終，永享
天福。 
亞孟。 
  
讓我們給清風開路，給貧窮開路，為困苦
貧窮者帶來聖神的豐盛！ 
  
聖女德蘭修女， 
為我等祈！  
聖母瑪利亞， 
為我等祈！  
平安、喜樂！  
天主保祐！  
亞孟！ 

譚神父與教友參觀廣州慧靈麥子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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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8年公益職業生涯，開始於一段從北向
南，跨越3471公里的“旅程”。  
2008年，我從黑龍江省佳木斯大學的學前
教育專業畢業了，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在被幾乎千篇一律的幼兒園、小學網路招聘
信息轟炸中，突然，一個名詞跳到我眼前 --
“融合教育”。  
抱著好奇和期待，我背上行囊，從黑龍江來
到廣州，在慧靈走上了對我影響深遠的職業
之路，也結下了與心智障礙者的不解之緣。  
當我拖著行李箱隻身從清涼的佳木斯第一次
來到酷熱中的廣州市，我只拿著一個地址和
電話，不放心的一次又一次問路，終於來到
廣州慧靈。  
慧靈吸引我的是它的使命和願景 “推廣社區
化服務模式，提高智障人士生活品質”，“智
障人士平等參與社區建設，共享社會文明成 
果”。  
我之所以不顧父母的擔心來到慧靈，是因為
慧靈屬下有一家融合幼兒園，在這個幼兒園
中，普通的孩子裡“融合”了智力障礙、自閉
症、腦癱兒童（還有一些來自非洲的孩子
們）。  
當我第一次接觸到這些同樣有著天真燦爛的
笑容，卻無法和其他孩子一樣可以長時間安
靜坐在教室裡上課的心智障礙的孩子時，我
是不知所措的。僅有的普通教育專業技術，
讓我深感力不從心。  
於是，我開始購買大量的關於智力障礙和自
閉症的書籍充實自己；和其他同事成立學習
小組；參加各種機構的培訓和研討會。 我努
力地，將所學的知識技術內化運用到日常服
務中。  
在廣州慧靈的6年多時間裡，我在一個個心
智障礙孩子的陪伴下，在同事們的互助中，
在專家和專業書籍的幫助下，對心智障礙群
體有了深入的瞭解，積累了豐富的一線經驗，
也培養了和國際接軌的專業技能。我有幸被
機構提拔，先後擔任了這所幼兒園的園長以
及慧靈一校的校長。  

這次北歸，我又回到了“起點”-- 服務對象
從兒童變為了成人、機構從成熟的廣州慧
靈變為了初創期的遼寧慧靈。但我已經不
是當初南下時的那個“手無寸鐵”的職場新
人，而是帶著豐富的專業能力、管理經驗
和機構使命，在北方開疆拓土。  
創辦初期遇到困難問題重重，上司遠在千
里，由我組建和帶領團隊，意味著時時事
事我必須先有自己的主見 -- 這種鍛煉成
長模式，創始人孟維娜事先已經說好：成
功了，叫做“火車提速”，失敗了，叫做“揠
苗助長”。  
感謝大家，現在，中心已經開始正常運營！
看到大齡的智障學員脫離過去比較封閉的
服務模式，在開放的社區化的服務模式中
展現各自的才華和創造力，他們製作出精
美的手工作品， 在社會生活中變得自信！
我更看到社區和大眾意識的改變，從不接
納到歡迎我們 ...... 我由衷地感受到了服務
生命的快樂。  
很多人問過我，為什麼選擇做公益？我對
公益，其實不是“一見鍾情”，而是“日久生
情”。  

除了和諧的工作氛圍、大量的學習機會、
對能力的多方位鍛煉，最重要的是，接觸
到的人 -- 純真的學員們、甘苦與共的同
事們、熱情的志願者們、堅守的前輩們，
從他們身上，我真感受到了人性的善。  

8年了。也許，最初促使我推開公益大門
的是好奇心，但是讓我堅定地一直走下去
的，卻是這種愛與被愛、需要與被需要的
情感，和自己從個人成長到生命領悟上的
日益豐盈。    
                               (原文請參看網頁) 

