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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海海 谷谷谷谷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海谷中心成立於海谷中心成立於海谷中心成立於海谷中心成立於 1978 年年年年，，，，是由一群基督徒及朋友負責組織及推動之不牟利志是由一群基督徒及朋友負責組織及推動之不牟利志是由一群基督徒及朋友負責組織及推動之不牟利志是由一群基督徒及朋友負責組織及推動之不牟利志

願團體願團體願團體願團體。。。。中心的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中心的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中心的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中心的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推展人與神推展人與神推展人與神推展人與神、、、、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的溝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的溝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的溝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的溝

通和瞭解通和瞭解通和瞭解通和瞭解。。。。海海海海谷中心的會址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海岸公園谷中心的會址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海岸公園谷中心的會址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海岸公園谷中心的會址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海岸公園－－－－西貢半島北部之海下灣西貢半島北部之海下灣西貢半島北部之海下灣西貢半島北部之海下灣，，，，

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瑚和不同的海洋生物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瑚和不同的海洋生物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瑚和不同的海洋生物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瑚和不同的海洋生物。。。。海谷中心的房舍和設備海谷中心的房舍和設備海谷中心的房舍和設備海谷中心的房舍和設備，，，，是職員及是職員及是職員及是職員及

學員一磚一木建成的學員一磚一木建成的學員一磚一木建成的學員一磚一木建成的，，，，簡樸自然簡樸自然簡樸自然簡樸自然。。。。我們會在秋冬期間進行遠足行山我們會在秋冬期間進行遠足行山我們會在秋冬期間進行遠足行山我們會在秋冬期間進行遠足行山，，，，在夏季則舉辦在夏季則舉辦在夏季則舉辦在夏季則舉辦

風帆課程風帆課程風帆課程風帆課程，，，，另外亦會在不同時間舉辦信仰歷奇課程另外亦會在不同時間舉辦信仰歷奇課程另外亦會在不同時間舉辦信仰歷奇課程另外亦會在不同時間舉辦信仰歷奇課程，，，，和每月在市區聚會的團契和每月在市區聚會的團契和每月在市區聚會的團契和每月在市區聚會的團契。。。。 

 

  Tolo Adventure Centre, T.A.C., was found in 1978. It is a non-profit making voluntary 

association run by a group of Christians and helpers. It aims to promote people’s relation with 

one another, with the nature, and with God through outdoor group activities. It is located in the 

Hoi Ha Marine Park where tropical corals and underwater lives flourish. Our centre and facilities 

are simple and natural, hand-built by our staff and guests. We organise hiking in autumn and 

winter, sailing course in summer, Christianity and adventure based counseling course 

throughout the year, as well as monthly fellowship in downtown.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通通通通 告告告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Date 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 Event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Code 

 

13-14 / 11 / 2004 工作營工作營工作營工作營 Work Camp TAC585W 

28 / 11 / 2004 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586F 

 

5 / 12 / 2004 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 Hiking TAC587H 

19 / 12 / 2004 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588F 

26 / 12 / 2004 聖誕感恩會聖誕感恩會聖誕感恩會聖誕感恩會 Christmas Thanksgiving TAC589C 

 

1 / 1 / 2005 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 Hiking TAC590H 

15-16 / 1 / 2005 工作營工作營工作營工作營 Work Camp TAC591W 

30 / 1 / 2005 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592F 

 

11 / 2 / 2005 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 Hiking TAC593H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營營營營  Work Camp 13-14 / 11 / 2004; 15-16 / 1 / 2005 

 

今次的工作營今次的工作營今次的工作營今次的工作營，，，，主要重點是維修船隻及翻新營舍主要重點是維修船隻及翻新營舍主要重點是維修船隻及翻新營舍主要重點是維修船隻及翻新營舍，，，，我們誠意邀請你我們誠意邀請你我們誠意邀請你我們誠意邀請你，，，，入營幫助維修入營幫助維修入營幫助維修入營幫助維修

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中心會安排膳食及交通中心會安排膳食及交通中心會安排膳食及交通中心會安排膳食及交通，，，，收費每天二十元正收費每天二十元正收費每天二十元正收費每天二十元正。。。。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請於任何時間請於任何時間請於任何時間請於任何時間

