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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分享 – 林弘基先生(執行委員會委員、第 7 分隊副隊長) 

 

因你(祢)與我同行 

得償所願 

直到第四年, 終於得償所願了! 年中得知是年四川服務之旅如期舉行, 心中極之

興奮, 同時即時與同事協調放假, 非常感恩的是一切順利! 但是愛我的主又怎會

給我這麼順利? 正當一切以為理所當然的, 偏偏這時便碰上參加人數不足的困

難, 我諗不是應該會好多人參加嗎? 每年一次的活動吸引力不再? 得到子謙努

力之下, 最終收到成團了!  

 

奇怪的組合 

12 位不同分隊的導師隊員成為今次的團, 6 位隊員 6 位

導師, 一同渡過 7 日, 去四川服務, 據了解是過去服務

時間最長的一次! 起初真的有點擔心, 會否夾得來? 感

謝主, 正如在四川第三天晚上崇拜所唱既詩歌一樣, 

“因你與我同行，我就不會孤寂.”大家那種不怕辛勞的

精神值得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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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 

整個服務的旅程當中, 除了感受到國

家的繁榮進步之外, 亦都提醒我們要

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在汶川探訪映秀

遺址, 更震撼是由當時在場的導遊來

說當時之情況, 一場天災令到至親離別實在傷感, 同時亦提醒我們每天仍能活著

要感恩。除此之外, 在金堂所服務的兩個點亦令的反省了很多。在特殊學校裡的

學生, 看見他們聽不到或說不到, 但是從他們身上看到經常掛著笑容, 這些都是

我們繁忙的香港人所缺乏的。另外, 他們最值得令人敬佩的是他們的表演非常精

彩, 我們聽到的伴奏音樂, 但是他們是聽不到, 而且是拍子準確。原來他們跳舞

並非易事, 而是需要靠老師用手去提醒, 並且要比我們更加下苦功才能成功呢! 

另外一個服務點是金堂兒童之家, 那天天氣真的很冷, 我們都穿得很擁腫, 但一

看見那裡的小朋友, 薄薄的一件衣服加外套, 便沒有了! 再看他們的小手, 因天

氣寒冷, 加上不多熱水供應, 小小的手上便長滿凍瘡。但是我看見他們都沒有因

而愁眉苦臉, 他們每位都熱情地帶我們參觀, 一同玩遊戲. 到了下午要走的時候, 

大家已相處了一天時間, 都有點依依不捨離開,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他們竟然會

陪我們走到村口送我們上車. 這班天真可愛的小朋友背後有不同的故事, 可能因

而缺乏父母的關懷與呵護, 自小便要獨立照顧自己。但他們都沒有怨天尤人, 仍

然好好地生活下去, 亦敲醒了我要好好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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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分享  

第 7 分隊 – 陳桂源 

 

數日行程轉眼間完結，經歷了可能沒有下

一次的體驗，感受到反地心吸力，看到大

自然的奧妙和古人的智慧以及品嚐到不

少的四川佳肴。刻骨銘心地歷歷在腦海裡

漂泊! 

旅程的難忘很多，笑容很多，傷心也很多。

最令我難忘的是金堂兒童之家的服務 ，步進大門看見的是破舊的房子和一群可愛小

孩。孩子們的雙手紅腫 還生了凍瘡，所以我與他們遊戲時我都會抓緊孩子的受傷的

手，希望他們可以感受到微薄的溫暖或是帶來痛楚。孩子的生活與我們生活差天共

地，隨著孩子們的帶領，差異漸漸浮現眼前。冬天生活在沒有暖氣的家園、每天冰

冷的水潔身 、 洗衣服親力親為和睡著不暖的被窩，因為洪水浸壞了。他們的生活

令我不斷反思現在自己所度過的生活方式。還有特殊教育學校,有一位小女孩,她幼小

的身軀卻用著一枝很大的地拖,本來為她服務的我拒之門外。對我造成重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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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的時刻?不可能沒有的!在兒童家我們離時,他們把物資和我們送上車,有生以

來都未曾看見這場景。還有特殊教育學校,他們沒有因自己有缺陷,而沒有自信並

且把表演表演得像一個正常人。十分精彩!還有他們飯後,要把飯堂打理得乾乾淨

淨、一塵不染。 

雖然失去了聖誕共聚時間，但是得益比失去更多，要感激的人多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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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分隊 – 畢婉欣 

