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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谷中心簡介
海谷中心成立於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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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宗旨是透過戶外團體活動，推展人與神、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
的溝通和瞭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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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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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職員及學員一磚一 木建成的，
簡樸自然。我們會 在秋冬期間進行遠 足行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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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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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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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通 告 List of Events
日期 Date

活動項目 Event

編號 Code

01-02 / 10 / 2011

風帆入門 Sailing Level One

TAC801S

16 / 10 / 2011

風帆遠征 Sailing Long Trip

TAC802S

22-23 / 10 / 2011

風帆入門 Sailing Level One [已滿]

TAC803S

30 / 10 / 2011

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804F

12-13 / 11 / 2011

海谷維修體驗營 TAC Work Camp

TAC805W

27 / 11 / 2011

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806F

18 / 12 / 2011

海谷維修體驗營 TAC Work Camp

TAC807W

18 / 12 / 2011

海谷行山樂 TAC Hiking

TAC808H

26 / 12 / 2011

聖誕感恩會及團契 Xmas Thanksgiving

TAC809C

02 / 01 / 2012

海谷行山樂 TAC Hiking

TAC810H

15 / 01 / 2012

海谷年會及團契 AGM+Fellowship

TAC811F

04-05 / 02 / 2012

海谷維修體驗營 TAC Work Camp

TAC812W

19 / 02 / 2012

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813F

26 / 02 / 2012

海谷行山樂 TAC Hiking

TAC814H

活 動 簡 介 Details of Events
風 帆 入 門 班 Sailing Level I

01-02/10/2011, 22-23/10/2011 [已滿]

風帆入門班主要教授駕駛風帆的基本理論及入門技術，使參加者對駕駛風
帆有初步的認識。凡完成課程者都可獲頒發本會
的一級風帆證書。參加者需年滿 14 歲，不一定
要 懂 得 游 泳 。 課 程 收 費 港 幣 270 元 正 ， 包 括 教
材、用具、膳食及住宿的費用。有意參加者，請
填妥下列報名表，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見
首頁）寄回，中心職員會盡快回覆確實，在接受
申請後會再通知繳費，並告知詳細有關資料。

風 帆 遠 征 Sailing Long Trip

16/10/2011

一級及二級的風帆訓練班都是在海下灣內進行，學員很少有機會駕著風帆
離開海下灣，遠航至吐露海峽一帶水域。為著讓大家體察
遠征的樂趣，培養出更多元化的風帆駕駛技術，中心特意
安排一天的風帆遠征，讓曾經參加海谷中心風帆訓練班的
朋友温故知新。參加者須年滿 14 歲，課程收費港幣 135
元。有意參加的朋友，請填妥以下報名表，然後透過海谷
中心的電郵地址（見首頁）寄回，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
在接受申請後會再通知繳費，並詳細告知有關資料。

海 谷 團 契 TAC Fellowship

30/10, 27/11, 26/12, 15/01, 19/02

上一季團契的目標是探討怎樣實行信仰生活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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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加者分享及學習，擴展對相關主
題的思考，提高靈命。內容適合在信仰上有不同進程的朋友。
聚 會 舉 行時 間是 上 述 星 期 日的 下午 四 時
至 五 時 半 ， 地點 在海 谷 職 員 的 家中 ，費 用 全
免。有意參加者，請於聚會舉行前致電
3442 8755（電話 錄音），或透過海谷中心
的 電 郵 地 址 （見 首頁 ） 報 名 ， 提供 姓名 、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參 加人 數 等 資 料 ，中 心職 員 會
回覆確實，並詳細告知地點及有關資料。

海 谷 維 修 體 驗 營 TAC Work Camp

12-13/11, 18/12, 04-05/02

為了維修中心設施及準備來年的活動，我們安排維修體
驗營，歡迎義工參加。中心會安排膳食，收費每天 25 元
正。有意參加的朋友，請填妥以下報名表，然後透過海
谷中心的電郵地址（見首頁）寄回，中心職員會回覆確
實，並詳細告知有關資料。

