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慧靈十載里程 
回望感恩沿途有「你」 

 

慧靈 (香港) 智障人士服務機構 
 

地址：沙田第一城三座地下G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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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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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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科技產品改變了人們日常的生活習慣，機不離手，不停地WhatsApp、

Facebook、QQ、WeChat….. 可是我們相互間的溝通增值有多少呢？ 

十年，大家被資訊的洪流衝擊；可是真正能分辨資訊真假和價值的人有多少呢？ 

十年，我與天主的關係是否更加親密呢？天主的慈悲有否觸動我，給我動力，

讓我更加愛護我的家人、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呢？ 

十年，國家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成為經濟強國；但是弱勢社群的生活質素改

善了多少呢？我們是否繼續需要幫助智障人士呢？ 

十年，香港慧靈能夠鼓勵朋友關心及幫助智障人士有多少呢？ 

十年前，中國的大地上，有三個城市加入了「慧靈」智障人士服務團隊：蘭州、

萬州、香港。 

今年我們慶祝香港慧靈成立十周年。今期的通訊，除了報導香港慧靈的近況外，

我們邀請了蘭州和萬州兩個姊妹團隊，講述他們成立的歷史和現狀；最感人的

是萬州慧靈創辦人冉光英姊妹的心願…. 

mailto:hkhlltd@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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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子烘焙坊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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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有您！                             謝張麗萍 

 
眾所周知，香港慧靈的成立主要是支援國內慧靈智障人士服務，對象是國內的弟兄姊妹，
他們生活在距離香港較遠的地方，一般香港人不大接觸和探望；但感謝您們信賴香港慧靈
和長期在國內服務的許國賢神父，出錢出力去關心和資助慧靈的學員-助養/助學，支持各
項服務！ 
 
雖然許神父經常留在國內服務，但他仍能緊隨國際的趨勢，領導廣州慧靈開辦社會企業 --- 
慧靈農場及麥子烘焙坊( 簡稱「麵包坊」)，目的是通過適切的培訓，讓更多智障人士發展
潛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找到工作的機會。 
 
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累積經驗，麥子烘焙坊 (Emmaus Bakery) 的運作有了很大的進步；許神
父每次提到智障學員的成長和進步--他們充滿責任感及工作熱誠時，都非常欣慰。 
 
去年，麥子烘焙坊匆匆推出與知名生產商合作的中秋節月餅，感謝香港教友及熱心人士踴
躍認購；其後在聖誕節和農曆新年，再售賣由麵包師及學員精心製作的曲奇，也獲得大家
的支持！特別感動是有些年長的教友不畏嚴寒，聯袂往廣州，到當地的麵包坊門市 (金利來
商場店) 品嚐麵包、蛋糕和咖啡，離開前更遠道到白雲區的麵包坊工場購買曲奇，帶回香港
與親友分享，實在令我感動！ 
 
希望在大家的繼續支持下，智障人士有更多工作的機會，過著幸福、愉快和自豪的生活！ 
 
 
 

黃義天兄弟於元朗錦田開設「書式驛站」 ，
感謝他提供香港慧靈一個角落，展示及售
賣各地慧靈智障人士制作的產品-包括廣州
麥子烘焙坊的曲奇。 

 
地址：元朗錦田公路283號A分段 
      ( 吉慶圍對面白屋仔，創興號側 ) 
電話：6163 8711 
 

慧靈產品 及曲奇 

香港售賣點:  錦田書式驛站 

黃義天兄弟(左三)於錦田開設的書式驛站內 
展示及售賣各地慧靈智障人士制作的產品 

麥子烘焙坊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精美曲奇禮盒 

麥子烘焙坊門店地址: 

廣州天河區金利來大厦地下商場 

歡迎前來參觀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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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探訪及朝聖 

(楊瑞貞、陳慧雯、鍾廣田、謝錦全、黃碧霞、鍾楚雄供稿) 