  

大家好!我是香港基督少軍第 7

分隊的畢婉欣隊員。很開心參加

了這個四川服務之旅。我們今次

的四川服務之旅為期 7日 6夜。

這七天的四川之旅當中有玩,有

服務,有探訪,有觀光的時候，這

次四川之旅主要分為三部分，一是服

務，二是教會聚會，三是探訪觀光。 

 

服務: 在旅程開始前的一個多月已經開始籌備服務的活動內容, 有導師分享在團

隊活動的帶領技巧, 也有香港紅十字會耆英團的長者到訪，我們跟耆英團的長者

進行服務交流,他們教我們跳雞仔舞，教我們自製小手工給當地的服務對象，令

到我們在服務的時候有充足的準備，當到達特殊教育學校後，一心以為自己所準

備的遊戲，物資，遊戲講解都足夠，誰不知請了當地的老師幫忙用手語翻譯後還

是很混亂，小朋友看不明指示就亂跑，還令自己跌倒受傷，令到我反省了這次的

錯誤，下次有同樣的服務時可以有更好的改善。在兒童之家的服務，令我感到四

川的小朋友和香港的小朋友很不同，在帶領我參觀她們的家的兩個小女孩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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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兩地的小朋友生活環境很不同，四川的小朋友很珍惜讀書和玩耍的時間，反

之部分香港小朋友卻不太珍惜他們擁有的東西和機會，而且當地的小朋友都是投

入去做每一件事，玩每一個遊戲的。 

 

教會聚會:這次服務中我們有幸能參與當地教會的聚會，旅程中我們到訪了成都

基督教會上翔堂, 與當地的青少年團敬拜, 在那裡我們一起唱從未唱過的歌，特

別的是他們會把一首詩歌不斷的重複唱，數一數的話都有二十次，令我感受到他

們一起敬拜的熱誠，就算是重複又重複。 

 

探訪觀光:這次旅程到過成都大熊貓基地探望大小國寶們，也去了都江堰水利工

程參觀，那裡的建築，古人的智慧真的令我嘆為觀止。我們亦到訪５１２汶川大

地震的重災區──汶川映秀鎮，在那裡

完全能夠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和人類

的軟弱，保留下來的地震遺址，正正

時刻提醒我們珍惜擁有的一切，無論

是物件，身邊的人，擁有的人際關係, 

而且不要整天怨天怨地，因為其實我

們比很多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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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這次的四川之旅令我學習了很多，因這個旅程完結返港我便要考試，

所以我在分配時間，學習態度，待人接物都有進步的地方。這七天中，大家的準

備，真誠的分享，認真又投入的導師和其他隊員，令我身為高級組隊員更加要去

投入去參與服務和把學到的用在分隊中，更重要的是更加學會感恩，時常感恩別

人的幫助，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需要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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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隊 - 李詠儀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李詠儀。一位在BB

和教會牧養下成長的女孩，近年確立志

向，昐望從事社會工作去關心更多人、

在黑暗的世代中成為一點小光。 

 

在這個愛共享四川之旅中，透過7日6夜的旅程，叫到我能夠離開一切繁瑣的工

作，一些有待處理的事情，單單去享受愛與被愛的過程，一個上帝喜悅的生命歷

程。當中帶不少令我有反思的時候，有感人的經歷，而且更有難以忘懷的，以下

將會一一細訴。 

 

我—— 在金堂特殊教育學校帶領遊戲  

前往金堂特殊教育學校之途中，帶著輕鬆歡愉的心情進入校園、自以為充足的準

備到訪。心想，上致遊戲講解，下致遊戲物資都一切準備就緒，況且，玩遊戲對

於愛玩的我應該不會是難事吧。可是，正當我仍在回顧四周，欣賞著新建的校園

設施時，一群非常可愛的小孩子正迎面而來，看上去年紀應該約幼稚園的小朋友。

當我想要開始遊戲時，老師仍然為我所說的遊戲比手語作翻譯，但小孩們好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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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了解遊戲的玩法。然而，遊戲最後都有進行，看見小孩子們都享受跑來跑去、