致電致電致電致電 27888755（（（（電話錄音電話錄音電話錄音電話錄音），），），），留下姓名留下姓名留下姓名留下姓名、、、、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或透或透或透或透

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見首頁見首頁見首頁見首頁））））報名報名報名報名，，，，中心職員會盡快回覆中心職員會盡快回覆中心職員會盡快回覆中心職員會盡快回覆確實確實確實確實，，，，並告知集合時並告知集合時並告知集合時並告知集合時

間間間間、、、、地點及有關資料地點及有關資料地點及有關資料地點及有關資料。。。。 

 

 

海海海海 谷谷谷谷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Fellowship 28 / 11 / 2004; 19 / 12 / 2004; 30 / 1 / 2005 

 

        生活於現今世代很不容易生活於現今世代很不容易生活於現今世代很不容易生活於現今世代很不容易，，，，世事紛亂世事紛亂世事紛亂世事紛亂，，，，人生價值難判人生價值難判人生價值難判人生價值難判，，，，對錯是非也很難分辨對錯是非也很難分辨對錯是非也很難分辨對錯是非也很難分辨。。。。

基督信仰所強調的基督信仰所強調的基督信仰所強調的基督信仰所強調的「「「「信望愛信望愛信望愛信望愛」」」」，，，，以以以以「「「「信信信信」」」」居首要位置居首要位置居首要位置居首要位置。。。。這這這這「「「「信信信信」」」」指的是甚麼指的是甚麼指的是甚麼指的是甚麼？？？？與我與我與我與我

們的日們的日們的日們的日常常常常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又又又又有甚麼關有甚麼關有甚麼關有甚麼關係係係係？？？？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怎怎怎怎樣本著樣本著樣本著樣本著「「「「信信信信」」」」來來來來生活處世生活處世生活處世生活處世？？？？本本本本季海谷團契季海谷團契季海谷團契季海谷團契將將將將

跟據雅各書來查考跟據雅各書來查考跟據雅各書來查考跟據雅各書來查考以以以以上上上上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聚會舉行時間是聚會舉行時間是聚會舉行時間是聚會舉行時間是上述星上述星上述星上述星期日的下期日的下期日的下期日的下午四午四午四午四時時時時至五至五至五至五時半時半時半時半，，，，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家家家家中中中中，，，，費費費費

用全免用全免用全免用全免。。。。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請於聚會舉行請於聚會舉行請於聚會舉行請於聚會舉行前前前前致電致電致電致電 27888755（（（（電話錄音電話錄音電話錄音電話錄音），），），），或透過海谷或透過海谷或透過海谷或透過海谷

中心的電郵地址中心的電郵地址中心的電郵地址中心的電郵地址（（（（見首頁見首頁見首頁見首頁））））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姓名姓名姓名姓名、、、、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中中中中

心職員會回覆確實心職員會回覆確實心職員會回覆確實心職員會回覆確實，，，，並告知並告知並告知並告知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地點及有關資料地點及有關資料地點及有關資料地點及有關資料。。。。 

 

行行行行 山山山山 樂樂樂樂  Hiking  

 

5 / 12 / 2004（（（（星星星星期日期日期日期日）））） 元元元元 荃荃荃荃 古古古古 道道道道 遊遊遊遊 TAC587H 

難難難難度度度度：：：：★★★★★★★★（（（（中程遠足中程遠足中程遠足中程遠足，，，，須須須須有行山有行山有行山有行山經驗經驗經驗經驗，，，，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 

荃威花荃威花荃威花荃威花園園園園起步起步起步起步，，，，經經經經下下下下花花花花山山山山石龍拱至石龍拱至石龍拱至石龍拱至大大大大欖田夫仔欖田夫仔欖田夫仔欖田夫仔，，，，吉慶橋吉慶橋吉慶橋吉慶橋大大大大休休休休，，，，午後經白虎午後經白虎午後經白虎午後經白虎谷谷谷谷至至至至大大大大棠棠棠棠，，，，乘巴乘巴乘巴乘巴

