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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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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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

心的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心的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心的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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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瞭解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的溝通和瞭解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的溝通和瞭解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的溝通和瞭解。。。。海谷中海谷中海谷中海谷中

心心心心的會址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海岸公園的會址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海岸公園的會址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海岸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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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

瑚和不同的海洋生物瑚和不同的海洋生物瑚和不同的海洋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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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職員及學員一磚一木建成的是職員及學員一磚一木建成的是職員及學員一磚一木建成的是職員及學員一磚一木建成的 ，，，， 簡樸自簡樸自簡樸自簡樸自

然然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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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季則舉辦風帆課程在夏季則舉辦風帆課程在夏季則舉辦風帆課程在夏季則舉辦風帆課程，，，，另外亦會在不同時間舉辦另外亦會在不同時間舉辦另外亦會在不同時間舉辦另外亦會在不同時間舉辦

信仰歷奇課程信仰歷奇課程信仰歷奇課程信仰歷奇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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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立至今三十年中心成立至今三十年中心成立至今三十年中心成立至今三十年，，，，經歷了神豐盛慈愛的保經歷了神豐盛慈愛的保經歷了神豐盛慈愛的保經歷了神豐盛慈愛的保

守守守守，，，，願祂的榮耀得到傳頌願祂的榮耀得到傳頌願祂的榮耀得到傳頌願祂的榮耀得到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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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the past 30 years,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blessing of God’s great 

merciful love and we only hope His glory is truly ex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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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 / 11 / 2008 海谷海谷海谷海谷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 TAC Work Camp TAC707W  

 23 / 11 / 2008 海海海海谷團契谷團契谷團契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708F 

 14 / 12 / 2008 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雞公嶺探古雞公嶺探古雞公嶺探古雞公嶺探古 TAC Hiking TAC709H  

 27 / 12 / 2008 海谷海谷海谷海谷三十週年感恩三十週年感恩三十週年感恩三十週年感恩會會會會 30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Day TAC704C 

 01 / 01 / 2009 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行山樂－－－－荃灣錦荃灣錦荃灣錦荃灣錦田田田田 TAC Hiking TAC710H  

 18 / 01 / 2009 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711F 

 07-08 / 02 / 2009 海谷海谷海谷海谷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 TAC Work Camp TAC712W  

 22 / 02 / 2009 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713F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海海海海 谷谷谷谷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  TAC Work Camp    08-09/11/08 (TAC707W), 07-08/02/09 (TAC712W) 

        在上季在上季在上季在上季受颱風破壞沙灘船架後的維修受颱風破壞沙灘船架後的維修受颱風破壞沙灘船架後的維修受颱風破壞沙灘船架後的維修日日日日，，，，有很多熱心的義工有很多熱心的義工有很多熱心的義工有很多熱心的義工，，，，幫助完成了幫助完成了幫助完成了幫助完成了緊急的拯救緊急的拯救緊急的拯救緊急的拯救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但仍有不少工作須但仍有不少工作須但仍有不少工作須但仍有不少工作須

要要要要繼續繼續繼續繼續，，，，作作作作為為為為往後往後往後往後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準備準備準備準備。。。。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特定兩特定兩特定兩特定兩個工作營個工作營個工作營個工作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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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任何時間致電請於任何時間致電請於任何時間致電請於任何時間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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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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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告知集合並告知集合並告知集合並告知集合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地地地地點點點點及有及有及有及有關關關關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海海海海 谷谷谷谷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TAC Fellowship 23/11/08 (TAC708F), 18/01/09(TAC711F), 22/02/09(TAC713F) 

        這這這這一季的團契一季的團契一季的團契一季的團契將將將將會繼續會繼續會繼續會繼續反思反思反思反思基督徒的成長基督徒的成長基督徒的成長基督徒的成長路路路路，，，，透過透過透過透過聖聖聖聖經探經探經探經探討討討討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應應應應有有有有的正的正的正的正確觀念確觀念確觀念確觀念，，，，讓讓讓讓參加者參加者參加者參加者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及學及學及學及學習習習習，，，，提提提提

高靈命高靈命高靈命高靈命。。。。內容適合內容適合內容適合內容適合在信仰上有不同進程的朋友在信仰上有不同進程的朋友在信仰上有不同進程的朋友在信仰上有不同進程的朋友。。。。 

        聚會舉行時間是上聚會舉行時間是上聚會舉行時間是上聚會舉行時間是上述星述星述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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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時至時至時至五五五五時時時時半半半半，，，，地地地地點點點點在海谷職員的在海谷職員的在海谷職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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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聚會請於聚會請於聚會請於聚會

舉行舉行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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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報名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報名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報名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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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數等資參加人數等資參加人數等資參加人數等資

料料料料，，，，中心職員會回覆中心職員會回覆中心職員會回覆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確實確實確實，，，，並詳細告知並詳細告知並詳細告知並詳細告知地地地地點點點點及有及有及有及有關關關關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行行行行 山山山山 樂樂樂樂 TAC Hiking  14 / 12 / 2008 (TAC709H), 01 / 01 / 2009 (TAC710H) 

14 / 12 / 2008（（（（星星星星期期期期日日日日）））） ““““雞公嶺雞公嶺雞公嶺雞公嶺探古探古探古探古”””” 

難度難度難度難度：：：：★★★★★★★★（（（（中程遠足中程遠足中程遠足中程遠足，，，，有遠足經驗有遠足經驗有遠足經驗有遠足經驗即可即可即可即可，，，，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在在在在粉粉粉粉錦公錦公錦公錦公路路路路中中中中途途途途下下下下車車車車，，，，攀攀攀攀上雞公嶺上雞公嶺上雞公嶺上雞公嶺，，，，俯瞰俯瞰俯瞰俯瞰元元元元朗平原朗平原朗平原朗平原及及及及八鄉景色八鄉景色八鄉景色八鄉景色，，，，下山後往下山後往下山後往下山後往水頭村水頭村水頭村水頭村探古探古探古探古蹟蹟蹟蹟，，，，到二到二到二到二帝書院帝書院帝書院帝書院感受何感受何感受何感受何

謂謂謂謂「「「「卜卜齋卜卜齋卜卜齋卜卜齋」」」」，，，，此此此此處處處處仿如仿如仿如仿如一一一一條條條條時時時時光隧道光隧道光隧道光隧道，，，，帶帶帶帶領領領領大大大大家返家返家返家返回回回回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時時時時代代代代，，，，有不有不有不有不容錯容錯容錯容錯過的過的過的過的觀賞價值觀賞價值觀賞價值觀賞價值。。。。 

 



01 / 01 / 2009（（（（星星星星期期期期四四四四）））） ““““荃灣錦田荃灣錦田荃灣錦田荃灣錦田”””” 

難度難度難度難度：：：：★★★★（（（（步步步步程程程程約約約約 4 小小小小時時時時，，，，老幼咸宜老幼咸宜老幼咸宜老幼咸宜，，，，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意外責任自負））））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早早早早上荃灣上荃灣上荃灣上荃灣港港港港鐵車站鐵車站鐵車站鐵車站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乘車乘車乘車乘車到荃錦到荃錦到荃錦到荃錦坳起步坳起步坳起步坳起步，，，，漫遊漫遊漫遊漫遊大大大大欖郊野欖郊野欖郊野欖郊野公園公園公園公園，，，，小休小休小休小休於於於於河背水塘河背水塘河背水塘河背水塘，，，，再再再再經大經大經大經大欖涌水塘欖涌水塘欖涌水塘欖涌水塘口口口口之之之之吉吉吉吉

慶橋慶橋慶橋慶橋，，，，轉轉轉轉到到到到終點終點終點終點大大大大棠棠棠棠。。。。全全全全程程程程林蔭林蔭林蔭林蔭青蔥青蔥青蔥青蔥，，，，環境秀逸環境秀逸環境秀逸環境秀逸，，，，地地地地勢起落勢起落勢起落勢起落不不不不多多多多，，，，水平距離約水平距離約水平距離約水平距離約十十十十公公公公里里里里，，，，最適合新春佳節最適合新春佳節最適合新春佳節最適合新春佳節，，，，合家合家合家合家同同同同

遊遊遊遊。。。。 

海谷三十週年感恩會海谷三十週年感恩會海谷三十週年感恩會海谷三十週年感恩會 30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27 / 12 / 2008 TAC704C 

        不經不不經不不經不不經不覺覺覺覺，，，，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已昂已昂已昂已昂然然然然踏入第踏入第踏入第踏入第三十個年三十個年三十個年三十個年頭頭頭頭，，，，1978 年海谷成立年海谷成立年海谷成立年海谷成立，，，，滿懷喜悅惟羽翼未滿懷喜悅惟羽翼未滿懷喜悅惟羽翼未滿懷喜悅惟羽翼未豐豐豐豐；；；；1988 年年年年規模初規模初規模初規模初見見見見，，，，

志志志志氣高昂兼且氣高昂兼且氣高昂兼且氣高昂兼且人人人人才濟濟才濟濟才濟濟才濟濟；；；；1998 年的海谷年的海谷年的海谷年的海谷幾幾幾幾經經經經考考考考驗驗驗驗，，，，默默默默默默默默探探探探索前路以面對索前路以面對索前路以面對索前路以面對時時時時代代代代的的的的挑戰挑戰挑戰挑戰；；；；二二二二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八年的海谷年的海谷年的海谷年的海谷更更更更是歷盡神是歷盡神是歷盡神是歷盡神

的恩的恩的恩的恩典典典典。。。。為了為了為了為了讓讓讓讓各新知舊各新知舊各新知舊各新知舊遇遇遇遇能能能能見見見見證主證主證主證主的恩的恩的恩的恩典典典典及及及及獻獻獻獻上上上上聖誕聖誕聖誕聖誕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海谷海谷海谷海谷誠誠誠誠意意意意在在在在這這這這個特個特個特個特別別別別的日的日的日的日子子子子舉行三十舉行三十舉行三十舉行三十周周周周年感恩聚會年感恩聚會年感恩聚會年感恩聚會，，，，

與大與大與大與大家家家家一一一一起起起起在在在在這這這這個特個特個特個特別別別別的日的日的日的日子紀念子紀念子紀念子紀念神的恩神的恩神的恩神的恩典典典典，，，，內容包括內容包括內容包括內容包括經經經經典重溫典重溫典重溫典重溫、、、、展展展展望將來望將來望將來望將來、、、、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詩歌分享、、、、聚聚聚聚餐餐餐餐等等等等，，，，地地地地點點點點在海谷中在海谷中在海谷中在海谷中

心心心心，，，，費費費費用用用用全免全免全免全免（（（（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奉獻奉獻奉獻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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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職員會回覆中心職員會回覆中心職員會回覆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確實確實確實，，，，並告知並告知並告知並告知相相相相關關關關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三三三三 十十十十 年年年年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文文文文 章章章章    

 

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 MikeMikeMikeMike 和和和和 Pamela:Pamela:Pamela:Pamela:    

    



您您您您們在中們在中們在中們在中國國國國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好嗎好嗎好嗎好嗎？？？？得得得得知您倆知您倆知您倆知您倆在在在在那裡那裡那裡那裡傳傳傳傳道已幾道已幾道已幾道已幾年了年了年了年了，，，，得到神的得到神的得到神的得到神的重用實重用實重用實重用實在是在是在是在是件光件光件光件光榮的榮的榮的榮的事事事事。。。。    

    

其其其其實實實實我我我我跟您跟您跟您跟您們們們們並並並並不不不不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我我我我當當當當日參與海谷的風帆日參與海谷的風帆日參與海谷的風帆日參與海谷的風帆訓練訓練訓練訓練時時時時，，，，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海谷由一位外海谷由一位外海谷由一位外海谷由一位外籍籍籍籍的的的的理理理理工工工工學學學學院教授院教授院教授院教授成立成立成立成立，，，，到到到到近近近近年年年年協協協協

助海谷助海谷助海谷助海谷製製製製作作作作網網網網頁及簡報頁及簡報頁及簡報頁及簡報才知你才知你才知你才知你的的的的全全全全名名名名叫叫叫叫 MikeMikeMikeMike     ColliColliColliCollierererer。。。。翻看翻看翻看翻看歷歷歷歷史照片史照片史照片史照片，，，，見到在大見到在大見到在大見到在大水坑水坑水坑水坑時時時時代代代代的海谷的海谷的海谷的海谷，，，，學員在學員在學員在學員在富富富富安安安安花花花花園的園的園的園的

現現現現址址址址登登登登船船船船出出出出海海海海，，，，您您您您們在們在們在們在吐露吐露吐露吐露港港港港駛着駛着駛着駛着 RRRRayayayay 和和和和 MMMMirrorirrorirrorirror（（（（船種名船種名船種名船種名稱稱稱稱）。）。）。）。後後後後來來來來，，，，吐露吐露吐露吐露港港港港沿沿沿沿岸岸岸岸開始發開始發開始發開始發展展展展，，，，海谷海谷海谷海谷向政府申向政府申向政府申向政府申請請請請撥撥撥撥地地地地

重重重重建建建建，，，，才才才才得得得得以以以以在海下定在海下定在海下定在海下定居居居居下下下下來來來來。。。。您您您您在在在在那那那那時時時時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學員們學員們學員們學員們用用用用雙手雙手雙手雙手建立了建立了建立了建立了現現現現在的大在的大在的大在的大屋屋屋屋，，，，設備設備設備設備雖雖雖雖是簡是簡是簡是簡陋陋陋陋，，，，但但但但卻卻卻卻五五五五臟俱臟俱臟俱臟俱全全全全，，，，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休休休休息息息息的的的的睡睡睡睡房房房房、、、、上課及日間活動的大上課及日間活動的大上課及日間活動的大上課及日間活動的大廳廳廳廳、、、、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煎炒煮炸煎炒煮炸煎炒煮炸煎炒煮炸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廚廚廚廚房房房房，，，，還還還還有職員有職員有職員有職員休休休休息息息息及及及及討討討討論論論論用用用用的的的的 ststststaaaaffffffff     tttteeeentntntnt 等等等等。。。。在在在在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中中中中，，，，我我我我也也也也明明明明白白白白到為何到為何到為何到為何這這這這所所所所平平平平平平平平無無無無奇的房奇的房奇的房奇的房子子子子會會會會這這這這樣堅固樣堅固樣堅固樣堅固，，，，原來原來原來原來它它它它用用用用了自了自了自了自家製家製家製家製造造造造的的的的綱筋石屎板綱筋石屎板綱筋石屎板綱筋石屎板作地作地作地作地台台台台。。。。再看看再看看再看看再看看海谷的船海谷的船海谷的船海谷的船

隊隊隊隊，，，，原來原來原來原來都都都都是學員們一是學員們一是學員們一是學員們一手手手手一一一一腳腳腳腳製製製製造造造造的的的的，，，，由由由由裁板裁板裁板裁板、、、、拼砌拼砌拼砌拼砌、、、、鋪玻璃纖鋪玻璃纖鋪玻璃纖鋪玻璃纖維到上維到上維到上維到上油油油油，，，，無無無無不是學員不是學員不是學員不是學員們們們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的成的成的成的成果果果果。。。。我我我我對當對當對當對當時學時學時學時學

員們的體員們的體員們的體員們的體力力力力和和和和您您您您的的的的領領領領導導導導才能實才能實才能實才能實在感到在感到在感到在感到驚訝驚訝驚訝驚訝。。。。    

    

    

    

    

    

    

    

    

    

