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0 年通訊 ********************** 

「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靈修日 

香港慧靈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宗座外方傳教會院舉辦靈修活動；感謝范子峰神父擔任神師。是日

程序：早上由范神父闡釋靈修的主題 - 「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 來自厄則克爾先知書 36 章 26-27

節；下午由許國賢神父及董事長謝錦全報告慧靈機構現況；當中有兩次大組分享，最後以彌撒作結。 

范神父介紹厄則克爾先知陪伴以色列子民渡過漫長的充軍歲月，經歷不少痛苦和失敗，成為當時重要

的牧者。那時以色列人民受到巴比倫人的壓迫和管制，信仰生活失去依靠，亦沒有回國的希望；先知以特

別的神視喻意亡國之痛好像死者進入墳墓，但上主必會把“乾骨復生＂，並把新的精神注入他們心中，除

去“鐵石的心，換上一顆血肉的心”；他鼓勵人民在「會堂」定期聚會，保持自己的信仰，仰望上主的再

臨，期待重返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相對今天香港多個月來疫情的限制，教友不能返聖堂參與禮儀、堂區活

動……，好像陷入墳墓……。然而在大組分享時，大部分人提出運用網絡，仍可參與彌撒聖祭禮儀、聆聽

更多牧者講道、進行團體靈修和信仰分享，獲得心靈上的支持，好像上主在我們心中加添了新的精神。亦

有一位姊妹分享她在疫情中，幫助長者親人及教友透過網絡參與彌撒，做了有效的福傳工作。 

午餐後，許國賢神父及謝生報告國內和香港慧靈的現況，並收集出席者的意見，計劃來年的工作和活

動。 

靈修日最後由兩位神父共祭彌撒；大家在感恩中結束整天的活動。 

范神父及許神父彌撒共祭 范子峰神父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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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在困境中重生的麥子                盧衛霞 

麥子烘焙坊（以下簡稱“麥子”）成立於 2012 年，她作為慧靈服務中智障礙者的第一個支持性就業

實踐，也是國內為數不多的社會企業的先驅。麥子腳踏實地、用 7 年的實踐和堅持，告訴全世界：心智障

礙者也可以工作、可以認真地工作；同時也夢想通過健康美味的麵包，搭起社區對心智障礙者的支持橋樑。 

2020 年上半年，麥子烘焙的第 8 個年頭，疫情的狂潮讓麥子遭遇到生存的威脅：門店營業額下滑 60%

（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企業訂單為零（大部分企業都沒有完全復工，同時幾乎所有會議茶點停止）、

團體 DIY 活動收入為零。在現金流幾乎完全斷裂下，師生依然堅守崗位，制作麵包，開門營業。疫情期間

一位麥子老客戶感歎：市面上空空如也，你們還堅持營業，讓人欽佩！ 

是的，我們堅持的、其實是支持心智障礙者就業的初心。在疫情最緊張的 2 月，為了保護學員，要求

他們在家休息，由 3 位老師、1 位司機撐起兩個門店和生產部。學員柏林連續休假 1 個月後，竟獨自從家

裡踩單車回麥子（當時不敢坐公車，從他家到麥子要踩 1 小時的單車）。看到他回來，我們驚訝地問：“柏

林，回來幹嘛？”柏林不好意思地邊笑邊摸摸自己的頭說：“整日在家太悶，想回來上班！”——如果麥

子關閉，我們的學生怎麼辦？如果身經百戰的麥子關閉，其他社企又何去何從？ 

     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得到香港慧靈及教友的支援，每月通過訂購曲奇、中秋節訂購月餅，幫助麥子

渡過難關。同時，也有一些麥子的老客戶，在自己的社區發起麵包團購，團購訂單，大大彌補了門店和外

單的缺失。現在已經是 2020 年 11 月了，很高興的告訴大家：麥子還繼續經營，我們的學員一如既往的認

真工作，對生活依然充滿熱情！ 

感謝大家合力讓麥子可以延續生命！我們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減少發貨的差錯、提高品質

的穩定性等等。最後，引用學員相旗的話：“只要我工作一天，我就要有進步！” 

——只要麥子能活著，我們必定要求自己做得越來越好！ 

再次感謝一路陪伴和支持麥子烘焙坊的您！  

 

每月外遊，第二排左一是筆者 

 

麥子在金利來廣場門市舉行分享會，站在後排兩位是智障職員 

 

每月外遊，右一是筆者 

 

每月的活動之一～廚藝大賽得獎者 

 