士出士出士出士出元元元元朗散隊朗散隊朗散隊朗散隊。。。。全全全全日日日日步步步步程程程程約約約約 5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1 / 1 / 2005（（（（星星星星期期期期六六六六）））） 鳳鳳鳳鳳 凰凰凰凰 昂昂昂昂 坪坪坪坪 行行行行 TAC590H 

難難難難度度度度：：：：★★★★（（（（適適適適合合合合初初初初次行山人次行山人次行山人次行山人士士士士，，，，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 

鳳凰徑第四段深屈道起步鳳凰徑第四段深屈道起步鳳凰徑第四段深屈道起步鳳凰徑第四段深屈道起步，，，，沿鳳凰徑第四段貝納祺徑至昂坪沿鳳凰徑第四段貝納祺徑至昂坪沿鳳凰徑第四段貝納祺徑至昂坪沿鳳凰徑第四段貝納祺徑至昂坪，，，，沿途沿途沿途沿途遠遠遠遠觀險峻鳳凰嶺觀險峻鳳凰嶺觀險峻鳳凰嶺觀險峻鳳凰嶺及及及及狗牙狗牙狗牙狗牙

嶺嶺嶺嶺，，，，昂坪昂坪昂坪昂坪大大大大休休休休。。。。回程回程回程回程經經經經地地地地塘仔至石門甲出東涌散隊塘仔至石門甲出東涌散隊塘仔至石門甲出東涌散隊塘仔至石門甲出東涌散隊。。。。全全全全日日日日步步步步程程程程約約約約 3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11 / 2 / 2005（（（（年年年年初三初三初三初三）））） 嶂嶂嶂嶂 上上上上 荔荔荔荔 枝枝枝枝 莊莊莊莊 TAC593H 

難難難難度度度度：：：：★★★★★★★★（（（（中程遠足中程遠足中程遠足中程遠足，，，，須須須須有行山有行山有行山有行山經驗經驗經驗經驗，，，，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 

高塘起步高塘起步高塘起步高塘起步，，，，緩登黃竹塱緩登黃竹塱緩登黃竹塱緩登黃竹塱，，，，嶂嶂嶂嶂上平原上平原上平原上平原大大大大休休休休，，，，石屋石屋石屋石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蛇石坳蛇石坳蛇石坳蛇石坳，，，，回程回程回程回程經荔枝莊南經荔枝莊南經荔枝莊南經荔枝莊南山山山山洞洞洞洞，，，，出白沙出白沙出白沙出白沙

澳至澳至澳至澳至海下海下海下海下。。。。全全全全日日日日步步步步程程程程約約約約 4 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聖聖聖聖 誕誕誕誕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會會會會  Christmas Thanksgiving 26 / 12 / 2004 

 

今年聖誕今年聖誕今年聖誕今年聖誕節節節節，，，，中心會中心會中心會中心會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安排一個感恩會安排一個感恩會安排一個感恩會安排一個感恩會，，，，與大與大與大與大家家家家一一一一起起起起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特別特別特別特別的日的日的日的日子紀念子紀念子紀念子紀念神的神的神的神的

恩恩恩恩典典典典，，，，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家家家家中中中中，，，，費費費費用用用用每人港每人港每人港每人港幣八幣八幣八幣八十元正十元正十元正十元正(膳食費膳食費膳食費膳食費用用用用)，，，，小童減小童減小童減小童減半半半半。。。。有有有有

意參加者意參加者意參加者意參加者，，，，請於聚會舉行請於聚會舉行請於聚會舉行請於聚會舉行前前前前致電致電致電致電 27888755（（（（電話錄音電話錄音電話錄音電話錄音），），），），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見首頁見首頁見首頁見首頁））））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姓名姓名姓名姓名、、、、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聯絡電話號碼、、、、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參加人數等資料，，，，中心職員會回中心職員會回中心職員會回中心職員會回

覆確實覆確實覆確實覆確實，，，，並告知並告知並告知並告知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地點及有關資地點及有關資地點及有關資地點及有關資料料料料。。。。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回回回回 響響響響 

 

少年主日學少年主日學少年主日學少年主日學 Camp                     2004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7-18 日日日日    天天天天晴晴晴晴     間中有間中有間中有間中有雨雨雨雨 

 

