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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寬嶺峻兩相宜,
谷聚賢才獻心思,
中流砥柱憑恩寵,
心存感恩邁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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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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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s from TAC's Early Days
A message to all who are serving at TAC
by Pam and Mike Collier*
We look with great admiration at the excellent leadership that God has
provided for TAC for three decades. It has always been a delight to make
contact with our many friends who laboured with us in clearing, mixing
concrete, painting and boat building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oject. Truly
the Lord has used the Centre as a clear, consistent witness for him, and
many young people have heard the Gospel at Hoi Ha.
We are thrilled to see your spirit of expectancy as the new plans for
renovation of the building are being developed. It reminds us of the days
when the group of us first had this vision. We approached the land
administration, but initially things did not go well. Various locations that we
had noticed around Tolo Harbour were turned down when we applied for
them. Eventually we targeted the remote and beautiful area of Saikung
National Park. By constantly praying for guidance and patience, we tried to
obtain a site in that restricted area, but were met with objections to our
applications.

Eventually,

after

numerous

discussions

with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God moved the relevant committees to grant us a
land permit in the valley above the village. And so TAC was born!

The situation that you face is probably now more complex than that in 1979,
with more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 in place. But the great God that we
serve has not changed, and just as he opened the way for TAC to be built
and operational, we can trust Him for
this new phase. Make it a matter of
concerned prayer at every stage. As
you

consider

the

great

financial

implications, remember the words of
Hudson Taylor: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ot lack God's supply.”
We will pray that you will be given the necessary guidance, imagination,
strength and unity to carry this important work forward. Many of you we do
not know personally, but rejoice that one day we shall meet you in the
presence of our Saviour and look back on all that He has done in Hong Kong
in this period. To Him be all the glory.
[* Pam and Mike Collier are the founders of TAC]

Pam and Mike, 1970s

Pam and Mike, 2007

驀然回首，點滴在心頭

美文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轉眼三十五年，多少回憶？
驀然回首，點滴在心頭 。
舊的 staff tent，是用綠色膠布蓋搭的，很簡陋，是 staff 的寢室。有課
程的晚上，尼龍牀展開，左右兩排，每排約五至六張牀，一張挨一張，只
能從牀尾下地，左右都是牀，難有空間插腳。晚上睡覺，十一時熄燈，各
人躺在牀上，當然不會立即入睡，大家在漆黑中七咀八舌聊天，你一句，
我一句，無拘無朿。內容天馬行空，夢想、理想、教船趣事、日常瑣
事 …… 無 所 不 談 。 大 家 都 說 得
開懷，夜空中迴盪着笑聲，空
氣裏瀰漫着交心的暖意。未幾
話音漸疏，鼾聲悠悠響起，一
天的活動正式落幕。瑛、
Wing 、 能 、 Ritz ( 已 不 知 去
向 ) 、 阮 、 Cindy…… 這 些 温 馨
而又令人回味的片段可曾在你
們的記憶中浮現？
在九十年代初，原本放船的艇架是在海邊的 paddy field，外圍還有一行
露兜樹阻擋風浪的，可惜仍經不起海浪的吹打， paddy field 受到沖蝕而崩
塌，補救的方法就是用沙包堵在 paddy field 的外圍。一次的工作營，招來
大批人手，有些人掘沙，有些人砌沙包，大家在沙灘上忙得不亦樂乎。

工 作 分 配 一 般 是 男 孩 子 到 較 遠 的 地 方 掘 沙 ， 裝 進 麻 包 袋 ， 拉 到 paddy
field，交給女孩子用粗針把袋口縫合。下午，天色湛藍，十二月的陽光很
暖和，海風輕輕吹拂，忽然傳來一串銀鈴的笑聲，只見不遠處，麻包袋上
坐着七八歲的 Helen 和 Heidi， 阿泉拉着麻包袋奔過來，彷彿一隻麋鹿拉
着雪橇在雪地上奔馳，坐在上面的小妮子樂透了，其他人見狀也覺有趣，
依樣畫葫蘆玩起來，女孩子坐麻包袋，男孩子拉。不一會，男子好勝的本
性浮現-----鬥快拉麻包袋！結果，坐在上面的人來一個人仰馬翻，滿身沙
粒，只聞笑語喧天，大家玩得很投入，很開懷，沙灘變成一個兒童遊樂
場。嘹亮的笑聲響徹雲霄，在天與海之間蕩漾。那天的笑聲、燦爛的笑
臉、豔陽、藍天，像火印般烙在心版上，可是當年的年輕人又在何方呢？
在 TAC 付出不少，但收穫的卻是更多。就是因為 TAC，生活變得很不
一樣，從前是，以後也是。願神繼續保守和使用 TAC。