海 谷 行 山 樂 TAC Hiking
東平州地質探奇

18/12/2011（星期日）

難度：★（短程遠足，有遠足經驗即可，意外責任自負 ）
東平洲是香港第四個海岸公園，其中的頁岩更被喻為「香港四大自然奇景」之
一。是次遠足於大學站集合，於馬料水碼頭乘 1.5 小時船程至東平洲。行程由
碼頭起步，經長沙灣至洲尾角、斬頸洲、龍落水、難過水、更樓石，最後返回
碼頭完結行程。全日步程約 4-5 小時。自攜糧水，免費參加。

東龍島新春行大運

02/01/2012（星期一）

難度：★（短程遠足，有遠足經驗即可，意外責任自負 ）
東龍島上建有三百多年歷史的炮台及古石刻，也是露營、攀崖及放風箏的勝
地。是日由東龍島碼頭起步，經鹿頸灣至山頂發射站，經營地到昔日東龍島炮
台，再經士多回到碼頭。行程於鰂魚涌或鯉魚門碼頭集合，乘街渡往東龍島。
全日步程約 4-5 小時。自攜糧水，免費參加。

遠征蚺蛇灣

26/02/2012（星期日）

難度：★★（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蚺蛇灣位於蚺蛇尖西北坡下的海灣沙灘，水色湛藍，乃西貢偏遠的假日游泳及露營地
點。是次遠足於黃石碼頭集合，乘街渡往高流灣起步，經蛋家灣至水清沙幼蚺蛇灣，
午後直上蚺蛇坳至大浪坳落赤徑乘街渡回黃石碼頭散隊。全日步程約 5-6 小時。自攜
糧水，免費參加。
有意參加以上行山活動者，請於活動舉行前致電 3442 8755（電話錄音）報名，或透
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見首頁）報名，提供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參加人數等資
料，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並詳細告知地點及有關資料。

聖 誕 感 恩 會 及 團 契 Xmas Thanksgiving

26/12/2011

每年聖誕節，中心都會安排一個感恩會，與大家一起在這個特別的日子紀
念神的恩典，地點在海谷中心，費用則按感動奉獻。有意參加的朋友，請填妥
以下報名表，然後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地址（見首頁）寄回，中心職員會回覆
確實，並詳細告知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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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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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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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夜）

（手電）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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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職業/就讀學校
緊急聯絡人資料
曾否參加海谷中心課程？#
若有，請列明課程性質#及年份

有 / 沒有
風帆 / 歷奇 / 福音營 /其他：

若沒有，你從哪裡得知海谷中 親友 / 海谷網頁 / 雜誌（請指明：
心的消息？#
其他：
III.

（年份）
）

聲明（只適用於歷奇及風帆活動）

(1)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聲明
本人聲明本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並無隱瞞任何健康理由、健康問題或過敏症，
或其他理由，以致不宜參加歷奇 /風帆活動。本人明白須遵從教練／導師的安全指
示，犯規者會被取消參加活動資格。若因參加者個人過失、疏忽、疾病或不遵守
導師指示而引致於參加活動時引致傷亡或財物損失，海谷中心毋須負責。
申請人簽署

日期

(2)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聲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家長/監護人姓名）聲明：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者姓
名）的健康及體能良好，並無隱瞞任何健康理由、健康問題或過敏症，或其他理
由，以致不宜參加歷奇 /風帆活動。本人明白參加者須遵從教練／導師的安全指
示，犯規者會被取消參加活動資格。若因參加者個人過失、疏忽、疾病或不遵守
導師指示而引致於參加活動時引致傷亡或財物損失，海谷中心毋須負責。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TAC796A (8 月 5 至 6 日) 歷奇福音營參加者分享

 難忘一刻：Morning Dip, so much fun。呢個 CAMP 好好玩啦，「信心
跌倒」令我感受到各弟兄姐妹既 support！  感謝主帶領、保守。多謝海
谷既同工。（Mabel）

 難忘一刻：昨晚，我們三隊朋友一起上山玩探險到達終點時，我們的心
情很開心和興奮，但我就有點 down，因為在 game 中有得有失，失的是我
在途中不見了眼鏡，得的是我們變得更加信任。（ C.K.）
最難忘的一刻：Morning Dip！！
Trust Fall 的時候也沒有想太
多．．．但跳碼頭那一道心理關卡
真的令我有點恐懼＠＠不過當我宣
告完我嘅目標同想克服懼嘅事就沒
想太多，只想努力克服、完成：

