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慧靈於四月廿二日舉行晚宴，慶祝成立十周年。多位神父、修女、教友、支
持者，以及中國慧靈20多個城市服務智障人士的單位代表出席聯歡。 
董事長謝錦全先生致詞時說：香港慧靈就好像一道開動著的愛心列車，把關愛、
善款和物資不斷送到國內有需要的慧靈機構；通過探訪，讓支持者接觸、認識智
障人士的生活狀況和需要。慧靈服務的重要目標是幫助智障人士成長及投入社會
工作。他非常感謝熱心支持者和義工的信任，在過去十年來不斷支持及協助該會
的事工。 
另一位董事許國賢神父讚賞香港慧靈這十年來的善表，祈求天主降福所有恩人及
義工，呼籲大家繼續支持香港慧靈的各項工作。 

香港慧靈十週年聯歡 

盡顯關愛和美善 

 

慧靈 (香港) 智障人士服務機構 
 

地址：九龍青山道608號榮吉工業大廈A座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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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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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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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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慧靈成立十周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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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慧靈於四月廿二日假座酒
樓宴會廳舉行晚宴，慶祝成立
十周年。特別邀請廣州慧靈90
工作室演藝團在晚宴中表演非
洲鼓、手語歌曲及「慈善的撒
瑪黎雅人」福音劇；並邀請
「康暉社」會長嚴定國先生伉
儷演唱粵曲。晚宴的壓軸節目
是眾多神父、修女的歌唱表演，
把歡樂氣氛帶到另一個高潮。 
當晚獲得公教藝人羅蘭到來支
持，分享她認識廣州慧靈的經
過；她呼籲大家捐款支持，共
襄善舉。晚宴場面熱鬧，並充
滿溫馨的氣氛。 
 

「康暉社」會長嚴定國先生伉儷演唱粵曲 

學員表 演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福音劇 

公教藝人羅蘭到來支持 

神父、修女的歌唱表演 

文凱華神父表演印度鼓及唱歌，學員聞歌起舞 

學員與修女一起表演手語歌曲 

席上賓客一起唱歌 

賓客響應羅蘭呼籲，捐款支持慧靈，共襄善舉 

香港慧靈董事及委員向賓客祝酒 



 中國慧靈近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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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有您          許國賢神父口述，謝太筆錄 

 
感謝大家的支持認購廣州麥子烘焙坊的月餅，及捐款購買月
餅轉贈長者，讓麵包坊學員擁有工作的機會。 
 
向大家報告三個消息： 
 
1. 麥子烘焙坊的學員由七位增至十位，希望繼續增加數目，
讓更多智障人士愉快地工作，有尊嚴地生活。 
2.  最近購買了二手的新機器~製造千層酥皮，展望將來製造
更多美食。 
3.  期望年底可以擴展生產面積，增加生產量。 
你們所做的，除了有實質的支持外，還給予精神上的鼓舞!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
的。」（瑪25:40） 

廣州麥子烘焙坊的月餅禮盒 

「中國慧靈」簡介                                                      謝錦全董事長 

 
「慧靈」自90年代在廣州成立，發展至今已經在全國27個城市設立中心為智障人
士服務。每年暑假召開「年會」，由各地慧靈代表參與，為鞏固成員之間的聯繫
和商討整體的發展。 
大約兩年多前，名為GDI的國際專業培訓機構，受第三方基金會聘請，協助慧靈
進行改革，把各地慧靈統整為「中國慧靈」轄下的服務單位，設有總裁﹙創辦人
孟維娜﹚、兩位副總裁，分別負責行政、服務、財務、社會企業、運營、公共事
務及項目等工作。改革會在今年底完成，期望各地慧靈可以更有效服務智障學員。 

澄清：捐款到期？未收到收據？ 
近日有助養者陸續收到慧靈學員報告，查詢是否助養捐款已經到期。 
澄清如下：為讓助養者了解學員的情況及進展，慧靈每半年提供學員報告( 本會將作
檢討是否繼續 )，如果助養者已經捐款 (半年或全年計算)，則不用再捐款。 
 
另外，如果助養者沒有收到學員報告或捐款收據，請聯絡：謝生96219732或謝太
96557131。 
 
以下助養者/捐款者，請聯絡謝生(96219732)，本會欲寄回收據： 
Ho Kin Wah Ceci、張偉傑、Poon Ho Chi Patrick、Lam Mo Han 
  



深圳慧靈藝術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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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018香港慧靈支持者往深圳南山區華僑城創意文化
園參觀深圳慧靈藝術作品展，欣賞老師及學員的畫作，
楊澤凡老師除了導賞外，亦向我們介紹揉合了中國傳統
的塗漆蛋殼畫；其後大家參觀文化園區及聖保祿堂。 

深圳慧靈“漆彩方舟”工作坊  （節錄）                           

藝術老師  楊澤凡 

 
深圳慧靈成立於2015年6月，致力為所有智障
人士提供基於工作方面的開發和訓練，並為他
們積極尋求就業機會，為此我們 設立了 “漆
彩方舟”藝術工作坊，將中國傳統 “大漆”工
藝，引入智障人士手工作坊，專門幫助有工作
潛力的智障人士進行職業訓練，協助他們進行
庇護性就業和尋求正常工作環境的工作機會。 
 