上主眷顧的貴州探訪及朝聖之旅              
  
「香港慧靈」在八月下旬舉辦了貴州探訪及朝聖之
旅，由謝錦全帶領，聯同隨團神師林銘、許國賢兩
位神父合共四十一人參加。貴州慣常天氣「天無三
日晴」，我們却得到上主的眷顧及引領，在良好天
氣下順利前往幾所天主教堂朝聖、在聖人墓地憑弔
祈禱，並探訪「貴陽慧靈」，也順道觀賞當地著名
的風光。 
  
行程第一站是參加貴陽耶穌聖心女修會成立一百周
年慶典：眾多來自貴州各城市的教友，在肖澤江主
教帶領之下，廿多位中外神父一起奉獻感恩聖祭，
及祝聖復修好的修院及聖堂；慶典後，義工們落力
招待神父、教友享用午餐。聖心修女院是在1940年
建成，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修院遭日軍轟炸摧毀。
解放後，更被佔用充作養牛欄。經教區多番力爭下，
於1998年獲收回土地，修院復修建成現今面貌。修
院現有二十多名修女，祈望有更多聖召，使教友加
入修道行列。 
  
其後我們前往貴陽市聖若瑟主教座堂(北堂)、鎮遠市
聖母堂、青岩鎮天主堂、凱里市天主堂朝聖和參與
彌撒，前三所聖堂各具特式，都由法國傳教士設計
和興建，而凱里天主堂初期是為貴州的苗、侗少數
民族服務，但原址已不存在，教區在附近民居成立
彌撒中心，作為牧民和福傳的據點，主任司鐸劉顯
軍神父正努力籌建新聖堂牧養教友。 
  
探訪「貴陽慧靈」是我們行程的重點：慧靈能在貴
陽開展服務，源於幾位熱心家長，為了子女的特殊
需要而成立。她們在一座社會服務大樓的日間活動
中心接待我們：別出心裁的竹舞、苗族的五色米飯
展示、老師和學員的歌舞，加上探訪者的手語歌曲，
頓時歡樂融融。我們邀請多位老師員工和負責人分
享日常工作和感受時，大大地牽動了眾人的心緒，
互相擁抱和祝福，依依不捨地話別。 
  
今次貴州之旅所到的著名景點，包括：遵義會議紀
念館、鎮遠古鎮、西江千戶寨、青岩古鎮、黃果樹
大瀑布。 
  
雖然未能如原定計劃探訪黃果樹聖堂和教友，但整
個行程總算充滿感恩與喜樂。在感恩之餘，求主保
守，賜予神州大地聖教廣揚，在一信一洗一主的基
礎下，與普世教會共融，共同致力福傳工作，為主
作證。    

貴州市北站 

貴陽市耶穌聖心修女會修院 

青岩古鎮天主堂 

貴陽市慧靈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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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及會員大會活動 

聖貞德中學分享 
 

董事謝錦全和謝張麗萍應邀於
15/9/2017  下午到聖貞德中學分享，
主題是「地鹽世光」，通過聖言及宗座
外方傳教會許國賢神父及萬籟寂神父在
廣州慧靈服務智障人士的經驗--讓智障
人士發揮潛能，過愉快的生活，就如地
鹽世光一樣，使他們的生活多姿多彩，
活得更豐盛有意義，從而勉勵同學主動
幫助弱小者，作地鹽世光，讓自己的生
活更有意義。 

第九屆周年會員大會 
 

香港慧靈第九屆周年會員大會於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假恩主教書院禮堂舉行。
會議中作出上年度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並選舉新一屆董事及委員。許國賢神父
於致辭時稱當天是基督君王節，福音提出世界末日時的審判，耶穌到來，將綿羊
和山羊分開，那些常做善功，積極行善者，將來便可以與祂在天堂相見。香港慧
靈發展得很好，義工樹立了好的榜樣，而支持者亦以行動，包括助養、資助有需
要的項目，有錢的奉獻金錢，其他奉獻時間及能力，將福音的精神化為行動，神
父祝願天主保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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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2018 香港慧靈董事、委員及聯絡員 

