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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分享 － 李強富先生（國際及內地事工委員會） 

 

我有機會參加了 2012 年「Sharity(愛共享) 四川服務之旅」這個活動,真的是收穫

良多! 不單是對四川 2008 年汶川地震的災區重建工作的近況得到較好的瞭解, 

最大的得著是認識了一群很優秀的導師和隊員,我為你們「不問收穫,只問耕耘」

的社會服務精神感到驕傲。更欣喜的是: 各導師的辛勤工作和對隊員的關愛, 還

有隊員彼此之間的配搭和互相支持, 在此表現了 BB 一家的精神, 亦實踐了在青

少年人之間培育基督化人格的少年軍宗旨。 

 

回想這次旅程的一點一滴, 都讓我對每一位導師和隊員感到懷念; 願 上帝喜悅

你們的付出和保守你們往後在少年軍的侍奉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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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團長分享 － 馮偉權牧師（272 分隊隊牧） 

 

恩典之路： 

為期九天的：大地愛共行 2012「Sharity (愛共享)四

川服務之旅」經已完成，我可以形容這是一個怎樣

的旅程呢？我記起在旅程中我們很喜歡唱的一首詩

歌「恩典之路」，讓我以這詩歌向大家引介一下：。 

 

這是一條信心而蒙福之路： 

無論在出發前、旅途中並旅程後，我們都需要信心

去行這路。出發前我們需要在：旅費、心態及帶領

活動上作準備，雖然當中有部份隊員曾參與去年的

旅程，但是次行程卻有所不同，因重點在於服務。

感謝我們的主，正如昔日挪亞一家(來 11：6-7)，我

們憑著信心所預備的，在衪的保守引領下，無論對

隊員、導師及所接觸的國內同胞們、都有美好的祝

福！ 

 

 

這是一條盼望而正義之路： 

「艱難困境」並不可怕，只怕的是「窮途末路」；我們所信的卻是「絕處逢生」

的神，衪應許我們在困境中必為我們開一條出路(林前 10：13)。所以，人生不在

於路有多難走；而在於是否有路可走！也不應見路就走；而是否走在正路之上？

因兩者雖然同樣是路一條，但帶來的結果卻是截然不同(箴 14：11-12)。感謝主！

衪保守我們的同胞能從絕境出得著出路，唯願在衪的引領下，使我們能走在那通

往永生的正義之路上。 

 

這是一條愛而帶應許之路： 

在信、望、愛三者之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13)，而在愛中最偉大的是「不離不棄」

的愛，我們所信的神，祂對我們的就是這愛

(來 3：5 下-6)，而基於這愛我們將會繼續關

懷四川的需要。神應許我們只要我們奉祂的

名往普天下去(包括國內外)，祂必會永遠與

我們同行(太 28：19-20)。所以，在神的恩典

下我深信 2012 年之旅並不會是最後之旅！就讓我們憑著這神的應許，以愛與世

人(包括國內同胞們)同行，以實踐並宣揚這帶應許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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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分享 

 

第 272 分隊 － 潘美佑 

 

自我簡介： 

暱稱：Maggie 年齡：13 興趣：看書、看電

影、逛街、彈吉他。 

 

文字分享： 

在四川服務之旅裏面，我學會了什麼、認

識了什麼、體會了什麼，真是數也數不清。

結束了整整十日的旅程，我遇到了很多人，教會了我很多事情，令我獲益良多。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四川服務了，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 512 大地震重災

區－汶川映秀鎮。雖然我已經體會了一次，但我仍然震撼得像有什麼卡在喉嚨似

的，難以呼吸。加上導遊安排了 4D 地震摸擬電影讓人仿佛置身於地震當中，令

我到現在每一次回想起來，也感受到當時恐怖的餘震。 

 

這次的旅程亦叫我學會自立，不要等別人來幫你，要自己主動做好。我們在金堂

縣的敬老院和特教學校玩了攤位遊戲，讓我們感受到他們其實很需要人關心，愛

護，於是我們主動地跟他們聊天，度過了美好、歡樂的一天。同時讓我們明白，

關心別人，就要從身邊做起，每一天小小的關心，足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後來，我們到了兒童村吃了頓飯。兒童村的孩子們很熱烈地歡迎我們，我們輕鬆

地聊天，說說自己的故事，在聊天的時候，我發現了一件事，他們在讀書方面都

非常勤奮，生活也很有規律，而且他們從不浪費食物，我卻常常挑食，我真慚愧，

我要學他們那樣，珍惜食物，珍惜現有的一切。 

 

在平安夜當晚，我們來到了一間

偌大的教會－都江堰榮光堂進行

平安夜福音晚會，很難想象在內

地竟然會有這麼大的一間教會，

真叫人讚歎神的大能。我們欣賞

了精彩的表演，並看到了他們在

臺下的努力，敬拜後，我仿佛又

跟神親近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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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程當中，我們亦參觀了別具特色的景點，包括新北川縣城、大熊貓基地和都

江堰水利工程。新北川縣城是在地震後重建的，那裡的人們原來家園就在附近不

遠處，他們每天都要面對那些不想再面對的回憶，真是讓人心酸。然而，他們勇

敢地繼續生活，活出更美麗、精彩的人生，我真的很佩服他們。相比之下，現在

的青年人就幸福得多了，所以我們要學會珍惜，因為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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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2 分隊 － 崔曉藍 

 

暱稱: 藍藍 

年齡: 14 

興趣: 跳舞 

 

1.旅程中難忘的事情: 

在這次愛共享，四川服

務之旅中，最令我深刻

的是去都江堰的遺址。

去遺址之前，是無有想

像過是那麼的嚴重，到

達時，才發現是如此的

震憾。當時我才發現，我們是多麼的微小。以為自己夠強壯，但當一個災難來臨

時，誰也逃不掉。幾萬個的寶貴生命就能在瞬眼間結束。我們真的要珍惜生命，

不能因一些困難或挫折而想自殺和放棄自己，一定要勇敢地堅持下去。同時，我

們應該要珍惜我們身邊的人，因他們隨時離開我們，我們一定要珍惜與他們的時

光，好好相處，少些爭吵，互相愛惜。這次到這個遺址，令我學識到生命的寶貴，

希望以後世上的人都能平安地相處！ 

 

