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讓智障學員充分發揮表演的潛能，中國慧靈成立了藝術表演團，在各地巡迴
表演。「生命是一份禮物--生命之重」 是他們的第三套舞台劇，由學員及老師主
演，道出他們生活點滴和心聲，讓社會各界人士進一步了解他們。此劇在十月二
十三日(星期日)下午於沙田聖本篤堂禮堂上演。 
 
「生命之重」就是讓我們了解智障人士對於就業、情感及生存的渴望。他們一直
以來，都是被社會遺忘和被忽略的群體。其實他們與我們並沒有分別，一樣有自
己生命的價值和尊嚴。他們每位都有獨特的才能，需要我們用心欣賞和給予展現
的機會。 
 
 
 
 

生命是一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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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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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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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國賢神父在演出致詞中指出，智障人士的生活模式愈來愈正常化，但是我們正
常人反而仍未改變對智障人士的看法；而透過此劇，觀眾不但欣賞學員的藝術才
華，更感到獲得啟發，反思生命。 

mailto:hkhlltd@yahoo.com.hk
mailto:或hkhlltd@hotmail.com
mailto:或hkhlltd@hotmail.com
mailto:或hkhlltd@hotmail.com
http://www.hkhl.org.hk/
http://www.hkhl.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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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劇內容簡介 

 
這套劇在十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下午於沙田
聖本篤堂禮堂上演。 
 
內容分「活，自強之重」、「愛，情感之
重」、「逝，生命之重」。整體以「生命之
重」作主綫串連，透過七個人物的瑣事，讓
我們發現智障人士的感受，喚起我們的思考。 
 

扶康會歐偉民先生 : 真的是一套很感動人心的舞

台劇，謝謝您們的熱心，令我們獲得很豐富的生命

反省，衷心感謝！ 

卿姐:  成員的表演水平很高， 這也表示他們經努

力培訓後也能與常人無異。我們要多給他們愛心和

鼓勵，成就美好事情。 感謝天主！ 

感謝扶康會學員、公教青年義工參與表演，使整個舞台劇生色不少。 
 
最後我們要感謝聖本篤堂借出禮堂作表演，來自不同堂區的義工協助，大家的
支持，出席觀賞，並捐助善款，讓中國慧靈的員生可以順利完成演出。 

Caroline: 感謝義工們用心的服務！做出很

好的成績，演出成功！讚美主! 

杜太: 慧靈的表演很精彩，令人感動落淚！

你們的工作值得支持！ 

演出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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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台下  蘇佩珊 
 
在未演出前, 我看見了一群塗了厚厚舞台化妝的成熟
學員, 他們似乎有點緊張,又或不適應濃妝, 樣子看
來呆呆的。可是, 當台上播放著慧靈五月份往意大利
的朝聖片段時，竟然有多名學員興奮地用普通話指著
銀幕大喊「意大利、意大利」。 他們更轉身向正在
等待中的觀眾示意, 請我們欣賞他們的朝聖之旅。誰
說智障學員沒有記性? 誰說他們不懂表達內心的喜悅?  
再瞥見范子峰神父步入禮堂時, 我更看見一群學員站
起來, 熱情地向范神父打招呼。誰說智障人士沒有情
感? 
 
舞台劇開始了, 一幕又一幕的精彩演出。我看到的不
只是慧靈學員, 還有那花盡心血的慧靈教師, 他們施
展渾身解數帶動各學員一起演出! 當然慧靈智障學員
的演出絕不能與專業的舞台劇相比, 可是我卻看到了
「人與人」的真實共融寫照。 
 
話劇完結後, 台上繼續放映了慧靈學員各人的生活點
滴。當中記敘了一名已故患癌症學員「亞勤」的事蹟, 
讓我感動流淚; 生癌原來不分智障人士、非智障人士; 
所以病患者也同樣牽掛自己的父母。片段中, 記錄了
慧靈職員們, 無私的陪伴「亞勤」看病; 千里迢迢的
驅車、連人帶檯椅, 更備晚餐; 就是為圓「亞勤」回
鄉與年邁母親進餐一次的最後心願。還有, 一群學員
圍在他床邊唸經告別, 及最後的天主教殯葬禮; 誰說
智障學員不明世情? 誰說他們不明什麼是愛? 
  