老氣橫秋話當年

Yu e n

加入時的心情
話說當年獲邀請加入這個
大家庭時，心裡確實有點忐忑
不安，舉棋不定。因為剛接手
高年級的教學重擔，又收到大
學教育學院的兼讀教育文憑入
學通知書，但又不願放棄多練習帆船的機會，於是接受了這「差遣」。也
好，使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常規的做法
大家可能想知道一些海谷初年是常規而今認為是匪夷所思的做法：
帆船課程是一連五天連續的，所以
一定要在復活節、暑假（寒假太冷，不
可能）進行，但當年在香港可以學習駕
駛帆船的機構真的寥寥可數，而且所頒
授的證書名氣相當大，是由英國皇家風
帆協會所發出，所以申請者眾多，要從
其中挑選出來極不容易。我們的原則是
一個班中，盡量多一些不同的職業組
合，就算是學生，我們將同院校學生隔
開，如果避無可避，一定不會同學系，
盡量避免一些早已認識的人在同一個班
裏，目的是希望多一些觀點交流，少一
些「小圈子」活動。

在課程期間，教練是一份義務的「全職工作」，連同五天課程日及前
一天下午的準備時間，起碼是五天半。這半天需要豎立如馬戲團般的大帳
蓬（作課室及飯廳用）、購置物料、維修船艇等。當老師的還好一些，那
時是學校假期，其他行業的就要
利用自己的假期來「當值」。為
了減輕一些每次的前期準備工
作，暑假通常是連續三個課程舉
行，所以我曾經試過暑假中連續
十七天留在大水坑或海下，在每個課程中間的一天也懶得回家。也曾經因
為交通不便，在營期中不能參加朋友的婚宴而被責備。因為他認為為了義
工而不參加他的盛會絕對不可接受。
當時最輕鬆的時間是課程完了的晚上可以到沙田（大水坑時期）或西
貢（海下時期）晚飯，舒緩多天來的疲累，兼作檢討。開課程的早上，往
西貢飲茶兼買菜，也是一個非常享受的節目。
記得當時在課程中途離開營地的時間絕無僅有，有一個下午是因為要
開教職員會議，趕著離開海下，只帶著少許
零錢而忘記帶錢包，結果是午餐連飯盒也無
法買，唯有餓了一個下午空著肚子開會。
很多時候為免除搬船的倦累，我們很多
時候晚上收船時，將船隊在灣內較水深的地
方下錨。晚飯後我們派職員帶些乾糧、雨
具、哨子、長電筒（照明兼防身）登上救生
艇上露宿留守。晚上不時有些乘小艇而來的
不速之客的電筒光打擾，當發現我們在艇上
帶著極長的手電筒留宿時便會識趣溜走。

大節目
當年最令人興奮的大節目有兩個：
1.

愛丁堡獎勵計劃行山露營考核：要跟學員一般背負紮營用具跑上幛

上，在攝氏五、六度寒風哆嗦下入睡，是一個難以忘卻的體驗；不過早上
醒來，可以享受到彭美雅姨姨（Pam Collier）燒的磨菇煎蛋英式地道早餐，
也是一個忘不了的美味回憶。
2.

