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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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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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通 告 List of Events 

 

 日期 Date 活動項目 Event 編號 Code 

 26 / 10 / 2014 海谷團契 ⁄祈禱會 Fellowship ⁄ Prayer Meeting 892F 

 16 / 11 / 2014 海谷行山樂 TAC Hiking (萬里長城打咚咚) 893H 

 22 / 11 / 2014 海谷團契 ⁄祈禱會 Fellowship ⁄ Prayer Meeting 894F 

 14 / 12 / 2014 海谷行山樂 TAC Hiking (嶂上榕樹澳) 895H 

 20 / 12 / 2014 海谷團契 ⁄祈禱會 Fellowship ⁄ Prayer Meeting 896F 

 01 / 01 / 2015 海谷行山樂 TAC Hiking (蒲台島探奇石) 897H 

 25 / 01 / 2015 海谷團契 ⁄祈禱會 Fellowship ⁄ Prayer Meeting 898F 

 08 / 02 / 2015 海谷行山樂 TAC Hiking (老虎頭上動土) 899H 

 01 / 03 / 2015 海谷團契 ⁄祈禱會 Fellowship ⁄ Prayer Meeting 900F 

 

 

 

 

 

 

 



活 動 簡 介 Details of Events 

海 谷 團 契 ⁄ 祈 禱 會  Fellowship ⁄Prayer Meeting 

26/10, 22/11, 20/12, 25/01, 1/03 

  海谷中心自去年開始進行維修工程，但過程困難重重。倚靠神的供應是這

段日子的學習主題。團契從九月開始透過一系列舊約先知向神呼求的經歷，讓

我們認識古代賢哲面對困難時應有的態度──呼求神，求神復興這國度！  

 以下是海谷團契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3 月的主題：  

TAC892F 26/10/14 海谷屬於神 

TAC894F 22/11/14 我的海谷夢 

TAC896F 20/12/14 合一的敬拜 

TAC898F 25/01/15 海谷需要你！ 

TAC900F 01/03/15 榮耀再次降臨海谷  

 不論你是否信徒，都歡迎你和我們一起經

歷，一同成長！ 

 團契 ⁄祈禱會在上述日期的下午舉行，地點

在海谷中心或海谷職員家中，費用全免。有意參

加者請於聚會前致電 3442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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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谷 行 山 樂 TAC Hiking 

16 / 11 / 2014（星期日） 萬里長城打咚咚  TAC893H 

難度：★★（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難度:最低★，最高★★★★★）  

上水火車站集合，乘搭巴士到上水虎地坳走形似「萬里長城」的華山，繼訪遠

離海岸線的坪輋天后廟及禾徑山打咚咚石。打鼓嶺坪輋村賦歸，全日步程約 4-

5 小時。自攜糧水，費用全免。  



14 / 12 / 2014（星期日） 嶂上榕樹澳  TAC895H 

難度：★★（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難度:最低★，最高★★★★★）  

西貢集合，海下路猴塘溪起步，緩登黃竹塱，嶂上平原大休，天梯下榕樹澳，

經企嶺下至水浪窩散隊。全日步程約 4-5 小時。自攜糧水，費用全免。  

 

01 / 01 / 2015（星期四） 蒲台島探奇石  TAC897H  

難度：★★（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難度:最低★，最高★★★★★）  

香港仔碼頭集合，乘搭街渡前往蒲台島起步，蒲台島是位於香港最南端的島

嶼。據說島上曾經盛產形如蒲團的海苔，故稱蒲苔島，現今已改稱蒲台。蒲台

島的岩石以抗蝕能力較差的花崗岩為主，因此造就不少形狀獨特的風化奇石，

如響螺石、僧人石、佛手岩等名勝。  郊遊徑始於碼頭，上接牛湖頂後，南下至

近南角咀再繞回碼頭。全日步程約 3-4 小時。自攜糧水，費用全免。 

 

08 / 02 / 2015（星期日） 老虎頭上動土  TAC899H  

難度：★★★（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難度:最低★，最高★★★★★）  

老虎頭屹立於愉景灣以西。踏足山頂目視東方，山石形態猶如老虎後額頸背。

如果配合時機，棕色野草有如老虎皮毛，更感神似。梅窩起步，經亞婆塱上老

虎頭，休息後下二白坳，續下降至愉景灣 (時峰 )完成。全日步程約 5-6 小時。

自攜糧水，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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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谷 通 告 

親愛的海谷之友：  

  規劃署在去年七月推出「海下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Hoi Ha Outline 

Zoning Draft Plan)，將海谷中心定義為「其他指定用途」 (水上活動康樂

中心，Other Specified Uses)，而中心的周邊則定義為「自然保育區」

（Conservation Area）。鑑於海谷中心的使用範圍將受限制，甚至會影響

海谷中心使用的小徑及為防蚊患而在周邊作出的修整植物工作，我們草議

了一封對「海下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規劃反映意見的文件，呼鑰您們

支持。我們共收集得到 224 位會員及朋友的支持。 

  在 2013 年 8 月 27 日致信規劃署澄清海谷中心在現址已運作超過 30

年而非如大綱草圖所指的 20 年; 要求將連接中心至海下路的小徑由自然保

育區轉為「其他指定用途」或「綠化地帶」以便維修管理 ; 要求將「其他

指定用途」的東北界線外移 20 米以預留土地給中心未來發展; 及在「其他

指定用途」界線外增加一條 3 米地帶以容納中心修剪植物以防火及減免蚊

患。 

  在 2013 年 9 月尾規劃署將「海下灣分區計劃大綱圖」在憲報刊登，

修改了海谷中心在現址已運作年期 ; 否決將連接中心至海下路的小徑由自

然保育區轉為「其他指定用途」或「綠化地帶」，認為小徑在「自然保育

區」中亦可維修; 亦否決將中心所在「其他指定用途」的界線擴大。  

  中心在 2013 年 11 月 23 日再致信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反對及申述，