此外, 它還記錄了慧靈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的成長趣
事。男女生有正常社交乃正常不過, 有趣的是訪問片
段記載了家長責備孩子的不是、不知足，相反，慧靈
創辦人孟維娜女士在片段中指出社會大眾應該要尊重
智障人士的人權, 他們也有戀愛的自由。 嗯! 我從
來沒有想過他們的權利, 真叫我反思。   
 
「生命是一份禮物 ~生命之重」記載了舞台上、舞台
下的真實片段。 衷心希望大眾看罷此劇, 能改變對
智障人士的認識; 並懷大愛做小事, 協助宣揚對智障
人士更多的正面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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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愛:   
每個慧靈的朋友都好熱情同友善，
每個人都好特別，喜歡用自己的
方法去表達自己， 尤其是表演舞
台劇時積極同認真的態度 ，好值
得我學習。 

Bernardo: 
在9月我探訪了廣州慧靈的總部，
看到了一群無私的義工與沒有被放
棄的學員，我覺得很感動。從來沒
有體驗過與弱智人士長時間生活遇
到的困難， 全靠到了總部以及農
場， 使我知道他們都一樣只不過
是普通人。能夠在後來的香港巡迴
演出再遇學員， 感到十分幸運，
感謝上主賜比弱智人士一個個的天
使。 

Cherry: 
在這次探訪廣州慧靈的活動中，讓我最深刻
的是學員待人真摰的心和導師們無私奉獻的
精神。 
尤記得，在我們跟學員認識不久，已經聽到
有位慧靈學員跟我們一位組員說：「你回香
港以後，我會想念你的。」 
真摰得叫人窩心。反觀我們平日交朋友，倒
沒有他們這麼快交出信任和真誠的心。他們
單純可愛、待人真摰，真教人難忘。 
另外，最欣賞的就是一眾導師們無私奉獻的
精神，他們長年累月耐心的教導，引導學員
發揮出音樂和戲劇才華，真叫人讚嘆不絕。 

Esther: 
「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
一的聖神所賜。」再次到
訪慧靈，讓我更深深感受
此聖經章節。身體有缺陷
的人是天主派給大家的天
使，好使我們有恩寵去欣
賞他們。帶領他們的導師
更是充滿着更多恩寵，無
私的奉獻和愛心使學員們
更將自己的才能發揮得淋
漓盡致。 

清遠慧靈十二月十八日在聖母領報堂進行義賣活動，得
到堂區主任司鐸麥景鴻神父、堂區教友、香港慧靈董事
范子峰神父的支持和委員、義工的幫忙，義賣成績理想。 

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慧靈來到上水基督之母堂義賣籌款，
得到該堂顧嘉靈神父的支持和教友們的熱烈反應，謹此
致謝！ 

九月二十五日深圳慧靈來港到牛頭角基督勞工堂義賣籌
款，得到該堂主任司鐸盧伯荣神父鼎力支持和教友們的
熱心捐助，謹此致謝！ 
  

配合梁達材神父、温國光神父的呼籲，各教友慷慨的支
持，各委員、職員、學員和義工們的努力，長沙慧靈十
月十六日在聖德肋撒堂的義賣成績理想，多謝大家的無
私付出！ 

     堂區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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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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新董事及執行委員，並邀請洪
宏信會計師事務所繼續義務核數。 
大會中許國賢神父致詞提及今年五月學員有機會遠赴意大利朝聖、旅遊及藝術表演，又有幸面見
教宗方濟各，與他握手，各人都感到很幸福。 神父指出天主十誡提醒我們愛天主之外，也應彼此
相愛。我們應想想曾付出多少去愛身邊有需要的人； 我們經常表示忙碌，但卻不知道到底忙什麼；
其實，愛也可以在忙碌中實踐。此外中國慧靈、香港慧靈都需要大量人力資源去發展、管理和提
升日常服務；需要更多年青人和新血加入，參與實際行動。過程可能會困難，但最後定有美好的
成果。 
會員大會後，慶祝范神父及會員生日，大家一起享用茶點，彼此暢談。 