東追西逐，可是不少小孩子都因此而受傷，不懂遊戲規則的他們就只好到處亂跑，

並自得其樂；而我，既不知道如何是好之餘，更看到他們一個接一個的跌倒在地

上並高聲嚎哭。心痛不已，而且也一直在埋怨自己預備工作沒有做好。今天，當

我去再回想的時候，我看見自己的不足，哪一份對自己能力的低估。因此，在往

後每一個能夠服侍人的機會，我不但會好好珍惜，並且更會以這次的經歷作為借

鑑。學習不去數算自己的付出，卻只單單的以服務便用者的得著作為中心，為他

們準備最好，最充足的。 

 

我—— 在成都基督教會上翔堂青年參與團契 

走進這一所雄偉、莊嚴的教堂中，我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奇工。在中國，這個對宗

教話題敏感的地方，上帝仍然能夠用祂自己的能力去為人預備地方，為他們預備

敬拜、讚美、聚會的美地。我一方面去慨嘆上帝大能的作為，享受著一份身處其

中的安然、輕省的感覺。另一方面，我去看見一副美麗非常的圖畫。一位年輕與

我相約的女孩，徐徐地走到禮堂的中間。她抬起頭，帶領會眾一同禱告，或許她

領詩的經驗不多，在禱告中都聽得出她的聲音、說話間帶著顫抖。在禱告過後，

她開始帶領我們去進入詩歌裡面，她的歌聲清柔甜美且婉轉動聽；我聽得到她的

歌聲是帶著力量與感染力的。過程中，她也跟我們有一些個人分享，不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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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她在分享期間不住地落下淚水。起初，我感到有點驚訝，心想，難道練習

詩歌也需要這麼內心的分享而且要動用淚水嗎？ 幸好，對這問題我很快便得出

答案，她的分享和淚水都不僅是神對她的感動，甚至是她對別人生命的著緊。回

想起我自己，參與教會多年，為自己的罪與錯誤有過很多的反思與落淚。可是卻

很少為服侍青少年人落淚、為他們的生命去著急至強忍不住淚水。當刻，我不但

為這位女孩子感到自豪，而且也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樣，有一顆為別人生命去著急

的心，而至到能夠敏察他人的需要，給予真正的關心與接納。 

 

我—— 在金堂縣的兒童之家堅固關係 

踏入兒童之家的大門後，就看到一群可愛的小孩子在空地裡玩耍。在老師的一聲

令下，他們就立迅速地列隊，並為我們作嚮導，讓我們去認識他們的家園。帶領

我的是兩位女孩，他們分別是11和12歲。整個過程中，主要為12歲的女孩為我

講解，而11歲的女孩則比較成寡言，只有細細的跟她的好友說悄悄話。接著，

我們如常去為孩子們帶來一些遊戲和表演。當中，每當我望向她們倆時，都總看

到她們要不撓著手，或牽著手。可見她倆的感情特好，姐妹情心似的。因此，在

自由時間的時候，我與她們一起坐下並聊起天來。起初，她們都只會短短地回答，

而且年紀較少的都沒有多話。所以，我就只好跟她們找找話題，分享一下自己的

夢想。分享過後，反問了一句，妳們呢？ 換來的，是幾秒的寂靜；或許她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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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過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也許是因為「職業病」，在別人都在遊玩的時候，

我卻想要跟她們倆談談心。在一天的活動過後，我們又再一次有自由活動的時間，

因著關係被悄悄地建立，她們倆的說話變得更多；談到家人，又分享到夢想。及

後，她們坦言，她倆每天都會一起玩，但都不會談起心事。因此，在道別的時候，

我沒有說：「我會再回來的！ 」、「我會想念妳們的！ 」這等語句。但我做了

的，是為她們倆的關係去進深，鼓勵她們珍惜對方，或順或逆都要彼此分享，好

叫她們能成為對方最大的支持和後盾。縱然她們都不愛笑、不懂得自我表達、也

不曾想過自己的夢想，但她們有的是一份無可取替的關係，一份真摯且無價的

愛。    

 