 帶 10 個朋友返教會
 有勇氣同家人傳音，AMEN  Yeah
Thank you all staff of TAC（Ceci）
Get High Camp 真係好 high

 跳海，水上[角力]，Checkpoint, Games,

Trust Fall 都好好玩！好多嘢都好刺激新鮮，更加珍惜生命、青春，每一
個機會 yeah!（Lammei）
今次在海谷中心裡面，我有好多好多難忘的事，但我不能夠所有都講
出．．．但最令我難忘，是我剛剛去到海谷中心。因為我一入到，所有人
都好好咁對待我。（呆上）
在主內，大家同心所結出的都是存在愛的果子。在這兩日的營會當中，我
們學懂彼此配合，向著曙光進發，這一點在 “生命曙光”（夜行遊戲）能深
刻體會。神就是光，只要能仰望主，就必能平安完成目標。（晞澄）

在生命曙光中，非常欣賞牧羊人在黑暗中的帶領，在我們每一個看不見的
時候，用心為我們探路，讓我們順利走過障礙，不至跌倒！真的感謝所有
組員的合作及互相信任。每一個在營內的活動及相處的每一刻都是我最難
忘的回憶！（佩欣）
在沙灘分享經文的時刻是我有最深刻印象的時間，因為經文給我很大的提
醒。我們時常愛一個人是因為對方能和自己相處得來，性格好等，但原來
這些對人的定位都使我們人的愛有了缺欠，不夠完全，以致時常忽略身邊
一些人。（Grace）
在海谷中心的日子真係過得好快！兩日一夜的歷奇 camp，話咁快就過
左。在 camp 裡的最大得著係更加了解教會的弟兄姐妹。同時，我亦更加
的了解和親近愛我們的神。最後，希望可以再有機會到 TAC 啦！
我的感受經歷：Chok 一 Chok 每位組員合作完成不同 task，過程雖然有時
會有埋怨或不滿，也有很意外的一拍即合，但無論結果怎樣，讓我學習反
思欣賞、體諒不同組員。（球）
我最深刻的經歷，是所有活動，因為每一個活動的玩法，都很特別！
我認為這兩天的活動，非常神奇有趣。每一個活動都有很多深刻的記憶。
雖然有些活動，我認為十分危險，但經過隊友的支持和幫助，再加上自 己
的信心，最終都成功突破！（銘）
兩日一夜的活動中，我最難忘的是「生命曙光」。一眾組員矇著眼摸石頭
上山確是驚險萬分。當我們穿過樹枝洞，大家一邊踎一邊向前行的場面十
分有趣，因為我從未想過上山會遇到這樣窄小的地方。由於我們都是 “瞎
子”，對於前方的石頭和頭上的樹枝都需要靠「摸」和牧羊人的指示，才
可跨過「膝頭咁高」的石和 45°角尖石，避開頭上和身邊的障礙。大家同
心協力地上山下山很顯示出「天下無難事」的精神。

信心跌倒，十年前後不同的弟兄姐妹，卻有相同的支持及愛護，也體會到
神的愛永遠不變！

 （欣欣）

若你問我最難忘的一刻是什麼，我會答 morning dip。因為雖然我有些害
怕，但是我一想到如果可以克服到這個的話，可算是一個突破。最後，在
我跳下去的一刻，我感到不再懼怕，因我知道神會幫助我。
能放開懷抱，投入大海的擁抱中，除了感受到天父的承托，還體會到弟兄
姐妹間的鼓勵，曾作的立志要一一實踐！突破自己，為主作工！更要與組
員並肩，壯大提摩太！（Angel）
這次活動令我十分感嘆，原來平時看似與世無爭的女組員，玩遊戲的時候
想勝的鬥志，讓我也想與她們同心一起拼鬥下去。記得在上山的時候，辛
苦的情況不在話下，更意想不到的是縱使組員汗流浹背，他們仍然絕不發
出怨言，令我非常感動。勁力！勁力！好嘢！
這次歷奇營讓我得著很多。但是有一點是令我最深刻的，就是深深的體會
到大家對其他成員的支持、關懷。可能活動中，有時做得不太好，但組員
仍會鼓勵你，叫你不要放棄。有時你不開心時，都會關心你。甚至導師都
會安慰你。真的很感恩可以同大家一起經歷上帝。
透過今次多個活動，遊戲，其實每次都令我反思不少！例如，生命曙光，
在黑夜裡被矇上眼罩已經不容易，更要相信身邊的人，走過每段山路。所
以要有信心，不應懷疑，並用心去愛，珍惜身邊的每個人。
最深刻是跳碼頭時大家大叫自己想突破、成長的地方。大家的願望很令人
振奮。而且在「生命曙光」中很感受到弟兄姐妹的互相守望幫助，領導也
帶得很貼身、安全。（蜜蜂）
最難忘的一刻：弟兄姐妹跳碼頭前的宣告，每位的決心就好像不顧一切地
完成，特別是聽到要向家人傳福音，敢於為主突破自己，盼望教會復興。
（球）

