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相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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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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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構。 

為使智障人士獲得更加人性化的服務，慧靈開拓了社區化、家庭

化的服務模式，建立 “社區家庭”。 

 

在這些社區家庭中，除學習基本日常生活的技能外，學員還可以

學習與人相處、幫助和關心別人，建立與社會的連繫。 

 

今期通訊刋載了三個慧靈家舍「家庭成員」的文章，讓大家分享

他們家庭的生活點滴、守望相助的喜樂和所面對的挑戰。 

 

你們或會發現智障人士雖然在智力上有限制，但是仍然像我們一

樣，是天父無窮之愛的對象，擁有無限的尊嚴，也懂得以真誠的

愛與人相處，是天父大家庭裡的成員、我們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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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麥子烘焙坊 (Emmaus Bakery)門店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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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錦全 
 
大約 2011 年開始，在許國賢神父大力推動之
下，「廣州慧靈」開設了兩個特式的服務單位：
慧靈農場和麥子烘焙坊，為提供就業機會予智
障人士，貫徹「融入社會、共享繁榮成果」的
願景。 
 
「麥子烘焙」是廣州慧靈智障人士服務中心為
提供智障人士就業機會而成立的一家社會企業，
通過培訓他們製作麵包的技能，讓他們用自己
的雙手創造財富。 與一般麵包店不同，麥子烘
焙的麵包是由智障學員與老師一起制作，所得
盈利，部分作為學員的薪酬，支持他們就業。 
  
今年六月廿二日「廣州慧靈」麥子烘焙坊門店
開業，約廿位香港的支持者到達廣州天河區金
利來大厦，出席烘焙坊門店的揭幕禮。 
 
首先由幾位學員以非洲鼓作序幕，引來不少人
士駐足欣賞。 
 
中國慧靈副總裁致辭時感謝該大厦的管理階層
以低廉的租金及極佳的位置讓烘焙坊開業；她
亦感謝一位香港教友全力資助門店的裝修費用。
烘焙坊以「社會企業」形式操作，所得利潤用
來支持營運成本及持續發展的資金。 
 
意大利領事讚賞慧靈的多元化服務，給予智障
人士適切的照料和培訓，讓他們能夠融入社會，
體現自我價值。 
 
香港慧靈董事長指出，「慧靈」致力締造希望，
扶助弱小兄弟過著有意義和有價值的生活。他
祝賀烘焙坊門店生意興隆，鼓勵員工勤勞工作，
並呼籲社會人士踴躍支持。 
 
隨後嘉賓主持揭幕儀式，再由學員表演舞蹈，
同時讓在場人士親嚐美味及真材實料的歐式麵
包。 
 
揭幕禮完畢，香港團隊特別邀請許神父午膳，
慶祝他晉鐸三十二周年紀念；並往一德路耶穌
聖心主教座堂及沙面露德聖母堂朝聖、祈禱。 
 

麥子烘焙坊門店地址: 

廣州天河區金利來大厦地下商場 



3 

義賣活動 

  
感謝「中國民間剪紙藝術香港協會」
的支持，於2017年2月11日至2月16日
假座灣仔藝林藝廊舉辦「剪喜樂、慶
元宵」剪藝展，將部份作品義賣，收
益全數撥捐香港慧靈，籌得可觀善款。
謹代表香港慧靈向「中國民間剪紙藝
術香港協會」及各位慷慨捐款的善長
致以衷心的謝意！ 

 

堂區義賣 

6月10及11日北京慧靈到將軍澳聖
安德肋堂義賣，感謝主任司鐸林祖
明神父及秘書的安排、施永泰神父
及林勝文神父的呼籲和教友們的積
極回應，籌款成績斐然。謹此致謝！ 

6月24及25日天津慧靈到葵芳聖
斯德望堂及聖吳國盛小堂義賣，
感謝堂區主任司鐸成啓明神父及
堂區秘書的安排！感謝教友捐贈
物品義賣，同時亦感謝兩堂區熱
心教友的協助，大力推介產品，
並且教友慷慨解囊，義賣成績理
想。謹此致謝！ 
 

7月8及9日廣州慧靈到柴灣海星
堂義賣，得到主任司鐸布尊和神
父支持和教友熱心慷慨解囊，並
得到信和光團體和教友義工的協
助，義賣成績理想，同時亦感謝
林興瑞姊妹安排住宿和協助。謹
此致謝！ 