風帆遠征：我們遠航至鴨洲、吉澳。由於當時偷渡相當普遍，水警或

英兵不時截停我們，帶往附近小島上岸查閱香港身份證，雖然我們出發前
要求參加者一定要隨身帶備身份證，
但總有一兩位心存僥倖沒有帶，我們
的做法是：指派一位職員收集所有的
身份證，交給英兵的指揮官或帶隊的
水警外籍督察。然後我們上岸後不停
走動，他核對了三兩個人後就很不耐
煩，整疊身份證交還我們後拉隊離
開。這個方法萬試萬靈。

期望
由於體能不能與以前相比，總希望多一些新力軍加入，以壯大我們的
隊伍，以服務更多年輕人。

思前想後

W ing

轉眼又是三十五年了，在海谷中心的那段
日子，我還年青，東奔西跑，一點也不會
覺得累。其實不僅是不覺得累，而且還以
為自己是不會老的呢！離開香港到澳洲定
居剛滿了二十年，移民前的十五年是伴著
海谷中心成長的歲月。當坐在電腦前看看
自己有沒有甚麼和大家分享的時候，不少
片段在眼前一幕一幕的掠過。

「花前月下、小橋流水」的日子：
海谷中心最早是在大水坑成立的，那時租了一間村屋來放置帆船。舉辦活
動時，便在周圍支搭帳幕給學員住宿。那裡因為離公厠也有一段距離，
Mike 還 蓋了一個臨時 厠所來方便大家 。所以在大清早 常常看見他拿起馬
桶和一把鏟子，走到海邊去處理廢物。那地方的環境比海下現在的營舍空
曠，屋前是一條小河；遇上水漲，可以把帆船沿河拉到岸邊，在一條小橋
下面經過，便可揚帆，乘風
出海。屋前遠一點的是大片
的薑花田，到了開花季節，
便會香氣撲鼻，連走一段路
上公厠也成了享受。可惜好
景不常，大水坑要發展了，
海谷要搬家了。轉眼間，以
前的小村屋已變成了現在的
富安花園。

「看螢火蟲」的日子：
Mike 和 Pam 從英國到香港來的目的，是要把年青人帶到大自然裡，藉著
神創造的奇妙，讓人願意進一步去認識祂。在海谷中心的日子，印象特別
深刻的是那昆蟲世界。在中心裡還沒有厠所的日子，每天睡覺前大家都會
組團一起到公厠。當我第一次在小路上看見一點點螢綠色的光在眼前飛舞
時，還不敢相信那就是螢火蟲。因為對當時的我來說，螢火蟲不過是一些
只會在書本文字上出現的東西。雖然也聽過一些有關刻苦讀書的成語，說
到有人捕捉螢火蟲放在布袋裡，借螢光讀書，但卻從未想過自己可以在香
港的郊區看得見。除了螢火蟲外，在晚上中心裡常常看見牆壁上佈滿了大
大 小 小的 飛蛾 ，種 類 多得 好像 是數
之 不 盡。 其中 不僅 有 小的 ，還 有差
不 多 有手 掌般 大小 的 天蠶 蛾。 它們
伏 在 牆上 ，使 營舍 成 了一 所臨 時的
飛 蛾 展覽 館。 好景 不 常， 天蠶 蛾已
不 復 見了 。你 們不 妨 多去 公厠 ，在
路 上 看看 小小 的螢 火 蟲有 沒有 也被
人類趕盡殺絕。

「驚心動魄」的日子：
與我們所走的人生路程一樣，在大自然裡的日子並不是每天都是風和日
麗，鳥語花香的。有時狂風暴雨在頃刻之間臨到，會使你立時深深的體會
「人算甚麼」。當帆船離岸還有一段距離，閃電雷轟卻在你周圍出現時，
你真是想立刻便能到達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有一次我們從海下灣出發，
揚帆遠征吉澳海；開始時還勉強有點隊形，但走了不久，便成了散沙一
盤，各奔前程了。我當時在救生艇上，途中不斷忙著的數，看看有沒有少
了一艘；又看看有沒有翻了船的，有沒有斷了桅杆的，有沒有斷了定水板
的。那天浪很高，我們的船又細小，要為多艘風帆點名實在並不容易。當