          2017-2018 香港慧靈董事 

姓名  所屬堂區  負責委員會 

謝錦全先生                   大埔 聖母無玷之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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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無玷之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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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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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惠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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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炳權先生 大埔 聖母無玷之心堂 聯絡及活動委員會 

鍾楚雄先生             大埔 聖母無玷之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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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無玷之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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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路亞女士                             深圳 聖安多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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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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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麥麗英女士 沙田 聖本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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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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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活動 

2017年11月26日 清遠慧靈到
沙田聖本篤堂義賣籌款，得到
李志源神父及教友們慷慨支持，
特此致謝！ 

2017年12月31日 北京慧靈到樂富聖博德
堂義賣籌款，得到孫英峰神父及教友們慷
慨支持，特此致謝！ 

 

2017年12月10日 深圳慧靈到屯門贖
世主堂義賣籌款，得到廖雅倫神父及
教友們慷慨支持，特此致謝！ 

 

2017年12月3日 廣州慧靈到深水埗聖老楞
佐堂和美孚彌撒中心義賣籌款，得到葉定國
神父及教友們慷慨支持，特此致謝！ 

2018年1月27-28日 明愛樂繽
紛 -- 感謝書式驛站站主黃義天
安排義賣攤位、熱心教友送出
義賣聖物、協助當值的義工，
更感謝慷慨解囊的支持者。 

2018年2月4日 廣州慧靈到土瓜灣進教之佑
堂義賣籌款，得到謝家賢神父及教友們慷慨
支持，特此致謝！ 

 
2018年2月3-4日聖母聖衣堂義賣--
感謝堂區主任司鐸羅國輝神父、堂區
秘書安排清遠慧靈前往義賣；此外獲
邀為主日學學生介紹慧靈的服務，感
謝導師及學生協助包裝曲奇作義賣；
亦感謝堂區議會會長、李露斯修女及
柯曉明修女的協助，鼓勵教友慷慨解
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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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分享 

(全文請瀏覽本會網站) 

再看義賣                        蘇佩珊 

 
去年十一月, 我獲熱心教友邀請, 幫忙慧靈設置攤位在沙田聖本篤堂進行慈善義賣。  當你遇到教會進
行慈善義賣, 你有甚麼反應? 
 
作為義工的我, 放眼一望, 發現滿檯皆只是尋常不過的貨品。  那平凡的唸珠, 普通不過的聖牌; 又或是
一些毫不起眼的手作小相架。  噢, 原來最大的亮點也只是一些智障人士的手製曲奇!  我站在攤位前, 只
是不斷嘮叨嘮叨。 
  
既然, 要為有需要人士籌募善款, 我們何不推銷一些高利潤的時下產品?  老套的大大小小唸珠, 舉凡教
友, 每人也不只一條了吧?  還有誰來選購?  什麼? 成本最高, 利潤最少的手製曲奇, 你們還要我增設試食
? 到底是否要籌募不成, 還要賠本?  為何不邀請一些明星教友, 以利招來促銷效果? 
  

站著, 站著; 我慢慢看到了不同教友對我們慈善義賣有著不同的
反應。  有些教友, 對教會義賣活動抱著漫不經心的態度, 因為
他們往聖堂的目的只是 「望彌撒」。  然而, 對於教會內的義賣
活動, 有很多教友仍是非常樂助。  他們有些大量選購, 特別是
長者們, 他們常嚷著要送給孫仔、孫女, 又或老友記。  另外, 有
些教友, 只選一些價廉物品, 卻又慷慨捐款!   最特別的, 還有小
朋友及菲律賓姊妹; 他們總小心翼翼, 挑選一件心儀的聖牌掛飾, 
作送給朋友的生日禮物!  愛心滿滿的他們, 往往更即席請神父祝
聖所選的禮品, 為朋友送上更濃的祝福。  
  