2.具特色的名勝: 

我認為最具特色的名勝是大熊貓基地。因為熊貓是四川其中之一的標記，只要講

岀熊貓，就會馬上想到四川。大熊貓基地容納了很多品種的熊貓，全都很可愛。 

 

3.感人的時刻: 

我們在金堂縣老敬院，與一位婆婆談天，她開始有點害羞，要我向她問了一好會

兒再開始回答我的問題。之後我才發現她是説四川話的。我解釋了三次我不懂四

川話，但她仍然繼續説我不明白的東西。雖然我不明白，但我感受到她是因缺乏

關心才會那麼想跟我談天。我亦只好默默地聆聽和點頭。最後我們送給她們一個

手套時，她搭著我的手臂，說了聲謝謝。 

 

4.抒發對祖國的情感 

我認為四川人都很堅強，就算經歷過這些地震，這些暴風暴雨，但都能仍然開開

心心地生活。希望四川和中國都能少些災難，希望主耶穌能保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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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分隊 － 張綺婷 

 

日期:21/12 天氣:清涼 

行程: 

在當天完了我校的聖誕聯歡後,我便回家提起行

李到荔枝角集合. 

我們一起到了救世軍營地,準備好一切後我們先

進行晚餐---燒烤 

在燒烤的過程中一直都有和同一組的成員談天,

拉近距離~ 

然後,我們一起合作做手工,為我們要服務的小

朋友帶一點心意,最後開始我們第一天的靈修,

為旅程做好準備! 

分享: 

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從來未嘗試過自己離開家

人往別的地方,但我知道我要更勇敢搭上旅程面

對更多的挑戰!!要學會服務,希望有一個好的開

始!! 

 

日期:22/12 天氣:寒冷 

行程: 

4:00就要起身,大清早的就要準備好升旗...然後進行步操的操練..過後就急忙地食

過早餐就要趕著上車到機場,其實天也還未光呢.想不到的是.我們整整在機上坐

了2小時才出發,到了四川後已經比起原定時間遲了好多...所有的活動都要推遲了.

我們快步到酒店安置好...晚飯過後到了成都的上翔堂參與平安晚會...好熱鬧,精

彩的表演!最後我們都進行了決志~最後的最後我們回了酒店休息! 

分享: 

未嘗過這麼早的時間就要起來,受著冷風準備升旗,幸好的順利的完成,我們都快

快地踏上前往四川的旅程...可是我們的航班卻推遲了,足足等了2個多小時...在等

待的過程使我們更疲倦,還有點肚餓了...但最後都能夠飽足...也能夠平安到步真

的很好...很感恩.到了上翔堂真的令我眼前一亮~~有著很多很多的熱情,不得不說

真的和香港的教會很不同...很熱誠的準備節目.我也受到教會的人的分享感動! 

 

日期:23/12天氣:極冷 

行程: 

早餐後,出發到了友愛學校參觀...所有的設備也可算是完善.本來準備了活動與小

朋友一起活動,可惜的是...只剩下3個小朋友和我們一起玩.但我們也跟小朋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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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社工一起玩得很快樂...是充實的一天! 

分享: 

雖然食的早餐是冷的,但其實是挺好食的,之後我們到友愛學校參觀...所有的設備

比我想中的有很多的不同!這些都為那些殘疾的小朋友方便了很多.雖然不能和很

大班的小朋友進行交流和一起活動..但是我們也會無國界社工還有康雷等3個社

工和3位小朋友玩得很快樂~在遊戲之中體驗了殘疾人士的難處,我就體驗了失明

人士的情況...發覺那些小朋友的生活都很不容易,他們都很堅強!也較教會了我...

不要去在乎失去了什麼..而是要去在乎還擁有什麼.! 

 

日期:24/12天氣:陰天 

行程: 

早餐後,出發到汶川映秀鎮探訪,新城和地震遺址,再參觀了水磨羌寨古鎮遊覽,晚

上去到榮光堂參加慶祝活動!和上翔堂是很不一樣的感覺.晚上更聆聽了李太的分

享. 

分享: 

透過參觀地震遺址,除了震撼和滿滿的傷心還能有什麼呢.突然發覺自己其實是過

得十分幸福的..主賜給我的恩典太多太多,感受自己是一個蒙恩的人.到聆聽了李

太的分享,得到的感受更多...我們真的要做好準備...因為真的會不知道主何時會

再此的降臨.... 

 

日期:25/12 天氣:有雨 

行程: 

先在早上參觀了水利工程...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一個地方呢.我們更去了兒童之

家探訪,與那裡的小朋友進行活動~ 

分享: 

參觀了水利工程時,再一次感受了主所創造的奇妙.真的只用了一些小方法,便能

自然地排去大量的水.到了兒童之家,環境雖然潔淨...但沒有想像中的好.在和小朋

友活動的過程中,認識了小朋友劉丹.所有在兒童之家的小朋友都和劉丹一樣...手

都冷得生了凍瘡仍然堅持做活動做功課..所有的事都是靠著自己一手一腳去完成

的,真的很堅強!!! 

 

日期:26/12 天氣:寒冷 

行程: 

早餐後,出發到金堂縣敬老院,進事了步操表演,唱歌和遊戲.到了特教學校探訪和

那裡的青少年一起午餐.更觀賞了他們的表演和進行了大會活動.最後,我們出去

食了火鍋,所有的人都玩得很快樂 

分享: 

早上食了這數天以來最好的早餐,感到很幸福~到了老人院,與老人家們一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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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們真的很期待和很快樂!他們也是要別人的關懷!!!到了特教學校,看到他們

帶給我們的表演...真的做得好好!!雖然他們聽不到說不到...但所呈現出來的...不

比我們差...他們真的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讓我知道....其實努力也沒有什麼做

不到的...不要輕易說放棄!!!在晚飯時...和隊員們親近了很多~~ 

 

日期:27/12 天氣:有雨 

行程: 

出發到北川新縣城(巴拿恰)午餐和遊覽,出發到酒店,安置後參加尋龍山,去了小鎮.

再享受了晚飯,是舒適的一天. 

分享: 

北川新縣城的風景很美,充滿羌族風情...但在美麗的背後卻是十分冷清..人很少...