我們從吉澳那邊回程時，突然有一艘水警輪駛近，用擴音筒問我們：「你
是不是這些帆船的旗艦？」我聽見「旗艦」這個詞的時候，差點便噗哧一
聲笑了出來；但當時實在是十分緊張，只好紅著臉的說：「是的。」水警
說：「那邊是大陸，海上又沒有
界線，你們過了那邊，我們就沒
辦法了！你要叫他們不要再去那
麼遠，好不好？」我口裡說：
「好，謝謝你。」但自己心裡卻
說：「談何容易。這麼大浪，真
的是知易行難！」感謝神，那次
的旅程雖然有驚，但卻無險，大
家都平安無事的回到海下。
記起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在一次的遠足訓練旅程中，有一組學員在途中
遇上叉路，便停下來看地圖，結果判斷是殊途同歸的。他們決定兵分兩
路，在前面再會合。結果當天晚上，只有其中的一隊到達指定的營地，另
一半明顯是走迷了。更特別的是：到達營地的一批是帶著罐頭刀的，而罐
頭卻是在山上走迷了路的一批那裡。還有一次在支搭大帳幕時，我往後移
動的時候，差點踏著一條盤在地上的金腳帶。又有一次在建海谷營舍的工
地上，一支削尖了的竹支插進了我的腳掌，要到醫院的急症室。還有……
其實，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並不是以上的事情，而是另外一個經歷。我是
在移民的那一年才信主和接受洗禮的，所以在參與海谷中心活動的一段日
子裡，是個不認識神，不願接受救恩的一個人。在海谷的活動中，和
Mike 與 Pam 夫 婦 二人 認識 和相處 了好 幾年 後，有 一天 ，我 對太太 說：
「我覺得他們有些特別，好像是有一股我們沒有的力量在他們的背
後……」我相信我當時並不完全明白，也不能表達得很清楚。只知道我沒
有看見他們發怒，發脾氣的樣子。當環境惡劣的時候，我看不見他們擔
心。當遇上一個特別難相處的人的時候，不會看見他們不悅的樣子，也不

會聽見他們口裡吐出惡意的批評；他們最重的一句話會是：「這人真奇
怪！(He is very strange) 」到了信主後，才知道這就是「生命的見証」。
他們沒有整天掛在口邊，說：「我是基督徒。」不過卻是悄悄地把他們所
信的活了出來。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中提到的救主是這樣的：「祂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
街上聽見祂的聲音。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祂
憑真實將公理傳開。祂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祂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
都等候祂的訓誨。」這不正是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一章裡面所提到的柔和
謙卑嗎？Mike 和 Pam 在這幾十年他們人生的黃金歲月中，大部份的時間
是在香港、津巴布韋和中國的山東省渡過，是在不同地方作主的工人。在
路加福音廿二章第廿七節，主說：「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
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我在這對夫
婦身上看見了「作僕人」的生命見証。
不要以為我是在高舉人，每次想起
他們，我便感謝神，為他們的見証
感謝神。我們常常會對一些未信主
的朋友說；「不要看人，基督徒也
會軟弱的，只要定睛看神。」這話
說得不錯。不過有一天，一位朋友
對我說：「這個說法並不妥當，我
們未信主的人看不見你們所相信的
神，只看見你們這些說是信神的人！」今天我重提 Mike 和 Pam，並不是
要思念舊情，而是要再一次思想神的心意。無論環境出現多大的變遷，神
總是要祂的兒女在地上為祂作美好的見証。很高興看見海谷中心有了自來
水，有了浴室，有了厠所，近日又有新的發展計劃，這都是神所賜的，也
是神可以使用的。不過我們知道這一切都只是硬件，它們沒有生命，不能
在地上為主作見証。

若問我在海谷中心成立三十五年後有甚麼盼望，我想和大家分享以下幾
點：
我盼望海谷不僅是一個基督教的組織，它更是個蒙主喜悅的基督徒
團契。
我盼望海谷不單是為人安排更有意義的活動，它還能讓人得著更有
意義的人生。
我盼望海谷能以技術影響技術之餘，更能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盼望未信主的朋友來到海谷可以在大自然中看見神奇妙的創造大
能，同時也能在屬祂的兒女身上，看見祂復活生命的大能。
最後我也盼望當已信主的弟兄姊妹來到海谷中心，他們可以經歷更
多、更深的生命交流和鼓勵。