這這這這兩兩兩兩天是天是天是天是彩雲堂少彩雲堂少彩雲堂少彩雲堂少年主日學年主日學年主日學年主日學 Camp 的大日的大日的大日的大日子子子子。。。。 我我我我、、、、梁炳梁炳梁炳梁炳同同同同陳銘陳銘陳銘陳銘亦亦亦亦奉命做奉命做奉命做奉命做了這個了這個了這個了這個

Camp 的大的大的大的大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和大和大和大和大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天天天天早上九早上九早上九早上九時半時半時半時半，，，，我我我我準準準準時時時時到達彩雲堂到達彩雲堂到達彩雲堂到達彩雲堂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崇拜崇拜崇拜崇拜，，，，完完完完了了了了崇拜就崇拜就崇拜就崇拜就帶一帶一帶一帶一班少班少班少班少年主日年主日年主日年主日

學的學的學的學的小小小小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去去去去 McDonald’s 食食食食 Lunch。。。。食食食食完就完就完就完就一一一一起到巴士站乘起到巴士站乘起到巴士站乘起到巴士站乘 92 號號號號巴士去巴士去巴士去巴士去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到到到到了西貢了西貢了西貢了西貢再轉乘小巴去再轉乘小巴去再轉乘小巴去再轉乘小巴去我們的目的地我們的目的地我們的目的地我們的目的地－－－－海下海下海下海下。。。。 

 

雖雖雖雖然中間有然中間有然中間有然中間有小小技術上小小技術上小小技術上小小技術上的錯的錯的錯的錯誤誤誤誤，，，，但最後但最後但最後但最後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都總算都總算都總算都總算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全全到達全全到達全全到達全全到達目的地海下目的地海下目的地海下目的地海下

裡裡裡裡的海谷中心的海谷中心的海谷中心的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和我和我和我和我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前去前去前去前去的的的的完全沒完全沒完全沒完全沒有分有分有分有分別別別別，，，，只只只只是是是是角式轉角式轉角式轉角式轉了了了了，，，，我我我我已已已已

做做做做了了了了小小小小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 e 彤姐姐彤姐姐彤姐姐彤姐姐，，，，亦亦亦亦教教教教我我我我想起三想起三想起三想起三年年年年前前前前的的的的片段片段片段片段，，，，多多多多麼回麼回麼回麼回味味味味！！！！之之之之後後後後我見我見我見我見到泉叔到泉叔到泉叔到泉叔，，，，

他他他他的的的的樣貌沒樣貌沒樣貌沒樣貌沒有大有大有大有大改變改變改變改變，，，，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多多多多了了了了幾條白頭髮幾條白頭髮幾條白頭髮幾條白頭髮，，，，笑笑笑笑貌貌貌貌依依依依然然然然！！！！ 

 

我和我和我和我和思敏姐姐思敏姐姐思敏姐姐思敏姐姐帶帶帶帶領領領領的組的組的組的組別別別別是是是是馬馬馬馬以代以代以代以代夫夫夫夫組組組組，，，，總共總共總共總共有有有有 5 個成員個成員個成員個成員，，，，他他他他們們們們都都都都十分十分十分十分精靈醒精靈醒精靈醒精靈醒

目目目目！！！！ 

 

在這在這在這在這 Camp 裡最深刻裡最深刻裡最深刻裡最深刻的的的的片段就片段就片段就片段就是是是是““““海下生海下生海下生海下生態游態游態游態游＂＂＂＂。。。。記得初記得初記得初記得初時我們時我們時我們時我們摸著摸著摸著摸著摸著摸著摸著摸著，，，，摸摸摸摸

了很了很了很了很久久久久也也也也摸摸摸摸不不不不到到到到海海海海星星星星。。。。還還還還以以以以為為為為這次這次這次這次沒沒沒沒有海有海有海有海星呢星呢星呢星呢！！！！最後找到最後找到最後找到最後找到海海海海星星星星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真候真候真候真是十分是十分是十分是十分開開開開

心心心心！！！！！！！！！！！！還還還還有海有海有海有海參參參參，，，，彈圖魚彈圖魚彈圖魚彈圖魚，，，，小蟹小蟹小蟹小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看看看看見見見見小小小小朋友們朋友們朋友們朋友們開開開開心的心的心的心的樣子樣子樣子樣子，，，，我我我我就想就想就想就想