因為當經過地震後...人數已不如從前..表面上看似一切還好...但地震過後的傷痛

又怎去撫平... 

 

日期:28/12 天氣:有雨 

行程: 

參觀北川老縣城的地震遺址.之後去食午餐...然後出發到角聲華恩兒童村,和小朋

友一起共進晚餐和一起幫忙收拾. 

分享: 

北川老縣城的地震遺址後..感受比上一次的地震遺址更深刻,感受到更大的震撼...

地震過後所有的已經面目全非了...所有的改變了太多.那所本來好好的中

學.................如今已經不在了...真的不禁落下了淚...而在兒童村...他們記得起我們

在上年有來到...我們的到來他們真的很高興並且他們每一個都很獨立! 

 

日期:29/12 天氣:晴 

行程: 

出發回到了成都,午餐後去參觀大熊貓基地...晚飯是食四川的特色小食.並在晚飯

後參觀了成都的 YMCA(春煕路),最後沿路回了酒店 

分享: 

終於回到成都了~~參觀大熊貓基地...熊貓 BABY 真的很可愛...不過能見到他們活

動真的很難~四川的特色小食...總括來也是很好食的.YMCA 真的很古色古香...他

們所做的活動和服務也是相當之多...到了旅程的最後...我沒後悔踏上這個旅程!

這一次用我雙眼看到的得著的確好多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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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分隊 － 麥穎彤 

1/12 清涼 

行程;2:30pm 在海麗邨上車去馬灣青年

營白普理營,分小組物資,安頓,燒烤, 

靈修,整理 

分享;非常期待旅程,但並不熟悉身邊的

人,彼此之間有隔膜,但從靈修中得到啟 

發.除此之外還要感謝天父的創造,

令我知道人是軟弱的,但我們也要勇敢 

走出去! 

 

22/12 晴朗/冷 

行程;4:00am 起床，整理行李，升旗，乘

車到深圳機場，12:15pm 起飛(延遲了 

2 小時)，到達四川，乘坐旅遊巴

到嘉立連鎖酒店安頓，吃晚餐(原

定行程是前往成都青年會所參觀)

之後到基督教上翔堂參加青年團

契，禮拜及交流，回酒店靈修， 梳

洗 

分 享;雖然航機延誤了 2 小時，但都沒有改變我興奮的心情。在今天我願意踏出

那一步，靠近主耶穌。這是一個很好的祟拜，也許對有些人來說過程有一

些沉悶，但對 我來說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天，看見四川有那麼多信靠主耶

穌的人，心裡非常感恩，因為聽人說四川人非常倔強，不會隨便信奉。對

我最深刻的畫面，便是我勇敢地踏 上台上的一刻，雖然只是一件非常簡

單的事，但足以令我銘記於心，希望 神繼續看顧我，I Love You Jes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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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有陽光/寒冷 

行程：6:30am 起床，整理行李，在酒店內吃早餐，乘車往都江堰;吃午餐後乘車 

到友愛學校交流，到酒店安頓後，去吃火煱，回酒店，靈修，梳洗 

分享;在友愛學校雖然完成不了之前的行程，但依然玩得很快樂。無法與那些學 

童相處真的非常可惜，但也很開心認識了更多的人，相處得還不錯。雖然校 

舍非常大，我也非常嚮往，在那每人都臉帶笑容，但不知道他們是否能放下 

[那件事]。 

 

24/12 寒冷 

行程;7:30am 吃早餐後去都江堰 512 重災區映秀鎮探訪，午餐後參觀汶川水磨羌 

寨古鎮，返回都江堰吃晚餐，到都江堰榮光堂參與平安晚聚會，回酒店，靈 

修，梳洗 

分享;第一次參觀地震遺址，感覺非常震撼和驚訝，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失去 

在那些倒塌了的學校和宿舍內。在今天自己反覆在思想如果我在當地遇上這 

些事我會否 像那些學生一樣，不管自己的安全去救人，或是像那些現在 

仍在生活的人，那樣堅強。在晚會中，雖然不在父母的身邊過，但也都能享 

受道平安夜的温暖。 

 

25/12 冷 

行程;9:00 吃早餐後，去參觀水利工程，吃午餐後到兒童之家帶領遊戲(後加行 

程)，吃晚餐後靈修，梳洗 

分享;想不到水利工程那麼龐大，之前的人那麼聰明懂得利用冷縮熱脹的原理， 

今天學會了很多課本以外的知識！在兒童之家的帶領，雖然只有十多個的學

生，而且相處的時間非常少，但看到那些學生很滿足。在進行遊戲中有許多

不足，希望能夠改善。 

 

26/12 冷 

行程;8:30am 吃早餐後去金堂縣敬老院，午餐後到金堂縣特教學校，大會活動， 

晚餐吃麻辣火鍋，祟拜，靈修，梳洗 

分享;在敬老院，看到那些老人家一看到我們非常高興，但給我的感覺是他們因 

為生活太沉悶，而且很少與別人傾訴，所以很珍惜和我們相處的一分一秒。 

在遊戲中，感覺 他們很快樂，但卻有一點點的孤單。在特教學校看見一班 

很可愛的小朋友， 想不到他們有殘障，笑得非常燦爛，而且他們表演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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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四川地震救人的畫面，真的令我很驚訝，想不到他們能做到那樣困難 

的事！今天可以有很多改善的地方， 例如：準備工夫，和組員的溝通等 

等。。。 

 

27/12 冷/毛毛雨 

行程;9:00am 吃早餐後到新縣城探訪，吃午餐後，遊覽北川尋龍山景區，吃晚餐， 

靈修，梳洗 

分享;在新縣城探訪，那裏人煙稀少，被其他人稱為[死亡之城]，街道非常寧靜。 

遊覽 北川尋龍山景區時，那段路非常艱苦，對我來說就跟遠足一樣，辛苦 

極了！而且是我第一次住酒店房間裏是有蟑螂的，真可怕！！ 

 

