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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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

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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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谷中心的會海谷中心的會海谷中心的會海谷中心的會

址位於香港其址位於香港其址位於香港其址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海岸公園中一個海岸公園中一個海岸公園中一個海岸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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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瑚和不同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瑚和不同該處生長了數十種熱帶珊瑚和不同

的海洋生物的海洋生物的海洋生物的海洋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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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樸自然簡樸自然簡樸自然簡樸自然。。。。我們會在我們會在我們會在我們會在

秋冬期間進行遠足行山秋冬期間進行遠足行山秋冬期間進行遠足行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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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 / 03 / 2009 工作營工作營工作營工作營 Work Camp TAC716W  

 22 / 03 / 2009 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717F 

 10-11 / 04 / 2009 風風風風帆帆帆帆入門班入門班入門班入門班 Sailing Level I TAC718S  

 19 / 04 / 2009 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 Fellowship TAC719F 

 30 / 4 - 2 / 5 / 2009 歷奇歷奇歷奇歷奇挑挑挑挑戰營戰營戰營戰營 Adventure Challenge Camp TAC720A 

 17 / 05 / 2009 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721F 

 14 / 06 / 2009 風帆風帆風帆風帆遠征遠征遠征遠征 Sailing Long Trip TAC722S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維修體驗營   Work Camp    07-08/03/09  TAC716W 

        在在在在上季的工作日營中上季的工作日營中上季的工作日營中上季的工作日營中，，，，有很多熱心侍奉的義工有很多熱心侍奉的義工有很多熱心侍奉的義工有很多熱心侍奉的義工，，，，幫助幫助幫助幫助完成了不少營舍改善完成了不少營舍改善完成了不少營舍改善完成了不少營舍改善及沙灘船架及沙灘船架及沙灘船架及沙灘船架修修修修建的建的建的建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為為為為準備準備準備準備今季今季今季今季

活動的需要活動的需要活動的需要活動的需要，，，，我們再加設我們再加設我們再加設我們再加設這個本年度最後的工作營這個本年度最後的工作營這個本年度最後的工作營這個本年度最後的工作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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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請請請

於任何時間致電於任何時間致電於任何時間致電於任何時間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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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

址址址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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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告知集合時間並告知集合時間並告知集合時間並告知集合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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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 Fellowship 22/03, 19/04, 17/05/09 



        上一季團契的目標是讓參加者反思生命上一季團契的目標是讓參加者反思生命上一季團契的目標是讓參加者反思生命上一季團契的目標是讓參加者反思生命，，，，包括生命的意義及與神的關係包括生命的意義及與神的關係包括生命的意義及與神的關係包括生命的意義及與神的關係。。。。這一季的團契將會繼續同一主題這一季的團契將會繼續同一主題這一季的團契將會繼續同一主題這一季的團契將會繼續同一主題，，，，透透透透

過對聖經過對聖經過對聖經過對聖經，，，，聖靈和罪等問題的探討聖靈和罪等問題的探討聖靈和罪等問題的探討聖靈和罪等問題的探討，，，，讓參加者讓參加者讓參加者讓參加者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及學及學及學及學習習習習，，，，擴擴擴擴展對展對展對展對相相相相關主題的思關主題的思關主題的思關主題的思考考考考，，，，提高提高提高提高靈命靈命靈命靈命。。。。內容適內容適內容適內容適合在信仰上合在信仰上合在信仰上合在信仰上

有不同進程的朋友有不同進程的朋友有不同進程的朋友有不同進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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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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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或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或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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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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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加人數等資料加人數等資料加人數等資料加人數等資料，，，，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並並並並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告知地點及有關資料告知地點及有關資料告知地點及有關資料告知地點及有關資料。。。。 

風風風風 帆帆帆帆 入入入入 門門門門 班班班班  Sailing Level I 10-11/04/2009 TAC718S 

  風帆入門班主要風帆入門班主要風帆入門班主要風帆入門班主要教授駕駛教授駕駛教授駕駛教授駕駛風帆的基本風帆的基本風帆的基本風帆的基本理論理論理論理論及入門及入門及入門及入門技術技術技術技術，，，，使使使使參加者對參加者對參加者對參加者對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風帆有風帆有風帆有風帆有初步初步初步初步的的的的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凡凡凡凡完成課程者完成課程者完成課程者完成課程者都可都可都可都可