最難忘的一刻就是 morning dip，我在跳水前的一刻有點怕，但一切原來
肯踏出第一步嘗試，就可能會發覺這困難並非想像中如此難越過。所以一
切只要「敢」和「肯」！
就如入營分享時所說：經歷就是豁出去。我豁出

 去，有了一個難忘、珍

貴的回憶和“信心”的經歷！！Thank you！
感謝天父，祢讓兒子在第一天可以分享自己家庭的不愉快；到第二天
morning dip 的時刻，可以立志要：「全家信主，教會興盛！」感謝祢的
引導，感謝祢的恩典，感謝祢幫我由罪中釋放！滿心感謝，願祢的名得最
大的榮耀！（志傑，6/8/2011）
經歷及感受：雖然路程較遠，路形複雜，但我也繼續夜行。相信隊友，將
身體放鬆，隨意擺佈。我覺得我放下了自己去投入遊戲，是一樣困難的
事。但我也放下了，全情投入。
雖然兩天的時間不多，但是和大家經歷的卻是很多很多。人生裡面很多事
都是我們不能控制、未能預計的，因為人總有軟弱、有限制，正正是這
樣，我們要靠其他人的幫助、合作，更重要是對上帝的恩手和信心，去突
破自己！即使未必成功，只要盡了力就不要灰心，人生長路總不會是平坦
的。（朱古力）
難忘一刻：生命曙光
當被矇上眼罩後，摸黑走上山頂，途中 Nick 有好多指示，好讓後面
的組員也走得好安全，放心，欣賞他願意犠牲的精神！
此外，矇眼期間大家都會難免遇到危險，例如：踏空，被樹枝
刺．．．但組員之間都會互相幫忙、照顧！（朱炘， 6/8/2011）

分享文章
四天四川福利院探訪之旅，匆匆便過去。回來後整理了這四篇文
章，盼望能與你們一起感受這次行程中我的體會和感受。盼望神
使用這幾篇文章，讓神的愛在香港、在四川，又或在世界上的其
他角落得彰顯。Cally

四川福利院探訪之旅（一）－恩典滿載
今年年初，阿富（我的丈夫）和我定立了一個家庭計劃，就是每年參
與一次短宣，希望能擴闊眼界，了解神對我們家庭的心意。二、三月得知
教會將到四川探訪福利院，跟阿富商量後，禱告了幾天，便作了參加的決
定。
四天匆匆的行程，給我思考到人的價值、人對愛的渴求、文化差異、
福利和福音的平衡等，也提醒我是被愛的，盼望我能倒空自己，透過神的
話、我的生活經歷，更得神使用。
這四天的行程中，感受到神充足的看顧，先是天氣，接着是與人的微
妙配搭。天氣是我較擔心的，未出發前，已有人告訴我四川較熱，我想，
我們到的是福利院，若炎熱的話一定很辛苦，後來也不敢多想了，只告訴
自己不用擔心，神一定會為我們預備清涼。想不到，我們抵達四川前後，
這兒都下着大雨，是傾盆大雨那種，奇妙的是當我們參觀新落成的福利院
綜合大樓，天又放晴了，通往新的福利院大樓的路很難走，地上滿是濕滑
的泥濘，中間還要經過一道正在搭建的拱橋，由旅遊巴到大樓大約要走二
十分鐘，若是下大雨，相信我們沒可能走這段路了。