28/12 冷/毛毛雨 

行程;8:30am 吃早餐後到北川老縣城參觀地震遺址，午餐後，到綿陽市梓潼縣華 

恩兒童村，在兒童村吃晚飯，回酒店靈修，梳洗 

分 享; 又看到一個震撼人心的畫面，比早前的映秀鎮嚴重得多了， 看到一座座 

的房子變成頹垣敗瓦。地面也有斷裂的痕跡。雖然比映秀鎮嚴重得多，但 

我的感覺沒有第一次那樣激動，這次只是麻木了！到兒童村後等待那些小 

朋友放學，可惜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與他們玩遊戲， 但也有一頓飯的時 

間與他們相處，離開時也有一點捨不得。 

 

29/12 寒冷 

行程;8:00am 吃早餐後，乘車回成都，在成都吃午飯，接著參觀大熊貓基地，吃 

完晚餐後，參觀 YMCA&YWCA(第一天的行程)，返回酒店靈修，梳洗 

分享;今天是最沉悶的一天，由早上起，乘了三個多小時的車回成都，再去參觀 

大熊貓基地，去到只看到熊貓懶洋洋地睡覺，令我也非常睏。晚餐時，那 

些食物真的令我無法忘記，可跟[明將]一比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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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 冷/暖和 

行程;8:00am 吃早餐後，往錦里遊覽，自行進食午餐，1:00 從錦里出發到成都機 

場，5:00pm 起飛返深圳機場，下機後，乘搭旅遊巴回海麗村 

分享;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 上飛機那刻捨不得四川這個地方。在解散時，也很 

捨不得導師和隊員，十天中從陌生到熟悉，這種關係不容易建立，而且只 

有很少的機會，非常感謝他們的提醒，讓我有一個美好的旅程！ 

 

個人分享 

 

經過這十天的旅程，一

開始只是覺得好玩而

參加這個旅程，但想不

到最後能學到和體會

那麼多。2008 年我還

是個小學生，雖然知道

四川地震，但不太了解，

而且覺得與我無關，所

以不太留意。到參加了

BB 後，知道有這個活

動。回來的人都說很好

玩而且很有意義，所以

便參加了。 

   

令我最深刻地方是在金堂縣特教學校與小朋友相處，那裡的學生非常熱情，

雖然溝通不太方便，但仍能感受到他們高興地歡迎我們，而且還準備了精

彩的表演。在帶領 活動中，準備得不足夠，令他們感到沉悶，但他們並

不介意，還很感激我們。令我學會到要珍惜所擁有的，並不是只要求更多。

而且改善自己做不好的地方，聆聽別人的意見，從錯誤中學習。 

   

在這旅程中，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學會跟別人相處，了解四川獨有的文

化和特色。亦教會我要知足常樂，而且要清楚自己做每件事的目的。很感

激導師同隊員既提點，令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在這旅程中很

感恩，感謝主賜給我這個機會！ 

  



15 

 

第 231 分隊 － 吳汶禧 

大家好!我是香港基督少軍第

231 分隊的隊員吳汶禧。在分隊

第 4 年。今年 15 歲,在東涌靈糧

堂怡文中學就讀中二級。日常

生活中,大家都稱呼我做禧姐,

因為大部份和我相處的同學都

是比我年齡少。平時我會看小

說,聽音樂和打排球。今年是我

第二次參加這個四川服務之旅。

今次的四川服務之旅為期 10 日

9 夜。 

 

第一日 

我們一班隊員和導師一同到馬灣救世軍青年營地度過第一日。雖然,我們每个拿

著自己沉重的行李,行了一段漫長的路,還要走上一条又斜又長的樓梯才到達營地。

到了營地每個人也累透了。我們吃過晚餐後,就是我們開工和發揮我們摩達手的

時候,製作我們的手繩和心意卡。 

 

第二日 

我們比原定的時間還要早就出發了。在機上等了兩個多小時才開機,我們在這段

時間睡覺。下機後,我們用過晚餐就到了上翔堂參加崇拜,他們用不同的方法來演

譯聖誕節。他們會早 1-2 小時就到教會等待開始,但我們平時回教會明明知道遲到

也慢慢的走回去。他們對崇拜的態度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第三日 

我們到了無障礙学學校參觀。本來我們帶備了一連串的遊戲和他們玩耍可是他們

比政府帶到別的地方活動。因此沒有機會帶給他們歡樂但我們在社工帶領下玩了

一些遊戲令我體會到他們的生活。 

 

第四日 

我們參觀了汶川地震遺址。在展覧館我看到不少的青少年英雄有些甚至有為了救

人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有一位女孩品學兼優但因自己是班長所以為了救同學而跑

回課室她救了 4 個同學再救第 5 個時跑進去便沒有再跑回來。當時如果她沒有跑

進去反而到安全的地方，現時的她也有很有前途的生活。當救護人員在學校的廢

墟中尋找屍體，但學生的父母也忍痛叫救護人員不再找因為他們不想破壞孩子在

自己心中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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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日 

我們參觀了水利工程 見識了古代對水利工程的智慧。 

 

第六日 

我們到了特殊學校與他們玩樂。在特殊學校大部份是聾啞人士或智障的小朋友。

我們一進入學校便用手語和我們打招呼還表演給我們以示歡迎。他們是一班龔啞

人士。他們是听不到音樂只靠一位老師的動作來指揮令表演順利。他們学校還給

他們學習一些技能令他們日後可以靠這技能生活。他們睡覺的床很多也是不夠暖

身上經常長出凍蒼地震也令他們有很大的陰影他們也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接受響

影。他們非常痛苦但他們沒有任何怨言，默默地承受痛楚。 

 

第七日 

我們去了新北川城镇。這裡是由老北川的人口數目來建造 因些有很多房屋是沒

有人住所以非常清靜。因很多原居民也不想在這傷心地生活或已去世 所以人稱

這地方是「死城」。 

 

第八日 

我們參觀了老北川。我看見老北川的瓦礫非常心酸。死後也在恐懼中活埋。 

 

第九日 

我們到了熊貓基地參觀對熊貓更加了解。 

 

最後一日 

就是我們購買手信的時候。 

雖然,今次是第二次來,但同第一次來沒分別,也是很震撼和心酸。四川還是很需要

我們的關心和愛心。其實香港根本就是福地,只是我們不懂珍惜。難道我們要經

歷過意外才學懂珍惜眼前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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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1 分隊 － 李安琪 

 

我叫李安琪,第一次參加四

川服務之旅。 

 

我很開心和榮幸參加這個

活動,雖然旅程一開始大家

都不太了解和認識對方,可

是透過活動和幫助互相認

識對方。 

 

可能有時會有不開心,但是

都有互相學習和包容的地

方。一起受罰時,不會埋怨、 

一起分組時,不會不合作、一

起分工時,不會不工作。大家

都很和諧,真是神的恩典。 

 

在旅程,我學懂了甚麼叫助

人為快樂之本、甚麼叫珍惜、

甚麼叫合作、甚麼叫幸褔...