鳴謝送贈電腦 

二月底透過各方好友呼籲捐贈電腦給中國慧靈，感謝大家慷慨捐贈！收到約二十部，已轉
交許國賢神父，再送到有需要的單位。現仍接受電腦捐贈，請聯絡謝生 96219732，謝太
96557131。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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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的例會我無意說出週四是我的生日。週四晚，家人回來後，一起走過來給我唱起生日
快樂歌，在那一刻我無法用語言表達心情，我的眼淚在眼圈中打轉，雖然沒有生日蛋糕、
沒有鮮花，但這是我過的最感動、最特別的生日，因為他們的愛是那樣簡單、他們的情是
那麼真誠，這讓我更加相信愛是相互、愛是平等、愛是裝在心裡默默的付出，這就是我們
家人愛的方式，這也是生活，平淡而激情，這就是我們的“家”-- 我們的慧雅軒家庭。 

     高媽媽 (家庭媽媽) 

“一根筷子易折斷，十根筷子抱成
團”我們的家就好比這些筷子，我
們每做一件事都聽取每位家人的意
見，當意見一致，我們的心就會集
中在一處。 
 
我的每位家人都會為這個“家”承
擔責任。每週例會大家一起制定每
日的菜譜，早上起床後，大家都能
主動的把被子疊好。 

廣州慧雅軒家庭 (節錄) 

 
 
西安青年公寓  (節錄) 

     
  孫濤、王駿(學員) 

 
我們家庭的名字叫青年公寓，阿姨的名字叫秦新仙。    
 
我們在家都會幫阿姨做家務。我是孫濤，主要負責洗菜、摘菜。而高斌，
很帥，也很能幹，他負責切菜、煮飯。另外，我倆還負責搬洗衣機。王
駿，很愛玩手機，他負責房間衛生、拖地、掃地。張帥是個小個子男生，
手愛抖，不太愛說話，愛聽廣播，他負責衛生間，如擦馬桶、水池、拖
衛生間的地。李明鑫，一個每天都會嘰嘰喳喳鬧騰的男孩，他負責廚房
的工作，如洗鍋、盤子、碗，還要拖廚房的地。曹國棟，一個喜歡躺在
床上，做事不認真，懶懶的胖小伙，他負責客廳的衛生，拖地、掃地、
擦桌子。如果李明鑫請假的話，我就幫他搞廚房的衛生。 
  
 
 
 
 

慧靈社區家庭生活點滴 

我們家庭所有學員表現都很好，阿姨對我們也很好，她就像我們
的家人一樣照顧我們，每天都給我們做飯菜，我們都很愛吃。  
 
我們下午吃完飯後，有的打牌，有的玩跳棋，有的聽廣播，我特
別愛看電視。  
 
我們都有自己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舞蹈家，還想當教授；
李明鑫的夢想是成為博士；其他學員也有自己的夢想，但肯定跟
我們的不一樣。  

(全文請瀏覽本會網站) 

學員出外散步 

學員與高媽媽合照 

同做家務 

學員準備早餐 

與秦阿姨遊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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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靈社區家庭生活點滴 

  

北京慧靈天愛家  (節錄) 

                  小武姨 (輔導員) 

  
                                                        

我是北京慧靈天愛家的輔導員。  
 
因為北京的房租很貴，北京慧靈的家庭很擠啊！但這樣也給
我們日夜間員工帶來了團結。  
 
天愛家都是男生，而且有9人，又都是中重度自閉症，有行為
情緒的多。哎呀，嚴重超出服務手冊規定啊！韋寒寒經理和
孟老師都說趕緊再辦天愛第二家庭，我們每天都去找房源，
不是太遠，就是太貴。因為床不夠，我和家庭助理董盼盼只
好睡沙發或睡地板，讓出床給新成員。  
 
開始的時候，對我們這些有情緒行為的成員，鄰居都嫌吵鬧，
總找茬想趕走我們，但逢年過節，我們都親手把應節的食品
送上門，感謝他們。物業和居委會被我們感動，經常幫我們
修理水電等。  
 
最有幸的是我們有個好房東楊子大哥，他的房子租金不高，
還經常來幫忙。他家的車就好像是天愛家的車一樣，只要有
需要，他就開車接送我們。房東自己有一個幾百平米的地下
室，他和我們商量，讓我們把地下室小旅館的清潔工作包下
來，作為就業訓練的場地。我們帶著學員一起幹清潔，希望
學員日後有機會出去就業，做清潔服務!  
 