以下是我希望與大家共勉的一節聖經：
「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以賽亞書 43:21
21/9/2013
澳洲悉尼

別忘記告訴我！

瑛

TAC 三十周年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後來卻沒有寄出。今年 TAC 三十五周
年了，我想這篇文章仍然適用，希望藉此與大家分享：

機會不再
五月的一個星期四晚上，我接到一個從紐西蘭打來的電話：一位朋友在
下午突然心臟病發，進了醫院。
這位朋友是我中學時代最要好的同學的丈夫，他們多年前移民紐西蘭，
但只是太太和女兒留下，先生則做太空人，在中國大陸、香港、紐西蘭
三地往來。他們夫妻都是很本事的人，太太口才了得，事業有成，先生
更是白手興家，生意做得很成功。轉眼過了十多年，女兒在去年到了悉
尼上大學。
自從我信主之後，一直很希望我的好同學也能得救，間中會寫信給她，
和她分享自己的信仰。但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應。有時
和她通電話，或見面時，都會提及信仰的問題，但她也總是顧左右而言
他，不願討論。
兩年前，她的先生安排好自己的生意，準備到紐西蘭定居，過其半退休
的生活，結束兩夫妻聚少離多的日子。
四月，我和她通過電話，她告訴我，先生已經取得紐西蘭護照，並且準
備五月到澳洲探望女兒，到時可以和我們相聚。當時我和 W ing 為此禱
告，更談到這次要把握機會，不讓他們把話題岔開，要認認真真地向他
們傳福音，誰知道事隔不足一個月，就傳來噩耗。
去年回港時，見過這位同學，她還告訴我，這一年多以來，先生住在紐
西蘭，她如何控制他的飲食，鼓勵他運動，以致身體的狀況改善了不
少，一切似乎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收到她先生昏迷入院的消息後，我和 W ing 不住的禱告，求神給他一個
機會，讓他清醒過來，並且能接受救恩，心裡那種著急、逼切，非筆墨
所能形容。星期五收到消息，情況似乎有點好轉，已經能夠不用儀器，
自己心跳及呼吸。誰知道，到了星期六病況急轉直下，已轉到臨終病
房。腦科醫生鑑定，他的腦細胞已在逐步壞死，無法可施了！
整個晚上，我心裡很難過，自責、內疚、憂傷……眼淚流完又流，無法
制止。主啊！難道真的沒有機會了？
星期日，我一醒來，立刻打電話過去給那位一直和我聯絡的朋友 (他們
夫婦一直都在醫院陪伴 )，朋友告訴我，在當天早上四時十五分，病人
已經離世。
星期三，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從悉尼飛往奧克蘭。看到我的老同學，只
能相擁痛哭，除了帶來一點點安慰，我還能做什麼？看到她的傷痛，看
到她情深款款地望著遺體，不斷和丈夫說話的情景，我的眼淚止不住的
直流。
死者已已，再多的眼淚，再多的自責，也沒有什麼作用了。心裡掠過的
是眾多未信主的親人、朋友……
我也想到 TAC，這十多年來，每年回港，總會和 TAC 的朋友相聚。感謝
主，當中有不少已經信主，歸入耶穌基督名下。但是，其中有更多的仍
是在外徘徊。我的心是何等逼切啊！誰能知道日子還有多少，誰能知道
還有沒有機會？
我親愛的朋友們，這可不是可有可無，聊備一格的生活點綴，這是永恆
生死的問題。當你營營役役，忙碌於學習、謀生、娛樂 ……是否能停下
來，好好思想一下，這生命中更重要的事情？
當日摩西逼切地對以色列人說：「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
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
活。」(申命記 30:19) 今日，我能稍稍的體會他的心腸，實在希望我所
認識的朋友，甚至不認識的，都能蒙恩得救。
瑛 2008 年 6 月 3 日