廿廿廿廿一一一一世世世世紀紀紀紀的我不是個風帆的我不是個風帆的我不是個風帆的我不是個風帆能能能能手手手手，，，，有時有時有時有時連連連連推推推推舵舵舵舵和和和和拉舵也搞拉舵也搞拉舵也搞拉舵也搞不不不不清清清清；；；；我我我我也沒也沒也沒也沒有有有有您您您您們的體們的體們的體們的體格格格格，，，，不不不不用用用用說石屎板說石屎板說石屎板說石屎板，，，，連連連連一一一一塊塊塊塊電電電電

視機視機視機視機大大大大小小小小的的的的石石石石頭頭頭頭也搬也搬也搬也搬不動不動不動不動；；；；我我我我更更更更是個是個是個是個機械白痴機械白痴機械白痴機械白痴，，，，wwwworkorkorkorkshshshshoooopppp 中中中中除除除除了了了了「「「「鏍絲鏍絲鏍絲鏍絲批批批批」」」」及及及及鎚鎚鎚鎚子子子子外外外外，，，，其其其其他他他他的我的我的我的我都都都都不不不不曾操曾操曾操曾操作作作作。。。。    

    

感感感感謝謝謝謝主主主主我仍有我仍有我仍有我仍有機機機機會在其會在其會在其會在其他他他他地地地地方方方方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海谷海谷海谷海谷，，，，我學我學我學我學習用習用習用習用嘴巴嘴巴嘴巴嘴巴為海谷的為海谷的為海谷的為海谷的事事事事工工工工禱禱禱禱告告告告；；；；也也也也用用用用我我我我平平平平凡凡凡凡的的的的才能才能才能才能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查查查查經活動經活動經活動經活動，，，，

神神神神又賜又賜又賜又賜我我我我機機機機會在課程中帶會在課程中帶會在課程中帶會在課程中帶領早領早領早領早會會會會、、、、晚晚晚晚會會會會，，，，每每每每次次次次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都都都都讓讓讓讓我經驗神的帶我經驗神的帶我經驗神的帶我經驗神的帶領領領領和和和和教教教教導導導導。。。。盼盼盼盼望望望望在在在在未來未來未來未來的日的日的日的日子子子子，，，，有有有有更更更更多多多多具具具具事奉事奉事奉事奉

心志的基督徒心志的基督徒心志的基督徒心志的基督徒來事奉主來事奉主來事奉主來事奉主，，，，即即即即使使使使是是是是未未未未信的朋友信的朋友信的朋友信的朋友，，，，也也也也可以來可以來可以來可以來一一一一起起起起感受神感受神感受神感受神創造創造創造創造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大自然。。。。    



    

MikeMikeMikeMike、、、、PPPPaaaammmmelaelaelaela，，，，盼盼盼盼望您望您望您望您們在中們在中們在中們在中國國國國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順順順順利利利利，，，，能能能能帶帶帶帶領更領更領更領更多中多中多中多中國國國國同同同同胞歸胞歸胞歸胞歸主主主主，，，，見見見見證證證證神神神神就就就就是愛是愛是愛是愛。。。。祝祝祝祝     

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主主主主恩恩恩恩常常常常在在在在    

                                    主主主主僕僕僕僕     

                                        CallyCallyCallyCally 上上上上        17171717----11111111----2008200820082008     

    

    

逝者如斯逝者如斯逝者如斯逝者如斯――――――――從大水坑到海下灣從大水坑到海下灣從大水坑到海下灣從大水坑到海下灣        林林林林美文美文美文美文     

    

「「「「流流流流光容光容光容光容易把易把易把易把人人人人拋拋拋拋，，，，紅紅紅紅了了了了櫻桃櫻桃櫻桃櫻桃，，，，綠綠綠綠了了了了芭蕉芭蕉芭蕉芭蕉。。。。」」」」     

    

三十年的三十年的三十年的三十年的歲歲歲歲月月月月，，，，積累積累積累積累了多少回了多少回了多少回了多少回憶憶憶憶？？？？翻看翻看翻看翻看 TATATATACCCC 的的的的舊照舊照舊照舊照，，，，塵封塵封塵封塵封了的往了的往了的往了的往事事事事一一一一幕幕掀開幕幕掀開幕幕掀開幕幕掀開，，，，往往往往事如事如事如事如煙煙煙煙……………………     

    

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前前前前的大的大的大的大水坑水坑水坑水坑，，，，湧湧湧湧湧湧湧湧的的的的溪溪溪溪水水水水從從從從梅梅梅梅子林子林子林子林奔流而奔流而奔流而奔流而下下下下，，，，在在在在濶濶濶濶口口口口沖積沖積沖積沖積了一了一了一了一塊芳草萋萋塊芳草萋萋塊芳草萋萋塊芳草萋萋的的的的平平平平地地地地，，，，溪溪溪溪水水水水在在在在平平平平地地地地外外外外圍拐圍拐圍拐圍拐了了了了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彎彎彎彎，，，，緩緩緩緩緩緩緩緩地地地地流流流流進了進了進了進了吐露吐露吐露吐露港港港港。。。。難難難難得得得得 MikeMikeMikeMike     CollierCollierCollierCollier 覓覓覓覓得得得得這這這這塊塊塊塊地地地地，，，，還租還租還租還租了了了了平平平平地中地中地中地中央唯央唯央唯央唯一一間一一間一一間一一間石屎牆腳石屎牆腳石屎牆腳石屎牆腳、、、、四周包四周包四周包四周包上上上上鐵鐵鐵鐵皮皮皮皮

的的的的小小小小屋屋屋屋，，，，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便便便便正正正正式開鑼式開鑼式開鑼式開鑼了了了了，，，，那那那那年正年正年正年正好好好好是是是是 1978197819781978 年年年年。。。。    

    



小小小小屋屋屋屋很很很很小小小小，，，，舉辦課程時舉辦課程時舉辦課程時舉辦課程時，，，，用來用來用來用來上課上課上課上課、、、、吃飯吃飯吃飯吃飯、、、、聚會聚會聚會聚會，，，，學員及學員及學員及學員及導師都導師都導師都導師都要要要要住住住住在在在在

AAAA 字型字型字型字型的的的的帳篷裏帳篷裏帳篷裏帳篷裏((((裏裏裏裏面面面面剛剛剛剛好好好好放放放放兩兩兩兩張尼龍牀張尼龍牀張尼龍牀張尼龍牀，，，，挺舒服挺舒服挺舒服挺舒服))))，，，，厠所厠所厠所厠所，，，，就就就就要到要到要到要到步步步步行行行行 10101010 至至至至

15151515 分分分分鐘鐘鐘鐘的公的公的公的公厠去厠去厠去厠去了了了了。。。。後後後後來來來來，，，，小小小小

屋屋屋屋不不不不敷敷敷敷應用應用應用應用，，，，MikeMikeMikeMike 天天天天馬馬馬馬行行行行空空空空，，，，

造造造造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 20202020 呎呎呎呎     ××××     20202020 呎呎呎呎的大的大的大的大帳帳帳帳

篷篷篷篷，，，，張開張開張開張開後足有一個後足有一個後足有一個後足有一個小小小小型住宅型住宅型住宅型住宅

單單單單位位位位般般般般大大大大。。。。中間一中間一中間一中間一根根根根高約高約高約高約 15151515 呎呎呎呎

的的的的主主主主柱柱柱柱，，，，四周各用四周各用四周各用四周各用 10101010 根根根根約約約約 6666 呎呎呎呎高高高高的木的木的木的木方撐開方撐開方撐開方撐開，，，，全用全用全用全用繩繩繩繩索索索索固固固固定定定定。。。。每每每每次次次次舉舉舉舉

辦風帆課程辦風帆課程辦風帆課程辦風帆課程，，，，都都都都要要要要提早提早提早提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去開去開去開去開大大大大帳篷帳篷帳篷帳篷，，，，小小小小帳篷帳篷帳篷帳篷。。。。幸幸幸幸好當好當好當好當時年時年時年時年輕輕輕輕，，，，有有有有衝衝衝衝

勁勁勁勁，，，，要要要要豎豎豎豎起那起那起那起那根根根根主主主主柱柱柱柱可可可可不簡不簡不簡不簡單單單單的的的的啊啊啊啊！！！！每每每每次次次次舉辦課程時舉辦課程時舉辦課程時舉辦課程時，，，，從從從從河口望河口望河口望河口望過過過過來來來來，，，，繩繩繩繩索索索索交交交交錯錯錯錯，，，，旗幟旗幟旗幟旗幟((((毛巾毛巾毛巾毛巾、、、、衣服衣服衣服衣服))))飄揚飄揚飄揚飄揚，，，，仿仿仿仿似似似似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馬戲馬戲馬戲馬戲團團團團，，，，好好好好不熱不熱不熱不熱鬧鬧鬧鬧。。。。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此此此此情情情情難再難再難再難再，，，，物物物物非非非非人人人人也非也非也非也非，，，，大大大大水坑已水坑已水坑已水坑已變變變變成成成成富富富富安安安安花花花花園園園園，，，，MikeMikeMikeMike 及及及及 PPPPaaaammmm 去去去去了了了了津巴布韋津巴布韋津巴布韋津巴布韋二十二十二十二十載載載載，，，，繞繞繞繞了了了了

個個個個圈圈圈圈，，，，回到回到回到回到中中中中國國國國；；；；SSSSaaaamsmsmsmsoooonnnn、、、、阿阿阿阿 WWWW iiiingngngng 和和和和 YYYY iiiingngngng 十多年十多年十多年十多年前前前前移民移民移民移民澳洲澳洲澳洲澳洲；；；；阿偉阿偉阿偉阿偉，，，，去去去去了了了了美美美美國國國國讀讀讀讀書書書書回港後回港後回港後回港後，，，，只曾只曾只曾只曾在電在電在電在電視熒視熒視熒視熒光光光光幕幕幕幕上上上上

見過見過見過見過他他他他一一一一次次次次，，，，不不不不知知知知去向去向去向去向，，，，還還還還有很多人有很多人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已已已已在在在在記憶記憶記憶記憶中中中中淡化淡化淡化淡化、、、、消失消失消失消失，，，，很很很很想想想想抓抓抓抓住住住住這這這這些久些久些久些久遠的人和遠的人和遠的人和遠的人和事事事事，，，，可可可可惜惜惜惜只只只只是徒是徒是徒是徒勞勞勞勞。。。。    

    

還記還記還記還記得得得得當當當當時的帆船時的帆船時的帆船時的帆船――――――――RRRRAYAYAYAY 嗎嗎嗎嗎？？？？船船船船身身身身扁扁扁扁扁扁扁扁的的的的，，，，用用用用一一一一葉葉葉葉輕輕輕輕舟舟舟舟去去去去形形形形容容容容，，，，真真真真

是是是是最最最最貼切貼切貼切貼切不過不過不過不過。。。。相相相相信信信信這這這這款款款款船船船船已已已已經在地經在地經在地經在地球球球球上上上上消失消失消失消失了了了了。。。。那那那那是是是是 MikeMikeMikeMike 的朋友設的朋友設的朋友設的朋友設計計計計

的的的的，，，，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專專專專利利利利權權權權，，，，歡迎歡迎歡迎歡迎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複複複複製製製製。。。。本本本本來來來來 MikeMikeMikeMike 在在在在大大大大嶼嶼嶼嶼山山山山四四四四白白白白灣與一灣與一灣與一灣與一些些些些風風風風

帆帆帆帆初初初初哥哥哥哥一一一一起起起起造造造造了了了了好幾好幾好幾好幾隻隻隻隻 RRRRAYAYAYAY 仔玩仔玩仔玩仔玩的的的的，，，，後後後後來來來來移移移移到到到到沙田大沙田大沙田大沙田大水坑水坑水坑水坑，，，，此此此此後的兩年後的兩年後的兩年後的兩年

多多多多，，，，便便便便經經經經常常常常看看看看到到到到黃黃黃黃色色色色帆的帆的帆的帆的 RRRRAYAYAYAY 仔仔仔仔在在在在吐露吐露吐露吐露港的海港的海港的海港的海面面面面上上上上穿梭游弋穿梭游弋穿梭游弋穿梭游弋了了了了。。。。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發發發發展為展為展為展為衛衛衛衛星星星星城城城城市市市市，，，，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如如如如火火火火如如如如荼荼荼荼地展地展地展地展開開開開。。。。    



    

1980198019801980 年年年年，，，，TATATATACCCC 大大大大遷徏遷徏遷徏遷徏。。。。駕駕駕駕駛着駛着駛着駛着 MMMMIIIIRRRRRRRROOOORRRR，，，，駛出吐露駛出吐露駛出吐露駛出吐露港港港港，，，，全全全全是是是是陌陌陌陌生的生的生的生的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經過經過經過經過荔枝莊荔枝莊荔枝莊荔枝莊，，，，塔門伏塔門伏塔門伏塔門伏在不遠處在不遠處在不遠處在不遠處，，，，海海海海面面面面

漸寬漸寬漸寬漸寬，，，，MikeMikeMikeMike 駕駕駕駕駛着駛着駛着駛着 rerereresssscucucucueeee     bbbboaoaoaoa tttt，，，，朝朝朝朝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向向向向右右右右一一一一指指指指，，，，午午午午後的後的後的後的陽陽陽陽光光光光斜斜斜斜斜斜斜斜地地地地射射射射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美美美美麗麗麗麗的海灣上的海灣上的海灣上的海灣上，，，，青青青青翠翠翠翠的山的山的山的山巒巒巒巒下下下下錯落錯落錯落錯落有有有有

致地致地致地致地散佈散佈散佈散佈着幾着幾着幾着幾所所所所西西西西班牙班牙班牙班牙式式式式的的的的別別別別墅墅墅墅，，，，寧靜寧靜寧靜寧靜的沙灘的沙灘的沙灘的沙灘只只只只有有有有輕輕輕輕輕輕輕輕的海的海的海的海浪浪浪浪在在在在拍拍拍拍和和和和，，，，仿仿仿仿似似似似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世世世世外外外外桃桃桃桃源源源源，，，，那那那那就就就就是海下灣是海下灣是海下灣是海下灣，，，，成為成為成為成為

TATATATACCCC 長長長長久久久久以來以來以來以來的安的安的安的安身身身身之地之地之地之地。。。。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看看看看見海下灣的見海下灣的見海下灣的見海下灣的印象印象印象印象，，，，竟竟竟竟如如如如奇奇奇奇跡跡跡跡般般般般深深深深深深深深地留在大地留在大地留在大地留在大腦腦腦腦皮皮皮皮層層層層內內內內，，，，沒沒沒沒被遺忘被遺忘被遺忘被遺忘。。。。但保留得但保留得但保留得但保留得太太太太

好好好好，，，，換換換換來來來來的的的的只只只只是今不是今不是今不是今不如如如如昔昔昔昔的的的的唏噓唏噓唏噓唏噓。。。。    

    

    

三十年歲月三十年歲月三十年歲月三十年歲月         HHHHerererermmmm iaiaiaia     

    

今年海谷中心今年海谷中心今年海谷中心今年海谷中心踏入踏入踏入踏入了三十週年了三十週年了三十週年了三十週年，，，，我我我我雖雖雖雖然不是然不是然不是然不是創創創創會會員會會員會會員會會員，，，，但但但但依依依依然有然有然有然有創創創創會長會長會長會長老老老老留在海谷留在海谷留在海谷留在海谷。。。。我是海谷三年加我是海谷三年加我是海谷三年加我是海谷三年加入入入入的的的的，，，，也也也也