天愛家的成員其實很可愛的，進步也很快，現在基本都可以
做到有禮貌有規矩，社區對我們的改變都很驚訝且驚喜，對
我們從不接納到非常接納！  
 
我們不滿足，又在佛教慈濟教友的幫助下，在離我們不遠的
地方租了一塊地，每星期兩三次到那裡種菜，種了很多種蔬
菜，我們吃不完，送給鄰居街坊，他們都很高興！租地的老
闆看到我們種地的努力 — 掘地、種植、拔草和收穫，又特地
送給我們多一塊地。許神父和范神父知道我們種地，還送給
我們意大利的菜種子。現在我們擴大到有四五塊地了!我們很
希望廣州慧靈農場的范神父來北京指導我們種植呢！  
 
家長對天愛家很信任，源源不斷的捐錢捐物品，還出力提供
很多幫助，又介紹新人加入慧靈這個家庭。  
 
感謝和我們同心同德的家長，感謝鄰居和街坊！  
 

(全文請瀏覽本會網站) 

學員在家同做手工 

學員在家中掃地 

到農場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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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靈探訪及朝聖活動 

       劉玉茵 
 

高詠怡修女、楊美玲修女、麥少顏修
女、朱蝶清修女及我們幾位慧靈委員、
聯同一班熱心教友於2017年1月18日
前往深圳慧靈探訪。 
 
剛踏入中心門口，學員已熱情地送上
熱茶歡迎我們，並坐在我們中間一起
閒談。從學員燦爛的笑容，便知道他
們十分喜歡新朋友的探望，特別是和
藹的修女們。 
 
既然新春將近，大家都趁這機會與學
員一起製作新年吊飾，預備迎春接福；
還把藝術工作室轉換成臨時廚房，一
齊穿起手套搓湯圓，更歡歡喜喜地品
嚐自家製團圓甜品。隨後我們前往中
心旁的天主之母堂，與學員一起祈禱、
念經和歌詠，感謝天主賜給我們相聚
的機會，並祈求天主降幅所有的學員
和職員。 
 
前往午饍時，學員的家庭媽媽才有空
加入我們。幾位學員一見到這位慈母
般的家庭媽媽，便奔前要牽她的手，
可見家庭媽媽與他們如同親人一樣。 
 
午餐後我們探訪學員所寄住的方舟之
家。職員們逐一分享與學員相處時獲
得的喜樂及啟示，及怎樣在他們身上
學會解決困難及體驗天主的眷顧。職
員都是天主教友或慕道者，他們開始
找尋信仰，是因為香港的教友不時的
探訪和關心，也有因為去年5月與學
員同往意大利表演朝聖時得到教宗的
接見和祝福受到感動。 
 
深圳慧靈規模小，但是經營並不容易。
願天主繼續祝福深圳的學員和員工，
使他們常獲助佑和力量！ 

18/1 迎春節福傳探訪深圳慧靈 

高修女與學員一起製作吊飾 學員與朱修女、高修女及筆者閒談 

楊修女指導學員搓湯圓 

  麥修女鼓勵總幹事陳思努力 

一起品嚐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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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靈探訪及朝聖活動 

 
愛心傳動                                       謝張麗萍  

 

聖嘉勒女書院慶祝90週年校慶，推行一連串 
“ Love in Action ” 的主題活動，邀請香港慧
靈安排 18 位學生於 4月17及18日作兩天廣州慧
靈探訪和朝聖活動；由黃副校長、吳老師及謝生、
謝太帶領。 
 
行程分別探訪廣州慧靈機構的90工作室、庇護工
場、幼兒院、 麥子烘培坊、展能中心、農場，並
往石室耶穌聖心主教座堂朝聖。 
 
學生雖然初次接觸慧靈智障學員，但能夠熱情相
待，與學員牽手共舞、唱歌、遊戲、表演。她們
接納智障學員跟一般人的不同，讚賞學員的長處，
欣賞90工作室學員的表演，陪伴展能中心的唐寶
寶耐心黏貼孔雀畫…… 
 
在分享時，學生均表示這次探訪活動很有意義，
感受很深，改變了她們對智障人士的觀感，了解
智障人士有不同的潛能，他們真誠、熱情、努力
及積極。而幼兒園的共融教育，讓小朋友學會包
容和關心智障及不同國籍的同學，大家一起生活。
學生均感到值得向他們學習。 
 