今年五月，我回香港，有機會和一些 TAC 的朋友相聚。當我問其中一位：
「你信了耶穌未？」她很訝異的說：「為什麼你會這樣問？」我告訴她：
我一直為 TAC 當中未信主的朋友禱告，所以想知道具體情況，或者需要改
變禱告的方向。
是的，一直到今天我仍是不住為 TAC 未信主的朋友禱告 (就我所能知道、
認識的)，記得 1996 年我給 TAC 的朋友寫過一封信(登在 1997 年 2 月的海
谷通信)，提到親眼看到不少海谷的職員信主，「雖然我不知道，在他們信
仰追求的路上，海谷扮演了什麼角色，但無論如何，我自己就是在海谷遇
見神，最終接受救恩。我深信海谷一直在做着撒種的工作……」十多年
來，有更多海谷的朋友信主，不少更是熱心事奉，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
深信神今天仍能使用海谷中心，帶領更多人回到祂面前。
我仍會繼續禱告，在神面前記念你們。神有恩典，必定垂聽禱告，我們將
會看到更多人蒙恩得救。
朋友！當有一天你接受主，成為我的弟兄、姊妹時，別忘了告訴我，好讓
我與你們一同歡喜快樂！

延續三十五年前的海谷夢

公仔

海谷在 2013 年剛好踏進三十五週年，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動。

1988 加入海谷
我 在 1988 年 加 入 海 谷 大 家
庭，到現在已是第廿五個年頭，海
谷可說是伴着我的人生，初入海谷
的情境還歷歷在目。

2005 述說神的恩典
感恩的是 2005 年我受洗歸入主的名下，能為主作見證。從 2005 年
起，我用跟昔日不一樣的心境，參與神賜的美地━海谷中心的每項事奉，
我看到很多年青人在海谷建造了美麗的回憶與夢想，就像你我當年一樣。
2007 年，神賜予海谷一條嶄新又分毫不用的入口通道，祂更帶來一個
願意承辦海谷維修的承建商，2007 年海谷終於有了自己的洗手間，大家都
為這個改善工程感恩。更感謝神的是，自 2007 年開始，參與海谷的團體
及人數不斷增加，還有新義工加入、一些舊義工也重投海谷的懷抱。不得
不提的是自 2005 年起，神不斷透過基金供應海谷新的帆船，現在還服役
的有三艘 X3、一艘 Hunter 140、四艘 RS Feva，今年再有兩艘新 RS Feva
加入海谷船隊。我深深體會到《聖經》的話：「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篇。127:1）。

2013 海谷新的挑戰
1.

重修營舍
為着重修營舍的需要，2011 年「海谷重建小組」成立了，工程顧問建

議我們申請興建兩個建築物較加高
現有建築物可行。但由於海下灣納
入「規劃大綱」的範圍，海谷需要
向規劃署提出申請方可展開工程。
2011 年 6 月 ， 工 程 顧 問 入 紙 規 劃
署，但由於環保團體及海下村民提
出反對。我們唯有於 2012 年中撤回
這項申請，繼續等候主的帶領。
過程中我們學習到禱告等候主的重要，也從中明白村民及環保團體阻
撓的原因，對將來的重建計劃更能小心進行。「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
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利米書 33:3）
2.

薪火相傳
重建營舍看似艱難，但更困難是重建各人對海谷的支持及信心。但我

深信海谷中心是「耶和華以勒」，祂必有預備。我家不斷為海谷懇切禱
告，也為自己在海谷的事奉禱告，在禱告過程中，我萌想出「薪火相傳：
海谷義工成長小組」的構思，目的是培訓和建立一支生力軍，並建立一個
同心的團隊去完成未來的任務。
2013 年的主題是「薪火相傳」，「薪」是燃燒的木柴，木柴必須願意
焚燒自己，才能把光照亮黑暗，把熱帶給周遭的人。「火」代表熱情，也
讓人感到正能量，凡站在火爐邊的人無法不被火的熱情和正能量感染。因
此，當我們談到「薪火相傳」的時候，我們不是在傳一塊冰冷的木柴，而

是燃燒得熱烘烘、火光耀目的「薪火」！海谷多年來是以「生命影響生
命」的模式去點燃新的一代，盼望這「火」能一代一代傳下去，承傳
Mike 創立的海谷使命:

♥

藉不同的活動讓青少年
在上帝創造的大自然；
在群體互動和關愛；
在個人安靜之中;

♥

認識自己，反省生命，

♥

更藉此傳揚基督信仰。

我的異象
1.