起起起起自自自自己找到己找到己找到己找到海海海海星當星當星當星當時也時也時也時也像他像他像他像他們一們一們一們一樣樣樣樣，，，，也是回也是回也是回也是回味味味味的的的的！！！！！！！！ 

 

很很很很多謝智敏姐姐給多謝智敏姐姐給多謝智敏姐姐給多謝智敏姐姐給這次這次這次這次機機機機會我會我會我會我嘗試做嘗試做嘗試做嘗試做大大大大姐姐姐姐姐姐姐姐，，，，也也也也多謝泉叔多謝泉叔多謝泉叔多謝泉叔，，，，思敏姐姐思敏姐姐思敏姐姐思敏姐姐，，，，藝琳姐藝琳姐藝琳姐藝琳姐

姐姐姐姐，，，，Jessica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和所有工作人員和所有工作人員和所有工作人員和所有工作人員，，，，你們你們你們你們都教都教都教都教了我很了我很了我很了我很多多多多！！！！我學了很我學了很我學了很我學了很多多多多！！！！發發發發現很現很現很現很多都多都多都多都

變變變變了了了了，，，，角式變角式變角式變角式變了了了了，，，，主主主主角變角變角變角變了了了了，，，，我我我我已已已已不是主不是主不是主不是主角角角角，，，，而而而而是是是是成成成成為為為為了了了了小小小小朋友們的大朋友們的大朋友們的大朋友們的大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地地地地球球球球

一一一一直直直直在在在在轉轉轉轉，，，，是不會是不會是不會是不會為誰停為誰停為誰停為誰停下下下下來來來來的的的的。。。。唯唯唯唯一一一一可可可可以留下的以留下的以留下的以留下的，，，，就就就就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快樂的回快樂的回快樂的回快樂的回憶憶憶憶和一和一和一和一張張張張

張美麗張美麗張美麗張美麗的的的的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Bye 彤彤彤彤 



 

文文文文 章章章章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格林童話格林童話格林童話格林童話《《《《灰姑娘灰姑娘灰姑娘灰姑娘》》》》的深層意義的深層意義的深層意義的深層意義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鐘聲鐘聲鐘聲鐘聲響了響了響了響了，，，，孩子們跑進教室孩子們跑進教室孩子們跑進教室孩子們跑進教室，，，，這節課老師要講的是這節課老師要講的是這節課老師要講的是這節課老師要講的是《《《《灰姑娘灰姑娘灰姑娘灰姑娘》》》》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 

老師先請一個孩子上老師先請一個孩子上老師先請一個孩子上老師先請一個孩子上講講講講臺給同學講一講這個故事臺給同學講一講這個故事臺給同學講一講這個故事臺給同學講一講這個故事。。。。 

孩子很快講完孩子很快講完孩子很快講完孩子很快講完了了了了，，，，老師向他表示了感謝老師向他表示了感謝老師向他表示了感謝老師向他表示了感謝，，，，然後開始向全班提問然後開始向全班提問然後開始向全班提問然後開始向全班提問。。。。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你們喜歡故事裡面的哪一個你們喜歡故事裡面的哪一個你們喜歡故事裡面的哪一個你們喜歡故事裡面的哪一個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不喜歡哪一個不喜歡哪一個不喜歡哪一個不喜歡哪一個人物人物人物人物？？？？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喜歡喜歡喜歡喜歡 Cinderella，，，，還有王子還有王子還有王子還有王子，，，，不喜歡她的後母和她帶來的兩個姐姐不喜歡她的後母和她帶來的兩個姐姐不喜歡她的後母和她帶來的兩個姐姐不喜歡她的後母和她帶來的兩個姐姐。。。。Cinderella

善良善良善良善良、、、、可愛可愛可愛可愛、、、、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後母和姐姐對她卻很壞後母和姐姐對她卻很壞後母和姐姐對她卻很壞後母和姐姐對她卻很壞。。。。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如果在午夜十二點的時候如果在午夜十二點的時候如果在午夜十二點的時候如果在午夜十二點的時候，，，，Cinderella 沒有來得及跳上她的南瓜馬車沒有來得及跳上她的南瓜馬車沒有來得及跳上她的南瓜馬車沒有來得及跳上她的南瓜馬車，，，，你們想一你們想一你們想一你們想一