整籃的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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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子月餅及曲奇訂購 

 

智障職員做麵包 

感恩有您 — 麥子月餅及曲奇訂購 

麥子烘焙坊 (Emmaus bakery) 是國內首間為智障人士創立的社會企業，通過適切的訓練，幫

助智障人士投入社會就業和讓他們快樂地生活。 

Emmaus (厄瑪烏) 喻意耶穌基督以行動，激發我們反思，祂的臨在和恩惠。  

感恩香港的社會企業有政府的支持、社會善長的捐助支援，所以可以在不賺錢、虧損下仍繼

續經營。而廣州的麥子烘焙坊因沒有政府的支持，而租金也昂貴，所以經營一直困難，一直在虧

損中，但看到智障職員愉快而努力地樂在其中的工作，雖然艱苦經營，亦值得撐下去，所以許國

賢神父一直努力，包括過往仍留在廣州時，經常前往提供意見、協助、打氣；邀請意大利麵包師

傅前往教導……近三年不能親往，仍遙遙的給予支援！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慧靈的支持！在疫情期間，麥子烘焙坊附近的大學停課，令麥子的生意

銳減。許神父建議每個月訂購曲奇到港，讓他們有工作，所以自 5 月開始訂購。此外暑假和寒假

由於大學放假---麥子的淡季，所以推出月餅和禮盒曲奇售賣。今年在香港推動的月餅訂購，感謝

天主，亦感謝大家的襄助～不但教友，非教友也樂意支持，所以銷售量比去年增加三倍多！因為

銷量增加，而麥子早前因經營困難，減少了非智障職員的人手，以致有些失誤，還望大家包容體

量！期望大家繼續支持，除每個月仍訂購曲奇到港外，聖誕及新年尚會發售禮盒裝曲奇。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竇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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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靈曲奇 --- 心連心                         心田 

在肺炎疫情籠罩下，市面冷清，眾人皆感到惶恐、煩躁不安。   

香港肺炎疫情爆發超過半年，學校停課、商店關閉、市民限聚、食肆須遵守實務規管；我們教友也

多月不能參加公開彌撒及任何形式的團體宗教活動；連主日彌撒也只是透過網上參與！沒得去聖堂參與

彌撒，竟突然教我想起了慧靈小兄弟！  

從前主日，總會在香港各大堂區看到慧靈小兄弟的踪影。可是今年，我卻未有嚐過慧靈的賀年曲奇！

也未有在堂區選購慧靈的精美小手作：有機肥皂、驅蚊磚、大漆藝術畫、工藝首飾等。 

到底，國內的慧靈小兄弟可安好？在疫情下，他們生活有沒有影響？當打開網頁一看，原來國內疫

情嚴重，各省慧靈服務暫停，而且導致財政拮据！  

再經香港委員查詢，原來廣州慧靈的麥子烘焙也因為疫情產品苦無出路！單單是香港，便久久未能

來港，去各堂區作出義賣。  

其實麥子烘焙的曲奇一直深受我的教友、同事喜愛。那小小一塊的曲奇，不單美味可口，而且注滿

了導師及智障學員共同努力的心火！不僅原材料來自歐洲，監制來自意大利神父；最重要的曲奇是愛的

承傳，心連心的共同推動！眾所周知，慧靈是國內一間非

牟利的社會服務機構，一直致力服務智障人士。 

今年六月，我和學校同事決意經香港委員(謝太)，合共

訂了 100 盒廣州慧靈的麥子烘焙曲奇，以示支持廣州學員

的就業機會。我們訂了蝴蝶酥、伯爵茶曲奇、什錦曲奇，

全部都非常鬆脆、美味；最受推崇的更是伯爵茶曲奇的濃

淡適宜、甜味又恰到好處！ 

縱使由廣州貨運到港，有些曲奇外盒壓扁了；我學校

的同事均異口同聲說， 慧靈曲奇是既作慈善、又作支持，

豈會介懷路途遙遠影響彼此的「心連心」。   

願主賞賜善心人，百倍的賞報。也願主祝福我的慧靈小兄弟。亞孟！            

 