幸褔真不是必然,我們坐在

這裏都不是必然。地震可能

你和我都未接觸過和感受過,可是我只知道地震震碎了很多人的心,為甚麼我們不

可以用小小的能力幫助他們?雖然自己可能在旅程中做得不足,但是好開心可以

幫助到人,認識到朋友,開闊到自己的視野。 

 

我的自信心也增加了,旅程真是深刻和難忘。這真是恩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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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0 分隊 － 李啟軒 

 

12-22第1日:上機開始四川旅程,晚上去了一

個當地的團契禮拜感覺和自己返教會的氣氛

不同 

 

12-23第2第:早餐後到了友愛學校,看見那些

小朋友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完成覺得他們十分

自律 

 

12-24第3日今天去了水磨羌的一個古鎮，夜上去了當地的平安夜團契，大家都十

分開心 

 

12-25第4日今天全日都是參觀水利工程雖然我不明白導遊說什麼，但都覺得自用

人手來做一條河出來十分利害 

 

12-26第5日今天是我最深刻的一天，因為今天是去探訪老人院，我之前在學校也

有參與過探訪老人但都只是不想上堂而去，但今次是真正用心探訪他們覺得十分

開心 

 

12-27第6日雖然今天全日都是參觀但當我們去到新城的時間對比起舊城分別真

的十分大，人數少許多但建築物依舊那麼多 

 

12-28第7日 今天去了512地震的遺址心情十分驚訝，因為竟然地震的力量可以那

麼大 

 

12-29第8日今天已經是開始去玩樂了，都只是去參觀大熊貓基地 

 

12-30第9日最後我們去錦里遊覽，食當地的小食和買手信，然後上機，在飛機上

有很多人都不適，但最後大家都能平安回到香港 

 

 

我最深刻的一日就是去老人院的那天，在和他們談天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坐旁

邊，我當初在和他談天的時候都不發現他是失明的，再到我們派手套的時候才發

現他是失明的，我再幫他戴上手套，看見他的表情真是十分開心，雖然大家都唔

明白大家說什麼，但大家都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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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2 分隊 － 梁歡 

 

對於這次四川服務之旅,總括而

言,我有兩個感受:感恩和興奮。感

謝在主的引領下, 順利完成 9 日

8 夜的四川服務之旅。興奮則在

於每天也有新見識, 每天也有不

同體會, 服務。以下是我對這次

行程中某幾天特別深的體會: 

 

第一天,由於上一天是和團友玩

得太晚,所以沒有怎麼睡,於是便

睡眼惺忪地乘坐過境巴士到深圳

寶安機場,上機後更倒頭大睡。當

我醒來後,才發現飛機遲了起飛。

我認為其實是上帝所安排的,祂

知道我們所欠缺的,再巧妙地給

我們。我也明白我做得不對,天父

創做夜,就是給我們休息,但我卻

拿作玩樂,所以做得不對。 

 

第二天,在參與都江堰友愛友愛集善之家「聖誕共融」活動,玩了一個遊戲,是扮演

殘疾人士,把球運送到一個籃子裏。我抽中了下肢殘疾人士,要以輪椅代步。起初,

我十分興奮,因為可以一嘗使用輪椅的滋味,而玩遊戲時也沒有太大影響,但反而

在細節上,如俯下身子,扭腰,一邊拿着物件一邊向前走等卻成為難題。我認為其實

神賜我們完整無缺的身體,我們就應珍惜, 因為完整無缺的身體,是神給我們最完

美的恩典。 

 

第三天,令我念念不忘的事是在看 4D 電影前,我在看下面的 5.12 地震中為拯救他

人而令自己血肉之軀受到嚴重骨折的一位學生,一位英雄。我之所以會稱呼他是

一位英雄的原因不是在於他救人,而是他救人後的一番話:「我沒有後悔,但假如我

沒有救人,我會十分慚愧。」我十分之佩服他,雖然很多人也會說,但真正會做的,

又有多少人呢?這正正是我佩服他的原因。 

 

雖然上述只是我在四川服務之旅中學會的一部份,但卻使我人格,品德上有所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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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2 分隊 － 郭俊杰 

 

第一天 天氣：睛 行程:到馬灣一個宿舍  

分享:今天可以令我知道更多和認識神,可以

知道神的大能。 

 

第二天 天氣:陰 行程:基督教會上翔堂 

分享：可以給我知道神永遠與我同在。 

 

第三天 天氣：晴 行程:友愛學校 

分享:可以知道學校的更多,可以給他們快樂。 

 

第四天 天氣：睛 行程:地震遺趾 

分享：我覺得在地震中救人的人十分勇敢,因

為他們都是'捨己為人' 

 

第五天 天氣：陰 行程:水利工程 

分享:今天我到了定為國家遺產的都江水利工程,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第六天 天氣：睛 行程：老人院、特教學校 

分享：今天面對他們,令我認真和勇敢。 

 

第七天 天氣：陰 行程:北川老縣城 

分享：今天我十分開心,因為可以 shopping. 

 

第八天 天氣：陰 行程:錦陽市兒童村 

分享：今天令我可以認識一班既活潑又可愛的小朋友。 

 

第九天 天氣：晴 行程:大熊貓館 

分享:今天我看見一羣可愛的大熊貓,所以我十分 happy. 