想想想想，，，，可能會出現甚麼情況可能會出現甚麼情況可能會出現甚麼情況可能會出現甚麼情況？？？？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Cinderel la 會變成原來髒髒的樣子會變成原來髒髒的樣子會變成原來髒髒的樣子會變成原來髒髒的樣子，，，，穿著破舊的衣服穿著破舊的衣服穿著破舊的衣服穿著破舊的衣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就慘啦那就慘啦那就慘啦那就慘啦。。。。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一定要做一個守時的人你們一定要做一個守時的人你們一定要做一個守時的人你們一定要做一個守時的人，，，，不然就可能給自己帶不然就可能給自己帶不然就可能給自己帶不然就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來麻煩來麻煩來麻煩。。。。另外另外另外另外，，，，你們你們你們你們

看看看看，，，，你們每個人平時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們每個人平時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們每個人平時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們每個人平時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千萬不要突然邋邋遢遢地出現在別人千萬不要突然邋邋遢遢地出現在別人千萬不要突然邋邋遢遢地出現在別人千萬不要突然邋邋遢遢地出現在別人

面前面前面前面前，，，，不然你們的朋友要嚇著了不然你們的朋友要嚇著了不然你們的朋友要嚇著了不然你們的朋友要嚇著了。。。。女孩子女孩子女孩子女孩子，，，，你們更要注意你們更要注意你們更要注意你們更要注意，，，，將來你們長大和男孩將來你們長大和男孩將來你們長大和男孩將來你們長大和男孩

子約會子約會子約會子約會，，，，要是你不注意要是你不注意要是你不注意要是你不注意，，，，被你的男朋友看到你很難看的樣子被你的男朋友看到你很難看的樣子被你的男朋友看到你很難看的樣子被你的男朋友看到你很難看的樣子，，，，他們可能就嚇昏了他們可能就嚇昏了他們可能就嚇昏了他們可能就嚇昏了

(老師做昏倒狀老師做昏倒狀老師做昏倒狀老師做昏倒狀，，，，全班大笑全班大笑全班大笑全班大笑）。）。）。）。好好好好，，，，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如果你是如果你是如果你是如果你是 Cinderella 的後母的後母的後母的後母，，，，

你會不會阻止你會不會阻止你會不會阻止你會不會阻止 Cinderella 去參加王子的舞會去參加王子的舞會去參加王子的舞會去參加王子的舞會？？？？你們一定要誠實呀你們一定要誠實呀你們一定要誠實呀你們一定要誠實呀！！！！ 

 

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有孩子舉手回答有孩子舉手回答有孩子舉手回答有孩子舉手回答。。。。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會會會會，，，，如果我是如果我是如果我是如果我是 Cinderella 的後母的後母的後母的後母，，，，我也會阻止她去參加王子的舞會我也會阻止她去參加王子的舞會我也會阻止她去參加王子的舞會我也會阻止她去參加王子的舞會。。。。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我愛自己的女兒因為我愛自己的女兒因為我愛自己的女兒因為我愛自己的女兒，，，，我希望自己的女兒當上王后我希望自己的女兒當上王后我希望自己的女兒當上王后我希望自己的女兒當上王后。。。。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看到的後母好像都是不好的人我們看到的後母好像都是不好的人我們看到的後母好像都是不好的人我們看到的後母好像都是不好的人，，，，她們只是對別人不夠好她們只是對別人不夠好她們只是對別人不夠好她們只是對別人不夠好，，，，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她們對自己的孩子卻很好她們對自己的孩子卻很好她們對自己的孩子卻很好她們對自己的孩子卻很好，，，，你們明白了嗎你們明白了嗎你們明白了嗎你們明白了嗎？？？？她們不是壞人她們不是壞人她們不是壞人她們不是壞人，，，，只是她們還不能夠像只是她們還不能夠像只是她們還不能夠像只是她們還不能夠像

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其他的孩子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其他的孩子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其他的孩子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其他的孩子。。。。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Cinderel la 的後母不的後母不的後母不的後母不