派遞義工後感                        鍾廣田 

在世紀疫情下，廣州麥子烘焙坊面對嚴峻的財務危機。為了支持廣州麥子烘焙坊營運，香港慧靈藉

著每年一度銷售慧靈月餅的機會，積極推銷月餅，鼓勵更多人踴躍訂購，同時若認購指定數量便提供送

貨服務。結果今年月餅訂購的成績超乎理想，訂購額達十多萬港元。 

超額訂購帶來大量的派遞工作，為從沒有派遞經驗的我們確是一個

難題。幸好我太太透過一位現正經營運輸行業的舊生，轉介了一位業內

的朋友協助，順利解決了安排車輛運送的問題。 

派遞前的一天，我和太太兩人聯同謝生謝太，同心協力，將全港九

及新界 20 多個月餅派送點，分門別類，進行分配月餅派送的工作。 

派送當日，太太和我倆便按照計劃的路線，依次序派送月餅。最終用了一天半的時間，走遍全港及

新界 20 多處，順利將訂購的月餅送到訂購者的手上。  

今次義務派遞能順利完成，除了慧靈各人的通力合作，更要感謝上主賜予當天美好的天氣。 

主祐麥子烘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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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三是筆者心田 

準備好送貨喇 



家居抗疫下的感悟                       謝錦全 

天主的計劃和思念，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怎能明白？ 

當人們認為自己無所不能時，不明來歷的新冠狀病毒，殺我們個措手不及，乖乖地留守家中抗疫。

然而，家居抗疫之時，我在信仰生活上總算有所增益，以下是一些感悟…..。 

其一、勤讀聖經 

聖詠 42-43 首，作者懷念昔日在聖殿的歡樂情境，因某種原因不能再前往，且被仇敵欺凌地詢問：

「你的天主在那裡？」 

無情的疫症蹂躪了整個世界，教友們長時間足不出戶，到不了聖堂參與彌撒、領聖體….，悲觀的心

情好比聖詠作者的，不禁會問：天主在那裡？ 

在舊約時代，天主與梅瑟立約，以色列人把十誡藏在約櫃當中。於曠野流浪時，他們把約櫃存放在

帳棚裡；在聖地立國以後，修建聖殿並將約櫃安放於至聖聖所內，由司祭負責祭獻天主。久而久之，他

們眼中的天主只會臨在聖殿之中。但是，若望福音這樣說：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一:14a)。

這聖言即是主耶穌基督，他不受任何建築物的局限，從天上直接走進人們的心中，因為，凡接受他的人，

便成為天主的子女。耶穌再進一步說：你們拆毀這座聖殿，三天之內，我要把它重建起來(若二:19-21)。

天主無處不在，耶穌自己就是聖殿，天主聖神早已居住在我們的心坎裡。 

其實，我們能參加網上彌撒、神領聖體、收聽講座等都很方便呢！但是，找到心靈慰藉之餘，我們

經常渴望直接的溝通，與神父、修女和教友見見面、閑話家常；況且，「實領聖體」總比「神領聖體」

更好！ 

 

 

帶同麥子月餅(教友人心意)送贈街友 

 

 

羅國輝神父與教友出發前祈禱 

 

其二、雕塑家眼中的耶穌 

   我曾翻看年前以色列朝聖的相片，當中一張的主角是耶穌：他穿著粗糙衣裳躺在公園長椅上的雕塑

像，正道盡街頭露宿者的苦況！慈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耶穌邀請我們學習慈悲，關心身邊有需要的弟

兄姊妹，主動成為他們的鄰人(路十: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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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社會上有不少勞苦大眾，疫情嚴重影響生計和缺乏抗疫物資。 

灣仔聖母聖衣堂的網上彌撒中，羅國輝神父作出呼籲，我和太太兩人便相約教友參加中秋節前的派

發物資活動，把物資和月餅送給尖沙咀區的街友或清潔工人。(該堂區每星期五晚都安排約十個隊伍，分

別探訪港九各區街友，這是另類及具意義的福傳活動)。此外，荃灣葛達二聖堂的探訪街友組，每月週末

都安排探訪，向油麻地、深水埗及大角咀的街友送上食物和衣著。你會否考慮參加一些堂區主辦的送暖

行動呢？ 

最後，一位教友託我送慧靈月餅給聖伯多祿復生會，送到慈悲耶穌環保店轉交，讓胡頌恒神父分給

街友享用，讓他們感受節日的氣氛和備受關愛！ 

仁慈的天父，你在疫情眾多不安之中，為我們開了兩扇新門，感謝讚美你！ 

 

 

代教友送慧靈月餅給聖伯多祿復生會 

 

 