讓我感到驚訝的, 還有一群臉上掛著微笑的教友及神長, 他們雖然沒有選購任何物品; 但是他們來給我
們打打氣、握握手、拍拍照, 卻又竟給了我們無限的動力。特別是神父伸手給我們的祝福、和煦的笑
容, 更叫我們感到溫暖。 
  
忽然, 我想起了福音講述塔冷通的比喻 (瑪 25:14-30)。 兩組僕人從主人手中取得不同的「塔冷通」, 
取得越多、運用越好, 賞報也越多。  身為香港人, 我們早已習慣於投資、理財, 我們又應否只用單純
的商業眼光去看待慈善義賣?   
  
不, 塔冷通的比喻不是指現今世俗社會, 耶穌的比喻是指「天國」!  
  
「天國有如一個要遠行的人，將自己的僕人叫來，把財產託付給他們；按照他們的才能，一個給了
五個「塔冷通」，一個給了兩個，一個給了一個；然後動身走了。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立刻
去用來營商，另外賺了五個………….。 但是那領了一個的，卻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藏了。」(瑪 
25:14-18)   我們可有想到那個要遠行的主人就是我們的天主, 祂按照每個僕人的能力, 請他們把福音
傳揚開去?  在比喻中有人領五個, 有人領兩個, 有人領一個, 可見每人從天主手中領受的恩典各有不同。 
  
試想想, 人與人、人與天主間的關係, 就是源於對天主的「愛」。 敢於冒險回應天主、敢於運用天主
給予的貴重恩典(塔冷通), 不正是幫忙去建立天主的國?  我們擺設的義賣攤檔, 正正提供平台給我們教
友互相支持, 傳揚「愛」 的信息; 又透過銷售聖物, 把福音傳揚開去。 
  
難道, 我要做那個沒用的僕人, 只顧嘮叨, 什麼也不作? 在這次義賣中, 又一次證明我在日常生活中備
受試探, 往往把現世的功利價值觀, 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 套用在所有事情上, 往往忘了天主的國。 
  
朋友你有否善用天主給你的塔冷通?  下次再遇上堂區的慧靈義賣, 可否給予支持及打打氣?     

前排右二為作者蘇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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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活動 

西貢聖心堂朝聖靈修暨 
西貢萬宜水庫東壩地質公園遊賞 

  
西貢東壩地質公園自然美景一直備受推崇，
本會徇眾要求於今年1月10日再籌辦西貢東
壩靈修暨聖心堂朝聖。活動前幾天突然寒流
襲港，天氣嚴寒，唯有調節上下午的流程 。 
 
感謝天主！我們獲得聖心堂主任司鐸田義神
父允許借出聖堂在早上舉行彌撒及作靈修之
用。當天早上天朗氣清，陽光普照，大家在
溫暖的聖堂內參加彌撒及靈修，由譚永明神
父主持，譚永明神父提醒我們要不斷祈禱，
不斷喜樂，不斷感恩，依靠天主的大能，抗
拒誘惑，增強自己的力量，成就一切。午餐
後，大家暢遊東壩地質公園，欣賞天主創造
的化工！ 

與田義神父在西頁聖心堂合照 

著名世界極罕有的大規模火山岩柱 在東壩及海蝕洞前與譚永明神父合照 



靈修活動 

  
21/1/2018 原道交流中心 
靈修及燒烤活動 

  
感謝天主賜我們好的天氣!早上天色灰暗，
還擔心下雨呢！ 
  
靈修由蔡惠民副主教講述玫瑰經的緣起，
內容；並主持彌撒，蔡副主教在講道中，
提醒我們都是天主的工具，得救的標記，
籲請基督徒回應天主的召叫，通過我們
的見證，看到天主的愛和救贖工程。 
 
感謝多位教友協助醃製及準備是日的燒
烤食品，更感謝蔡惠民副主教及大家的
參與，渡過了身心靈富足的大半天!  
  