經歷了經歷了經歷了經歷了 28282828 載載載載時時時時光光光光，，，，當當當當年年年年還沒還沒還沒還沒有海谷有海谷有海谷有海谷現現現現時的會址時的會址時的會址時的會址，，，，我們在公我們在公我們在公我們在公厠厠厠厠前前前前的的的的草草草草地上地上地上地上蓋搭蓋搭蓋搭蓋搭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的的的的帳幕帳幕帳幕帳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休休休休息息息息，，，，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廚廚廚廚

房房房房，，，，在在在在旁邊旁邊旁邊旁邊的的的的小路小路小路小路上上上上開開開開爐爐爐爐舉舉舉舉炊炊炊炊，，，，還還還還真真真真要要要要車水應用車水應用車水應用車水應用。。。。記憶記憶記憶記憶中有一中有一中有一中有一次次次次下大下大下大下大雨雨雨雨水水水水浸浸浸浸，，，，早早早早上上上上起起起起床床床床（（（（尼龍尼龍尼龍尼龍床床床床））））時時時時，，，，水已水已水已水已浸浸浸浸到到到到床床床床

高高高高，，，，塑塑塑塑料料料料拖鞋拖鞋拖鞋拖鞋就就就就如小如小如小如小船船船船般般般般浮浮浮浮動在動在動在動在水面水面水面水面上上上上。。。。    

    

回回回回想想想想海谷會址海谷會址海谷會址海谷會址蓋蓋蓋蓋起起起起來來來來時時時時所所所所經歷一經歷一經歷一經歷一次又次又次又次又一一一一次次次次神的作為神的作為神的作為神的作為，，，，當當當當年年年年真真真真叫初叫初叫初叫初信的我大信的我大信的我大信的我大開開開開眼眼眼眼

界界界界，，，，大受感動大受感動大受感動大受感動。。。。例例例例如如如如在建地基在建地基在建地基在建地基，，，，做做做做牆腳牆腳牆腳牆腳時時時時，，，，大大大大家家家家都都都都懊惱懊惱懊惱懊惱物資物資物資物資短缺短缺短缺短缺，，，，惆悵惆悵惆悵惆悵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做做做做下下下下

去去去去。。。。當當當當時的時的時的時的高主高主高主高主席席席席與我們與我們與我們與我們分享分享分享分享了了了了野野野野谷建立時的一谷建立時的一谷建立時的一谷建立時的一段段段段往往往往事事事事，，，，當當當當時時時時野野野野谷谷谷谷也也也也一一一一樣樣樣樣慨嘆慨嘆慨嘆慨嘆無無無無米米米米

煮煮煮煮，，，，他他他他們一同們一同們一同們一同禱禱禱禱告告告告交交交交托托托托神神神神，，，，不不不不久久久久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浮浮浮浮來來來來一一一一批非常批非常批非常批非常合用合用合用合用的木料的木料的木料的木料，，，，原來當原來當原來當原來當年為了年為了年為了年為了興興興興建建建建

愉愉愉愉景景景景灣灣灣灣，，，，遷拆遷拆遷拆遷拆了大了大了大了大白白白白、、、、二二二二白白白白村村村村，，，，拆拆拆拆下下下下來來來來的木料的木料的木料的木料給潮給潮給潮給潮水水水水沖沖沖沖出出出出了大海了大海了大海了大海，，，，神十神十神十神十分環分環分環分環保保保保，，，，送送送送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四四四四白白白白灣灣灣灣用用用用來來來來興興興興建了建了建了建了野野野野谷谷谷谷。。。。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聽聽聽聽了後了後了後了後都也都也都也都也一同一同一同一同禱禱禱禱告告告告，，，，期期期期待著待著待著待著神的作為神的作為神的作為神的作為。。。。不不不不久久久久，，，，

真真真真是不多是不多是不多是不多久久久久，，，，我們一位在北我們一位在北我們一位在北我們一位在北潭潭潭潭涌涌涌涌保保保保良局渡假良局渡假良局渡假良局渡假村村村村工作的會員帶工作的會員帶工作的會員帶工作的會員帶來來來來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消息消息消息消息，，，，保保保保良局良局良局良局

渡假渡假渡假渡假村當村當村當村當時加建了一時加建了一時加建了一時加建了一批批批批渡假渡假渡假渡假屋屋屋屋，，，，工工工工程程程程完成後有一完成後有一完成後有一完成後有一批石屎批石屎批石屎批石屎板板板板廢棄廢棄廢棄廢棄，，，，問問問問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否否否否合用合用合用合用，，，，我我我我真真真真是是是是想想想想不到神不是由海上不到神不是由海上不到神不是由海上不到神不是由海上送送送送來來來來

木料木料木料木料，，，，而而而而是是是是從從從從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鄰鄰鄰鄰舍舍舍舍而而而而來來來來。。。。這這這這批石屎批石屎批石屎批石屎板板板板不不不不單單單單用來用來用來用來建建建建做做做做了會址的了會址的了會址的了會址的屋屋屋屋基基基基，，，，後後後後來來來來還還還還用來用來用來用來蓋蓋蓋蓋建了建了建了建了浴室浴室浴室浴室。。。。    

    



我加我加我加我加入入入入了海谷了海谷了海谷了海谷 28282828 年年年年，，，，但但但但也也也也經歷了建經歷了建經歷了建經歷了建做做做做會址會址會址會址，，，，還還還還參與了參與了參與了參與了植樹植樹植樹植樹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會址地會址地會址地會址地段段段段批批批批出出出出有一有一有一有一附附附附帶帶帶帶條件條件條件條件，，，，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求求求求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沿沿沿沿著著著著

海下海下海下海下路路路路由由由由小路口小路口小路口小路口開始開始開始開始至至至至燒烤場燒烤場燒烤場燒烤場一一一一段段段段沿途沿途沿途沿途植樹植樹植樹植樹。。。。當當當當年我們在年我們在年我們在年我們在路路路路旁旁旁旁開開開開了一個個的了一個個的了一個個的了一個個的小坑小坑小坑小坑，，，，放放放放入入入入牛糞牛糞牛糞牛糞，，，，再再再再放放放放入入入入樹苗樹苗樹苗樹苗，，，，埋埋埋埋好好好好了了了了

再再再再澆澆澆澆水水水水，，，，種了種了種了種了幾幾幾幾十十十十棵棵棵棵環環環環耳耳耳耳相思相思相思相思及及及及白白白白千層千層千層千層，，，，現現現現在在在在都都都都已已已已大大大大樹樹樹樹成成成成蔭蔭蔭蔭了了了了。。。。這這這這些樹些樹些樹些樹還還還還在在在在，，，，而而而而在海谷中心一在海谷中心一在海谷中心一在海谷中心一起起起起學學學學習習習習、、、、遊遊遊遊玩玩玩玩、、、、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走走走走了一了一了一了一批又批又批又批又來來來來了一了一了一了一批批批批，，，，留下留下留下留下來來來來的很少的很少的很少的很少，，，，曾曾曾曾經我們經我們經我們經我們也也也也收到收到收到收到他他他他們的們的們的們的消息消息消息消息，，，，當當當當中有中有中有中有說說說說信了信了信了信了主主主主，，，，叫叫叫叫我們十我們十我們十我們十分分分分興奮興奮興奮興奮，，，，還還還還

有在有在有在有在偶偶偶偶然然然然機機機機會下會下會下會下看看看看到到到到文文文文章章章章提提提提及海谷及海谷及海谷及海谷，，，，這這這這都都都都為我們留下的人加為我們留下的人加為我們留下的人加為我們留下的人加添添添添動動動動力力力力，，，，但我們但我們但我們但我們還還還還是是是是掛掛掛掛念念念念著著著著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你你你你還記還記還記還記得在海谷的得在海谷的得在海谷的得在海谷的歲歲歲歲

月月月月嗎嗎嗎嗎？？？？希希希希望可以望可以望可以望可以和我們保和我們保和我們保和我們保持持持持聯絡聯絡聯絡聯絡，，，，在我們的在我們的在我們的在我們的網網網網頁上頁上頁上頁上可以看可以看可以看可以看到我們的活動到我們的活動到我們的活動到我們的活動花花花花絮絮絮絮及及及及最新最新最新最新消息消息消息消息，，，，更可以更可以更可以更可以留留留留言言言言。。。。    

    

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怱怱怱怱怱怱怱怱歲歲歲歲月月月月，，，，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還還還還有另一個三十年有另一個三十年有另一個三十年有另一個三十年嗎嗎嗎嗎？？？？願願願願主主主主祝祝祝祝福福福福、、、、臨臨臨臨在在在在，，，，阿阿阿阿門門門門。。。。    

    

    

風帆與我三十二年風帆與我三十二年風帆與我三十二年風帆與我三十二年  阮阮阮阮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編編編編輯輯輯輯大大大大爺爺爺爺為為為為海谷中心特海谷中心特海谷中心特海谷中心特刋刋刋刋來來來來電電電電約約約約稿稿稿稿，，，，真真真真要要要要命命命命！！！！結結結結果果果果用用用用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星星星星期期期期搔搔搔搔破了破了破了破了頭頭頭頭皮皮皮皮思考內容思考內容思考內容思考內容，，，，再用再用再用再用一一一一星星星星期定期定期定期定題題題題目目目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不不不不好好好好定定定定，，，，因因因因為三十年為三十年為三十年為三十年來來來來牽涉牽涉牽涉牽涉到的人與到的人與到的人與到的人與事事事事太太太太多多多多，，，，無從無從無從無從取捨取捨取捨取捨；；；；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題題題題目則目則目則目則更難更難更難更難，，，，因因因因為為為為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太蕪雜太蕪雜太蕪雜太蕪雜，，，，主主主主線線線線

不不不不清清清清晰晰晰晰。。。。有有有有打算打算打算打算用前用前用前用前賢郭賢郭賢郭賢郭全全全全本本本本老老老老師師師師的大作的大作的大作的大作「「「「粉粉粉粉筆筆筆筆生生生生捱捱捱捱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五五五五年年年年」」」」類類類類似似似似的的的的題題題題目目目目「「「「風帆生風帆生風帆生風帆生捱捱捱捱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太太太太負負負負面面面面

了了了了；；；；也也也也考考考考慮慮慮慮過過過過用用用用「「「「風帆樂三十二年風帆樂三十二年風帆樂三十二年風帆樂三十二年」」」」這這這這個個個個題題題題目目目目，，，，但期間但期間但期間但期間也也也也有不盡有不盡有不盡有不盡如如如如意之處意之處意之處意之處，，，，感感感感觸觸觸觸也也也也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快樂快樂快樂快樂畢竟畢竟畢竟畢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全全全全部部部部。。。。風帆風帆風帆風帆

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喜好喜好喜好喜好，，，，就就就就選選選選用用用用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較較較較中中中中性性性性的的的的題題題題目目目目「「「「風帆與我三十二年風帆與我三十二年風帆與我三十二年風帆與我三十二年」」」」吧吧吧吧！！！！     

    

以以以以下我會下我會下我會下我會將將將將文字文字文字文字分分分分為為為為若干若干若干若干個個個個小小小小標題標題標題標題，，，，各各各各段段段段文字文字文字文字間間間間未未未未必必必必有很有很有很有很好好好好的聯的聯的聯的聯繫繫繫繫，，，，請請請請各各各各位位位位看看看看官官官官有有有有點點點點耐性耐性耐性耐性，，，，就就就就當當當當聽聽聽聽一位一位一位一位囉囉唆囉囉唆囉囉唆囉囉唆

唆唆唆唆的的的的白白白白頭頭頭頭宮女宮女宮女宮女的自的自的自的自說說說說自話自話自話自話。。。。    

    

好好好好了了了了，，，，題題題題目目目目終終終終於於於於想想想想出來出來出來出來了了了了，，，，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打算打算打算打算用用用用一一一一小小小小時時時時寫寫寫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這這這這篇篇篇篇幾幾幾幾百百百百字字字字的的的的文文文文章章章章交交交交差差差差了了了了事事事事。。。。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風帆風帆風帆風帆這這這這種種種種運運運運動的動的動的動的前前前前因因因因後後後後果果果果     

在大學在大學在大學在大學寄宿寄宿寄宿寄宿期間期間期間期間，，，，宿宿宿宿友在友在友在友在他他他他的的的的床床床床頭頭頭頭貼貼貼貼了一了一了一了一幅幅幅幅很大的海報很大的海報很大的海報很大的海報，，，，畫畫畫畫面面面面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羣羣羣羣風帆風帆風帆風帆發發發發燒燒燒燒友在友在友在友在水面水面水面水面頗頗頗頗平平平平靜靜靜靜但但但但微微微微風風風風輕輕輕輕拂拂拂拂的的的的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中中中中湖湖湖湖面面面面駕舟駕舟駕舟駕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羨慕羨慕羨慕羨慕。。。。當當當當時時時時，，，，風帆風帆風帆風帆似似似似乎乎乎乎只只只只是一是一是一是一些些些些外外外外籍籍籍籍人人人人士士士士或或或或高高高高級華級華級華級華人的人的人的人的貴族玩貴族玩貴族玩貴族玩意意意意，，，，根根根根本本本本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途途途途徑徑徑徑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接觸接觸接觸接觸

得到得到得到得到。。。。在我大學準備在我大學準備在我大學準備在我大學準備畢業試畢業試畢業試畢業試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舍舍舍舍監監監監不不不不知知知知哪哪哪哪裡裡裡裡弄弄弄弄來來來來一一一一艘頗殘艘頗殘艘頗殘艘頗殘破的破的破的破的舊舊舊舊風帆風帆風帆風帆放放放放在在在在車車車車庫庫庫庫裡裡裡裡，，，，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宿宿宿宿生生生生就就就就打算打算打算打算動動動動腦腦腦腦筋筋筋筋打打打打

主主主主意意意意，，，，我我我我就就就就是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不不不不久久久久就就就就出事出事出事出事了了了了────────一位一位一位一位已已已已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的的的的舊舊舊舊宿宿宿宿生生生生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是是是是否否否否知知知知會舍會舍會舍會舍監監監監，，，，也也也也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他他他他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將將將將該該該該艘艘艘艘風帆風帆風帆風帆搬搬搬搬至至至至

海海海海邊邊邊邊，，，，結結結結果連果連果連果連人帶人帶人帶人帶艇艇艇艇失失失失蹤蹤蹤蹤，，，，兩天後兩天後兩天後兩天後，，，，破破破破艇艇艇艇在在在在附附附附近近近近海灘海灘海灘海灘發發發發現現現現，，，，該該該該師師師師兄兄兄兄的的的的遺遺遺遺體體體體也也也也數天後數天後數天後數天後被撿拾被撿拾被撿拾被撿拾。。。。這件事這件事這件事這件事帶帶帶帶來來來來的的的的震撼震撼震撼震撼，，，，使使使使

我感我感我感我感覺覺覺覺到風帆是一項到風帆是一項到風帆是一項到風帆是一項頗浪頗浪頗浪頗浪漫漫漫漫，，，，但但但但絕絕絕絕對對對對不不不不能能能能掉掉掉掉以以以以輕輕輕輕心的心的心的心的運運運運動動動動。。。。我我我我更更更更加為加為加為加為這這這這項目項目項目項目著著著著迷迷迷迷，，，，千千千千方方方方百計百計百計百計尋找尋找尋找尋找學學學學習這習這習這習這種種種種運運運運動的動的動的動的途途途途

徑徑徑徑。。。。我我我我知道當知道當知道當知道當時的香港時的香港時的香港時的香港皇皇皇皇家遊家遊家遊家遊艇艇艇艇會有風帆會有風帆會有風帆會有風帆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班班班班，，，，但是但是但是但是門門門門楣楣楣楣太太太太高高高高了了了了，，，，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是一個剛剛剛剛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的的的的窮窮窮窮小子能小子能小子能小子能夠夠夠夠負負負負擔擔擔擔得得得得起起起起的的的的，，，，剛剛剛剛