讓她去參加王子的舞會讓她去參加王子的舞會讓她去參加王子的舞會讓她去參加王子的舞會，，，，甚至把門鎖起來甚至把門鎖起來甚至把門鎖起來甚至把門鎖起來，，，，她為甚麼能夠去她為甚麼能夠去她為甚麼能夠去她為甚麼能夠去，，，，而且成為舞會上最而且成為舞會上最而且成為舞會上最而且成為舞會上最

美麗的姑娘呢美麗的姑娘呢美麗的姑娘呢美麗的姑娘呢？？？？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因為有仙女幫助她因為有仙女幫助她因為有仙女幫助她因為有仙女幫助她，，，，給她漂亮的衣服給她漂亮的衣服給她漂亮的衣服給她漂亮的衣服，，，，還把南瓜變成馬車還把南瓜變成馬車還把南瓜變成馬車還把南瓜變成馬車，，，，把狗和老鼠變成僕把狗和老鼠變成僕把狗和老鼠變成僕把狗和老鼠變成僕

人人人人。。。。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對對對對，，，，你們說得很好你們說得很好你們說得很好你們說得很好！！！！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Cinderel la 沒有得到仙女的幫助沒有得到仙女的幫助沒有得到仙女的幫助沒有得到仙女的幫助，，，，她是不可能她是不可能她是不可能她是不可能

去參加舞會的去參加舞會的去參加舞會的去參加舞會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如果狗如果狗如果狗如果狗、、、、老鼠都不願意幫助她老鼠都不願意幫助她老鼠都不願意幫助她老鼠都不願意幫助她，，，，她可能在最後的時刻成功地跑回家嗎她可能在最後的時刻成功地跑回家嗎她可能在最後的時刻成功地跑回家嗎她可能在最後的時刻成功地跑回家嗎？？？？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那樣她就可以成功地嚇到王子了那樣她就可以成功地嚇到王子了那樣她就可以成功地嚇到王子了那樣她就可以成功地嚇到王子了。。。。(全班再次大笑全班再次大笑全班再次大笑全班再次大笑。。。。)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雖然雖然雖然雖然 Cinderel la 有仙女幫助她有仙女幫助她有仙女幫助她有仙女幫助她，，，，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光有仙女的幫助還不夠光有仙女的幫助還不夠光有仙女的幫助還不夠光有仙女的幫助還不夠。。。。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

無論走到哪裡無論走到哪裡無論走到哪裡無論走到哪裡，，，，我們都是需要朋友的我們都是需要朋友的我們都是需要朋友的我們都是需要朋友的。。。。我們的朋友不一定是仙女我們的朋友不一定是仙女我們的朋友不一定是仙女我們的朋友不一定是仙女，，，，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我們需我們需我們需我們需

要他們要他們要他們要他們，，，，我也希望你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也希望你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也希望你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也希望你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下面下面下面下面，，，，請你們想一想請你們想一想請你們想一想請你們想一想，，，，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Cinderel la 因為後母不願意她參加舞會就放棄了機會因為後母不願意她參加舞會就放棄了機會因為後母不願意她參加舞會就放棄了機會因為後母不願意她參加舞會就放棄了機會，，，，她可能成為王子的新娘她可能成為王子的新娘她可能成為王子的新娘她可能成為王子的新娘

嗎嗎嗎嗎？？？？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那樣的話那樣的話那樣的話那樣的話，，，，她就不會到舞會去她就不會到舞會去她就不會到舞會去她就不會到舞會去，，，，不會跟王子遇上不會跟王子遇上不會跟王子遇上不會跟王子遇上、、、、認識和愛上她了認識和愛上她了認識和愛上她了認識和愛上她了。。。。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對極了對極了對極了對極了！！！！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Cinderel la 不想參加舞會不想參加舞會不想參加舞會不想參加舞會，，，，就是她的後母沒有阻止就是她的後母沒有阻止就是她的後母沒有阻止就是她的後母沒有阻止，，，，甚至支持她甚至支持她甚至支持她甚至支持她