獲頒發獲頒發獲頒發獲頒發本會的一本會的一本會的一本會的一級級級級風帆風帆風帆風帆證書證書證書證書。。。。參加者需年參加者需年參加者需年參加者需年滿滿滿滿 16 歲歲歲歲，，，，不一不一不一不一定定定定要要要要懂得游泳懂得游泳懂得游泳懂得游泳。。。。課程收費港課程收費港課程收費港課程收費港幣幣幣幣 200 元正元正元正元正，，，，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教材教材教材教材、、、、用用用用

具具具具、、、、膳食及膳食及膳食及膳食及住宿住宿住宿住宿的費的費的費的費用用用用。。。。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請請請請填妥填妥填妥填妥下下下下列列列列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表表表表，，，，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見首頁見首頁見首頁見首頁））））寄寄寄寄回回回回，，，，中心職員會中心職員會中心職員會中心職員會

盡快回覆盡快回覆盡快回覆盡快回覆確實確實確實確實，，，，在在在在接受申接受申接受申接受申請後會再通知請後會再通知請後會再通知請後會再通知繳繳繳繳費費費費，，，，並告知並告知並告知並告知詳細詳細詳細詳細有關資料有關資料有關資料有關資料。。。。 

歷歷歷歷 奇奇奇奇 挑挑挑挑 戰戰戰戰 營營營營 Adventure Challenge Camp 30/04 - 02/05/2009  TAC720A 

        由 海 谷 中 心 及 中由 海 谷 中 心 及 中由 海 谷 中 心 及 中由 海 谷 中 心 及 中華華華華基 督基 督基 督基 督教教教教會會會會傳恩堂傳恩堂傳恩堂傳恩堂合 辦合 辦合 辦合 辦 。。。。培訓培訓培訓培訓對對對對象象象象是 該是 該是 該是 該堂堂堂堂的的的的青青青青少 年少 年少 年少 年肢肢肢肢體體體體 ，，，，藉著藉著藉著藉著團體歷奇活動團體歷奇活動團體歷奇活動團體歷奇活動，，，，讓參加者挑讓參加者挑讓參加者挑讓參加者挑

戰自我戰自我戰自我戰自我，，，，建立團建立團建立團建立團隊精隊精隊精隊精神神神神，，，，以至增強以至增強以至增強以至增強自我成長自我成長自我成長自我成長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參 加 者 由參 加 者 由參 加 者 由參 加 者 由傳恩堂招傳恩堂招傳恩堂招傳恩堂招收收收收 ，，，， 海 谷 中 心 不海 谷 中 心 不海 谷 中 心 不海 谷 中 心 不接受接受接受接受報 名報 名報 名報 名 。。。。  

 

 

海海海海  谷谷谷谷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格格格格  
 

□□□□ TAC718S 風帆風帆風帆風帆入門班入門班入門班入門班 10-11/04/2009 

 



(請在合適方格內打上請在合適方格內打上請在合適方格內打上請在合適方格內打上�號或刪除不適合者號或刪除不適合者號或刪除不適合者號或刪除不適合者) 

 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手提手提手提手提)                      (辦辦辦辦)                      (宅宅宅宅)：：：：               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曾否參加海谷中心課程曾否參加海谷中心課程曾否參加海谷中心課程曾否參加海谷中心課程？？？？   有有有有  □□□□    無無無無  □□□□ 若有若有若有若有，，，，請列明年份及課程性質請列明年份及課程性質請列明年份及課程性質請列明年份及課程性質：：：：                   若無若無若無若無，，，，你從何得知海谷中心的消息你從何得知海谷中心的消息你從何得知海谷中心的消息你從何得知海谷中心的消息：：：：                 如有意外如有意外如有意外如有意外，，，，請代通知請代通知請代通知請代通知：：：：(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參加者須自負意外責任參加者須自負意外責任參加者須自負意外責任參加者須自負意外責任】】】】 