往石室聖堂朝聖--學生欣賞教堂的宏偉美麗建築，
她們很留心聆聽導賞者講解教堂內的玻璃畫，了
解新舊約記載的相對聖經故事及人物。 
 
這次探訪朝聖活動，不但讓學生認識智障人士，
還將愛付諸行動，別具意義！ 
 

17-18/4 聖嘉勒女書院探訪
廣州慧靈 

   探訪庇護工場 

 
90工作室與學員留影 

 
 
90工作室與學員互動 

 
觀賞幼兒遊戲 

 
與幼兒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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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靈探訪及朝聖活動 

18-19/3 及5-6/6教友探訪 
廣州慧靈 

感謝教友的支持，邀請
本會分別於18-19/3 及
5-6/6舉辦廣州慧靈探訪
及朝聖活動。行程包括
石室耶穌聖心主教座堂
朝聖祈禱並彌撒，探訪
慧靈 90工作室、庇護工
場、麥子烘焙坊、托養
中心、農場。探訪者獲
得慧靈師生熱烈的歡迎
及接待，許神父亦盛讚
探訪者的關愛。最後，
本會樂意協助籌辦同樣
的探訪及朝聖活動。 

19/5  李海龍神父帶領 聖安多尼之友探訪深圳慧靈 

6月探訪的教友到石室教堂朝聖 

參觀麥子烘焙工場 在麥子烘焙坊買下新鮮麵包回家 

參觀庇護工場       學員充當導師，指導探訪教友作手工藝品 

許國賢神父在90工作室歡迎探訪教友 學員為探訪者表演舞蹈 魔術表演 

參觀農場 農場員工介紹農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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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分享 
  
 

 背包    (節錄) 

                                             蘇佩珊 

 
常言 「施比受更有福 」, 那只是氹人參與義工服務的技
倆? 又或是勸人募捐的口號?  反正教會要我們多做愛德的
工作, 那我就嘗試幫忙到深圳做義工一次! 去行善事, 最
多也不過是捐錢? 豈料, 我的同伴竟只要求我幫忙背著一
包物資前往。 
 
當我們一行五人, 到達那成人智障人士院舍時, 一群學員
已喜孜孜的揮手歡迎我們, 而且更熱情地與我們逐一握手; 
不知怎的, 我突然感到高興起來。   
 
原來, 我們各人背包上只是一些牙膏、牙刷; 一些薯片、
花生米等小食。 啊! 可不事少, 那群學員面上綻放著燦爛
的笑容!  他們面上喜樂、滿足的表情, 使我感到匪夷所思。 
我還見到小兄弟遞上花生米給手腳欠靈活的學員, 也見到
小姊妹送上一塊給導師; 我更聽見了導師小聲叮囑她不要
多吃, 因為她咳嗽剛痊癒呢!  環顧四周空洞、地方狹小; 
在物資匱乏下, 學員竟不爭先恐後, 搶奪小吃; 而且更懂
得彼此分享、關懷。 身軀是高大的成年人, 智商卻只有6-
8歲的小小孩, 是怎樣教成的?  
 
當天, 智障學員讓我享受了最原始的歡樂。 他們邀請我們
一起唱兒歌,真奇怪! 一隻兒歌, 大家玩作一團, 彼此手牽
手接觸, 就感到開心樂透了!   
 
我們活動完結了, 小姊妹竟為我們泡茶, 讓大家坐下休息。 
雖然是成年人, 但小姊妹只如小孩般, 剛剛才學會取熱水, 
泡茶葉。 看著她慢吞吞的、耐心的泡茶, 竟使我感動不已!  
 
感謝天主!  我突然驚覺天主是透過今次探訪純真的智障學
員, 來叫我們看見, 叫我們反省!  當我們看到因為自己
「施予」禮品、時間、愛心, 欣賞時, 使別人「受益」時，
那種內心喜樂、平安, 非乃筆墨所能形容的!   
 
「在各方面我都給你們立了榜樣，就是必須這樣勞動，扶
助病弱者；要記住主耶穌的話，他說過：『施予比領受更
為有福。』」(宗: 20:35) 願彼此共勉之。 

         左一為作者蘇佩珊 

(全文請瀏覽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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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慧靈巡禮 

機構名稱：貴陽市慧靈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簡稱：貴陽慧靈） 

成立時間：2016年11月22日 

機構簡介： 
貴陽慧靈開啟了貴州省第一個居家托養模式，在眾多慧靈裡仿若一個新生的孩子，正因為“小”和“新”，
便如同一張白紙一般，可濃墨重彩，亦可山水寫意，意味著我們更能深層次的挖掘、尋找及培育社區夥伴，
通過豐富的社區資源，為學員提供真實的學習環境，使他們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得到提高，使
之真正的融入到社區生活，體會生活的樂趣，享有平等的權利。 