 

第十天 天氣：晴 行程:家 

分享：今天是我最難忘的一天,也是"四川之旅"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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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0 分隊 － 鄒諾曦 

21/12 第一日 早上不用上課，中午前往集合地點上旅遊巴往營地，下車時把物

資搬去存放區，然後安頓組員、分房、玩小遊戲，晚上 BBQ，睡覺． 

 

22/12 第二日 早上乘任過境巴士到深圳機場，直接飛往四川．但由於飛機起飛

時間受到阻延，到達四川已經是晚飯時間．我們吃過晚飯後就到上翔堂參加禮拜，

聚會完畢才回酒店． 

 

23/12 第三日 往都江堰參加都江堰友愛學校的活動，

晚上進行檢討會． 

 

24/12  第四日 先到汶川映秀鎖探訪，再到汶川水磨

羌寨古鎮參觀，最後到榮光堂參與平安晚聚會． 

 

25/12 第五日 參觀水利工程，欣賞前人的智慧．然

後返回酒店小休，晚餐是四川風味打邊爐． 

 

26/12 第六日 早上到敬老院服務，下午到特教學校體驗肢體傷殘人仕的生活．

晚上進行檢討會． 

 

27/12 第七日 早上前往新縣城探訪．午飯後，到尋龍山景區遊覽．晚飯後更有

機會泡溫泉． 

 

28/12 第八日 早餐後前往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探訪，下午在綿陽市梓潼縣角聲

華恩兒童村服務，之後一同晚飯． 

 

29/12 第九日 從綿陽市返回成都，之後參觀熊貓館．晚上回酒店． 

 

30/12 第十日 早餐後，往錦里遊覽及買手信．午後乘飛機回港．回到黃大仙才

發現八達通未有增值，最後要步行回家． 

 

今年是我第二年參加「愛共享四川服務之旅」．我再次參加的原因是我第一次參

加時不太投入、不夠認真，所以我想籍著第二次參加服務更加認真、盡心，盡力

與四川小朋友分享愛．在今次服務中，由於我常比較慢熱，所以前段的服務都不

夠主動，但在後段我已經可以主動投入服務中．我希望將四川之旅行程中的所見

所聞帶回分隊和隊員分享．更會把在四川之旅的服務心帶回分隊、教會，並努力

在當中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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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0 分隊 － 張恩朗 

 

I am glad I joined this meaningful 

trip. I felt mixed emotions because I 

can go and see the place in where so 

many people died and some are 

innocent children. I remember every 

Christmas I spent it meaningless, 

always stay at home. But this year I 

got a chance to see and witness the 

catastrophe that was devastated by 

the earthquake and share some of my 

knowledge about God.  

I experienced and heard a lot of stories what was happened. I heard that some little 

children sacrificed their selves to rescue the others instead they save their selves and a 

lot of students died too. I saw buildings, schools, roads and bridges collapsed. What 

was happened in Sichuan made China as ONE TO HELP EACH OTHER….  

I stand aside like felt nothing but then when we went 

to Special Care School my emotions changed and it 

urges me to share, play hard and work hard with my 

team. I was very happy and inspired because I saw 

the children’s smile.  

“Why this natural disaster God allows it to 

happen?”… God’s ways are higher than our way and 

His thoughts…. I remember about Noah’s Ark it’s 

only Noah’s family who are alive. What happened to 

Sichuan is just a wakeup call so that there will be an 

awakening for the people and times like this only the 

Hands of God can control the situation. God’s says, 

“if my people will return to me I will heal there land”. 

People are stubborn, full of wickedness that’s why 

God allows this things to happened so that they will realize that GOD is the only thei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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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elt sorry for those victims who died without knowing that there is GOD the ONE and 

ONLY TRUE GOD because of their innocence about the WORD of GOD. I was deeply 

moved and I want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 to all who do not believe. I want to let 

them know that GOD loves them so much that GOD died on the cross of Calvary to 

REDEEM us from our sins.  

 

 

 

 

 

 

 

第 272 分隊 － 劉綺筠 

 

感受:我這次是第二次去四川,但所感受到的事

情又有不同,在每天晚上靈修時所作出的反省,

到現在還是十分難忘,在最後一晚的靈修,看到

每人都把心中所想的說出來,十天的旅程,到了

結尾,感人的說話,答謝人的說話也傾巢而出.只

是短短的十天,我也結交了一段很深的友誼,一

同與隊友組員門去服務,一同去解決困難,永世

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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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2 分隊 － 盧子謙 

 

個人資料 

職位：中級組隊員 

 

行程日誌 

日期：21/12  當日天氣：陰天 

行程：從今天下午，到馬灣一個營

地住宿，並預備翌天的行程物資。 

文字分享：明天就要前往四川了，

今天我要準備很多事情，為了明天

的行程。 

 

日期：22/12  當日天氣：多雲 

行程：今天乘飛機往四川成都。到酒店安頓後，吃晚餐，期後到成都市基督教上

翔堂參加崇拜。 

文字分享：在教會的晚間崇拜中，可以見到多人都在台上表演，有很多都是關於

聖經、耶穌，認識了更多基督教活動。 

 

日期：23/12  當日天氣：寒冷 

行程：下午到了都江堰友愛學校玩遊戲。 

文字分享：一位無國界社工也是從香港來到都江堰友愛學校，在那裏一同玩了殘

障人士遊戲，體驗做一位有缺陷的人的生活。過程不辛苦，反而得到豐富獎品給

全場人。 

 

日期：24/12  當日天氣：寒冷 

行程：早上參觀都江堰 5.12 重災區汶川映秀鎮，下午參觀汶川水磨羌寨古鎮，

晚上參加了都江堰榮光堂平安晚聚會。 

文字分享：今天我體驗了四川汶川 5.12 大地震的情景，原來十分震撼。下午時，

走過汶川水磨羌寨古鎮很舒適，很想第二次走過那舒適、寫意的水磨羌寨古鎮。

因為明天是聖誕節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晚上時，參加平安夜晚會。 

 

日期：25/12  當日天氣：寒冷 

行程：欣賞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去了兒童之家實習做服務。 

文字分享：今天是聖誕節。水利工程有很多遊覽景點，坐過觀光車，欣賞了這景

點，之後實習服務一班正常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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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6/12  當日天氣：晴天 

行程：去了金堂縣敬老院，去了金堂縣特教學校。 

文字分享：老人院和特殊學校，是我們首次服務的地點，既服務，又參觀。特殊

學校中，有些學生身體有缺陷，有些智力有問題，他們都稱為「殘障人士」，但

是我們仍可當他們正常人看；老人院中，原來我們發現到，他們是需要愛心人士

關心他們的，我們來到，他們很開心。 

 