填妥填妥填妥填妥後請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後請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後請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後請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寄寄寄寄回回回回：：：： 

tolo_adventure_centre@yahoo.com.hk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文文文文 章章章章    

 

遊遊遊遊    江江江江    門門門門            CallyCallyCallyCally    

    

        二月十四日情人節二月十四日情人節二月十四日情人節二月十四日情人節，，，，我和丈夫安排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我和丈夫安排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我和丈夫安排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我和丈夫安排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江門江門江門江門之行之行之行之行－－－－－－－－我們一家三口跟公公我們一家三口跟公公我們一家三口跟公公我們一家三口跟公公、、、、婆婆和嫲嫲一起探訪婆婆和嫲嫲一起探訪婆婆和嫲嫲一起探訪婆婆和嫲嫲一起探訪

嫲嫲的家鄉嫲嫲的家鄉嫲嫲的家鄉嫲嫲的家鄉────────江門江門江門江門。。。。我們負責買車票我們負責買車票我們負責買車票我們負責買車票，，，，嫲嫲負責跟親友們聯繫嫲嫲負責跟親友們聯繫嫲嫲負責跟親友們聯繫嫲嫲負責跟親友們聯繫。。。。這三天的行程蠻輕鬆的這三天的行程蠻輕鬆的這三天的行程蠻輕鬆的這三天的行程蠻輕鬆的，，，，不但配合不但配合不但配合不但配合曉言曉言曉言曉言的腳步的腳步的腳步的腳步，，，，

也配合老人家的身體狀況也配合老人家的身體狀況也配合老人家的身體狀況也配合老人家的身體狀況。。。。我和丈夫在晚上更可以走到熱鬧的我和丈夫在晚上更可以走到熱鬧的我和丈夫在晚上更可以走到熱鬧的我和丈夫在晚上更可以走到熱鬧的江門江門江門江門市中心逛逛市中心逛逛市中心逛逛市中心逛逛

呢呢呢呢！！！！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把這幾天稱為短宣之旅把這幾天稱為短宣之旅把這幾天稱為短宣之旅把這幾天稱為短宣之旅，，，，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回鄉探親的機會體驗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回鄉探親的機會體驗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回鄉探親的機會體驗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回鄉探親的機會體驗

國內的教會生活國內的教會生活國內的教會生活國內的教會生活，，，，更希望跟親友們介紹福音更希望跟親友們介紹福音更希望跟親友們介紹福音更希望跟親友們介紹福音。。。。初信主的嫲嫲特意安排我們到初信主的嫲嫲特意安排我們到初信主的嫲嫲特意安排我們到初信主的嫲嫲特意安排我們到禮禮禮禮

樂樂樂樂（（（（江門江門江門江門市附近的一個小鎮市附近的一個小鎮市附近的一個小鎮市附近的一個小鎮））））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這裡有座大教堂這裡有座大教堂這裡有座大教堂這裡有座大教堂，，，，會眾過百會眾過百會眾過百會眾過百，，，，當我們身當我們身當我們身當我們身

處其中處其中處其中處其中，，，，會發現這裡的崇拜跟會發現這裡的崇拜跟會發現這裡的崇拜跟會發現這裡的崇拜跟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的有很大分別的有很大分別的有很大分別的有很大分別：：：：這裡沒有空調這裡沒有空調這裡沒有空調這裡沒有空調，，，，連風扇也沒連風扇也沒連風扇也沒連風扇也沒

有有有有，，，，講台上除了講壇外講台上除了講壇外講台上除了講壇外講台上除了講壇外，，，，只有一座簡單的直身鋼琴只有一座簡單的直身鋼琴只有一座簡單的直身鋼琴只有一座簡單的直身鋼琴；；；；當會眾唱詩歌時當會眾唱詩歌時當會眾唱詩歌時當會眾唱詩歌時，，，，教堂外教堂外教堂外教堂外