 
服務類型：心智障礙青年日間服務、社區家庭托養服務、藝術發展支援等。 
 

服務內容： 
日間活動組：  在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員的安排下，充分利用社區資源幫助學員掌握日常生活的技能， 
 提升個人的社會適應能力；通過小組活動和個別輔導培養幫助學員學習自我照顧的能
 力，同時也通過個別服務計畫來發掘學員潛能，發揮所長，學習和培養自己的愛好及 
                             興趣，不斷提升其生活品質。 
 
 社區家庭： 在社區裡安家，每個家庭有不超過6名的家庭成員與“家庭輔導員”及“家庭助理” 
                             一起生活。職員不單是照顧他們，更作為人生路上的陪伴者，扶持他們前行。 
                             在“家庭”裡，每個成員都要學習自我照顧及家務技能，並分擔家務，學習與他人 
                             和諧相處的技巧。 
 
藝術發展支持： 與專業藝術志願者合作，結合學員的實際情況，定期開展適合學員參與的藝術培訓。 

 
學員：12人 
職員：6人 
地址：貴陽市南明區解放西路南沖巷17號 
網址：暫無 
郵箱：2145418083@qq.com     
 
貴陽慧靈人全體心語： 
 
貴陽慧靈目前是貴州省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服務大齡心智障礙者的機構。 
 
貴州作為中國的經濟欠發達地區，整體的經濟水準、人文思想與大城市有著極大的差距。慧靈的“社區化”
服務理念既新穎又超前，對於心智障礙者及家長來說，這樣人性化的服務有如清晨的一縷霞光，溫暖又斑
斕。但是，貴陽慧靈面臨著各種困難，而大齡心智障礙者的服務目前沒有任何的政策支持，本土企業、基
金會對“社區家庭居家托養”這新生事物還不是很認同，以致家長希望得到服務，卻無法承擔經濟壓力。 
 
我們心裡多麼希望每一個大齡的心智障礙者都能得到良好的服務，讓他們過有尊嚴、有質素的生活。“眾
人拾柴火焰高”，貴陽慧靈期望更多人能伸出雙手，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學員、家長、慧靈員工與義工一起活動 學員上才藝課 

學員執拾房間 

mailto:21454180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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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及感恩活動 

西貢戶外靈修 
 
20/2/2017 馮賜豪神父帶
領參加者到西貢戶外靈修，
在自然環境中欣賞天主造
物之美。 
旅遊車直接前往西貢東壩，
通過祈禱、歌詠，讚美上
主，祈求天主轉化更新，
讓大家更有力量愛主愛人！ 
下午到聖心堂彌撒，共渡
豐盛而滿載恩寵的一天！ 

四旬期退省 
 
香港慧靈2017年度四旬期
退省於 2/4（星期日）假
清水灣宗座外方傳教會會
院舉行。本會特別邀請聖
神修院院長蔡惠民神父為
退省神師，主題是「從衝
突到共融」。講座後的修
和聖事，感謝宗座外方傳
教會的田神父，施神父，
萬父協助主持。祝願參加
的兄弟姐妹於聆聽蔡神父
的教導後，在各不同的崗
位上，都能團結共融！ 
 

萬籟寂神父生日彌撒 

 
本會聯同馬鞍山教友於 
20/5（星期六 ) 下午籌辦
萬神父89歲華誕慶祝活動，
地點是馬鞍山的聖方濟堂。
慶祝包括感恩彌撒及茶會。 
 
施神父，文神父，林神父
共祭，與教友一同慶祝和
感謝萬神父忠心事奉香港
天主教會。慶祝活動在歡
樂的氣氛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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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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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惠民神父為退省神師 

馬鞍山聖方濟堂 感恩彌撒後合照 

彌撒後於宗座外方傳教會會院聖堂合照 

 
馮神父帶領西貢東壩靈修 

 
西貢聖心堂田神父接待 



 
 
 
 
 
 
 
 
 
 
目的:  
1. 探訪在貴陽開辦的慧靈智障人士機構 
2. 參加貴陽聖心女修會成立一百周年慶祝會及朝聖 
3. 參觀當地著名景點﹙例如：黃果樹大瀑布、西江 
    千寨戶等﹚  
隨團神師:   許國賢神父、林銘神父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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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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慧靈周年大會 
 
 
將於11月舉行， 
稍後通告日期、時間、地點。
誠邀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