日期：27/12  當日天氣：陰天，潮濕 

行程：遊覽了尋龍山景區的一個山洞；在北川新縣城參觀。 

文字分享：在尋龍山景區山洞探險，十分刺激；在北川新縣城探訪，是很壯觀的

地方。 

 

日期：28/12  當日天氣：寒冷 

行程：前往綿陽市，在綿陽市梓潼縣的角聲華恩兒童村做最後一次的服務。 

文字分享：進行了最後一次服務，因此到了綿陽市梓潼縣角聲華恩兒童村做，陪

同了一班孤兒吃飯，體會到他們的生活。他們須做更多家政。 

 

日期：29/12  當日天氣：寒冷 

行程：參觀了一個大型熊貓基地。 

文字分享：一隻兩隻可愛的熊貓，

是我很想參觀的地方。於是，我們

來到大熊貓基地，學會了熊貓習

性。 

 

日期：30/12  當日天氣：陰天 

行程：探訪了錦里，最後返回香

港。 

文字分享：真開心！今天返回香港了，歷時 9 日 8 夜的旅程終結了。真捨不得自

己的爸爸媽媽和弟弟啊！想起他們，便想哭，但今天不用哭了。希望回到香港，

家庭會和諧。 

 

整體感受：我學會了兩句金句。第一句是「施比受更有福」。這句既是諺語，也

是聖經金句(出自《使徒行傳》20:35 最後一句)。第二句是「助人為快樂之本」。

幫助別人是對自己開心的事，也是對別人開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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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分隊 － 殷家蕎 

 

兒童之家  

去到兒童之家，只見到設備簡陋的

廚房。雖然有我們新式的煮食爐，

但是不常用。他們洗澡的時候，要

燒煤才有熱水，夏天便要沖凍水涼。

他們做功課的地方，只有 一些破舊

的凳。沒有冷暖氣。房間裡非常整

齊，就連一枝牙刷都好整齊。他們

沒有床褥，只是有棉被，棉被發霉

也照用。他們很珍惜自己的東西。

與他們玩的時間不 多，但他們非常

投入，他們的笑容使我刻骨銘心。  

 

兒童村  

兒童村設備完善，比兒童之家先進

很多。有一個小型遊樂場。我們只

是去吃了一頓飯罷了。但是這頓飯，

讓我學會了很多。他們從不浪費食

物，把碗裡的湯和飯都吃光光。一

顆米也沒有，這令我很慚愧，因為在香港，我經常浪費食物，我很慚愧！！！吃

飯後，他們都自己收拾東西和清潔。我們走的時候，他們表露不捨。  

 

特殊學校  

到特殊學校前，我抱著一份恐懼，怕溝通不來。未曾接觸過他們。但是到了那裡，

他們熱烈地歡迎我們。當時，我的恐懼減免了。有些聽力障礙的小朋友，他們雖

然 有殘缺，欲很開心。我怕跟他們溝通不了，但是他們懂我的手語。在場也有

老師翻譯。他們有障礙也活得很開心。但我們在富裕環境下長大卻不懂得知足常

樂。 個人感受 在這次旅程中我經歷了不少難忘的回憶，學會了不少道理。從比

我更小的小朋友中，學習到知足常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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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分享 

第 230 分隊 － 羅瑞琪導師 

安好，如果你有看大地愛共行的分享和消息，我心信你對我也不陌生吧!對吧，

三年來我都參與了這個旅程，可說是『原老級』。雖然我不知道會否有第四年，

但是我知道我已經愛上了四川成都這個地方。 

 

一年又一年的參與雖然地點依舊，但當中經歷的人、事、物都讓我有所經歷，這

真是一條『恩典之路』。 

 

回想第一年初踏上這個難忘的旅程，只有我和另一位導師。心情又驚又喜，因為

那時只是地震後的二、三年，有很多的事情想我們沒有想到的。如在沿路的車程

上，因為道路不平等設施問題，我們在車上不要談安睡，就連休息的空間也沒有。

今年的小孩們一上車就能安睡到下車。 

 

第二年心想好一點吧，因為總有第一年的經驗，但原來不是想像的。因為這年的

參與者年龄太小，每天仲會有奇怪的事發生，如每天都需要幫他們找房鑰、每天

都有人因遲到等問題要處理等等。為充实的旅程又添氣紛，但今年的小孩讓我更

看到恩典和他們的成長，由開首的二天在被罵的情況下成長，到後數天他們長大

了，在他們互相幫助下減少了我們的粗心。讓我愛上四川成都的另一個原因是他

們人民的生命力，第一年初踏上這天府之国時只見人去樓空(因為地震的傷亡太

大)，但今年我們所經歷的是人民正努力地過正常的生活，他們面上總帶著真誠

的笑容。這年不得不提是，我認識了一群很愛神的同工們(導師)，他們讓我在旅

程中增添了不少趣事。我

感謝亦珍惜這些年來每

一個我聽過的故事、每一

個親身踏足的地方、每一

個親手接觸的人。雖然我

不知道我會否再參與這

活动，但我定會再踏上這

個天府之國，用我小小的

力量去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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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分隊 － 蔡欣諭導師 

 

首個離開家人離開香港教會渡過的聖

誕節。這是一個具意義，讓我留下深刻

印象的聖誕節。在十日的大地愛共行

2012 Sharity 四川服務之旅的行程中，

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教會聚會，二服

務，三探訪觀光。 

教會聚會：我們旅程中到訪過成都市區

最大型最熱鬧的基督教上翔堂，亦到訪

城效的江堰榮光堂，與當地的弟兄姊妹

一起敬拜，互相交流和分享信仰見證，

過了一個既平安又喜樂的聖誕前夕。他

們全心全意，毫不吝嗇的事奉，使我們

反省到信仰生活有否像他們般豐盛，以

主耶穌基督為中心。 

服務：早在旅程開展前的兩個多月已開始籌備服務的活動內容，服務對象主要為

長老，災後孤兒以及兒童村的孩童。 

在行程的第三天，原本安排參與都江堰友愛學校的聖誕共融活動，可惜學生人數

寥寥可數。雖然沒有機會分享已預備的攤位遊戲，但在校的無國界社工讓我們有

另一番的體驗，透過小遊戲感受到殘疾學生所面對的困難，使我們更學會體恤和

為我們所擁有的感恩。 

探訪觀光：觀賞過自然美境──北川尋龍山景區的鐘雨石洞，也到過大熊貓基地

探望大小國寶們，同時亦到訪５１２汶川大地震的重災區──北川老縣城和汶川

映秀鎮，在那裡完全能夠感受到自然的威力和人類的軟弱，聯想到聖經中末日預

言，地震遺址的保留，似乎時刻提醒末日的到來，我們裝備了嗎？然而值得感恩

是，即使地震奪去了無數的生命，但人頑強的鬥志，使生還者走出地震的陰霾，

自力更新，延續生命。 

在我而言，是次四川之旅是個成長營，無論在靈命上，學習態度上，都變得更成

熟，亦開始讓我重新反思人生的意義，是理想，是金錢，是人云亦云，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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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另一人生的里程後，自覺逐漸隨波逐流，與上帝的關係也越來越疏遠，漸漸