巧巧巧巧這這這這時在大時在大時在大時在大嶼嶼嶼嶼山的山的山的山的四四四四白白白白灣的灣的灣的灣的野野野野谷谷谷谷青青青青年中心年中心年中心年中心開開開開辦辦辦辦初初初初級級級級風帆風帆風帆風帆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班班班班，，，，於是於是於是於是便便便便「「「「初初初初級級級級」」」」、、、、「「「「中中中中級級級級」」」」、、、、「「「「高高高高級級級級」」」」一一一一班班班班一一一一班班班班升升升升

上上上上去去去去。。。。期間期間期間期間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在外在外在外在外面面面面的風帆會的風帆會的風帆會的風帆會如如如如大大大大埔埔埔埔艇艇艇艇會會會會、、、、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皇皇皇皇家遊家遊家遊家遊艇艇艇艇會等參加會等參加會等參加會等參加各各各各種種種種賽賽賽賽事事事事，，，，也開始也開始也開始也開始研研研研讀讀讀讀一一一一些些些些賽賽賽賽例例例例、、、、風帆風帆風帆風帆戰戰戰戰術術術術、、、、

天天天天氣氣氣氣預測預測預測預測、、、、潮潮潮潮汐汐汐汐與與與與水水水水流流流流等與風帆等與風帆等與風帆等與風帆比賽比賽比賽比賽有有有有關關關關的的的的書書書書。。。。    

    

風帆風帆風帆風帆「「「「事事事事業業業業」」」」高高高高峰峰峰峰期期期期    

為了盡為了盡為了盡為了盡量增量增量增量增加加加加練習練習練習練習駕駕駕駕駛駛駛駛風帆的風帆的風帆的風帆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所所所所以以以以在在在在四四四四白白白白灣灣灣灣於於於於沒沒沒沒有有有有使使使使用用用用任何電任何電任何電任何電力力力力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沒沒沒沒有電有電有電有電力力力力供應供應供應供應））））下建成了下建成了下建成了下建成了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艘艘艘艘風帆風帆風帆風帆，，，，不不不不久久久久與朋友與朋友與朋友與朋友合合合合資資資資購購購購入入入入一一一一艘艘艘艘二二二二手玻璃纖手玻璃纖手玻璃纖手玻璃纖維維維維艇艇艇艇，，，，但不但不但不但不久久久久又又又又以以以以該該該該艇太艇太艇太艇太重重重重不不不不宜宜宜宜比賽比賽比賽比賽，，，，訂訂訂訂製製製製一一一一艘艘艘艘新新新新木木木木艇艇艇艇。。。。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有一有一有一有一

段段段段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頗頗頗頗為自為自為自為自豪豪豪豪向向向向人自人自人自人自誇誇誇誇為為為為「「「「三三三三艇艇艇艇船船船船主主主主」」」」     。。。。    

    

至於至於至於至於賽賽賽賽事事事事方方方方面面面面除除除除了了了了星星星星期天在大期天在大期天在大期天在大埔埔埔埔艇艇艇艇會參加三項會參加三項會參加三項會參加三項賽賽賽賽事事事事外外外外，，，，每個每個每個每個星星星星期期期期六六六六下下下下午午午午在港島在港島在港島在港島銅銅銅銅鑼鑼鑼鑼灣的香港灣的香港灣的香港灣的香港皇皇皇皇家遊家遊家遊家遊艇艇艇艇會參加會參加會參加會參加例例例例

行行行行賽賽賽賽事事事事。。。。賽賽賽賽事事事事成成成成績績績績以以以以在港島在港島在港島在港島銅銅銅銅鑼鑼鑼鑼灣的灣的灣的灣的較較較較佳佳佳佳，，，，曾曾曾曾經經經經拿拿拿拿過過過過「「「「BBBBoaoaoaoa tttt     ooooffff     ththththeeee     YYYYeaeaeaearrrr」」」」、、、、「「「「CCCChhhhriririristmstmstmstmaaaassss     CCCCuuuupppp」「」「」「」「CCCChhhhaaaampmpmpmp ioioioionshnshnshnsh iiiipppp     

SSSSerieerieerieeriessss     CCCCuuuupppp」」」」等等等等獎獎獎獎項項項項，，，，其其其其他他他他較較較較重重重重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賽賽賽賽事事事事有參加有參加有參加有參加英英英英國對國對國對國對抗荷蘭抗荷蘭抗荷蘭抗荷蘭的的的的「「「「荷蘭荷蘭荷蘭荷蘭女女女女皇盃皇盃皇盃皇盃」」」」的的的的隊隊隊隊際賽際賽際賽際賽等等等等。。。。    

    

每每每每次次次次賽賽賽賽事事事事除除除除了聚了聚了聚了聚精精精精會神會神會神會神積積積積極比賽極比賽極比賽極比賽外外外外，，，，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以以以以後後後後，，，，還還還還得得得得出出出出席席席席召召召召開開開開的有的有的有的有關關關關賽賽賽賽事事事事違違違違規規規規裁裁裁裁決決決決會會會會。。。。現現現現在我在我在我在我也也也也不不不不明明明明白白白白為為為為

何何何何當當當當時有時有時有時有那那那那麼麼麼麼多的多的多的多的精精精精力力力力可以應可以應可以應可以應付付付付。。。。    

    

海上海上海上海上遇遇遇遇險險險險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海上海上海上海上幾幾幾幾次次次次的經歷的經歷的經歷的經歷，，，，印象印象印象印象很很很很深深深深，，，，總總總總算算算算有經有經有經有經無無無無險險險險，，，，但有時在但有時在但有時在但有時在睡睡睡睡夢夢夢夢中回到中回到中回到中回到當當當當時的時的時的時的場場場場景景景景，，，，也也也也會會會會驚驚驚驚醒醒醒醒過過過過來來來來。。。。    

    

最最最最驚驚驚驚險險險險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算算算算是是是是從從從從大灘與大灘與大灘與大灘與「「「「WWWW iiiingngngng     SSSS iriririr」」」」駕駕駕駕駛駛駛駛救生救生救生救生艇艇艇艇冒冒冒冒著著著著三號風三號風三號風三號風球球球球（（（（其其其其實實實實在在在在途途途途中中中中已轉已轉已轉已轉成成成成八八八八號號號號））））回回回回航航航航海下海下海下海下，，，，途途途途中中中中頂頂頂頂著著著著

大大大大浪浪浪浪，，，，先先先先後兩後兩後兩後兩台台台台船船船船尾尾尾尾機都機都機都機都熄熄熄熄了了了了火火火火。。。。幾幾幾幾經經經經掙扎掙扎掙扎掙扎，，，，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用用用用槳爬槳爬槳爬槳爬近近近近岸岸岸岸邊邊邊邊，，，，下了下了下了下了錨錨錨錨固固固固定船後定船後定船後定船後游游游游泳泳泳泳上岸經灣上岸經灣上岸經灣上岸經灣仔仔仔仔跑跑跑跑回海下回海下回海下回海下。。。。    

    

另外一另外一另外一另外一次次次次與海谷與海谷與海谷與海谷無無無無關關關關，，，，這這這這次次次次是在是在是在是在斬竹斬竹斬竹斬竹灣灣灣灣當教練當教練當教練當教練，，，，當當當當三號風三號風三號風三號風球球球球懸懸懸懸掛掛掛掛後後後後，，，，駕駕駕駕駛駛駛駛救生救生救生救生艇艇艇艇將將將將所所所所有學員的風帆有學員的風帆有學員的風帆有學員的風帆驅趕驅趕驅趕驅趕回回回回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途途途途中中中中，，，，突突突突然然然然發發發發現現現現船船船船尾尾尾尾機機機機上的上的上的上的螺旋槳螺旋槳螺旋槳螺旋槳因因因因為保為保為保為保險拴斷裂險拴斷裂險拴斷裂險拴斷裂而而而而脫脫脫脫落落落落了了了了。。。。任任任任憑憑憑憑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努力也無努力也無努力也無努力也無法法法法用用用用船船船船槳爬槳爬槳爬槳爬近近近近岸岸岸岸邊邊邊邊。。。。幸幸幸幸好當好當好當好當時時時時

有有有有反反反反偷偷偷偷渡渡渡渡的的的的英軍橡英軍橡英軍橡英軍橡皮皮皮皮艇艇艇艇在在在在附附附附近近近近巡邏巡邏巡邏巡邏，，，，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居居居居然有後備的然有後備的然有後備的然有後備的螺旋槳替螺旋槳替螺旋槳替螺旋槳替我我我我裝裝裝裝上上上上，，，，我我我我才能才能才能才能脫險脫險脫險脫險。。。。    

    

加加加加入入入入海谷風帆海谷風帆海谷風帆海谷風帆教練教練教練教練行行行行列列列列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     

最初最初最初最初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是是是是還還還還債債債債：：：：我我我我覺覺覺覺得我是得我是得我是得我是欠欠欠欠了了了了野野野野谷中心谷中心谷中心谷中心各各各各義義義義務務務務風帆風帆風帆風帆教練教練教練教練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情情情情債債債債，，，，我有責任我有責任我有責任我有責任將將將將我學到的我學到的我學到的我學到的教教教教予予予予其其其其他他他他年年年年輕輕輕輕

人人人人。。。。所所所所以當高理以當高理以當高理以當高理灝博灝博灝博灝博士士士士（（（（DDDDrrrr ....     MikeMikeMikeMike     CollierCollierCollierCollier））））邀邀邀邀請我請我請我請我入入入入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我是義不我是義不我是義不我是義不容容容容辭辭辭辭的的的的。。。。何何何何況況況況我很我很我很我很享享享享受受受受駕駕駕駕駛駛駛駛風帆的樂風帆的樂風帆的樂風帆的樂趣趣趣趣，，，，

也也也也希希希希望望望望與與與與他他他他人人人人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當當當當然我然我然我然我也也也也很很很很佩佩佩佩服服服服高理高理高理高理灝伉儷灝伉儷灝伉儷灝伉儷的的的的精精精精神與神與神與神與魄魄魄魄力力力力，，，，凡凡凡凡事事事事無論無論無論無論多大多大多大多大困困困困難落難落難落難落到到到到他他他他們們們們手裏手裏手裏手裏，，，，他他他他們們們們總總總總是舉是舉是舉是舉重重重重若若若若輕輕輕輕，，，，輕輕輕輕鬆鬆鬆鬆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我我我我觀觀觀觀察察察察到到到到以以以以後後後後幾幾幾幾位海谷中心的位海谷中心的位海谷中心的位海谷中心的掌掌掌掌舵舵舵舵人的處人的處人的處人的處事事事事作風作風作風作風總總總總有有有有些些些些高理高理高理高理灝灝灝灝的的的的影影影影子子子子。。。。    

    

感感感感言言言言     

風帆風帆風帆風帆這這這這種種種種運運運運動動動動，，，，帶帶帶帶給給給給我的不我的不我的不我的不僅僅僅僅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嗜嗜嗜嗜好好好好，，，，還還還還帶帶帶帶給給給給我一群我一群我一群我一群好好好好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我在中學時我在中學時我在中學時我在中學時曾曾曾曾經很經很經很經很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嘗嘗嘗嘗試試試試讀讀讀讀聖聖聖聖經經經經，，，，但但但但沒沒沒沒有有有有

感感感感應應應應，，，，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共鳴共鳴共鳴共鳴。。。。從從從從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共共共共事事事事的一群朋友的一群朋友的一群朋友的一群朋友身身身身上上上上，，，，我體會到人我體會到人我體會到人我體會到人性性性性美美美美善善善善的一的一的一的一面面面面。。。。我我我我現現現現在在在在相相相相信是上信是上信是上信是上主主主主指指指指派派派派他他他他們們們們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靈靈靈靈性性性性的成長的的成長的的成長的的成長的。。。。容容容容許許許許我在我在我在我在這這這這裡裡裡裡感感感感謝謝謝謝各各各各位位位位：：：：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各各各各位在我位在我位在我位在我近近近近年的人生年的人生年的人生年的人生低低低低潮潮潮潮中中中中紛紛伸紛紛伸紛紛伸紛紛伸出出出出援援援援手手手手！！！！     

    

    

恩恩恩恩 典典典典 匆匆匆匆 匆匆匆匆 三三三三 十十十十 年年年年 – CHANGE  Tak  

 



「「「「改改改改變變變變」」」」是今年是今年是今年是今年美美美美國國國國民民民民主主主主黨總統黨總統黨總統黨總統候選候選候選候選人人人人奧奧奧奧巴馬巴馬巴馬巴馬的的的的競競競競選選選選口口口口號號號號。。。。但但但但真真真真不不不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改改改改變變變變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甚麼要要要要改改改改變變變變？？？？美美美美國國國國需需需需要要要要怎怎怎怎樣樣樣樣

去去去去改改改改變變變變？？？？縱縱縱縱觀觀觀觀美美美美國國國國的的的的現現現現況況況況，，，，衍衍衍衍生生生生金融投金融投金融投金融投資工資工資工資工具具具具引引引引發發發發的的的的金融金融金融金融海海海海嘯嘯嘯嘯，，，，已已已已經經經經使美使美使美使美國面國面國面國面臨臨臨臨經經經經濟濟濟濟衰退衰退衰退衰退。。。。又又又又因因因因伊伊伊伊拉拉拉拉克克克克戰戰戰戰爭爭爭爭，，，，國國國國庫庫庫庫

變變變變得得得得空空空空虛虛虛虛，，，，亦亦亦亦使美使美使美使美國更國更國更國更不受其不受其不受其不受其他他他他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民民民民眾眾眾眾的的的的尊尊尊尊重重重重。。。。「「「「改改改改變變變變」」」」會會會會否否否否使美使美使美使美國國國國人人人人步步步步向美向美向美向美好好好好，，，，還還還還是是是是更更更更加加加加惡劣惡劣惡劣惡劣？？？？似似似似乎乎乎乎仍是不仍是不仍是不仍是不能能能能

肯肯肯肯定定定定。。。。 

 

相反相反相反相反，，，，在在在在步步步步伐伐伐伐急急急急促促促促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人人人人人人人人都都都都覺覺覺覺得得得得變化變化變化變化太太太太多了多了多了多了，，，，都都都都期期期期盼盼盼盼能能能能停停停停下下下下來來來來喘喘喘喘一一一一口氣口氣口氣口氣。。。。盼盼盼盼望望望望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改改改改變變變變，，，，而而而而是安是安是安是安寧寧寧寧。。。。 

 

一一一一轉轉轉轉眼眼眼眼，，，，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就就就就過過過過去去去去了了了了。。。。海谷中心的人和海谷中心的人和海谷中心的人和海谷中心的人和事事事事，，，，經歷了不少經歷了不少經歷了不少經歷了不少改改改改變變變變。。。。 

 

以前以前以前以前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我我我我無無無無緣親緣親緣親緣親身身身身探探探探訪訪訪訪，，，，現現現現在大在大在大在大水坑已水坑已水坑已水坑已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幢幢幢幢幢幢幢幢高高高高樓樓樓樓大大大大廈廈廈廈。。。。從從從從舊照片舊照片舊照片舊照片中中中中，，，，只只只只能知能知能知能知悉悉悉悉當當當當時的中心時的中心時的中心時的中心，，，，是是是是臨臨臨臨時時時時