我—— 在映秀遺址有所反思 

在六年前，我從新閒報道中得知四川經歷了嚴重的地震，當時看到照片的我都傷

心不己，亦聽到很多令人心痛不己的死傷故事。真想不到，在六年後我能夠走到

其中一個災區。這一個經歷，確實令的對生命有著很大的反思。為我們講解的導

遊是當年身處其中的一位學生，她對映秀以及學校都暸如指掌。無可否認，她是

一位相當稱職的導遊，可是，我打從心底裡不希望她當導遊。為什麼？ 因為我

替她感到痛心，為了餬口，每天要重臨一個令她心如刀割的地方，一字不漏地向

人們講述當天所發生，所經歷的一切。幸運地，我能與她有著一段短短的單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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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她說：「從前映秀是一個擁有很多農業生產、物種豐盛的美地。可是今天就

只好從事旅遊業，但限於映秀的受災程況相對較輕，所以旅遊業的生意慘淡。現

在，人們都會把每天都會看成是最後一天。而我，也一樣，沒有什麼理想，更不

敢有什麼夢想。」沒想到，經濟急速前進會為人們帶來負面影響。可見，地震不

僅奪走至愛的人，甚至奪走人們生存的目標、價值以及理想。由此，我不但確切

地學習到珍惜眼前人的重要性，而且也更捉緊我能夠擁有昐望和夢想的機會，好

好活好每一天，不去浪費天父賜我的生命氣息，給我的一切恩典。 

綜觀這個旅程，我對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對愛神有更大的領受、對愛有更真的體

會、對生命有更深的醒悟。昐望這個旅程帶給我的一切，不是煙花式的感動，而

是一個啓發我更盡心、盡性、盡力、盡意去愛主愛人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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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分隊 - 劉宣宏 

大家好，我是劉宣宏，今年15歲，就讀聖芳濟各書院，我最喜歡做運動，例如

踢足球打羽毛球和打乒乓球。我的性格比較隨和容易溝通，為人有善較親切，常

常用樂觀的心態來面對困難的事情，不容易氣怒，容易令人產生團體精神和重拾

士氣。我的壞處就是比較多說話和堅持做一件事就沒有人阻止，有很多人都認為

我說話態度不好，其實我也可以很有善地說話的。我還有一個壞習慣就是不能輕

易認輸。我有一個夢想，就是長大成人的時候要做一個關心社會，對世界作出責

任成為一個世界公民。我現在的夢想是要成為一個不會依賴父母，靠自己賺錢成

功的人。不過現在當務之急的是讀好書，然後找一份

賺很多錢的工作作來養父母，雖然這個夢想不像其他

人那麼偉大，但我都依然堅持。 

我參加由基督少年軍所舉辦的四川義工之旅，我原本

認為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旅行，但到後期我才發現原

來是個有意義的旅行，意義在於為人為己不求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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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分隊 - 黎翱恆 

我叫黎翱恆,你哋可以叫我呀恆!今年十三歲,為人風趣,有時會好文塞,有時還會好

燥添!問我興趣呢家嘢呢?我鐘意打機,我鐘意游水嗰種刺激感,鐘意時不時隨手拿

起本小說,讀2-3頁之後綿一綿,鐘意打邊爐,鐘意上FB,鐘意發白日夢,苦中作樂

嘛......。 

 

我自己就介紹完,又係時候講Bye......唔好住,sorry 一時口快,又係時候講吓感想

啦！好!講到旅程難忘的事呢......多到數唔曬,而我最難忘的就是到金堂縣兒童服

務之家作服務,嗰到D小朋友好堅強,雖

然和我同年,但比我更成熟,而那個帶我

參觀的小孩還比我年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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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分隊 -黎翱生 

我的名字叫黎翱生，今年 12 歲，時次我參

加了 BB 舉辦的四川服務團。這個服務團令

我可以學習到如何與一些有聽障和語言上

有問題的小孩溝通，當我第一次接觸那一些

孩子時，那些小朋友已經走了過來想和我們

玩，當時的我，根本聽不明白他們說什麼，

所以我一開頭並沒有和他們說話，只顧自己四處走來走去，但當我看見隊友很落

力地和他們玩遊戲時，我也過不了自己的良心，便過去幫忙，後來我才發現，他

們是那麼的純真可愛。在食物方面，當地的食物真的超辣!我是第一次吃那麼辣

的東西，如果有下一次的機會，我一定會再次挑戰。在隊員和導師方面，他們都

很關照我，須然我頑皮得很，但他們都沒有捨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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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分享 