忘記上帝在我人生中的保守帶領與其奇異恩典。人生為何？ 

還記得剛進大學的時候，學校送新生每人一本大學攻略手冊，其中一句讓我留下

深刻印象──「學會捨棄」。在過去一個學期，我選取了學業，卻放棄了很多，

包括我的夢想、我的興趣、少年軍，甚至天父；人生除了GPA外，好像沒有餘下

的。直至林Sir致電邀請參加四川服務之旅，他提醒我天父的同在，但只是霎時

的提醒，然後又迅速地掉回自己的圏子裡。我承認，在入營之際，我還未準備好。 

十日的過程中，其他導師的帶領和分享，以及其他隊員的認真投入，促使我更投

入參與服務和照顧一眾隊員，同時亦令我反思更多，反思到信仰生活、學習的應

有態度、未來的計劃。總結整個過程，我最深的體會是更學會感恩，即使是微小

的事也很值得感恩。 

 

第 231 分隊 － 孫莉琪導師 

 

在二零一二年聖誕期間，很高興能夠參與BB

舉辦的四川交流計劃。於這次旅程中，剛開

始的時候，我感到緊張和興奮能夠再次來到

四川這個地方。而這次去參觀四川遺址時，

看到街上這麼冷清，感覺都是很心酸，但最

深刻的是聽到有些人在地震後有人向他們傳

福音，因而信了主而返教會，因為在他們心

靈裡面知道有神的愛，並能倚靠衪。另外，

每次想起服務老人家和小孩的時候，見到一

個個天真的笑容，自己心裡都很高興，因為

小小的遊戲和禮物，卻可以帶給他們這麼多

的歡樂。在整個旅程都好滿足和感恩，並認

識了一班導師，使我在這次旅程學懂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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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0 分隊 － 莊文睎導師 

在這個四川之旅當中，令我感受到當地文化的差異和

生活的習慣。對於一個不吃辣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本來以為自己會有很多食物吃不到，但意料之

外的是在這個旅程當中自己不知不覺到接受了辣。但

在這個旅程令我改變最多和最令我深刻的是在特教學

校的探訪當中，因為當中的學生有部份是聾人和智力

有問顯的人，當你要和他們溝通就需要靠自己的身體

語言和面部表情。但是自己本身就不是一個善於溝通

的人，現在不只是普通的交流，更是不能用言語去表

代你的目標。其實真是對自己並沒有信心，但當看見那些學生在有困難的時侯不

是去逃避，反而是去找解決的方法，為何我不能突破我自己?!所以自己也盡力地

去表達自己，當看見他們明白我的時侯，自己的勇氣也大增，更努力去表代自己。

在這一次當中令我明白到要突破自己的限制，不可以原地踏步。 

 

黃喜鳳姊妹 

車輛正往曾飽受愴桑的映秀鎮駛去，沿途到處的景

象跟在香港大眾媒體看到的已不一樣了。縱然已事

隔幾年，但親身踏足其景的感覺仍然是震人心弦的。

在巨大的天災面前，人類是這麼渺小無力， 微不

足道的; 然而，從不同的生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

災民堅強不屈的意志和對生命的熱愛，更讓我們得

到鼓勵。這場災難令他們更堅強，啟發他們以生命

影響生命，昂首走向前。而我們要為神在地上作牠

的光，以祂為樂，榮耀祂的恩典，使生命活更有義

意和動力。 

除了參觀地震遺址，在當地的服務工作也是非常難

忘的回憶和學習的機會。這些服務的體驗和啟發，

實在讓我獲益良多。投入服務他人的同時，其實自

己亦得著更多。當看見他們臉上的喜悅和滿足，真令人鼓舞。 

 

感謝主的保守和帶領， 讓此次的四川服務之旅能夠得以順利完成。真的很感謝

在當中參與策劃和籌辦的每一位，相信我們每一位導師和隊員都各有得著。不僅

更認識四川的風文化， 了解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餘， 而且，更重要的是能

夠為神作工，服務祂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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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同工 － 林子謙導師 

 

一轉眼之間大地愛共行—「Sharity(愛共享)

四川服務之旅」已經連續辦了 3 年。估計

3 年以來，由不同分隊的導師及隊員所組

成的團隊已服務超過 1,000 多位國內有需

要的同胞，包括長者、年青人及有特殊需

要的小孩等。 

 

驀然回首，3 年的旅程深切感受到我們的

服務日趨「專業」，由當初只是走馬看花

般的探訪，直到今日能夠與成都青年會、

無國界社工及華恩基金會等機構合作，針

對國內同胞的需要從而提供最適切的服

務，例如大型團體遊戲、多元攤位活動及

簡單的紀律訓練等。此外，我們亦不得不

為神豐足的供應和恩典獻上大大的「感

恩」。在祂帶領之下，以今年四川服務之

旅為例，總共有 2 位隊員在成都決志信主；

有 1 位姊妹(非少年軍導師)願意以支援者

身份加入我們團隊內輔助是次活動；以及

為著四川同胞的需要我們共籌集到約港

幣$10,000 的捐獻，為他們添購一些簡單

的日用品及小禮物等。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

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馬太福音 (9:36-37) 

 

來年我們將會有更多與各導師及隊員一同服務的機會，大家又準備好肩負這個

「使命」回應國家的需要嗎？但願基督的愛和見證能夠通過香港基督少年流遍每

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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