去去去去，，，，也是沒有也是沒有也是沒有也是沒有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是是是是誰決誰決誰決誰決定她要去參加王子的舞會定她要去參加王子的舞會定她要去參加王子的舞會定她要去參加王子的舞會？？？？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她自己她自己她自己她自己。。。。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Cinderella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愛她愛她愛她愛她，，，，她的後母不愛她她的後母不愛她她的後母不愛她她的後母不愛她，，，，這也不能夠讓這也不能夠讓這也不能夠讓這也不能夠讓

她不愛自己她不愛自己她不愛自己她不愛自己。。。。就是因為她愛自己就是因為她愛自己就是因為她愛自己就是因為她愛自己，，，，她她她她才才才才可能去可能去可能去可能去尋找尋找尋找尋找自己希望得到的自己希望得到的自己希望得到的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

們當們當們當們當中中中中有人有人有人有人覺覺覺覺得沒有人愛得沒有人愛得沒有人愛得沒有人愛，，，，或者或者或者或者像像像像 Cinderel la 一樣有一個不愛她的後母一樣有一個不愛她的後母一樣有一個不愛她的後母一樣有一個不愛她的後母，，，，你們要你們要你們要你們要

怎怎怎怎麼樣麼樣麼樣麼樣？？？？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要愛自己要愛自己要愛自己要愛自己！！！！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對對對對，，，，沒有一個人可以阻止你愛自己沒有一個人可以阻止你愛自己沒有一個人可以阻止你愛自己沒有一個人可以阻止你愛自己，，，，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覺覺覺覺得別人不夠愛你得別人不夠愛你得別人不夠愛你得別人不夠愛你，，，，你要加你要加你要加你要加倍倍倍倍地愛自地愛自地愛自地愛自

己己己己。。。。如果別人沒有給你機會如果別人沒有給你機會如果別人沒有給你機會如果別人沒有給你機會，，，，你你你你應該應該應該應該加加加加倍倍倍倍地給自己機會地給自己機會地給自己機會地給自己機會。。。。如果你們如果你們如果你們如果你們真真真真的愛自己的愛自己的愛自己的愛自己，，，，

就會為自己就會為自己就會為自己就會為自己找找找找到自己需要的到自己需要的到自己需要的到自己需要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沒有人能夠阻止沒有人能夠阻止沒有人能夠阻止沒有人能夠阻止 Cinderella 參加王子的舞會參加王子的舞會參加王子的舞會參加王子的舞會，，，，沒沒沒沒

有人可以阻止有人可以阻止有人可以阻止有人可以阻止 Cinderella 當上王后當上王后當上王后當上王后，，，，除除除除了她自己了她自己了她自己了她自己。。。。對不對對不對對不對對不對？？？？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最後一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這個故事有甚麼不這個故事有甚麼不這個故事有甚麼不這個故事有甚麼不合理合理合理合理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 

 

過了好一會過了好一會過了好一會過了好一會……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午夜十二點以後所有的午夜十二點以後所有的午夜十二點以後所有的午夜十二點以後所有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都要變回原樣都要變回原樣都要變回原樣都要變回原樣，，，，可是可是可是可是，，，，Cinderella 的的的的水晶鞋水晶鞋水晶鞋水晶鞋沒有變回沒有變回沒有變回沒有變回

去去去去。。。。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天天天天哪哪哪哪，，，，你們你們你們你們太棒太棒太棒太棒了了了了！！！！你們看你們看你們看你們看，，，，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偉偉偉偉大的大的大的大的作作作作家也有出家也有出家也有出家也有出錯錯錯錯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出出出出錯錯錯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甚麼可甚麼可甚麼可甚麼可怕怕怕怕的事情的事情的事情的事情。。。。我我我我擔保擔保擔保擔保，，，，如果你們當如果你們當如果你們當如果你們當中誰中誰中誰中誰將來要當將來要當將來要當將來要當作作作作家家家家，，，，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比比比比這個這個這個這個作作作作家更家更家更家更

棒棒棒棒！！！！你們你們你們你們相信相信相信相信嗎嗎嗎嗎？？？？ 

 

孩子們歡孩子們歡孩子們歡孩子們歡呼雀躍呼雀躍呼雀躍呼雀躍。。。。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 

 

―     完完完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