要求於東面、南面及北面擴展 5 米以容讓我們管理其中植物，因為我們租

約列明 “A belt of trees not less than 3m in width, of species to be 

approved by the DAFC & Project Manager/New Territories (NE), shall be 

planted along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said piece or parcel of ground.” 



  在 2014 年 4 月 23 日城市規劃委員會發出第 9644 號文件刊出對各申

述及意見的考慮，指出據大埔地政專員表示，根據海谷中心的短期租約，

有關的三米規定是指短期租約所涉範圍內的樹木。因此，以租約的規定為

由而要求把該中心的用地範圍擴大，並不合理。  

  中心在 2014 年 5 月 12 日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議中作出口頭申述，澄

清要求擴展 5 米並非把中心的用地範圍擴大，因中心的用地範圍受短期租

約所限制，而只是作為緩衝區域以保養其中樹木，亦指出三十多年來對三

米規定的樹木的理解及執行都是指短期租約所涉範圍外的區域，而地政專

員的說法亦難以落實。  

  在 2014 年 6 月初城市規劃委員會公佈決定，對中心的要求不予接

納。 

  至此，可以預知「海下灣分區計劃大綱圖」通過後，中心將緊貼「自

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內一切動植物皆不得干擾，如其動植物干擾

我們，都要報官辨理。  

  最後，我謹在此向各位致謝，多謝你們的支持和關注。  

 

  願感謝、頌讚、榮耀都歸於我們所信靠的神。  

 

林寶珠 

海谷中心主席 

 

 



分 享 文 章 

走出框框  富、Cally 

  感謝神給我們機會，讓我們跟大家分享連南的關懷活動。今次的分享

題目是「走出框框」，意思是我們踏出心理的安舒區，認識一個新的地

方，認識新的朋友。  

連南在哪兒？  

  連南位於中國的西面，由香港出發到連南，約七

小時的旅巴車程。連南是一個少數民族──瑤族聚居

的地方，這裡位處山區，以往以採礦為主，農業為

輔，住在這裡的人生活較艱難。部分瑤民住在山上，

特別是老人家，他們不會說普通話，和他們溝通會遇

上很大的問題。但他們都是樸實的，只要有孩子在

旁，孩子會充當大家的翻譯，這樣你便可以對他們的

生活或者風俗有更多的了解。   

我們在連南做什麼？  

  在探訪活動中，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和教學，我們

為他們設計不同的活動，如學英文、做手工、室內和

戶外的遊戲等。你猜猜他們最喜歡哪種活動？他們最

喜歡的是做手工。正如很多老師，我們往連南前會做

足一切上課的準備，歌紙、手工材料、英語課堂材料

等，今年我是負責手工的，選擇編織手繩的原因是它

的花樣多，每個孩子（甚至是幼稚園的孩子）也會

做，這樣，我們香港的孩子便可以參與，甚至幫手做

小老師，協助大人教當地的孩子做手工。  



  除此之外，我們還會探訪學生的家。這是我們多年以來最難忘的活

動，因為過程中有機會和孩子談天，我們也曾再次探訪一些認識的學生，

這種重遇的感覺很難得。  

  家訪也讓我們有機會認識當地人的生活。舉個例子，如果我們沒有探

訪，我們便不會知道連南的物產，玉米

和稻穀的處理方式，和這些東西跟他們

生活息息相關。我們城市人見到陰天便

會「收衫」，當你見到連南人收玉米和

稻穀時，便知到快到下雨了。  

我們在活動中的收穫 

  過去幾年，我們在連南有不同的經歷，例如在合作活動時認識了很多

新朋友。大家的處事方式不同，但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向連南人表

達關懷，與當地人分享生命。  

  此外，我們也見證了小言在活動中的

成長。他還在襁褓時，我們已一起參與海

谷的活動，到他兩歲，我和富參加第一次

離家之旅，之後每隔半年，我們都會離家

一次，為的是到國內探訪。由於他在大自

然長大，當我們覺得他有能力和不同的人

相處，也可以獨立時，到他五歲多，我們

便帶他一起到連南。過去三年，小言在活動中遇過不同的朋友，他們都是

小言生命中的天使，例如他和團中的孩子相處得很好；他在當地也認識了

新朋友，朋友們對他照顧有加，去家訪時大人有大人談天說地，孩子有孩

子玩耍，他們玩什麼？追雞仔、參觀豬欄、在屋前屋後走來走去、拍照

等，小言更成了他們的廣東話教師，教他們說廣東話呢！  

 



恩典滿載 

  我們都相信每次活動都是成長的機會，今年十二月，我們會再訪連

南，到時再和大家分享當中的經歷吧。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