搭搭搭搭建的建的建的建的帳篷帳篷帳篷帳篷。。。。雖雖雖雖然簡然簡然簡然簡陋陋陋陋，，，，但但但但卻卻卻卻是是是是別別別別有風有風有風有風味味味味。。。。從從從從沙田沙田沙田沙田搬搬搬搬遷遷遷遷到海下到海下到海下到海下，，，，第第第第一大一大一大一大缺缺缺缺點點點點，，，，是地處是地處是地處是地處偏偏偏偏遠遠遠遠，，，，交通交通交通交通極極極極之之之之極極極極之不之不之不之不方便方便方便方便：：：：

除除除除了自了自了自了自己己己己駕駕駕駕車車車車之外之外之外之外，，，，每每每每次只次只次只次只能能能能從從從從西貢西貢西貢西貢坐坐坐坐 94 號號號號巴巴巴巴士士士士，，，，在在在在高塘落車高塘落車高塘落車高塘落車，，，，再步再步再步再步行行行行 45 分分分分鐘鐘鐘鐘到中心到中心到中心到中心。。。。當當當當時海下名不見經傳時海下名不見經傳時海下名不見經傳時海下名不見經傳，，，，只只只只

是一是一是一是一條幾條幾條幾條幾戶人戶人戶人戶人家家家家的的的的小村落小村落小村落小村落。。。。曾曾曾曾經有一經有一經有一經有一段段段段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有有有有雙雙雙雙層層層層巴巴巴巴士士士士及及及及小小小小巴開巴開巴開巴開通通通通，，，，但但但但最最最最後後後後都都都都因因因因乘乘乘乘客客客客不足不足不足不足而而而而停停停停駛駛駛駛。。。。 

 

但一但一但一但一片片片片珊瑚珊瑚珊瑚珊瑚礁礁礁礁，，，，就使就使就使就使中心交通中心交通中心交通中心交通馬馬馬馬上得到解上得到解上得到解上得到解決決決決。。。。海岸公園的設立海岸公園的設立海岸公園的設立海岸公園的設立，，，，使使使使小小小小巴巴巴巴每每每每 30 分分分分鐘鐘鐘鐘一一一一班班班班來來來來往海下和西貢往海下和西貢往海下和西貢往海下和西貢。。。。我我我我討討討討厭厭厭厭

珊瑚帶珊瑚帶珊瑚帶珊瑚帶來來來來的種種的種種的種種的種種法法法法例例例例和和和和管制管制管制管制，，，，更更更更憎惡憎惡憎惡憎惡遊遊遊遊客客客客的的的的喧喧喧喧鬧鬧鬧鬧和和和和污染污染污染污染，，，，但但但但使使使使珊瑚生長的是上珊瑚生長的是上珊瑚生長的是上珊瑚生長的是上帝帝帝帝，，，，中心得到的交通中心得到的交通中心得到的交通中心得到的交通便便便便捷捷捷捷，，，，是上是上是上是上帝帝帝帝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典典典典，，，，這這這這使使使使我我我我明明明明白白白白，，，，要要要要懷懷懷懷著著著著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去去去去忍忍忍忍受和受和受和受和享享享享受受受受。。。。 

 

中心與外間中心與外間中心與外間中心與外間教教教教會會會會協協協協辦的活動辦的活動辦的活動辦的活動越越越越來來來來越越越越多多多多，，，，性性性性質質質質也也也也不不不不限限限限於風帆遠足於風帆遠足於風帆遠足於風帆遠足，，，，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也也也也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團契團契團契團契、、、、陸陸陸陸上歷奇上歷奇上歷奇上歷奇、、、、青青青青年中心的年中心的年中心的年中心的各各各各類類類類

戶戶戶戶內內內內戶外戶外戶外戶外節節節節目目目目，，，，當當當當然然然然也也也也有為有為有為有為觀賞觀賞觀賞觀賞珊瑚珊瑚珊瑚珊瑚而而而而來來來來的的的的……氣氣氣氣候候候候變變變變暖暖暖暖，，，，對對對對人和人和人和人和世世世世界界界界都都都都有有有有害害害害處處處處。。。。但但但但卻使卻使卻使卻使中心夏天中心夏天中心夏天中心夏天可可可可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水水水水上活動上活動上活動上活動

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變變變變得得得得比比比比以前以前以前以前長長長長。。。。從從從從復復復復活活活活節前節前節前節前到到到到重重重重陽陽陽陽節節節節後後後後，，，，因因因因天天天天氣氣氣氣較較較較往往往往常常常常熱熱熱熱，，，，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水水水水上活動的時上活動的時上活動的時上活動的時段段段段，，，，拉拉拉拉長長長長達達達達到到到到 7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今年海谷中心的今年海谷中心的今年海谷中心的今年海谷中心的使使使使用用用用量量量量，，，，是是是是幾幾幾幾乎乎乎乎每每每每禮拜六禮拜六禮拜六禮拜六、、、、日日日日都都都都要有職員要有職員要有職員要有職員當值當值當值當值。。。。 

 



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環境環境環境環境，，，，也也也也有不少的有不少的有不少的有不少的轉轉轉轉變變變變：：：：民政民政民政民政署署署署出出出出資資資資興興興興建的三建的三建的三建的三合合合合土土土土小小小小徑徑徑徑，，，，現代現代現代現代化化化化的的的的洗洗洗洗手手手手間間間間，，，，水水水水泥泥泥泥鋪鋪鋪鋪設的設的設的設的露露露露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台台台台，，，，鋁金鋁金鋁金鋁金

屬屬屬屬板柱板柱板柱板柱搭搭搭搭建的職員建的職員建的職員建的職員帳帳帳帳棚棚棚棚……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並並並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以以以以往的一個往的一個往的一個往的一個模模模模樣樣樣樣。。。。但但但但更重更重更重更重要的要的要的要的，，，，不是中心義工或職員有不是中心義工或職員有不是中心義工或職員有不是中心義工或職員有許許許許多的建設多的建設多的建設多的建設，，，，或或或或

是中心是中心是中心是中心可可可可動動動動用用用用的資的資的資的資源源源源越越越越來來來來越越越越多多多多，，，，而而而而是中心職員在信仰上的是中心職員在信仰上的是中心職員在信仰上的是中心職員在信仰上的改改改改變變變變。。。。 

 

還記還記還記還記得得得得現現現現任任任任「「「「校校校校長長長長」」」」接接接接手手手手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好好好好像像像像就只就只就只就只有有有有她她她她和另外一兩位義工是基督徒和另外一兩位義工是基督徒和另外一兩位義工是基督徒和另外一兩位義工是基督徒。。。。與海谷是基督與海谷是基督與海谷是基督與海谷是基督教教教教非非非非牟利團體牟利團體牟利團體牟利團體

的的的的宣宣宣宣稱稱稱稱，，，，實實實實際際際際上有上有上有上有點點點點不不不不相相相相乎乎乎乎。。。。經過經過經過經過這這這這許許許許多年後多年後多年後多年後，，，，基督徒職員的數目基督徒職員的數目基督徒職員的數目基督徒職員的數目，，，，在不在不在不在不知知知知不不不不覺覺覺覺之間之間之間之間，，，，變變變變成了成了成了成了絕絕絕絕大多數大多數大多數大多數。。。。職員的目職員的目職員的目職員的目

標標標標，，，，也也也也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轉轉轉轉向向向向，，，，尋找尋找尋找尋找上上上上帝帝帝帝的的的的悅悅悅悅納納納納和帶和帶和帶和帶領領領領。。。。我我我我覺覺覺覺得得得得這這這這是上是上是上是上帝帝帝帝，，，，在在在在這這這這三十年間三十年間三十年間三十年間，，，，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所所所所作的作的作的作的最最最最大神大神大神大神蹟蹟蹟蹟。。。。十年十年十年十年樹樹樹樹木木木木，，，，

百百百百年年年年樹樹樹樹人人人人，，，，而而而而上上上上帝帝帝帝只只只只用用用用了三十年了三十年了三十年了三十年！！！！ 

 

期期期期盼盼盼盼今日的海谷中心今日的海谷中心今日的海谷中心今日的海谷中心，，，，能以能以能以能以互互互互愛和愛和愛和愛和對對對對人人人人、、、、上上上上帝帝帝帝的的的的尊尊尊尊重重重重，，，，招招招招聚聚聚聚更更更更多的多的多的多的新新新新血血血血，，，，跨越跨越跨越跨越另外一個三十年另外一個三十年另外一個三十年另外一個三十年。。。。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單單單單親母親母親母親母

親親親親，，，，在得在得在得在得獎獎獎獎後的一個後的一個後的一個後的一個分享分享分享分享，，，，使使使使我感受我感受我感受我感受良良良良多多多多，，，，願與願與願與願與各各各各位海谷人位海谷人位海谷人位海谷人互勉互勉互勉互勉：：：： 

越越越越看看看看困困困困難難難難，，，，越越越越是是是是困困困困難難難難，，，， 

越越越越想想想想痛苦痛苦痛苦痛苦，，，，越越越越感感感感痛苦痛苦痛苦痛苦，，，， 

越越越越計計計計恩恩恩恩典典典典，，，，越越越越多恩多恩多恩多恩典典典典。。。。 

 

 

恩典太美麗恩典太美麗恩典太美麗恩典太美麗        公公公公仔仔仔仔     

    

在在在在這這這這個海谷三十個海谷三十個海谷三十個海谷三十周周周周年的大日年的大日年的大日年的大日子子子子，，，，讓讓讓讓我數我數我數我數算算算算一下海谷中心一下海谷中心一下海谷中心一下海谷中心近近近近年的大恩年的大恩年的大恩年的大恩典典典典────────中心設中心設中心設中心設施改善施改善施改善施改善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這這這這個工程個工程個工程個工程從從從從構構構構思思思思

到完到完到完到完成成成成都都都都滿滿滿滿有神的恩有神的恩有神的恩有神的恩典典典典。。。。    

    

過往數年過往數年過往數年過往數年，，，，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都都都都受到受到受到受到門門門門前前前前破破破破爛爛爛爛的的的的小小小小徑徑徑徑及及及及殘殘殘殘舊舊舊舊的設的設的設的設施困擾施困擾施困擾施困擾。。。。但但但但 2006200620062006 年海谷中心得到年海谷中心得到年海谷中心得到年海谷中心得到民政民政民政民政署署署署翻新翻新翻新翻新門門門門前小前小前小前小徑徑徑徑

後後後後，，，，海谷職員們感受到神要繼續海谷職員們感受到神要繼續海谷職員們感受到神要繼續海谷職員們感受到神要繼續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中心設中心設中心設中心設施改善施改善施改善施改善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被被被被提提提提上上上上綱綱綱綱來來來來，，，，在祂的帶在祂的帶在祂的帶在祂的帶領領領領下下下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四四四四人的設人的設人的設人的設施施施施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小小小小組在組在組在組在 2006200620062006 年月年月年月年月底底底底成立成立成立成立，，，，負責設負責設負責設負責設計計計計細節細節細節細節及及及及籌募籌募籌募籌募經費等經費等經費等經費等。。。。由於由於由於由於預預預預算算算算的經費有的經費有的經費有的經費有限限限限，，，，而而而而且且且且法法法法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序繁序繁序繁序繁複複複複，，，，小小小小組組組組決決決決定定定定第第第第



一期的設一期的設一期的設一期的設施改善施改善施改善施改善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只只只只會會會會改改改改建建建建浴室浴室浴室浴室、、、、加建加建加建加建洗洗洗洗手手手手間及間及間及間及改善改善改善改善排排排排水水水水等等等等，，，，房舍的房舍的房舍的房舍的重重重重建要建要建要建要押押押押後至下一個後至下一個後至下一個後至下一個階階階階段段段段，，，，而而而而當當當當時中心時中心時中心時中心可用可用可用可用

的經費的經費的經費的經費只只只只有有有有預預預預期期期期開開開開支支支支的三的三的三的三分分分分之一之一之一之一，，，，開開開開展展展展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工程很大程工程很大程工程很大程工程很大程度度度度是是是是靠靠靠靠着着着着大大大大家對家對家對家對神的信心神的信心神的信心神的信心。。。。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尋找尋找尋找尋找建建建建築築築築公公公公司承司承司承司承接接接接工程時工程時工程時工程時，，，，因因因因為海下地為海下地為海下地為海下地點點點點偏偏偏偏遠遠遠遠，，，，願意願意願意願意承承承承接接接接工程的建工程的建工程的建工程的建築築築築公公公公司司司司並並並並不多不多不多不多。。。。本本本本想想想想找找找找個個個個常常常常為海下為海下為海下為海下村村村村民民民民

建建建建村村村村屋屋屋屋的公的公的公的公司司司司，，，，但但但但因因因因他他他他們們們們不不不不懂懂懂懂也也也也不願為我們不願為我們不願為我們不願為我們做做做做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詳細詳細詳細詳細的報的報的報的報價價價價，，，，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唯唯唯唯有有有有放放放放棄棄棄棄，，，，失失失失望望望望之之之之餘餘餘餘，，，，小小小小組組組組只只只只有繼續有繼續有繼續有繼續禱禱禱禱告告告告。。。。那那那那

時正時正時正時正當當當當門門門門前小前小前小前小徑徑徑徑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剛剛剛剛完成完成完成完成，，，，蝦蝦蝦蝦米米米米建建建建議碰碰議碰碰議碰碰議碰碰運運運運氣氣氣氣問問問問那那那那個個個個承承承承造造造造小路小路小路小路的建的建的建的建築築築築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幾幾幾幾經經經經波折波折波折波折，，，，終終終終於於於於找找找找到到到到那那那那個建個建個建個建築築築築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但但但但他他他他們是們是們是們是慣慣慣慣做做做做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要我們有要我們有要我們有要我們有詳細詳細詳細詳細的的的的圖圖圖圖則則則則，，，，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只只只只有有有有把唯把唯把唯把唯一的簡一的簡一的簡一的簡圖圖圖圖給給給給他他他他們報們報們報們報價價價價，，，，收到報收到報收到報收到報價價價價後後後後，，，，再再再再一一一一次把次把次把次把

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希希希希望粉望粉望粉望粉碎碎碎碎────────那那那那個個個個價價價價錢錢錢錢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預預預預算算算算的兩的兩的兩的兩倍倍倍倍，，，，想想想想想想想想當當當當時時時時籌募預籌募預籌募預籌募預算算算算的費的費的費的費用已用已用已用已沒沒沒沒有十足有十足有十足有十足把把把把握握握握，，，，何何何何況況況況是兩是兩是兩是兩倍倍倍倍的的的的價價價價錢錢錢錢

呢呢呢呢！！！！     

    

但我們但我們但我們但我們再再再再一一一一次次次次看看看看見神的恩見神的恩見神的恩見神的恩典典典典，，，，那那那那個建個建個建個建築築築築公公公公司司司司負責負責負責負責門門門門前小前小前小前小徑徑徑徑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科科科科文文文文，，，，向向向向我們建我們建我們建我們建議聘議聘議聘議聘用用用用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小路小路小路小路的的的的分分分分判判判判公公公公司司司司，，，，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那分那分那分那分判判判判公公公公司司司司是一間是一間是一間是一間小小小小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對對對對設設設設計計計計圖圖圖圖則的要則的要則的要則的要求求求求不不不不高高高高，，，，也也也也對對對對我們的工程有我們的工程有我們的工程有我們的工程有興興興興趣趣趣趣，，，，後後後後來來來來經過經過經過經過討價討價討價討價還還還還價價價價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還還還還有有有有