2014年，慧靈進入向全國發展的模式，創始
人孟維娜親自找我談話，關心我這個獨生子
女將來的婚戀，關心我東北老家的父母，一
次又一次和我交流人生規劃。最後雙向決定
把我調到了大連，創辦了遼寧慧靈（大連金
州新區個案中心）。  

    作者(右四) 與學員參加英特爾公司年會的 
    活動表演和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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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有幸組織教友前往意大利朝聖及支
持慧靈師生在意大利巡迴表演，除了這兩方
面獲得無限恩寵外，我也藉此機會探索和反
省了很多其他事情。 
朝聖首站是意大利北部的萊科(Lecco)--隨團
神師范子峰神父的家鄉。在那裏見到范神父
的母親：個子不高，但一看，便認出她就是
范神父的媽媽！可能有段時間愛兒不在身旁，
所以見面時，她慈祥的臉龐上常常掛著慈愛
的笑容，很多團友請她一起拍照，令她忙過
不了。午飯時，我請神父的朋友替我翻譯，
簡單訪問了她：原來她共有4名子女，范神父
和哥哥分別是香港和非洲的傳教士，我問她
會否牽掛他們，她毫不思索地回答，十分樂
意讓兒子往遠方為教會服務、福傳，如果要
求兒子在身邊奉親，反而令他們不快樂…… 她
那無私的奉獻，令我感動！ 
 
*********************************** 
初次認識范神父是他加入香港教區服務不久，
擔任葵涌聖斯德望堂的副本堂。當時香港慧
靈剛剛成立，籌備慧靈師生來港巡演舞臺劇
「美麗的行走」，他操著不很流利的粵語，
努力組織教友出席巡演和參加義工，功不可
沒。 
進入2010年，得悉范神父有意往國內服務，
一方面敬佩他的傳教士精神，努力開拓天國，
福澤內地同胞；另一方面為他擔憂，原因是
他要面對宗教自由的限制，與及重新學習語
言的挑戰，他能應付嗎？後來發現神父學習
普通話的成績很好，並在課餘時間經常到北
京慧靈當義工，與師生們建立深厚的感情！ 
2013年開始，因為團體的需要，神父「被召」
來到南方的廣州慧靈農場和成人中心繼續為
智障人士服務。 
神父為人低調，但永遠帶著天主的慈悲接觸
近人。去年，一位廣州慧靈職員泛著淚光報
導： 
「在這年春節期間，范神父為滿足天生痙攣
的一位學員參加彌撒的願望，在沒有校車的
情況下，背著他到車站乘公共汽車，高興得
那個學員不斷流著口水，范神父卻亳不介意
……使我慚愧！」報導這事件的職員，去年聖
周於廣州領洗，和她一起領洗的，還有曾經
照顧在廣州生活十年的萬籟寂神父的家庭媽
媽。 
************************************** 

中國慧靈總裁孟維娜這樣寫： 
「某一天，范神父買了一個時尚的機械拖
把和水桶到總部，我好生奇怪地問，這樣
的東西還要你來購買？范神父很神秘地回
答：這是一份生日禮物！原來農場學員阿
培平日最喜歡搞衛生，時時刻刻都在掃地
拖地，但機構的工具都是歪歪扭扭的。在
他生日來臨之際，范神父很有創意地打破
用生日蛋糕和唱生日歌慶祝的老套，別出
心裁，為阿培買了時尚工具做禮物。」 
 
有些員工稱呼范神父為慧靈機構的「清
泉」，你同意嗎？ 

無私奉獻、默默耕耘 – 范子峰神父和母親                 謝錦全 

 范神父與母親 

范神父與家人 

范神父送贈的生日禮物 慶祝學員阿培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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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周五聖老楞佐堂教友退省 
 