公園長椅上露宿的主耶穌 

悼念羅素心                 謝錦全 

雖然我和「心姐」都來自本港，但彼此初次見面是在廣州，參加由慧靈舉辦的一次籌款活動 – 慈

善慢跑。她當時已經年紀不輕，但性情活潑、豪爽、健談，我們很快便熟落了。原來在本人未投入服務國

內智障人士之前，她已經參加「助養助學」行動，助養一位廣州慧靈的學員。 

「心姐」是熱心教友，最敬重的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萬籟寂神父、許國賢神父、范子峰神父、

宋啟文神父、甘浩望神父….；前三位神父長期在廣州慧靈服務，每逢回港辦事或休息，她會聯同教友約他

們吃飯。 

近年因有腳患，「心姐」減少來回兩地，轉而支

持香港慧靈，成為堂區聯絡員之一，購買由智障學員生

產的義賣物品，其中她最喜歡的是每年「大福快跑」的

運動衫。(香港慧靈網站存放著十多年前訪問羅氏三姊妹

的短片，可在下面連結觀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8i9LPvJNws) 

耶穌說：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

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 11:28) 感謝「心姐」長久對

智障人士的關愛和支持，期望你得到安息；來日我們在

主前再會吧！ 
                                                               

心姐--許神父前穿白色衣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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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8i9LPvJNws


                           施捨                          鍾楚雄 

    耶穌教訓群眾說：「當你施捨時，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好使你的施捨隱而不露，你父

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瑪 6：3-4﹞ 

    「施捨」是出自憐憫心而給人一種幫助、賙濟、憐恤，是基督徒應有的善行和義德。基督徒在行義

時，有兩個極端的試探：一個是完全行在人的面前，受人的影響；一個是一點都不受人的影響，隨自己

的意思去做，結果遭人反對、批評、不造就人。這兩個極端都是不可行的。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要養成一

個習慣，就是要在暗中行義；那些只活在人面前的人，絕對不能得到天主的喜悅。 

    世人是憑事物本身的好壞而給予評價，基督徒卻是憑事物背後的動機而予以評價。基督徒不但不能

做壞事，連動機不良的好事也不能做。任何一件好事，不可為着讓人看見才去做。真正能蒙天主悅納的

好事，乃是惟恐被人知道而受人誇獎。凡做善事喜歡顯揚的人，乃是屬肉體的人；屬肉體的人，總是喜

歡高抬自己，喜歡被人注意，喜歡受人稱讚。 

    施捨的目的是出於真心救助貧苦，不是為了個人的自滿和榮耀。以財物幫助人必須在暗中做，不然

會叫自己誇耀，也叫別人受敗壞。我們施捨的目的，原是積蓄財寶在天國裏，好待將來可以到天主面前

去領取；但若是故意行在人面前，這個財寶就到此為止了。人的榮耀和天父的賞賜不能兼得，要得人的

榮耀，就不能得天父的賞賜了；棄絕屬人的榮耀，就必蒙天父暗中的眷顧。信徒應當盡力躲避人的榮耀，

躲避教友的讚賞。凡是做善事故意叫人看見的人，原來他們一心只想得人的榮耀，根本未曾想要得天父

的賞賜，所以不能怪責天父不給賞賜。 

    一個真正能夠謙卑自己的人，他所做的事，不但不故意讓別人看見，連自己也不以為這是一件甚麼

了不起的事。凡我們憑着天主所做的善事，要做到連自己也沒有知覺的地步，不讓自己的血氣、肉體有

參與的機會：「凡隨從肉性的人，決不能得天主的歡心。」﹝羅 8：8﹞ 

    因此，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天主都在留意察看，連我們只給人一杯涼水喝，祂都會記錄着。祂不

是察看我們在人面前的表現，而是在暗中察看我們的生活行為。人們的生命總是喜歡隱藏自己的短處，

而顯揚自己的長處。我們既然不能故意遮掩自己的短處，而所尋求的，是從人來的報答呢？還是從天主

來的賞賜呢？我們若是沒有屬靈的眼光，就沒有辦法活在隱而不露的原則裏。 

 

                 柬埔寨朝聖後感               王碧霞 

一行三十人的七日六夜柬埔寨朝聖之旅，由慧靈的謝生伉儷

帶隊，浩浩蕩蕩由金邊出發，中站磅湛省，尾站暹粒。沿途探訪

一些天主教團體，有金邊和平之后堂的法國神父 David、磅湛省

堂區的甘寶维神父、前主教府的印度主教、仁愛之家的修女們，

另 Rose 及他丈夫 Bora 的志願團體~和平家庭與發展組織，他/

她們無私地在柬埔寨為當地貧窮無助的人服務，默默地為傳教工

作付出。我們一團行李滿載著扶貧物資沿途送上，也不乏現金奉

獻，大家滿腔熱情，為所見所聞，不乏感動讚嘆，十分有意義。  

各人回程中也選購了自己喜愛的聖物、手信、水果、食物，眾人皆歡天喜地，平安喜樂，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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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三是筆者 