修修修修改改改改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舊舊舊舊有的設有的設有的設有的設計計計計圖圖圖圖則則則則，，，，最最最最後報後報後報後報價價價價與我們的與我們的與我們的與我們的預預預預算算算算相相相相差差差差不遠不遠不遠不遠，，，，在在在在 2007200720072007 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頭終頭終頭終頭終於與於與於與於與那分那分那分那分判判判判公公公公司訂司訂司訂司訂立立立立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合約合約合約合約。。。。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即將即將即將即將開開開開展展展展，，，，需需需需要有一位職員每要有一位職員每要有一位職員每要有一位職員每星星星星期定時期定時期定時期定時視視視視察察察察進進進進度度度度，，，，剛剛剛剛好好好好我的工作由於等我的工作由於等我的工作由於等我的工作由於等待待待待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合合合合併併併併而而而而閒閒閒閒下下下下來來來來，，，，CallyCallyCallyCally 也也也也正在正在正在正在

懷懷懷懷孕孕孕孕休休休休假假假假中中中中，，，，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我我我我倆倆倆倆都都都都能能能能每個每個每個每個星星星星期期期期抽抽抽抽時間到海谷見時間到海谷見時間到海谷見時間到海谷見證着證着證着證着工程及海谷的工程及海谷的工程及海谷的工程及海谷的蛻蛻蛻蛻化化化化過程過程過程過程，，，，同一時間同一時間同一時間同一時間，，，，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被被被被稅務稅務稅務稅務局局局局批批批批

核核核核成為一個成為一個成為一個成為一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豁豁豁豁免免免免稅稅稅稅項的慈項的慈項的慈項的慈善善善善機機機機構構構構，，，，這這這這個個個個批批批批核核核核更更更更鼓勵鼓勵鼓勵鼓勵了我們了我們了我們了我們，，，，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正正正正式式式式以以以以非非非非牟利慈牟利慈牟利慈牟利慈善善善善機機機機構構構構的名義的名義的名義的名義向向向向眾眾眾眾人人人人

募捐募捐募捐募捐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重重重重建過程中建過程中建過程中建過程中也也也也不是一帆風不是一帆風不是一帆風不是一帆風順順順順的的的的，，，，那那那那公公公公司判司判司判司判頭頭頭頭曾曾曾曾訴訴訴訴說他說他說他說他估估估估不到要不到要不到要不到要用那用那用那用那麼麼麼麼多多多多泥泥泥泥頭頭頭頭建建建建造造造造中心的地中心的地中心的地中心的地台台台台，，，，需需需需要要要要從從從從大大大大埔埔埔埔運運運運大大大大

量泥量泥量泥量泥頭頭頭頭到海下到海下到海下到海下，，，，虛耗虛耗虛耗虛耗不少時間與不少時間與不少時間與不少時間與金錢金錢金錢金錢。。。。如如如如何何何何重重重重建職員建職員建職員建職員帳篷也帳篷也帳篷也帳篷也有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但經但經但經但經討討討討論論論論後後後後，，，，最終最終最終最終都都都都能能能能在我們的在我們的在我們的在我們的預預預預算算算算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內內內內完成完成完成完成，，，，而而而而工程完成時工程完成時工程完成時工程完成時也也也也籌募籌募籌募籌募到足到足到足到足夠夠夠夠的經費的經費的經費的經費。。。。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3333 月中月中月中月中，，，，終終終終於完成了於完成了於完成了於完成了整整整整項工程項工程項工程項工程，，，，現現現現在的海谷中心在的海谷中心在的海谷中心在的海谷中心已已已已有有有有 3333 個個個個洗洗洗洗手手手手間間間間，，，，6666 個個個個浴室浴室浴室浴室，，，，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全新全新全新全新的職員的職員的職員的職員休休休休息帳息帳息帳息帳

篷篷篷篷，，，，一大一大一大一大片片片片石屎石屎石屎石屎地地地地可供可供可供可供活動及活動及活動及活動及燒烤燒烤燒烤燒烤用途用途用途用途，，，，也也也也不不不不用用用用擔擔擔擔心大心大心大心大雨雨雨雨時會時會時會時會被被被被泥濘泥濘泥濘泥濘浸浸浸浸沒沒沒沒戶外的地戶外的地戶外的地戶外的地方方方方，，，，神的恩神的恩神的恩神的恩典典典典真真真真是是是是可可可可察察察察見見見見可可可可觸觸觸觸摸摸摸摸

的的的的。。。。    

    

    

    

    

    

    

    

    

在在在在未來未來未來未來的日的日的日的日子子子子，，，，我們不但會繼續我們不但會繼續我們不但會繼續我們不但會繼續重重重重建海谷中心的房舍建海谷中心的房舍建海谷中心的房舍建海谷中心的房舍，，，，更重更重更重更重要是建立要是建立要是建立要是建立各各各各人人人人對對對對神的信心神的信心神的信心神的信心。。。。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重重重重建海谷中心房舍建海谷中心房舍建海谷中心房舍建海谷中心房舍

的基的基的基的基金金金金現已現已現已現已成立成立成立成立，，，，盼盼盼盼望各望各望各望各位有心人位有心人位有心人位有心人能能能能繼續繼續繼續繼續支支支支持持持持海谷海谷海谷海谷，，，，支支支支持持持持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你你你你的的的的支支支支持持持持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是是是是捐捐捐捐款款款款作作作作重重重重建的基建的基建的基建的基金金金金，，，，也也也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是是是是

積積積積極支極支極支極支持持持持海谷的活動海谷的活動海谷的活動海谷的活動，，，，盼盼盼盼望望望望十年後十年後十年後十年後你你你你我我我我都都都都會會會會看看看看到神到神到神到神對對對對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更更更更大的恩大的恩大的恩大的恩典典典典。。。。    

    

    

Journey        Cindy, Oct. 2008 
 

The first course I attended was TAC4, an elementary sailing course. Sailing was fun. Though the facility was 

simple, the warmth of the staff and the delicious meal was sufficient to keep me back for many years. There was some 

magic in the centre. It was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centres that I had visited before. TAC gave m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stay close to the nature. I enjoyed the beauty of the nature. Yet it took me many years to see beyond 

the creation, and be grateful to the Creator.    

 



 “Higher Hand” was one of the favourite hymns used on Sunday morning worships at those times. It is the Higher 

Hand that overlooked TAC for the last 30 years. Perhaps wisdom comes with ages. I am now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agic that makes TAC special. There is a source for the magic - the Higher Hand. He enables the staff to service even 

in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 have been suffered from poor health for the last thirteen months. At one stage, I asked if God was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With God’s grace, He took away my doubt and saved me from my unbelief. Through the trial, I have 

learnt more about faith, love and hope. The trial has now become a blessing. I am not sure when I shall be fully 

recovered. Yet I do know without the love and hope in Jesus Christ, the journey that I have travelled in the last 

thirteen months would be very much harder. 

 

Ps. Dear friends, my condition has improved recently. Otherwise I would not be able to submit my writing. Thank You. 

 

 

TAC 3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更更更更加加加加帆帆帆帆 

 

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 (TAC) 30 周周周周年年年年，，，，有有有有什什什什麼麼麼麼感感感感想想想想? 哈哈哈哈，，，，實實實實在在在在唔敢唔敢唔敢唔敢想想想想! 通通通通脹脹脹脹、、、、經經經經濟濟濟濟低迷低迷低迷低迷，，，，最好最好最好最好去去去去 sail。。。。人生不人生不人生不人生不如如如如意意意意事事事事，，，，十十十十常常常常

八八八八九九九九。。。。故故故故此此此此，，，，我我我我覺覺覺覺得得得得呢呢呢呢個個個個筆筆筆筆名名名名都都都都幾幾幾幾貼切貼切貼切貼切（（（（一一一一笑笑笑笑）。）。）。）。 

 

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  (TAC) 30 周周周周年年年年，，，，是是是是應應應應該該該該慶慶慶慶祝祝祝祝的的的的。。。。新新新新的的的的浴室浴室浴室浴室洗洗洗洗手手手手間間間間、、、、新新新新的地的地的地的地台台台台；；；；所所所所以以以以話話話話呢呢呢呢 ---參加者的意見是會參加者的意見是會參加者的意見是會參加者的意見是會落實落實落實落實

的的的的。。。。海下有大自然的山和海下有大自然的山和海下有大自然的山和海下有大自然的山和水水水水：：：：山山山山、、、、沙灘沙灘沙灘沙灘、、、、珊瑚珊瑚珊瑚珊瑚、、、、很很很很貴貴貴貴的的的的鄉村鄉村鄉村鄉村商店商店商店商店；；；；盡得天時盡得天時盡得天時盡得天時、、、、地利地利地利地利、、、、人和人和人和人和。。。。Mirror, Topper, X3, 

大大大大老老老老爺爺爺爺都都都都是海谷有的船是海谷有的船是海谷有的船是海谷有的船；；；；海上活動有風帆海上活動有風帆海上活動有風帆海上活動有風帆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班班班班、、、、風帆遠風帆遠風帆遠風帆遠征征征征。。。。我我我我常常常常跟跟跟跟朋友朋友朋友朋友說說說說：：：：『『『『香港夏天香港夏天香港夏天香港夏天都都都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搵搵搵搵到到到到無無無無人的沙灘人的沙灘人的沙灘人的沙灘野野野野

餐餐餐餐?! 是是是是真真真真的的的的。。。。』』』』陸陸陸陸上活動有歷奇上活動有歷奇上活動有歷奇上活動有歷奇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班班班班，，，，行山活動等行山活動等行山活動等行山活動等。。。。 

 



隨隨隨隨遇遇遇遇而而而而安的我安的我安的我安的我，，，，經一位朋友經一位朋友經一位朋友經一位朋友李李李李家家家家榮榮榮榮(Titania) 介紹介紹介紹介紹我參加海谷中心的我參加海谷中心的我參加海谷中心的我參加海谷中心的初初初初級級級級風帆風帆風帆風帆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至今至今至今至今 14 年了年了年了年了。。。。自自自自始始始始愛愛愛愛

上上上上揚揚揚揚帆帆帆帆出出出出海及海及海及海及享享享享受受受受出出出出海海海海飄飄飄飄浮浮浮浮或或或或飛馳飛馳飛馳飛馳。。。。當當當當中中中中更認識更認識更認識更認識到一大到一大到一大到一大班班班班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在在在在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海谷中心不不不不論論論論是工作或是工作或是工作或是工作或玩玩玩玩，，，，我我我我都都都都覺覺覺覺得是得是得是得是享享享享受受受受。。。。有有有有些些些些人人人人認認認認為海谷中心是大自然的地為海谷中心是大自然的地為海谷中心是大自然的地為海谷中心是大自然的地方方方方、、、、是信仰宗是信仰宗是信仰宗是信仰宗教教教教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是是是是

很很很很原原原原始始始始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玩玩玩玩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是是是是做做做做義工的地義工的地義工的地義工的地方方方方、、、、是是是是荒荒荒荒蕪蕪蕪蕪、、、、辛辛辛辛苦苦苦苦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有人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有人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有人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有人情情情情味味味味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我我我我喜喜喜喜

歡歡歡歡在在在在 TAC 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 

 

    

恩恩恩恩 賜賜賜賜 的的的的 好好好好 管管管管 家家家家        Richie 

  

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不不不不覺覺覺覺間間間間，，，，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海谷海谷海谷海谷已已已已經有十多年了經有十多年了經有十多年了經有十多年了。。。。我在一我在一我在一我在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年時年時年時年時，，，，參加海谷舉辦的風帆營參加海谷舉辦的風帆營參加海谷舉辦的風帆營參加海谷舉辦的風帆營。。。。最初最初最初最初走走走走入入入入海谷時海谷時海谷時海谷時，，，，感感感感覺覺覺覺

裏裏裏裏面面面面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很簡很簡很簡很簡陋陋陋陋，，，，既既既既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潔淨潔淨潔淨潔淨的營舍的營舍的營舍的營舍，，，，也沒也沒也沒也沒有有有有舒舒舒舒適適適適的房間的房間的房間的房間，，，，一一一一椅椅椅椅一一一一桌桌桌桌，，，，也都也都也都也都是很是很是很是很殘殘殘殘舊舊舊舊的的的的，，，，如如如如果果果果要要要要用用用用洗洗洗洗手手手手間間間間，，，，那那那那就就就就

更更更更是是是是麻煩麻煩麻煩麻煩，，，，要要要要走走走走到到到到老老老老遠的公遠的公遠的公遠的公厠厠厠厠，，，，回回回回想想想想起來起來起來起來，，，，真真真真教教教教人不人不人不人不可思可思可思可思議議議議呢呢呢呢！！！！但是但是但是但是，，，，這這這這裏裏裏裏確確確確是有是有是有是有它它它它獨獨獨獨特的特的特的特的吸吸吸吸引引引引力力力力。。。。海谷中心在舉海谷中心在舉海谷中心在舉海谷中心在舉

辦活動時辦活動時辦活動時辦活動時，，，，都都都都會有會有會有會有晚晚晚晚會的活動會的活動會的活動會的活動，，，，內容內容內容內容介紹介紹介紹介紹了中心的建立了中心的建立了中心的建立了中心的建立，，，，是是是是最初最初最初最初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對對對對宣宣宣宣教教教教士士士士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加上加上加上加上當當當當時時時時就讀就讀就讀就讀理理理理工學工學工學工學院院院院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

親親親親手手手手建立的建立的建立的建立的，，，，真真真真令令令令人不人不人不人不可思可思可思可思意意意意。。。。在海谷中心在海谷中心在海谷中心在海谷中心裏裏裏裏，，，，我我我我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感受到神的大感受到神的大感受到神的大感受到神的大能能能能，，，，神神神神使使使使用用用用人人人人，，，，必必必必大大加大大加大大加大大加力力力力和和和和賜賜賜賜予予予予恩恩恩恩賜賜賜賜，，，，最重最重最重最重

要是人是要是人是要是人是要是人是否選擇否選擇否選擇否選擇成為恩成為恩成為恩成為恩賜賜賜賜的的的的好好好好管管管管家家家家。。。。 

 

在海谷中心在海谷中心在海谷中心在海谷中心事奉事奉事奉事奉的同工的同工的同工的同工，，，，都都都都十十十十分分分分友友友友善善善善，，，，一同的一同的一同的一同的謝飯謝飯謝飯謝飯，，，，一同的一同的一同的一同的享享享享受神受神受神受神創造創造創造創造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大自然，，，，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片片片片段段段段，，，，都都都都留留留留給給給給人人人人美美美美好好好好

的回的回的回的回憶憶憶憶。。。。由於我個人的工作和由於我個人的工作和由於我個人的工作和由於我個人的工作和讀讀讀讀書書書書的的的的關關關關係係係係，，，，有一有一有一有一段段段段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再入再入再入再入海谷海谷海谷海谷，，，，幸幸幸幸好當好當好當好當時有時有時有時有教教教教會的朋友會的朋友會的朋友會的朋友，，，，仍繼續在海谷仍繼續在海谷仍繼續在海谷仍繼續在海谷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我在完成學我在完成學我在完成學我在完成學業業業業後後後後，，，，得到得到得到得到邀邀邀邀請請請請，，，，再再再再次次次次參加工作營參加工作營參加工作營參加工作營，，，，神神神神像像像像再再再再次使次使次使次使用用用用我我我我呢呢呢呢！！！！在在在在裏裏裏裏面面面面，，，，我學我學我學我學習習習習到的遠到的遠到的遠到的遠比付比付比付比付出出出出的豐的豐的豐的豐富富富富，，，，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愈愈愈愈久久久久，，，，愈愈愈愈覺覺覺覺得自得自得自得自己己己己的不足和的不足和的不足和的不足和渺渺渺渺小小小小，，，，但神的恩但神的恩但神的恩但神的恩賜賜賜賜是是是是無無無無盡的盡的盡的盡的，，，，我我我我決決決決意要意要意要意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的的的的運運運運用用用用。。。。 