於2016年11月6日下午假大埔恩主教書院禮堂舉行。 

耶穌的第二個缺點是不懂邏輯：婦人尋到失去的小小錢幣後，花費很多金錢，請鄰居大肆慶祝。 
(路15:8-9) 
耶穌的第三個缺點是愛冒風險：祂告訴門徒要甘於貧窮和失敗才可以跟隨祂。 (瑪 8:20) 
耶穌的第四個缺點是不懂理財：主人給所有早來及遲來的工人每人一個「德納」作工資。 
(瑪 20:1-16) 
耶穌的第五個缺點是記憶力奇差：祂忘記了很多罪人的過錯。(路23:42-43,7:36-50) 
 
阮樞機說：「我拋下了一切追隨耶穌，因為我愛上耶穌的缺點。」…… 
 
以上就是神師林銘神父於2016年9月領導退省的主要內容，讓參加者深入反省耶穌的言與行。  
可敬的阮樞機、林神父，感謝你們用另類的方法，幫助我們領會天父的慈悲！ 
感謝、讚美主！ 

主題：「天主的慈悲」        謝錦全 
 
……已故越南主教阮文順樞機曾在獄中度過13
年。獄卒和犯人問他為何被囚時信德仍然那麼
堅固。他舉出耶穌的一些缺點： 
 
耶穌的第一個缺點是不懂數學：牧人放下99隻
羊去尋找失落的1隻羊。(路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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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昆明市西山區慧靈心智障礙者服務中心（簡稱：昆明慧靈） 
 
成立時間：2015年4月17日 
 
機構簡介： 
昆明慧靈是眾多慧靈中“小而美”的一個機構，“小”意味著靈活、獨立、充滿活力；”美”意味著我們更
加注重于挖掘和培育社區的積極夥伴，共建平等、尊重、包容的氛圍與平臺。從成立至今一年半的
時間，我們已紮根社區，累計為100名心智障礙人士及其家庭提供服務，為接近300名的社區居民宣
導社區融合理念。為雲南省大齡心智障礙人士提供居家獨立生活、社區獨立生活、藝術發展、職業
技能支援等服務。 
 
服務類型：心智障礙青年日間服務、庇護性工廠、社區融合宣導。 
 
服務內容： 
職業技能支持：  製作筆記本、少數民族手工、包裝工藝等職業技能發展支持訓練。 
慧靈實習生項目: 聘用學員作為慧靈實習生，進一步開展支持性就業訓練。 
社會融合活動：  與團省委共建志願者平臺，與社區公益機構、企業一起在社區開展活動。在融     
       合活動中，學員的角色多元化，有時是志願者，有時是表演嘉賓，有時是評委。 
藝術發展支持：  與藝術志願者合作，結合雲南少數民族的特色，發展有趣的、融合的藝術活動。 
 
學 員：在冊13人 
職 員：3人 
地 址：昆明市西山區西昌路33號中央麗城167號 
網 址：暫無 
電 郵：kmhl2015@qq.com 
 
總幹事莫佳妮分享：  
 
昆明慧靈是雲南省唯一一家服務大齡的心智障礙機構，因為我們的全職工作人員均是社會工作者，
也讓我們又多了一個第一，成為“雲南省第一家運用社會工作理念服務成年心智障礙者的機構”。 
 
慧靈“社區化”的服務理念已經深植於我們每一個社工的信念之中。昆明慧靈接地氣的努力，換來了家
長和社區的認可，但依然面臨巨大的資金運作困難。在雲南豐富多彩的的風土人情背後，我們依然
要面對的一個事實是，雲南是中國貧困縣最多的城市，是經濟增速排名最後的城市，也是貧富差距
較大的城市。當我們每一個職員和志願者從剛開始面對學員束手無策到越來越享受服務的過程時，
我們依舊痛心的看到，大部分家長的照顧負擔得不到緩解，慧靈的專業得不到政府和企業的買單。 
 
當一波又一波的來訪者讚美我們“偉大”時，我們的內心是愧疚的。在我的家鄉—雲南還有95%的成
年心智障礙人士享受不到服務！希望認識昆明慧靈的你，能夠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mailto:kmhl20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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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屬堂區   負責委員會 