第37分隊 – 劉曉輝導師 

參加這次四川之旅，本來抱著觀光的心態，後來看清楚才知道最重要的是服務。

在此之前，我去過內地義教，所以我有一定的經驗與內地的小朋友溝通，但這次

四川之旅卻給我不同的經驗。我們分別到了不同地方做服務，最令我深刻的是在

兒童之家時，住在裡面的小朋友向我介紹他們居住環境的時候。我發現他們雖然

所擁有的比我們少，卻因此得到更多，他們的自理能力遠遠高於一般香港出生的

小朋友，他們十分自律，自行打掃，整理自己的房間。他們自己煮飯、清潔、洗

衫等，甚至比我們這些成年人還要

懂得自理。我最記得當我參觀廁所

時，我第一個感覺是覺得很清新，

這也是我第一個在內地遇到不臭

的廁所。更讓我驚奇的是，他們對

這些家務一點也不抗拒。在兒童之

家看到小朋友的生活，自己卻感到

慚愧。我 們總是身在福中不知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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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分隊 - 徐城達導師 

自我介紹：我叫徐城達，今年24歲，是來自新九西區第79分 隊的輔助導師。個

性沉默，怕麻煩，說話直接有時容易得罪別人。喜歡自由，不愛受限制，喜歡獨

處和睡覺。喜歡與人合作完成事情，因一個的力量很少很少。  

 

服務分享：有一天於總部網站看到這服務的宣傳，其中裏面有很多的分享，看完

後十分想參與這個服務。於是我在忙到甩碌既工作中毅然請假。出發前於總部的

數次 聚會對活動有了一點點認識，到了四川感覺是個發展得不錯的城市，所以

我很期待將會去的地方。於整個服務中，我們於特殊學校、老人院、兒童之家及

卓錦城社區 各做了由半天至一天的活動。當中較深刻的是特殊學校中的服務，

第一次與大量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接觸，雖然溝通上很有困難，但我們用最基本

的身體語言及笑容 就能跟他們一同歡笑，一同遊戲。在他們當中，我感覺到很

強的生命力。縱溝通方式跟我

們不同，但他們跟我們一樣需

要關心，需要愛。給他們一個

擁抱，一個笑 容，不需言語已

經十分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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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分隊 -羅瑞琪導師 

主內平安！我是來自二三零分隊的導師

Madam Law （這是隊員對我的稱呼，在集

隊外的時間他們會叫回我的名字），由零九參

加香港基督少年軍(BB)至今已有五年多的時

間。在我參加BB的日子裏我學到了很多知識、

技巧、信心、感恩等等，令到我成長了不少同

時改變了不少，而且能夠承受更多的挑戰！又

是一個似曾相識的引言。 

 

二零一三年的聖誕期間我再次參與BB的「大地愛共行」，再踏上四川這個地方。

這已是第四次的到訪，回想這四年的一點一滴再次看到上帝的恩典。四川讓我成

長了、改變了、快樂了……回想旅程中一件又一件的感恩事，真的記憶尤新使人

回味。這次旅程中讓我的心回顧神從歲首到年終的看顧，預備自己回應上主的召

命，邁向新的一年。因為四川的經歷使我找尋了我的夢想，雖然仍然有漫漫長路。 

 

回想這四年的行程和同行的人，真的好想好好對他們說「感謝你，與我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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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決定再次參與是次活動開始，心情總是有一點奇怪，身邊的朋友已不再問我

去的因由。仿佛他們認為四川是我的家鄉吧！我對四川的情同樣一年一年的在轉

變，由第一年的「戰戰兢兢」到「深深愛上」，然後到「似是故人」直到今年「回

家」的感覺。一步一

步實現旅程，由構思

到實踐經過一翻轉

折。花了不少時間、

心機、祈禱去造就今

次的旅程，這地真的

成為了我的家鄉。 

 

在營前會時看到參與者對旅程有不同的期望，而我的期望是希望隊員們有所成長、

期望可以見證到上帝創造的安排、期望用我們少少的方式去愛別人、期望可以認

識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期望可以認識到不同地方的人。 

 

另外，使我再三想念的是四川經歷的一個個天真的笑容，在旅程中我們走了多間

中學、小學、兒童村做服務。一心想，我們去是為了把喜樂帶給他們，但總想不

到我們把喜樂留下之時，同時帶走了不少快樂。他們純真的笑容，很容易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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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只是簡單的小遊戲、小小的糖果，都一一使他們面露笑容。總然是五、六天