新建成的福利院綜合大樓預計在下年一月入伙，大樓分為三個部分：
除了收容智障的兒童外，另有一幢大樓作為老人中心，可供有長期需要照
顧的老人入住。

（興建中的福利院綜合大樓，將
於下年年初啟用。）

但大樓建成後，所有醫護 工作都要由當地政府負責，同行的段牧師最
擔心的是綜合大樓能否聘請足夠的人手來維持運作，這包括了醫護、協助
復康的人員等。我們要好好為這禱告呢！

（我們一起為福利院的未來發展
禱告）

說回感恩的事，另一樣令我覺得感恩的是與不同的弟兄姊妹有很美好
的配搭。出發前，我們都各有不同的打算，雖然已訂定了活動計劃，但我
總覺得還差些甚麼。加上跟他們不熟絡，心裡也不敢存有太大的合一希
望。但我們到達福利院後，發現大家都「各從其類」，走到自己的工作崗
位，我看到弟兄姊妹溫柔的眼神，也見到他們用心地協助孩子們完成活

動。唱歌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興奮地合唱，「我救主，真奇妙，我救
主，真奇妙，…」在我們的投入下，孩子們也跟我們一起唱歌和做動作。
原來我當初的擔心是多餘的，神已因着我們合一的心志，靠着祂而聯絡得
合適了。
到四川福利院探訪，心裡由被動變成熱切，我真盼望在未來的日子有
機會再探訪這所福利院，讓當中的孩子更體會到我們對他 們的關心。
（第一節完）

四川福利院探訪之旅（二）－不是必然
活在香港的孩子，大多是健康活潑、精靈可愛的，熱了、渴了，父
母、傭人姐姐會即時遞上毛巾、水瓶。分階段的玩具、文具、圖書也各式
其式，想到的也可以買到。身體、父母是與生俱來的，一張舒適的床、一
次暖水浴、一次茶點好像都是必然擁有的。
可是…當我們活在物質富裕的社會，卻忽略了 …原來連一些很基本的
東西也是恩典。

（福利院的孩子）

福利院即是孤兒院，孩子被遺棄的原因很多，大多是因為他們是先天
殘障而被遺棄，少數是因為性別的原故。名字，一個父母對孩子的期望或
印象，可是，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沒有名字的。由於他們沒有家人，也沒有
名字，而他們同住在福利院中，所以福利院給他們同一個姓氏，至於名
字，則由院中人決定。名字，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的嗎？這事為我帶來很大
的震撼，當我們以為甚麼都是必然的時候，神讓我看到事情不是這樣的，
我們要好好珍惜擁有的，也要為擁有的感恩！
我想到香港早幾天前曾發生一件遺棄病童於劏房的新聞，覺得一個孩
子最可憐的不是他生病，而是沒有父母，又或者說，是父母不要他們。跟
部分孩子分享生命時，他們都會問：為甚麼父母不要我？是我殘障嗎？是
我不好嗎？是我不可愛嗎？不！他們都很可愛，我不明白他們的父母為何
會忍心抛棄他們，或許他們不知這會為孩子帶來永不磨滅的生命缺口，這
缺口比殘障還要大呢！
誰可以填滿他們心中的缺口？我想 …只有主耶穌無條件的愛能讓他們
體會到人間有情，耶穌的愛讓他們感受到他們一直是被愛着的。由於中國
的宗教政策，我們不能向十八歲以下的孩子傳福音，如何才能讓他們認識
主耶穌？這是我最關心的。想到五、六十年代西教士來香港傳教，他們都
是以福利行先，先給當時貧困的港人生活上的關心，並透過他們的生活和
行為，讓當時的人感受到神的愛。我相信，一顆真誠的心，一個願意為他
們服務的態度，足以見證基督的愛，這就是基督的香氣。
盼望福利院的孩子能透過我們的事奉體會到主耶穌的愛、接納和關
心，好讓他們的生命缺口會因着主的撫摸而得康復，過一個健康快樂的人
生。
（第二節完）