25/3/2016范神父應聖老楞佐堂的邀請，帶領
聖周五教友退省，分享他多年在中國慧靈的服
務：往北京學習普通話、在北京慧靈當義工， 
3年前轉往廣州農場服務。神父在中國服務智 
障學員感到很開心。他體會到天主的慈悲，接
受自己的限制，學習到謙虛的重要，只要謙虛
請教，自會獲得他人的幫助。農場現有13位學
員，他們非常親近神父。在神父的福傳下，患
癌病的學員黎汝勤領洗。神父覺得慧靈是學習
愛及福傳的好地方，他感謝香港及內地的教友
到農場做義工。 
 
其後播放「慈悲故事」：一位入籍意大利的中
國青年張建清如何由不羈犯罪入獄，在獄中獲
得天主的光照，在皈依的過程中害怕傷害篤信
佛教的母親而卻步；最後得到慈母的應許才領
洗入教。更獲得教宗方濟各的邀請，出席新書
推介會，分享天主在他身上的慈悲。 
 
最後感謝主任司鐸葉定國神父的安排和款待! 
 

萬籟寂神父是教友敬愛的神父，他退休後往
廣州慧靈服務了十年；回港後，繼續在修院
服務，每周也到堂區主持彌撒和聽告解。 

香港慧靈每年5月都為萬神父慶祝生日，今
年也不例外； 7/5大夥兒到宗座外方傳教會
清水灣會院預祝萬神父生日，大家濟濟一堂，
除分享各自準備的美食外，也藉著觀賞「慈
悲」影片，體會天父的慈悲和對罪人的寬恕。
神父表示自己培育聖召的成果不足，呼籲我
們努力為聖召祈禱。最後，萬神父特別為我

們舉行彌撒聖祭，共沐主恩！ 

預祝萬籟寂神父生日 
 

*********************** 

萬籟寂神父彌撒中講道 

萬神父切生日蛋糕 

   聖老楞佐堂教友退省 

  范神父分享他在慧靈的服務 

        宗座外方傳教會清水灣會院小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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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聖門- 大嶼山聖母神樂院   
 
1/9一共有四十多名會員及教友參加香港慧靈
舉辦的慈悲禧年往神樂院跨越聖門的朝聖活
動。隨著神師范子峰神父和譚永明神父的帶
領，從大嶼山神樂院碼頭開始，我們沿着斜
坡拜苦路上半山。在聖母的陪伴下，在每一
處苦路領略天主因祂的慈悲大愛所付出的代
價。然後參與隱修士在聖堂內以唱經形式的
午禱, 及由兩位神師共祭的感恩祭，並進行跨
越聖門的禮儀。 
 
當天也是莊宗澤神父入會55週年紀念日，在
歡樂的氣氛下，他與我們暢談了隱修士的日
常生活和介紹神樂院超過60年的歷史。隱修
士以自己的雙手搬運石頭，建立聖堂和院舍、
開闢道路、種植樹木，把荒蕪之地轉為充滿
靈性的祈禱之所。修士們晚上八時睡覺，半
夜三時便起床祈禱。他們生活簡樸，守齋克
己、靈閱勞動、每天為自己和為世界祈禱奉
獻，  見證天主永恆的救恩。 
 
由莊神父得知： 原來大家耳熟能詳的聖歌  
 主慈頌 是他和江克滿神父的共同創作。莊
神父拿起笛子， 為我們吹奏這首歌頌主慈愛
的歌曲，也邀請我們一起唱歌。 
 
這個朝聖旅程由滂沱大雨開始，天主却在我
們踏入朝聖地時叫停了雨。我們跨過慈悲之
門後，懷著感恩的心，在天主慈悲寬仁的愛
中離開。 
  

               拜苦路前往神樂院 

      在聖堂唱經席參與感恩祭 

                          與莊神父合照 

         莊神父吹奏笛子 



 
 
 
 
 
   
  日期：6 / 11 / 2016 (星期日) 

   時間：下午2：00  - 4：30 

   地點：大埔恩主教書院 

 二樓禮堂 

               (大埔培賢里) 
 
                  歡迎出席！ 

 
歡迎 
       誠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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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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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介紹活動，均載於本會網站，歡迎登入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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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