傳來雞犬的和應聲傳來雞犬的和應聲傳來雞犬的和應聲傳來雞犬的和應聲；；；；牧師證道時牧師證道時牧師證道時牧師證道時，，，，一隻隻小蚊子會在我們耳邊縈繞一隻隻小蚊子會在我們耳邊縈繞一隻隻小蚊子會在我們耳邊縈繞一隻隻小蚊子會在我們耳邊縈繞。。。。會眾的說會眾的說會眾的說會眾的說

話聲也很大話聲也很大話聲也很大話聲也很大，，，，或許他們都以農務工作為或許他們都以農務工作為或許他們都以農務工作為或許他們都以農務工作為

主主主主，，，，中氣十足之故中氣十足之故中氣十足之故中氣十足之故，，，，但大家都很禮貌但大家都很禮貌但大家都很禮貌但大家都很禮貌，，，，也也也也

熱心幫助身邊的朋友翻聖經找經文熱心幫助身邊的朋友翻聖經找經文熱心幫助身邊的朋友翻聖經找經文熱心幫助身邊的朋友翻聖經找經文。。。。    

    

        崇拜後我們在教堂外拍照留念崇拜後我們在教堂外拍照留念崇拜後我們在教堂外拍照留念崇拜後我們在教堂外拍照留念，，，，遇到遇到遇到遇到

一位由一位由一位由一位由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來的義工弟兄來的義工弟兄來的義工弟兄來的義工弟兄，，，，談話間知道這談話間知道這談話間知道這談話間知道這

 由江門市中心乘車到禮樂約需十五分鐘車程。 

 如果患有老花，可借用放在櫃子上的老花鏡。 
 



裡的資源匱乏裡的資源匱乏裡的資源匱乏裡的資源匱乏，，，，只有一對牧師夫婦工作只有一對牧師夫婦工作只有一對牧師夫婦工作只有一對牧師夫婦工作，，，，幸得幸得幸得幸得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的宣教團體幫忙的宣教團體幫忙的宣教團體幫忙的宣教團體幫忙，，，，每逢周末都有每逢周末都有每逢周末都有每逢周末都有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的義工到來協助陪訓信徒的的義工到來協助陪訓信徒的的義工到來協助陪訓信徒的的義工到來協助陪訓信徒的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跟我們前來崇拜的還有表嫂跟我們前來崇拜的還有表嫂跟我們前來崇拜的還有表嫂跟我們前來崇拜的還有表嫂，，，，她還未信福音她還未信福音她還未信福音她還未信福音，，，，可喜的是當我們跟她分享信仰時可喜的是當我們跟她分享信仰時可喜的是當我們跟她分享信仰時可喜的是當我們跟她分享信仰時，，，，她說很想信耶穌她說很想信耶穌她說很想信耶穌她說很想信耶穌，，，，因為她覺得因為她覺得因為她覺得因為她覺得

信耶穌好信耶穌好信耶穌好信耶穌好，，，，更希望她的丈夫和更希望她的丈夫和更希望她的丈夫和更希望她的丈夫和孫兒相孫兒相孫兒相孫兒相信呢信呢信呢信呢。。。。對老人家來說對老人家來說對老人家來說對老人家來說，，，，「「「「信耶穌好信耶穌好信耶穌好信耶穌好」」」」便便便便是信主的是信主的是信主的是信主的原原原原因了因了因了因了，，，，簡簡單單不簡簡單單不簡簡單單不簡簡單單不用解釋用解釋用解釋用解釋，，，，

或許他們都經或許他們都經或許他們都經或許他們都經歷歷歷歷過過過過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吧吧吧吧，，，，他們都他們都他們都他們都已已已已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在生活中明白平明白平明白平明白平安和喜樂的安和喜樂的安和喜樂的安和喜樂的要素要素要素要素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靠靠靠靠口說口說口說口說，，，，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靠靠靠靠知知知知識財富識財富識財富識財富。。。。相相相相對對對對