希望更多弟兄姊妹與我們結伴成為同行者，一起努力，不斷改進海谷
的工作。讓海谷成為教會、學校和社區中心的好伙伴。

2.

建立一個適宜合用的海谷營舍，使更多朋友受惠，也能減少維修的需
要，集中精力在服侍參加者身上。善用海谷中心親近大自然的優勢，
使參加者生命成長，並向參加者傳福音。

3.

建立義工們的歸屬感，使海谷成為他們心中的一個家。

4.

希望更多朋友為海谷的事工奉獻才能和金錢，使海谷的事工得到更合
宜的發展。
在此，我和 Cally 懇請每一位關心海谷事工的肢體，為以上各項發展

認真禱告，也希望你們奉獻支持現已成立的「海谷營舍維修基金」及支持
海谷未來的「薪火相傳」行動。我們明白，靠著我們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我們甚麼都不能做，惟有靠著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祂必成就大事。

活 動 通 告 List of Events

日期 Date

活動項目 Event

編號 Code

12-13 / 10 / 2013

海谷維修體驗營 TAC Work Camp

TAC866W

27 / 10 / 2013

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868F

10 / 11 / 2013

行山樂 TAC Hiking

TAC869H

24 / 11 / 2013

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870F

8 / 12 / 2013

行山樂 TAC Hiking

TAC871H

26 / 12 / 2013

感恩會及團契 Thanksgiving Fellowship TAC872F

1 / 1 / 2014

行山樂 TAC Hiking

TAC873H

11-12 / 1 / 2014

海谷維修體驗營 TAC Work Camp

TAC874W

26 / 1 / 2014

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875F

23 / 2 / 2014

海谷團契 TAC Fellowship

TAC876F

活 動 簡 介 Details of Events
海 谷 維 修 體 驗 營 TAC Work Camp

12-13/10/2013, 11-12/01/2014

海谷中心經過繁忙的夏季活動，帆船及中心設施有待改善。為了準備來
季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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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二十五元正。有意參加者，請於任何時間致電 34428755（電話錄音），
留下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參加人數等資料，或透過海谷的電郵
（tolo_adventure_centre@yahoo.com.hk) 報 名 ， 中 心 職 員 會 盡 快 回 覆 確 實 ，
並告知集合時間、地點及有關資料。

海 谷 團 契 TAC Fellowship 27/10/2013, 24/11/2013, 26/1/2014, 23/2/2014
瞬眼間，二零一三年已過了三分之二，你們在年頭定的目標完成了多少?
在還有不多的日子裡，盼望大家繼續努力，達成你們今年的目標。
海谷中心本年度的目標是
「薪火相傳，重新起步」，翻新
工 程 是 2013 年 的 主 題 。 「 翻
新」不單是房子的事情，還包括
人心靈的「翻新」，聖經人物尼
希米帶領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
城牆時，首先作的事是重建人
心，重建以色列民對神的認識和
信心，過程中不無困難，內部的
人事及外在的敵人的攻擊時刻存在，但尼希米知道重建城牆是神的旨意，他
沒有放棄，他清楚只有倚靠神、仰望神的帶領才是方法。團契盼望尼希米領
導以色列人重建城牆的經歷和榜樣，使大家更掌握海谷中心的異象和使命，
參加者亦能在其中得到生命的成長。
團契在上述日期的下午舉行，地點在海谷職員的家中，費用全免。有意
參 加 者 請 於 聚 會 前 致 電

3442-8577

或 透 過 海 谷 的 電 郵

(tolo_adventure_centre@yahoo.com.hk) 報 名 ， 提 供 姓 名 、 電 話 號 碼 、 參 加 人
數等，中心職員會回覆確實，並詳細告知地點及有關資料。