  
  
參加者Lily Leung的分享: 
昨天的燒烤，對我有很大的得著。我看
到我們的牧者蔡惠民副主教對上主的信
賴、身體力行和開朗積極，低調做事，
不誇張。他為我們解説聖事的意義，給
我很好的啟發。而那位為我們燒烤的修
女和那些慷慨的弟兄姊妹的服務，正是
蔡副主教在講道中提醒我們基督徒應有
的愛德見證！ 

蔡副主教帶領參觀中心的自然環境 

蔡副主教講述玫瑰經的緣起 

在中心舉行戶外彌撒 

黃昏在中心自然環境中燒烤晚餐 

中心內的土窰燒烤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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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慧靈十年回顧 

2018回首我們走過的十年 
 
10年前蘭州一位自閉症孩子的爸爸把慧靈引進大西北—甘肅蘭州這塊貧瘠土地上。雖然蘭
州的經濟情況對一個公益機構的發展有很大的限制因素，但他只想讓這些孩子們也有一個
可以去的地方。  

他費盡全力和西安慧靈團隊一起找場地、找學員、
找員工。2008年5月蘭州慧靈終於成立開始服務。    
10年發展蘭州慧靈在廣大社會和政府的認可和
支援下，取得了快速的發展。2012年成立了城
關個案中心，2017年3月、5月在西固區、安寧
區成立服務中心。目前蘭州慧靈有4個個案中心、
5個社區家庭、每天為70名學員提供服務， 10
年來共服務學員300多人，間接服務近600位智
障人士家長。     

2016年4月9日甘肅慧靈首部音樂劇《我想有個家》在劇院公演 

2017年4月2日蘭州慧靈與省市區殘聯聯合舉
辦自閉症日大型宣導活動 

2018年2月3日甘肅慧靈首次參加春晚節目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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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州慧靈十年回顧 
 
 
萬州慧靈十年總結 
 
2008年8月3日，萬州慧靈在西南小城正
式開始了對當地心智障礙人士的服務。萬
州慧靈是由當地神父倡導、教友冉光英、
鄭寧發起創辦，從最初沙龍路的小房間和
一名學員，到現在共有兩個日間中心、一
個小農場、三個住宿家庭和40名服務對象。 
 
萬州慧靈成立10年來，一直未能在當地政
府成功登記註冊，無法獲得政府的支持，
所以資源極其匱乏，但慧靈人的信念是執
著的！盡管舉步維艱，仍然不會放棄最弱
小的兄弟！只是萬州慧靈的創始人冉光英
女士於2016年檢查出已是癌癥晚期，唯一
未了的心願便是成功註冊，維持慧靈的服
務。。。。 
 
不忘初心，堅守信念，尊重生命，攜手共
進，幾代慧靈人拼搏奮鬥的歷史與積澱，
才成就了今日的發展！ 
 
 
 
 

萬州慧靈小農場 

家庭服務 

萬州慧靈創始人冉光英 

2008年全家福  



大澳永助聖母堂、梅窩主顯堂朝聖一天遊 
 
日期：  17/3/2018( 星期六) 
時間:： 上午8:15 – 下午4:15 
集合時間地點 :：早上 8:15 東涌地鐵站D出口 
費用： 自備(交通費及午餐費) 
人數：  30人 
行程： 東涌地鐵站集合~大澳永助聖母堂朝
 聖，參與彌撒~午餐(海韻菜館)~大澳
 漫遊~梅窩主顯堂朝聖祈禱~梅窩漫步
 ~梅窩解散(可乘車往東涌或乘船往中
 環) 
報名日期： 即日至額滿 
報名請向： 關惠嫻 62008614，曾生 92871287， 
 謝太 96557131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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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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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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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