四川福利院探訪之旅（三）－微小的事奉
要照顧一個孩子可以是很 瑣碎的，大至孩子的成長情況，小至孩子的
清潔衛生，理髮、修剪指甲是定期要作的事情，探訪福利院，發現這兒的
孩子基本上都是清潔乾淨的，原來福利院會定期請人為孩子剪髮，探訪的
第一天，我見到一位當地的義工姊妹為孩子修剪指甲。我想：一個人有二
十隻指甲，福利院有差不多四十個孩子，嘩！她到來的一天要剪八百隻指
甲，這要花上半天的時間呢！剪指甲的事奉是微小的事，但對孩子來說卻
十分重要。姊妹細心為孩子修剪指甲，她的樣子可溫柔呢！
細問之下，原來還有弟兄定期每周到來幫忙餵飯，看來大不了的事
情，但對福利院的媽媽來說是個大幫忙呢！因為每幢樓只有一個媽媽，每
個媽媽要照顧二十個孩子，弟兄幫忙的行動是具體的，更是對她們工作的
肯定和體諒。對孩子來說，難得有機會見見外人，跟人談談天，更有助他
們身心靈的發展。

（孩子參與手工活動）

對於香港來的弟兄姊妹，探訪福利院當然要給他們預備一些合適他們
的活動，但最重要還是帶着一顆愛心和真誠來到，年幼的孩子喜歡要你抱
抱，年紀較大的則希望跟你有較深入的交流。只要願意行動，即使只是負
責剪紙條也變得重要。

後記：為何剪紙條也變得重要？是因為我們跟孩子做手工時，發現紙條的
數量不足，當時又不容許我們剪紙條，惟有請阿富幫忙，對他來說，這的
確是件太容易的事情！後來我碰巧跟一個小女孩分享福音，我用的就是用
紙條摺成的五色幸運星。小女孩願意接受主耶穌，雖然她不肯開聲禱告，
但我相信主耶穌已進到她的心裡，這五色紙條功不可殁呢！
（第三節完）

四川福利院探訪之旅（四）－雙重恩典
由於殘障的程度不同，所以福利院分為兩幢主要大樓，一幢主要收容
嬰兒和嚴重殘障的孩子，另一幢則收容輕度弱智及活動能力較強的孩子。
相比香港，這兒的設備較簡陋，不要奢望這兒能為孩子們提供貼身、合適
的治療或康復活動，在這裡，能保存生命已是個恩典，若不是能住在福利
院，可能最終淪為不法份子的一員。當身處香港的我還以為一切都是必然
的時候，就在另一個文化中，我看到我們有的，不是他們一定有的。分別
那麼大，我可以怎樣跟人家分享四川福利院的體會呢？
在這兒，我可以用一句話總結我對孩子們的印象－ 雙重感恩！
首先，孩子雖然被父母遺棄 ，但得到福利院收容，福利院給他們基本
需用，雖然沒有豐足的食物，但足夠讓他們成長；雖然沒有華美的房舍，
但有自己的床舖，晚上可以安枕到天亮。孩子們更有機會上學，雖然不是
甚麼著名學校，也沒有人給他們額外的補習，但只要他們肯努力，仍可以
在學習上取得理想成績。院中一名有聽障的孩子更獲機會到成都市上學，
這是一所專供聽障人士入讀的學校，孩子身上戴着耳機，看來會一點唇
語，能有這樣的待遇，不是感恩是甚麼？

（相片中間的是張弟兄，他每個
周六都會到福利院幫忙）

另一個感恩是福利院得當地教會的弟兄 姊妹關心，有弟兄姊妹定期到
福利院探訪，縱然他們只會給予生活上的照料，但對孩子來說，他們有機
會接觸社會上不同的人，可以跟他們談談天，得到一點關懷；對福利院來
說，這也是一種協助，前文已說過福利院的人手很不足，義工能分擔一下
「媽媽」的工作。
在人的角度看，他們的愛心表現是對人的價值的一種新認識，他們對
人的愛心，看出他們重視生命；在神的角度看，國內規定不能向人傳福
音，但他們的行動是帶着基督香氣的，讓人見到基督的榮美，我相信孩子
們一定感受得到。

感恩 ，是我在這次活動中的體會。
（全文完）

謝謝您看完這四篇文章，願神祝福您，盼望神在未來的日子使用您，不論
在您的工作崗位、教會都能讓您發揮所長，彰顯神的善美。 C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