 

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裏裏裏裏，，，，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吸吸吸吸引引引引人的地人的地人的地人的地方方方方，，，，就就就就是海谷是海谷是海谷是海谷裏裏裏裏面面面面豐豐豐豐富富富富的的的的饍饍饍饍食食食食。。。。在在在在這這這這裏裏裏裏事奉事奉事奉事奉的大的大的大的大厨厨厨厨，，，，都都都都是是是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優優優優秀秀秀秀的的的的，，，，桌桌桌桌上上上上面面面面的的的的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永永永永遠遠遠遠都都都都是是是是色色色色香香香香味味味味俱俱俱俱存存存存，，，，雖雖雖雖然每天的工作營後然每天的工作營後然每天的工作營後然每天的工作營後，，，，都都都都會帶會帶會帶會帶著著著著疲疲疲疲累累累累的的的的身身身身軀軀軀軀，，，，但是一但是一但是一但是一頓頓頓頓晚飯晚飯晚飯晚飯後後後後，，，，肚肚肚肚子子子子總總總總是是是是滿滿滿滿滿滿滿滿的的的的，，，，真真真真

是感是感是感是感激激激激神神神神賜賜賜賜給給給給蝦蝦蝦蝦米米米米，，，，Yvonne，，，，LuLu，，，，Fanny，，，，Eric，，，，Cally 和和和和桂桂桂桂枝枝枝枝等人的一等人的一等人的一等人的一雙雙雙雙巧巧巧巧手手手手。。。。更重更重更重更重要是要是要是要是，，，，每每每每次次次次入入入入去去去去，，，，都都都都感感感感覺覺覺覺



到海谷到海谷到海谷到海谷像像像像有生有生有生有生命命命命一一一一樣樣樣樣，，，，不不不不斷斷斷斷的的的的改改改改變變變變，，，，不不不不斷斷斷斷的進的進的進的進步步步步，，，，每個每個每個每個事奉事奉事奉事奉者者者者，，，，都都都都被被被被賜賜賜賜予予予予獨獨獨獨立立立立而而而而且且且且美美美美麗麗麗麗的特的特的特的特質質質質，，，，恰恰恰恰好好好好互互互互相相相相補補補補足足足足，，，，互互互互

為為為為肢肢肢肢體體體體，，，，足見神的大足見神的大足見神的大足見神的大能能能能，，，，巧巧巧巧妙妙妙妙和和和和智慧智慧智慧智慧。。。。除除除除了大了大了大了大厨厨厨厨，，，，還還還還有一群有豐有一群有豐有一群有豐有一群有豐富富富富經驗的風帆經驗的風帆經驗的風帆經驗的風帆教練教練教練教練，，，，歷奇歷奇歷奇歷奇導師導師導師導師和行山和行山和行山和行山發發發發燒燒燒燒友友友友，，，，美美美美

文文文文，，，，錦錦錦錦泉泉泉泉，，，，漢泉漢泉漢泉漢泉，，，，公公公公仔仔仔仔，，，，Alexandra，，，，Winnie，，，，冰姐冰姐冰姐冰姐和和和和 Yuen 等人等人等人等人都都都都是恩是恩是恩是恩賜賜賜賜的的的的好好好好管管管管家家家家，，，，在海谷中在海谷中在海谷中在海谷中黙黙黙黙黙黙黙黙事奉事奉事奉事奉，，，，宣宣宣宣揚揚揚揚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隨隨隨隨著著著著海谷的成長海谷的成長海谷的成長海谷的成長，，，，更更更更需需需需要一要一要一要一班班班班新新新新人的加人的加人的加人的加入入入入，，，，Frank，，，，Lucy，，，，50cents，，，，Terry，，，，Tony 都都都都是神的安排是神的安排是神的安排是神的安排，，，，有有有有著著著著神的神的神的神的

帶帶帶帶領領領領，，，，海谷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在以以以以後後後後必必必必能能能能繼續舉繼續舉繼續舉繼續舉辨辨辨辨更更更更多的活動多的活動多的活動多的活動，，，，領領領領人信人信人信人信主主主主。。。。 

    

    

海下小記數則海下小記數則海下小記數則海下小記數則         漢泉漢泉漢泉漢泉     

    

一一一一    

近近近近日到海下為日到海下為日到海下為日到海下為聖誕節四聖誕節四聖誕節四聖誕節四日三日三日三日三夜夜夜夜的的的的野野野野外營會外營會外營會外營會視視視視察察察察地地地地方方方方。。。。在在在在海灘船架位海灘船架位海灘船架位海灘船架位置置置置，，，，看看看看到海岸公園種了到海岸公園種了到海岸公園種了到海岸公園種了幾幾幾幾根根根根告告告告示示示示，，，，指指指指船架的船架的船架的船架的

三三三三合合合合土土土土平平平平台台台台屬屬屬屬私私私私人人人人範範範範圍圍圍圍，，，，且且且且根根根根基不基不基不基不穩穩穩穩，，，，不不不不宜宜宜宜涉涉涉涉足足足足入內入內入內入內。。。。用用用用者者者者如如如如有有有有損傷損傷損傷損傷則則則則事事事事不不不不關關關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三三三三合合合合土土土土平平平平台台台台本本本本不不不不屬屬屬屬此此此此地地地地應應應應有之有之有之有之景觀景觀景觀景觀。。。。該處該處該處該處本本本本來來來來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片片片片草草草草地地地地。。。。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合合合合土土土土平平平平台台台台之設之設之設之設置置置置，，，，亦亦亦亦頗頗頗頗有有有有民民民民間自救之意間自救之意間自救之意間自救之意味味味味。。。。    

海下灣有海下灣有海下灣有海下灣有溪流溪流溪流溪流注注注注入入入入，，，，近近近近岸岸岸岸鹹鹹鹹鹹淡淡淡淡水水水水交交交交匯匯匯匯，，，，前前前前身身身身為為為為蠔蠔蠔蠔田田田田，，，，以以以以人人人人口老口老口老口老化化化化遷遷遷遷移移移移，，，，而而而而荒荒荒荒廢久廢久廢久廢久矣矣矣矣。。。。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何何何何故故故故，，，，沙灘沙沙灘沙沙灘沙沙灘沙粒粒粒粒不不不不斷斷斷斷

流失流失流失流失，，，，致致致致潮浪潮浪潮浪潮浪直直直直湧湧湧湧岸岸岸岸邊邊邊邊草草草草地地地地，，，，日日日日累累累累月月月月積積積積，，，，草草草草地亦地亦地亦地亦漸漸漸漸失失失失，，，，遂遂遂遂有有有有築築築築堤堤堤堤之舉之舉之舉之舉。。。。今日今日今日今日所所所所見之三見之三見之三見之三合合合合土土土土平平平平台台台台應應應應是數是數是數是數次次次次堆壘堆壘堆壘堆壘而而而而成成成成，，，，

並並並並有有有有規模規模規模規模者者者者也也也也。。。。其間其間其間其間，，，，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實實實實無無無無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則一則一則一則一貫貫貫貫其不其不其不其不干干干干預預預預之之之之政政政政策策策策，，，，而而而而聽聽聽聽任任任任民民民民間自行救間自行救間自行救間自行救贖贖贖贖耳耳耳耳。。。。    

    

三三三三    

海下灣之海下灣之海下灣之海下灣之水清水清水清水清而而而而合合合合珊瑚生長珊瑚生長珊瑚生長珊瑚生長，，，，實實實實一大特一大特一大特一大特色色色色及天及天及天及天賜賜賜賜良良良良「「「「源源源源」」」」。。。。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遂遂遂遂有保有保有保有保育育育育之意之意之意之意圖圖圖圖並並並並舉動舉動舉動舉動。。。。先先先先後設後設後設後設置置置置該區為海岸該區為海岸該區為海岸該區為海岸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而而而而大加保大加保大加保大加保育育育育之之之之法法法法規規規規，，，，曾曾曾曾有辦有辦有辦有辦事事事事處於海下處於海下處於海下處於海下村以村以村以村以向向向向到到到到訪訪訪訪巿巿巿巿民民民民解解解解釋釋釋釋海下灣之保海下灣之保海下灣之保海下灣之保育育育育之之之之重重重重要及種種要及種種要及種種要及種種。。。。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何何何何故故故故，，，，今今今今只只只只有有有有限限限限

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平平平平常常常常不大見有工作人員不大見有工作人員不大見有工作人員不大見有工作人員出現出現出現出現。。。。反反反反之之之之，，，，海下海下海下海下暴暴暴暴得大名得大名得大名得大名，，，，每每每每逢逢逢逢假假假假日日日日遊遊遊遊人人人人如如如如鯽鯽鯽鯽，，，，人人人人籟籟籟籟喧喧喧喧囂囂囂囂，，，，亦不亦不亦不亦不復復復復聞聞聞聞天天天天籟籟籟籟之之之之妙韻妙韻妙韻妙韻。。。。    

    



四四四四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功德功德功德功德，，，，已將已將已將已將海下海下海下海下路水路水路水路水務務務務處建處建處建處建築築築築物物物物前前前前之之之之草草草草地地地地移移移移徒徒徒徒，，，，闢闢闢闢作三作三作三作三合合合合土停土停土停土停車車車車場場場場，，，，以以以以利利利利便便便便大大大大型型型型旅旅旅旅遊車遊車遊車遊車停停停停泊泊泊泊。。。。則則則則遊遊遊遊人自人自人自人自可可可可

樂樂樂樂。。。。    

醉翁醉翁醉翁醉翁謂謂謂謂「「「「遊遊遊遊人人人人去而去而去而去而禽鳥禽鳥禽鳥禽鳥樂樂樂樂也也也也，，，，然然然然而而而而禽禽禽禽鳥鳥鳥鳥知知知知山山山山林林林林之樂之樂之樂之樂，，，，而而而而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人之樂人之樂人之樂人之樂」」」」，，，，禽鳥禽鳥禽鳥禽鳥知知知知山山山山林林林林之樂之樂之樂之樂可可可可矣矣矣矣，，，，豈豈豈豈需需需需以知以知以知以知人之樂人之樂人之樂人之樂

為為為為念念念念？？？？且且且且借借借借范范范范文文文文公公公公句句句句，，，，代代代代禽鳥禽鳥禽鳥禽鳥一一一一問問問問：「：「：「：「然則何時然則何時然則何時然則何時可可可可樂樂樂樂耶耶耶耶？」？」？」？」         

    

五五五五     

世世世世界界界界自然保自然保自然保自然保育育育育基基基基金金金金 (WW(WW(WW(WWFFFF))))於海下建中心一於海下建中心一於海下建中心一於海下建中心一座座座座，，，，於海下往灣於海下往灣於海下往灣於海下往灣仔仔仔仔中間位中間位中間位中間位置置置置，，，，憑憑憑憑空而空而空而空而建建建建，，，，靠靠靠靠山山山山邊邊邊邊小路小路小路小路而而而而立立立立，，，，造造造造價價價價所所所所費費費費

幾幾幾幾何何何何，，，，未未未未有資料有資料有資料有資料。。。。唯唯唯唯於自然之中有於自然之中有於自然之中有於自然之中有此此此此文文文文明明明明，，，，亦亦亦亦屬屬屬屬奇奇奇奇觀觀觀觀，，，，而而而而當當當當中中中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聊勝聊勝聊勝聊勝於於於於無而無而無而無而已已已已，，，，直直直直是另一奇是另一奇是另一奇是另一奇觀觀觀觀。。。。建建建建此此此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先先先先

立地基立地基立地基立地基，，，，海海海海床床床床毀焉毀焉毀焉毀焉，，，，再再再再樹樹樹樹樓樓樓樓房房房房，，，，光光光光害害害害生生生生焉焉焉焉、、、、噪噪噪噪音音音音轟轟轟轟然然然然，，，，而而而而海灣之海灣之海灣之海灣之靜靜靜靜水水水水深深深深流流流流不不不不復復復復矣矣矣矣。。。。未知原未知原未知原未知原居居居居之珊瑚得安之珊瑚得安之珊瑚得安之珊瑚得安置置置置遷遷遷遷徒徒徒徒否否否否？？？？

珊瑚有珊瑚有珊瑚有珊瑚有知知知知或或或或笑笑笑笑長長長長江江江江沿沿沿沿岸之岸之岸之岸之居民居民居民居民，，，，以以以以棄棄棄棄小小小小我我我我，，，，成大我之成大我之成大我之成大我之概概概概，，，，揮涕揮涕揮涕揮涕而去而去而去而去，，，，不不不不復復復復歸還歸還歸還歸還之之之之悲悲悲悲。。。。    

    

六六六六     

憶憶憶憶昔昔昔昔初初初初探海下探海下探海下探海下，，，，情情情情貌貌貌貌風風風風味味味味自大自大自大自大異異異異於今日於今日於今日於今日。。。。佇佇佇佇足海足海足海足海邊邊邊邊，，，，看看看看遠處遠處遠處遠處景景景景致致致致，，，，風風風風雲雲雲雲自有自有自有自有可可可可親親親親意意意意味味味味。。。。靜靜靜靜觀觀觀觀自得自得自得自得，，，，想想想想到有到有到有到有以以以以圍圍圍圍

村村村村變變變變遷遷遷遷為為為為題題題題之電之電之電之電視視視視劇劇劇劇集集集集，，，，故故故故事當事當事當事當不不不不離離離離人物人物人物人物情情情情節節節節。。。。但但但但主主主主題題題題曲曲曲曲卻卻卻卻饒饒饒饒有意有意有意有意味味味味。。。。「「「「青青青青山山山山原原原原是我是我是我是我身身身身邊邊邊邊伴伴伴伴，，，，伴伴伴伴著著著著白白白白雲雲雲雲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前前前前。。。。碧碧碧碧

海是我的心中樂海是我的心中樂海是我的心中樂海是我的心中樂，，，，與與與與你你你你風風風風裡裡裡裡渡渡渡渡童童童童年年年年。。。。」」」」黃黃黃黃霑逝矣霑逝矣霑逝矣霑逝矣，，，，再再再再莫莫莫莫有有有有此此此此等等等等佳佳佳佳句句句句。。。。    

    

    

在海谷裡在海谷裡在海谷裡在海谷裡“退休退休退休退休”        泉泉泉泉 

 

與海谷與海谷與海谷與海谷共共共共渡渡渡渡了二十了二十了二十了二十五五五五個個個個寒暑寒暑寒暑寒暑，，，，既既既既是時是時是時是時光光光光飛逝飛逝飛逝飛逝，，，，亦是數亦是數亦是數亦是數算算算算不盡不盡不盡不盡。。。。海谷十週年時海谷十週年時海谷十週年時海谷十週年時應應應應邀邀邀邀寫寫寫寫了一了一了一了一文文文文，，，，題題題題為在海谷為在海谷為在海谷為在海谷裡裡裡裡成成成成

長長長長，，，，說說說說的是少年的是少年的是少年的是少年赤赤赤赤誠誠誠誠，，，，對對對對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的的的的嚮嚮嚮嚮往往往往，，，，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裡領裡領裡領裡領受受受受前前前前輩輩輩輩們的們的們的們的照照照照顧顧顧顧栽培栽培栽培栽培。。。。海谷二十週年時海谷二十週年時海谷二十週年時海谷二十週年時再再再再撰撰撰撰一一一一文文文文，，，，題題題題為在海谷為在海谷為在海谷為在海谷裡裡裡裡