行 山 樂 TAC Hiking
10 / 11 / 2013（星期日）

流水沙螺鶴藪古道遊

TAC869H

難度：★★（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難度：最低★，最高★★★★★）
流水響水塘起步、沿郊遊徑上至桔仔山坳，經隔火路上九龍坑山，下沙螺洞，
北走鶴藪水塘，鶴藪圍散隊。全日 步程約 4-5 小時。自攜糧水，免費參加。
08 / 12 / 2013（星期日）

羗山大澳遊

TAC871H

難度：★★★（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難度：最低★，最高★★★★★）
大嶼山羗山道山坳起步，連走觀音山、羗山，遠觀南大嶼兩岸，經龍仔悟園下
大澳水鄉。全日步程約 4-5 小時。自攜糧水，免費參加。
01 / 01 / 2014（星期三━公眾假期）深涌荔枝莊海下遊

TAC873H

難度：★★（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難度：最低★，最高★★★★★）
水 浪 窩起 步， 經榕樹 澳 至深 涌草 原午休 ， 午後 緩
登 蛇 石坳 ，經 南山洞 出 白沙 澳至 海下散 隊 。全 日
步程約 4-5 小時。自攜糧水，免費參加。
有意參加者，請於活動舉行前致電
34428755 （ 電 話 錄 音 ） 報 名 ， 或 透 過 海 谷 中
心 的 電 郵 地 址 (tolo_adventure_centre@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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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會及團契 Thanksgiving Fellowship 26/12/2013
每年年終，中心會安排一個感恩會，與大家一起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記念
神的恩典。內容包括回顧神恩、展望將來、詩歌分享、聚餐等。地點待定，
費用自由奉獻。有意參加者，請於聚會舉行前透過海谷中心的電郵
（tolo_adventure_centre@yahoo.com.hk） 報 名 ， 或 致 電 3 4 4 2 8 7 5 5 （ 電 話
錄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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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告知有關資料。

TAC863S(9 月 1 日)一級風帆訓練班義工分享
今日帶班未玩過風帆嘅年青人出海玩，本來諗住會冇咩風，會好悶。
點知，下午四點後天氣突變，由水平如鏡變成驚濤駭浪，仲落埋大雨，能
見度急速下降！
除咗天氣突然變差之外，最慘就係連船上嘅 BOOM 同埋綁住 BOOM
嘅繩都被風 chok 鬆咗，甩咗。顧得支 BOOM 嚟，雙船就被大浪沖到入一
個海灣，三面都係岸，船身同岸嘅距離唔夠五隻船位，而唯一一面的出
口，就係正風位，很難上，情況非常危急。
老實講，這情景我都係第一次見，加上帶住兩個年輕人，就算幾驚都
要死頂。呢個時候，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開口大聲向天父求救！求天父可以
平靜風浪，亦求主耶穌在船上安慰我哋……祈禱嘅時候先知，原來同船嘅
年輕人都係基督徒，於是我們就一齊向天父祈禱，祈禱完咗之後，風浪突
然變細咗，變咗二級風，風向亦轉咗，令我哋可以順利離開個海灣，最後
平安無事咁上番岸！
呢件事，真係令我深深體驗咗耶穌在船上，平靜風浪呢個神蹟：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
大地平靜了。”（馬可福音 4：39）
天父謝謝祢啊！感謝祢今日讓我經歷咗比救生衣更強嘅保護，讓我知
道咩叫全然依靠祢啊！
蚊

TAC868A (8 月 17 至 18 日) 福音營參加者分享
公仔叔叔：
感謝你為我們在這次 camp 內的帶領和活動
海谷中心眾義工：
你們忠心的預備，愛心的看顧對福音的傳揚，向上帝獻上感恩。願 主
不斷施恩，使用你們，讓更多的人得着福音的好處。
郭生
主內的公仔：
多謝你努力承傳海谷的使命和心志，看見你忠心的服侍很感動！願繼
續使用你祝福更多的少年人，讓耶穌成為祂們生命的主！
Florence
多謝為我們做飯的哥哥、姐姐，沒有你們，我們哪有那麼美味的飯
吃。多謝全部導師，你們教我甚麼也可以嘗試，多謝你們。
鄭佩旻
昨晚講歷史既數學老師：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你們，你的分享令我想通了事情及多謝海谷中
心。
不能用言語嚟講「多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