的服務，但時間是光飛快溜走了。旅程中在深刻感恩的事很多，如每一個晚上大

家真誠的分享，看到有些落下開心的眼淚，有些掛上看不到眼睛的笑容；假若你

們置身在其中，同樣必會看愛上這地全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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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導師 – 吳宇婷導師 

本帶著混亂的思緒，複雜的心情來到四川這個

地方，最後卻抱著滿滿的感恩和祝福離開。還

記得開始服務前一晚的分享時間，大家都表達

心態上仍未預備好，怕預備活動物資不足、流

程不順暢、記掛著不同的事情，而翌日的服務

對象是百多位聾啞學校的小孩，當日很多情況

是未能預計的。的確，當天某些情況是超乎我

們所想像的。當某部份小孩是聾啞兼智力不足時，

很多活動就不能如預期的運作下去。縱然是亂了我們的本子，但當我們帶領小孩

玩一些非常簡單的遊戲時，他們仍是非常投入、非常的滿足。記得遊戲完畢後，

有一位小男孩走來，真摯的笑著，並對我舉起了拇指。 

 

原來，一切不會想得太複雜。他們不計較我們與他們玩什麼，只想與我們一起投

入的玩耍，交換彼此的笑容。 

快樂的源頭，是來自對方的笑容。而你，可成為別人快樂的泉源。 

最後一天的服務對象，是金堂敬老院的長者。出乎意料地，這天的服務時間最短，

感受卻是最深。長者們帶著親切的笑臉，摸著我們的手，待我們如親兒女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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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大部份都是無兒無女的，相信這半天的相處，足以令她們樂透一天。當她們站

在門口與我們道別時，心裡不禁帶點悸動。 

快樂的源頭，是來自別人的關心。而你，可成為別人快樂的泉源。 

生活上有很多的事情，可為你帶來快樂。雖有快感，但來得短暫。而這七天六夜

所擁有的喜樂，卻是一生永久。那麼，你的快樂是來自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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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導師 – 林子謙導師 

 

每當回想過去數年的四川服務之旅，一幕又一

幕「驚心動魄、百感交集」的場面就會霎時在

腦海裏出現。細味當中的點滴，以下的感受可

以跟各位隊員及導師分享。 

 

1. 成長 

從第一次的籌備會開始直至授旗禮，再從第一

日的服務至到離開四川那刻，身邊的隊員及導

師或許不自覺，但您們確實是一次比一次、一

日比一日的成長。由當日不知如何是好、見步

行步的態度，到最後十二人一同互補不足、齊心協力的完成服務，大家確實是一

次比一次、一日比一日的成長。正因大家不斷的成長，團隊的動力就應運而生，

讓整個服務之旅變得不再一樣，不斷的在四川發光發熱。 

 

2. 優勢 

從來都沒有一位被社會標籤為「天才」或「資優」的隊員及導師參與過四川服務

之旅，反而同行的往往都是一個又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普通學生」、「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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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或「家庭主婦」。縱然各人沒有異於常人的能力和表現，不過當大家能夠

把自己全然擺上，往往亦可以把各人的優勢在這個舞台展現出來，成就拍案叫絕

的四川服務之旅。 

3. 投入 

時間一點一滴的流逝，任誰都不可把時光倒流。各人的人生中亦只有一次的機會

與同一個群體，並於同一個時間來服侍同一班的兒童或長者。既然機會只得一次，

大家何不轟轟烈烈，並且讓自己不再留憾之下把服務完成呢？當再問起參加過四

川服務之旅的隊員及導師，大家都能如數家珍的分享四川的點滴之時，我就察覺

到大家的熱情和投入已把四川服

務的記憶牢固地珍藏在腦海了。 

 

盼望大家日後想起四川這個地方，

不單只是記得起裏面的麻辣火鍋、

吃過的串燒或可愛的小熊貓，而我

更衷心希望大家可以記著一件事，

原來我們各人都有能力去帶給別

人開心，為特殊教育學校、卓錦城社區、兒童之家及敬老院的朋友帶來歡樂，但

願這份服務的喜悅都能伴隨大家的成長。最後，我都要感謝在過去三年於四川服

務之旅曾經幫助過我的人，例如劉 Sir、Suk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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