漆藝是中國物質文化中最具特色與傳承的工藝，
歷史積澱七千年。漆畫是以天然大漆為主要材
料的繪畫，除漆之外，還有金、銀、鉛、錫以
及蛋殼、貝殼、石片、木片等材料。 
 
深圳慧靈在傳統漆藝的基礎上，結合智障人士
的動手能力，設置了不同的手工體驗，盡量提
高智障人士的參與和興趣。除了大漆藝術，工
作坊的主要藝術產品還有繪畫藝術、裝飾畫藝
術、手工藝術品、工藝品首飾、環保工藝品等。 
 
工作坊所提供的藝術產品，如有銷售收入，按
比例將一部分發給製作產品的智障人士，每月
初以勞務費形式發放給作者。許多產品製作需
要花費較長的時間，包含著工作者的努力和創
造，您的支持將是對他們最大的肯定和鼓勵！
另外，為使更多朋友了解智障人士的服務，工
作坊也組織各種類型的融合藝術體驗及培訓活
動。歡迎社會各界朋友與我們的智障人士一起
踏上這艘七（漆）彩的方舟，在藝術的海洋裡
自由的翱翔！ 

藝術老師楊澤凡向參觀者導賞畫作 

漆彩方舟學員與職員合影 

支持者與深圳慧靈職員及學員合照 

老師和學員的畫作 



探訪及朝聖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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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深圳耶穌君王堂，探訪深圳慧靈，與學員共進午餐，並到日間活動中心及
家庭共聚和表演，與師生渡過愉快的下午。 

 
  

16/7/2018 聖嘉勒女書院師生探訪深圳慧靈 

7/4/2018 聖歐爾發堂歌詠團及教友探訪廣州慧靈 

廣州石室教堂朝聖 

往慧靈農場探訪，與農場的學員互動，彼此
同歡。 

參觀廣州慧靈麥子烘焙坊 



朝聖及靈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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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靈修行 
 
2018年5月2日香港慧靈董事及委員連同支持者共20
人，在范子峰神父的帶領下前往南丫島進行靈修活
動。當日陽光普照，到達後隨即步往洪聖爺灣一個
清靜的角落坐下，在陰涼的大樹下，享受海邊涼風
的吹拂。大家吃過簡單自攜的午餐後，便專心聆聽
神父的靈修講解。 
 
當日的靈修主題是「團體共融中彼此成聖」。范神
父引用了教宗方濟各的宗座勸喻「你們歡喜踴躍
吧！」作解說。提醒我們全體信友都蒙召成聖，日
常生活是我們成聖的地方。我們應以愛德生活。天
主不會聖化一個人，但會聖化一個團體，所以團體
生活中與人相遇，應加強溝通，彼此幫助和關心。
我們還要提防自己做到很多神功卻缺乏愛、慈悲和
謙虛的精神，而使團體不能共融。 
 
我們在島上的露德聖母小聖堂舉行彌撒後，與聖嘉
勒會寶尊隱修院修女閑談，還買下了修女們栽種的
小盆栽和一些精美T恤。感謝天主！大家都在靈性上
得到滋養，滿載歡欣地渡過這晴朗的一天！ 

大澳永助聖母堂及 
         梅窩主顯堂朝聖 
 
7/3/2018 香港慧靈組織了大澳永
助聖母堂、梅窩主顯堂朝聖一天
遊。感謝麥少顏修女帶領及導賞 ！
大夥兒於大澳永助聖母堂參與彌
撒，王安民神父講道時指出人必
須死於自我，接受磨練，才能夠
獲得主內的永恆新生命。午膳後，
往梅窩主顯堂朝聖祈禱，馬浩恩
神父鼓勵我們在四旬內多作愛德
服務，幫助有需要的兄弟姐妹，
仿效耶穌，將來在天堂將有永生
的新生命。其後麥修女及王神父
帶領大夥兒漫步梅窩，到聖嬰小
堂朝聖，結束了身心靈富足的一
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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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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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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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籟寂神父九十歲大壽 
      感恩聖祭及茶會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九日香港慧靈與馬鞍山聖方
濟堂聯合為萬籟寂神父九十歲壽辰舉行彌撒聖
祭，由萬神父親自主祭，共祭神父有施永泰神
父、文凱華神父、許國賢神父及范子峰神父。
感恩祭後，襄禮神父、修女及來自多個堂區的
教友參加慶祝茶會，品嚐由各地慧靈、聖方濟
堂及參與者共同準備的美食。教友輪流邀請萬
神父拍照留念，樂也融融。 

      其他活動 

2018年4月15日天津慧靈到將軍澳聖安肋堂義賣籌款，
得到郭偉基神父及教友們的慷慨支持，特此致謝！ 

2018年4月29日桂林慧靈到青衣聖多黙宗徒堂義賣籌款， 
得到陳永超神父，白德蘭修女及教友們的慷慨支持，特此致謝！ 



周年探訪朝聖   

 
主題：尋找宗座外方傳教會在 
             佛教國家(緬甸) 的傳教 
              足跡 
日期：16/9-21/9 
神師：范子峰神父 
行程：仰光、來溝、東枝、  
             茵萊湖。 朝聖團將會到      
             各城市主要教堂朝聖並      
             探訪宗座外方傳教會修  
             院及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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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慧靈藝術團 
巡迴表演 
日期:6/10/2018(星期六) 
時間: 下午3:00 – 4:30 
地點: 大埔恩主教書院 
           二樓禮堂 
票價: 20元 
請向香港慧靈董事、委員、謝
太(96557131) 、 朱生(97436930)
或關惠嫻(62008614) 認購。 
敬請支持，出席觀賞！ 

香港慧靈 
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5 / 11 / 2018 
             (星期日) 
時間：下午2：00 
地點：大埔恩主教書院   
             二樓禮堂(大埔  
             培賢里) 
 
誠意邀請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