愛把我們連結在一起～柬埔寨朝聖探訪之旅          謝張麗萍 

今年一月香港慧靈由宋啟文神父帶領，三十人同往柬埔寨朝聖探訪。 

旅程第一站是金邊位於附近一個小島上的和平之后堂。本堂神父介紹聖堂興建的緣起：很久以前曾

有外國傳教士在該小島傳教，並建築簡陋的教堂，但遭赤柬政權解散和拆毀了。後來國家逐漸開放；一

位佛教漁民在夢中得到聖母的啟示，在河中打撈了一尊聖母像，並按指示在該處興建教堂，他自此成為

教友。接待和講解的法國神父，曾於當地做義工，其後回國修道晉鐸，特別申請往當地服務教友，實在

可敬！ 

第三天我們乘長途汽車到磅湛，探訪從香港前往傳教的甘寶維神父。他用不足一年的時間學習柬埔

寨語後，當地主教便派遣他負責三個偏遠的堂區，每逢主日要駕車來往數十公里外的幾個堂區，主持彌

撒和牧民工作。到達磅湛的下午，我們先到他本堂，參加由他和宋神父共祭的彌撒；晚上村民招待我們

吃簡單的柬埔寨晚飯，有位佛教徒女義工帶領村童唱歌助興。(剛過去的聖誕，甘神父帶領教友在村內遊

行；隊伍到達聖堂後，舉行盛大的聯歡會，招待全村的居民吃喝玩樂～小朋友同時表演，興高采烈！) 

第四天適值主日，我們隨甘神父到另一個堂區，團友在「雞同鴨講」的環境下參與主日彌撒！隨後

他先離開前往另一堂區，我們則留下欣賞青年表演、彼此交流互動。 

磅湛的主教府不是一座宏偉的建築群，而是一所兩層木製樓房，上層是聖堂，只容納數十人，但其

莊嚴和神聖不下於宏大的主教府！我們有幸遇到退休主教，他是耶穌會士，為我們講述主教府和該教省

的傳教歷史，印象深刻。他還在樓下的一尊耶穌雕塑像旁邊，介紹塑像的柬埔寨特色，給我們上了一堂

寶貴的靈修課。 

 

 

和平之后堂 

 

甘神父服務的聖若瑟堂區 

 

與小朋友互動 

 

主日彌撒與當地教友合照 

 

主教府耶穌雕像前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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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神父帶領我們前往當地的<和平家庭與發展組織>，由天主教友夫婦 Rose 和 Bora 創辦，他們同心合

力開辦幼稚園、兒童愛滋病中心，也幫助打理隔鄰的靈修中心，歡迎本地、香港甚至世界各地的青年前往

退省及學習。他倆再帶領我們探訪貧民窟垃圾山，讓大家接觸貧苦大眾，送上食物和物資。 

旅程的第三站是暹粒，我們先前往仁愛女修會，遇上了曾在香港服務的修女會長，團友感到特別親切。

她們在當地收容了不少殘疾孤兒，讓他們不需流離失所、忍饑受渴，在關愛中成長！修會的小聖堂牆上，

掛著聖德蘭修女引用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名言：I thirst! (我渴！) 

除了探訪朝聖外，行程尚前往欣賞柬埔寨的美景～吳哥窟、皇宮、銀塔、兄弟山、遊河……。豐盛而

滿載恩寵！ 

感謝隨團神師宋啟文神父沿途的陪伴帶領，每天主持彌撒及講道，他在長途車程帶領我們反思信仰和

生活。特別感謝甘神父抽空陪伴、安排各種深刻的體驗。「莊稼多，工人少」！讓我們同為他祈禱，求主

祝福並保守他的健康和傳教事工！ 

 

和平家庭與發展組織的幼稚園 
 

仁愛之家的「喜樂家舍」 

 

探訪垃圾山貧民窟及送贈食物 
 

吳哥窟 

 

柬埔寨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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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慧靈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9/11/2020 (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 

地點：大埔恩主教書院二樓禮堂 (大埔培賢里) 

誠邀出席！ 

( 由於疫情關係，出席者請預先於 20/11 前向謝生 96219732 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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