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群群群群三三三三、、、、四十四十四十四十歲歲歲歲的中的中的中的中年年年年人人人人，，，，他們他們他們他們信得更單信得更單信得更單信得更單純純純純，，，，更更更更能能能能體驗信主後生體驗信主後生體驗信主後生體驗信主後生命命命命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平平平平安和喜樂安和喜樂安和喜樂安和喜樂。。。。    

 

        聖經說聖經說聖經說聖經說：：：：

「「「「 當 信 主 耶當 信 主 耶當 信 主 耶當 信 主 耶

穌穌穌穌，，，，你你你你和和和和你你你你一一一一

家都得家都得家都得家都得救救救救。。。。」」」」

當我信主後當我信主後當我信主後當我信主後，，，，

不單不單不單不單今今今今生得生得生得生得着着着着

平平平平安喜樂安喜樂安喜樂安喜樂，，，，我我我我

們也有來生的們也有來生的們也有來生的們也有來生的

盼盼盼盼望望望望，，，，生生生生命命命命有有有有

了了了了依歸依歸依歸依歸。。。。禮樂禮樂禮樂禮樂

的親的親的親的親戚雖然戚雖然戚雖然戚雖然是是是是

農夫農夫農夫農夫，，，，收入微收入微收入微收入微

薄薄薄薄，，，，生活也不生活也不生活也不生活也不

富富富富有有有有，，，，但但但但看見看見看見看見他們他們他們他們臉臉臉臉上的上的上的上的平平平平安安安安，，，，比比比比起起起起富富富富人人人人整整整整

天天天天擔憂擔憂擔憂擔憂的的的的神態神態神態神態，，，，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見見見見證到證到證到證到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徒和未信徒和未信徒和未信徒和未信者者者者

的分別的分別的分別的分別。。。。    

 

 禮樂堂的前身是一幢小平房，由會眾們的幾蚊、幾十蚊集資興建。 

 禮樂堂的崇拜程序表 



        這這這這趟趟趟趟江門江門江門江門之行之行之行之行，，，，令令令令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到到到到神神神神的的的的恩典無恩典無恩典無恩典無處不在處不在處不在處不在，，，，禮樂堂禮樂堂禮樂堂禮樂堂本本本本來是一家家來是一家家來是一家家來是一家家庭庭庭庭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後來由會眾們後來由會眾們後來由會眾們後來由會眾們集集集集資資資資興建興建興建興建一一一一幢幢幢幢三三三三

層平房層平房層平房層平房的小教堂的小教堂的小教堂的小教堂，，，，到現在到現在到現在到現在成成成成為可為可為可為可容納容納容納容納百人的禮堂百人的禮堂百人的禮堂百人的禮堂，，，，更有主日更有主日更有主日更有主日學學學學的的的的課室課室課室課室，，，，過程中會眾們的過程中會眾們的過程中會眾們的過程中會眾們的同同同同心和對主的信心是不可心和對主的信心是不可心和對主的信心是不可心和對主的信心是不可缺缺缺缺

的的的的。。。。    

    

        以以以以往往往往我我我我認認認認為宣教為宣教為宣教為宣教士必定士必定士必定士必定在在在在偏遠偏遠偏遠偏遠的的的的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但但但但江門江門江門江門之行之行之行之行令令令令我我我我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到宣教不一到宣教不一到宣教不一到宣教不一定定定定在在在在非洲非洲非洲非洲、、、、印度印度印度印度，，，，即使即使即使即使在我們的家在我們的家在我們的家在我們的家

鄉鄉鄉鄉，，，，也很也很也很也很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宣教宣教宣教宣教士士士士。。。。我們可以在當中我們可以在當中我們可以在當中我們可以在當中擔擔擔擔當當當當什麼角色什麼角色什麼角色什麼角色？？？？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準備準備準備準備好了沒有好了沒有好了沒有好了沒有？？？？或許在或許在或許在或許在某某某某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神神神神會會會會差派差派差派差派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祂預定祂預定祂預定祂預定

的的的的禾場去禾場去禾場去禾場去為為為為祂祂祂祂工作呢工作呢工作呢工作呢！！！！    

 

    

－－－－    完完完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