““““事奉事奉事奉事奉””””，，，，論論論論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壯壯壯壯年年年年狂莽狂莽狂莽狂莽，，，，在自我的在自我的在自我的在自我的驅驅驅驅使使使使下下下下，，，，不經意間不經意間不經意間不經意間偏偏偏偏離離離離了了了了海谷海谷海谷海谷正正正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道路道路道路道路。。。。今年今年今年今年給給給給海谷三十週年海谷三十週年海谷三十週年海谷三十週年道道道道賀賀賀賀，，，，最合最合最合最合

適適適適的的的的命命命命題題題題應應應應該是該是該是該是““““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在海谷裡裡裡裡退退退退休休休休””””了了了了。。。。 

 



這裡這裡這裡這裡說說說說的的的的退退退退休休休休，，，，並並並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拿拿拿拿一一一一筆筆筆筆錢錢錢錢後後後後溜溜溜溜走走走走的意的意的意的意思思思思。。。。海谷是海谷是海谷是海谷是非非非非弁弁弁弁利自願團體利自願團體利自願團體利自願團體，，，，所所所所有工作人員有工作人員有工作人員有工作人員既既既既不不不不能能能能白吃白白吃白白吃白白吃白喝喝喝喝，，，，還還還還須須須須

要要要要繳繳繳繳付付付付飲飲飲飲食交通等費食交通等費食交通等費食交通等費用用用用，，，，甚甚甚甚或作或作或作或作出出出出捐捐捐捐款款款款，，，，資資資資助中心建設或助中心建設或助中心建設或助中心建設或發發發發展展展展。。。。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沒沒沒沒有受有受有受有受薪薪薪薪職員職員職員職員，，，，當當當當然然然然就沒就沒就沒就沒有人會有有人會有有人會有有人會有退退退退休休休休金金金金。。。。另另另另

外外外外，，，，海谷的海谷的海谷的海谷的所所所所有工作人員有工作人員有工作人員有工作人員都都都都是自願者是自願者是自願者是自願者，，，，服服服服務務務務並並並並不是基於不是基於不是基於不是基於勞勞勞勞動動動動合約合約合約合約或或或或僱傭僱傭僱傭僱傭關關關關係係係係，，，，加加加加入入入入或或或或退退退退出出出出工作的行工作的行工作的行工作的行列列列列，，，，只只只只須要須要須要須要經經經經週週週週

年大會年大會年大會年大會討討討討論論論論通過通過通過通過便便便便可可可可，，，，沒沒沒沒有特定的有特定的有特定的有特定的退退退退休休休休年年年年齡齡齡齡或或或或規規規規限限限限。。。。我我我我亦亦亦亦沒沒沒沒有要有要有要有要拿拿拿拿一一一一筆筆筆筆錢錢錢錢或或或或溜溜溜溜走走走走的的的的念頭念頭念頭念頭。。。。 

 

但我但我但我但我想想想想確實確實確實確實有有有有需需需需要要要要““““退退退退休休休休””””。。。。海谷成立的海谷成立的海谷成立的海谷成立的本本本本意是作為上意是作為上意是作為上意是作為上帝帝帝帝的的的的殿殿殿殿，，，，透過在大自然透過在大自然透過在大自然透過在大自然裡事奉裡事奉裡事奉裡事奉眾眾眾眾人人人人來來來來彰顯彰顯彰顯彰顯神的榮耀神的榮耀神的榮耀神的榮耀，，，，在在在在

探探探探討討討討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真真真真諦諦諦諦時時時時認識認識認識認識福福福福音音音音。。。。在上在上在上在上帝帝帝帝的的的的殿殿殿殿中中中中，，，，人人人人的位的位的位的位份份份份應應應應該是該是該是該是效效效效法法法法耶穌耶穌耶穌耶穌作作作作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僕僕僕僕人人人人，，，，

既既既既不不不不能能能能喧喧喧喧賓奪賓奪賓奪賓奪主主主主，，，，當當當當然要然要然要然要退退退退避避避避主主主主位位位位，，，，讓讓讓讓神帶神帶神帶神帶領領領領。。。。第第第第一任海谷一任海谷一任海谷一任海谷創創創創辦及辦及辦及辦及主主主主持持持持人人人人 Mike 正正正正

是在神的帶是在神的帶是在神的帶是在神的帶領領領領下下下下來來來來到香港帶職到香港帶職到香港帶職到香港帶職事奉事奉事奉事奉，，，，緊緊的緊緊的緊緊的緊緊的依依依依靠靠靠靠神神神神，，，，在海谷中心建立在海谷中心建立在海谷中心建立在海谷中心建立起起起起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殿殿殿殿。。。。尤尤尤尤

記記記記得得得得當當當當年年年年在在在在他身他身他身他身旁旁旁旁幫幫幫幫忙忙忙忙建建建建造造造造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露露露露台台台台及及及及去去去去水水水水渠渠渠渠，，，，感受到感受到感受到感受到那那那那從從從從未未未未感到感到感到感到過過過過的的的的 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特特特特

質質質質，，，，是是是是良良良良善善善善、、、、喜喜喜喜樂樂樂樂、、、、和和和和平平平平、、、、信信信信實實實實，，，，在在在在各各各各樣樣樣樣的的的的重重重重擔擔擔擔下下下下一一一一身身身身輕輕輕輕省省省省，，，，在在在在複雜複雜複雜複雜的的的的挑戰前挑戰前挑戰前挑戰前滿懷滿懷滿懷滿懷

實實實實在在在在，，，，在生活的每個在生活的每個在生活的每個在生活的每個環節環節環節環節中中中中都都都都充充充充滿滿滿滿盼盼盼盼望望望望，，，，正是一個基督正是一個基督正是一個基督正是一個基督僕僕僕僕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好好好好榜榜榜榜樣樣樣樣。。。。第第第第二任海谷二任海谷二任海谷二任海谷

主主主主持持持持人人人人 Samson 又又又又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傳奇傳奇傳奇傳奇人物人物人物人物，，，，既既既既有有有有強烈強烈強烈強烈的個人風的個人風的個人風的個人風格格格格，，，，滿滿滿滿有生活有生活有生活有生活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散散散散發發發發獨獨獨獨

特的個人特的個人特的個人特的個人魅魅魅魅力力力力，，，，又又又又會會會會謙遜謙遜謙遜謙遜地地地地提提提提醒眾醒眾醒眾醒眾人人人人海谷是海谷是海谷是海谷是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殿殿殿殿，，，，靠靠靠靠的是神的是神的是神的是神所所所所建建建建造造造造及及及及看看看看守守守守，，，，否否否否則人則人則人則人只只只只會會會會枉枉枉枉然然然然勞勞勞勞力力力力儆儆儆儆醒醒醒醒。。。。他他他他不不不不斷斷斷斷追追追追

隨隨隨隨神的神的神的神的道道道道，，，，在在在在澳澳澳澳州州州州完成神學課程後完成神學課程後完成神學課程後完成神學課程後，，，，身身身身任任任任牧牧牧牧者者者者，，，，在大洋在大洋在大洋在大洋州州州州看看看看守守守守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殿殿殿殿。。。。第第第第三任海谷三任海谷三任海谷三任海谷主主主主持持持持人人人人 Hermia 最最最最令令令令人人人人敬敬敬敬

佩佩佩佩的的的的，，，，不不不不單單單單是是是是她精她精她精她精湛湛湛湛的的的的廚廚廚廚藝藝藝藝，，，，更更更更是是是是她她她她那那那那份份份份對對對對神神神神所所所所教教教教導導導導的仰的仰的仰的仰望望望望與與與與持持持持守守守守，，，，雖雖雖雖然然然然眾眾眾眾多多多多士士士士大大大大夫夫夫夫各各各各謀謀謀謀主主主主意意意意，，，，人多意見人多意見人多意見人多意見亂亂亂亂，，，，她她她她仍仍仍仍

能氣能氣能氣能氣定神定神定神定神閑閑閑閑地地地地指指指指出合出合出合出合乎乎乎乎神心意的神心意的神心意的神心意的方向方向方向方向，，，，讓讓讓讓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聲聲聲聲音音音音迴盪迴盪迴盪迴盪在海谷之在海谷之在海谷之在海谷之內內內內，，，，她她她她是神的是神的是神的是神的忠忠忠忠誠誠誠誠僕僕僕僕人人人人。。。。我我我我以前以前以前以前雖雖雖雖然然然然能能能能感受到三位感受到三位感受到三位感受到三位

主主主主持持持持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優優優優點點點點，，，，卻卻卻卻不不不不懂懂懂懂得得得得效效效效法法法法實實實實踐踐踐踐，，，，盲盲盲盲目地目地目地目地按按按按己己己己意意意意而而而而行行行行，，，，以以以以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方方方方法法法法作工作工作工作工，，，，最終最終最終最終是是是是喧喧喧喧賓奪賓奪賓奪賓奪主主主主，，，，雀巢鳩佔雀巢鳩佔雀巢鳩佔雀巢鳩佔，，，，令令令令神的神的神的神的

殿殿殿殿失失失失色色色色。。。。要回要回要回要回歸歸歸歸海谷海谷海谷海谷成立的成立的成立的成立的本本本本意意意意，，，，必必必必須須須須虛虛虛虛心地心地心地心地把把把把自我自我自我自我退退退退去去去去，，，，把把把把己己己己見見見見休休休休止止止止，，，，學學學學習習習習做做做做一個安守一個安守一個安守一個安守本本本本位位位位的的的的僕僕僕僕人人人人。。。。 

 

海谷是一個海谷是一個海谷是一個海谷是一個親親親親近近近近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好好好好地地地地方方方方。。。。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四四四四季在海谷季在海谷季在海谷季在海谷都都都都有有有有明確明確明確明確的的的的彰彰彰彰顯顯顯顯。。。。春春春春潤潤潤潤夏夏夏夏炎炎炎炎、、、、秋秋秋秋爽爽爽爽冬冬冬冬寒寒寒寒，，，，中心是不中心是不中心是不中心是不密密密密封封封封

的建的建的建的建築築築築，，，，結結結結構扎構扎構扎構扎實實實實卻卻卻卻四四四四壁壁壁壁單單單單薄薄薄薄，，，，烈烈烈烈日的日的日的日的餘餘餘餘威威威威，，，，冷冷冷冷風的風的風的風的鋪鋪鋪鋪蓋蓋蓋蓋，，，，在中心在中心在中心在中心裡裡裡裡都都都都能能能能切切切切身身身身體會體會體會體會。。。。海下灣海下灣海下灣海下灣千千千千變變變變萬萬萬萬化化化化。。。。晨曦霧晨曦霧晨曦霧晨曦霧散散散散之之之之

時時時時，，，，水面平水面平水面平水面平靜靜靜靜溫溫溫溫純純純純，，，，是是是是靈靈靈靈修修修修親親親親近主近主近主近主的的的的迦南迦南迦南迦南地地地地；；；；驟驟驟驟雨雨雨雨掩掩掩掩至至至至，，，，海海海海面面面面跳跳跳跳動動動動起起起起萬萬萬萬千千千千銀珠銀珠銀珠銀珠，，，，是是是是難難難難得一見的得一見的得一見的得一見的壯壯壯壯麗麗麗麗時時時時刻刻刻刻，，，，也也也也來來來來不及不及不及不及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洗洗洗洗滌滌滌滌心心心心靈靈靈靈；；；；風風風風暴襲暴襲暴襲暴襲來來來來，，，，滿滿滿滿海海海海翻翻翻翻天天天天巨巨巨巨浪浪浪浪，，，，行船於行船於行船於行船於浪浪浪浪槽槽槽槽間間間間，，，，左左左左右右右右只只只只見兩見兩見兩見兩面水面水面水面水牆牆牆牆，，，，上岸後上岸後上岸後上岸後乍乍乍乍然然然然驚驚驚驚嘆嘆嘆嘆不少不少不少不少陸陸陸陸地沙地沙地沙地沙石石石石被拖被拖被拖被拖

進進進進深深深深海海海海；；；；雨雨雨雨後後後後彩虹彩虹彩虹彩虹，，，，串串串串連連連連起青起青起青起青山山山山綠綠綠綠水水水水晴晴晴晴空空空空，，，，是是是是人人人人手所手所手所手所不不不不能能能能造造造造，，，，科科科科學學學學所所所所不不不不能能能能複複複複製製製製，，，，進進進進化論也化論也化論也化論也不不不不能能能能解解解解釋釋釋釋的的的的；；；；晚空晚空晚空晚空繁繁繁繁星星星星，，，，



北北北北斗斗斗斗牛牛牛牛郎郎郎郎織織織織女女女女錯落錯落錯落錯落於北於北於北於北冕冕冕冕天天天天琴琴琴琴銀銀銀銀河河河河之間之間之間之間，，，，述述述述說說說說著著著著‘‘‘‘the higher hand’’’’的的的的無無無無窮窮窮窮大大大大能能能能。。。。海谷海谷海谷海谷裡裡裡裡的的的的眾眾眾眾人人人人總總總總是是是是忙忙忙忙碌碌碌碌不不不不停停停停，，，，課課課課

程經程經程經程經常也常也常也常也是編排緊是編排緊是編排緊是編排緊密密密密，，，，唯唯唯唯恐恐恐恐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不足不足不足不足，，，，服服服服務務務務不週不週不週不週。。。。在盡在盡在盡在盡情情情情投投投投入各入各入各入各樣樣樣樣活動或活動或活動或活動或欣欣欣欣賞賞賞賞某某某某人人人人表表表表現現現現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焦焦焦焦點點點點與與與與視視視視野已野已野已野已不不不不再再再再

是是是是那那那那無無無無邊邊邊邊際際際際的大自然及其的大自然及其的大自然及其的大自然及其背背背背後的後的後的後的創造創造創造創造主主主主。。。。我我我我以前以前以前以前興興興興幸幸幸幸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才才才才幹幹幹幹不少不少不少不少，，，，能能能能像像像像馬馬馬馬大大大大般般般般在中心在中心在中心在中心出色出色出色出色打打打打點點點點，，，，在在在在別別別別人的人的人的人的賓賓賓賓至至至至

如如如如歸歸歸歸中自得其樂中自得其樂中自得其樂中自得其樂，，，，還還還還抱怨抱怨抱怨抱怨能能能能作工的人不多作工的人不多作工的人不多作工的人不多，，，，未能分未能分未能分未能分擔擔擔擔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勞勞勞勞苦苦苦苦。。。。如如如如今今今今才更能明才更能明才更能明才更能明白白白白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肯肯肯肯定定定定馬馬馬馬利利利利亞亞亞亞的的的的說說說說話話話話，，，，要要要要從從從從眼眼眼眼

前前前前的的的的忙亂忙亂忙亂忙亂勞勞勞勞苦苦苦苦中中中中退退退退休出來休出來休出來休出來，，，，再再再再轉轉轉轉眼眼眼眼觀望觀望觀望觀望那那那那更更更更廣廣廣廣濶濶濶濶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縱縱縱縱身身身身親親親親近近近近那那那那神奇神奇神奇神奇美美美美麗麗麗麗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大自然，，，，細細細細心心心心思索思索思索思索創造創造創造創造主主主主的大的大的大的大能能能能。。。。 

 

在在在在這這這這海谷三十年之海谷三十年之海谷三十年之海谷三十年之際際際際，，，，就就就就讓讓讓讓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再再再再次次次次思考思考思考思考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前前前前所所所所定的目定的目定的目定的目標標標標，，，，回回回回顧顧顧顧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來來來來的的的的努力努力努力努力，，，，一一一一起起起起感受感受感受感受‘‘‘‘退退退退休休休休’’’’之之之之

樂樂樂樂，，，，‘‘‘‘退退退退休休休休’’’’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 

 

    

    

－－－－    完完完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