謝錦全先   大埔 聖母無玷聖心堂   董事長 

孟維娜女士   廣州     董事 (慧靈創辦人) 

許國賢神父   宗座外方傳教會    董事 

范子峰神父   宗座外方傳教會    董事 

徐棋昌先生   屯門 贖世主堂             發展委員會 

謝張麗萍女士  大埔 聖母無玷聖心堂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曾鎮如先生   馬鞍山 聖方濟堂   發展委員會﹑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2016-2017 香港慧靈委員會 

姓名    所屬堂區    所屬委員會 

蒙寶琼女士   馬鞍山 聖方濟堂   財務委員會 

徐吳佩玲女士   馬鞍山 聖方濟堂   財務委員會 

鄒美好女士   屯門 贖世主堂    發展委員會 

羅家信先生   上水 基督之母堂   發展委員會 

李寶琼女士   牛頭角 基督勞工堂   發展委員會 

郭慶祥先生   將軍澳 聖安德肋堂   發展委員會 

葉惠芳女士   葵涌 聖斯德望堂   發展委員會 

楊廣寧先生   葵涌 聖斯德望堂   發展委員會 

鄭煌先生   大埔 聖母無玷聖心堂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朱炳權先生   大埔 聖母無玷聖心堂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關惠嫻女士   荃灣 聖母領報堂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劉玉茵女士   大埔 聖母無玷聖心堂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謝綺雲女士   油麻地 聖保祿堂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鍾廣田先生   西灣河 聖十字架堂   網站管理 

秦耀先生   香港仔 聖伯多祿堂   (因健康理由，辭任委員) 

 

2016-2017 香港慧靈堂區聯絡員 

姓名   所屬堂區    姓名   所屬堂區 

關同權先生  香港仔 聖伯多祿堂   朱炳權先生  大埔 聖母無玷聖心堂 

秦耀先生  香港仔 聖伯多祿堂   石定芳先生  粉嶺 聖若瑟堂 

尹桂金女士  西環 聖安多尼堂   羅家信先生  上水 基督之母堂 

林興瑞女士  柴灣 海星堂    郭張婉玲女士  葵涌 聖斯德望堂 

陳雨海先生  西灣河 聖十字架堂   郭錦成先生  葵涌 聖吳國盛堂 

楊瑞貞女士  尖沙嘴 玫瑰堂    姚惠珠女士  青衣 聖多默宗徒堂 

李玉貞女士  深水埗 聖方濟各堂   徐邦雄先生  荃灣 葛達二聖堂 

朱錦標先生  李鄭屋 聖老楞佐堂   關惠嫻女士  荃灣 聖母領報堂 

謝綺雲女士  油麻地 聖保祿堂   鄒美好女士  屯門 贖世主堂 

曾敏冰女士  紅磡 聖母堂    溫梁翠兒女士  屯門 聖瑪竇宗徒堂 

周曉晴女士  觀塘 聖若翰堂    謝偉光先生  馬鞍山 聖方濟堂 

畢婉儀女士  觀塘 耶穌復活堂   李倩娟女士  將軍澳 聖安德肋堂 

汪張玉貞女士  沙田 聖歐爾發堂   陳兆強先生  天水圍 聖葉理諾堂 

李麥麗英女士  沙田 聖本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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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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旬期退省 
日期:   2/4（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地點:  清水灣宗座外方傳教會會院 
神師:  蔡惠民神父 
費用:  100元  ( 包括簡單午膳，修院及神師    
   獻儀 ） 
名額：50 
報名: 請聯絡曾生92871287 ，謝太96557131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戶外靈修 
日期:   20/2 (星期一) 
時間:  上午8:15 – 下午4:30 
地點:  西貢東壩(靈修)，西貢聖心堂(彌撒) 
集合時間地點:  上午8:15，九龍塘地鐵站 
    ( 逾時不候） 
神師:   馮賜豪神父 
費用:   180元（包括旅遊車，午膳，神師    
   獻儀 ） 
名額:   28人 
報名:  請聯絡曾生92871287 ，謝太96557131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