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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四川綿陽市角聲華恩兒童村的服侍，主要是和兒童村內的孩子們一起進餐、玩遊戲及做美

勞創作。在短短少於兩整天的時間，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有….  

 

許院長對孩子們嚴格與慈愛的教誨 

許院長，一位年過六旬、本應在美國過着舒適的退休生活的姊妹，老遠的來到四川肩担起兒童村

院長的職責。從兒童村內執拾得井井有條的宿舍、孩子們紀律嚴謹的生活(例如:他們飯前要背愛

篇、飯後要輪流洗碗和拖地) ，看到院長在悉心照顧這羣孩子之餘，不忘要鍛鍊他們刻苦耐勞的

品格。記得有次飯前許院長嚴厲地責備孩子們沒有按她的吩咐好好的接待客人(即是我們!) 。雖

然許院長外表嚴肅，但她愛孩子的心卻是顯而易見的。她跟我們分享到過去處理村內一些頑劣孩

子的難處: 兒童村內曾有些正值反叛期的孩子，行為頑劣、屢勸不改，因這些孩子的行為會影響

到其他孩子，所以她迫於無奈只好把這些孩子送回家。後來院長看了一本書得到啟發，使她立志

以後不再將頑劣的孩子送回家，並祈求天父賜她更大的愛心和忍耐去教導這些孩子。想到自己在

家中要面對兩個少年人已有點吃不消，更何况要教養一大羣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若不是神

親自的呼召和引領，以及衪無私犧牲的愛，人怎能有這份堅忍、信念和愛心，無微不至的去照顧

這羣小孤鶵? 

 

美國姑娘 Tracy 輕撫小男孩的面龐 

在寬敞的飯堂外、温暖的太陽下，一位長髮的美國姑娘 Tracy(她是駐兒童村的教員)，正用雙手温

柔地撫摸着一個小男孩的頭和面龐。Tracy 跟我們分享說，這小男孩最愛這樣的觸摸，看着 Tracy

一臉的温柔和小男孩一臉的滿足，我彷彿看到一份默默無言的愛從 Tracy的雙手流到小男孩的心

窩裏去，這是一份何等美的事奉！兒童村內的孩子有些是四川 5.12地震遇難家庭的遺孤、有些

是來自綿陽市各縣區的特困兒童，他們自少或自四川大地震後失去了父母的愛和關懷，這樣的觸

摸和關愛對他們是何等的寶貴！ 

 

短宣旅程中，叫我難忘的還有車程中三位主內姊妹 (包括兩位神學生和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姊妹) 

的分享，她們生命的分享讓我得着激勵。其中來自加拿大的姊妹分享到她向神禱告了十年，期間

到神學院修讀輔導:為要裝備自己日後到孤兒院去事奉。她現已決定獻身事奉，並等候神的引領帶

她到合適的工場。若果我仍有二十或三十年的生命，我又準備怎樣去過這些日子? 姊妹的分享提

醒我: 要安靜、要禱告、要好好裝備自己。 

 

感謝神，讓我們一家四口和姊姊一起參與這次短宣旅程，又與相熟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工、遊覽了

很多特別的景點。聖經所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一點也不錯。也衷心

感謝嘉驥弟兄在行程上悉心的安排，又與我們分享他事奉的歷程。我十分期望再有機會踏上短宣

之旅，察看神在不同羣體中奇妙的作為，並學習愛和付出。 

 

 



      四川短宣分享四川短宣分享四川短宣分享四川短宣分享    ☺☺☺☺李善李善李善李善怡怡怡怡 

 

    在這個聖誕假期中，我和家人、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到四川短宣。我過了一個十分有意義的

假期，因為我不但能參觀不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還能藉着探訪兒童村事奉上帝。 

 

    剛抵達成都的那個晚上，我們乘搭旅遊巴到綿陽市內的兒童村，跟孩子們吃一頓豐富的聖誕

自助大餐。然後，豐富的節目接踵而來－他們先為我們獻上精彩的表演，然後我們也不甘示弱，

為他們獻上聖誕話劇，並送上一袋袋精心包裝的聖誕禮物。那天晚上真的十分寒冷，刺骨的冷風

把我吹得身體直發抖，牙齒也在打顫，可事奉後我覺得身體和心裏都熱烘烘的。 

 

    第二天，我們整天都留在兒童村裏陪伴孩子們，跟他們畫布袋、燙膠珠、吃飯、談天、玩遊

戲......能陪伴那些小朋友，我真的很快樂，因為我看見他們都很享受跟我們一起玩耍。 

 

    在兒童村的這三天，有一個女孩在我心中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她叫 Flora(陳芷穎)，挺文

靜的，年紀跟我差不多。雖然如此，我總是覺得她比一般同齡的女孩還要成熟。還記得第二個晚

上吃晚飯時，她邀請我跟她一起坐，我也十分樂意。吃飯時，她問了我一些關於信仰的問題，我

也一一簡單回答，可我知道我不能向她傳福音，所以我會繼續為她祈禱。翌日，她更送了一張悉

心製作的聖誕卡和一隻紫色手鈪給我。雖然對於像我一樣在物質富裕的環境下成長的小孩，這只

是一份簡單、微不足道的小禮物，可是我仍然覺得十分感動，我希望能跟她成為好朋友，更加深

入了解她！ 

 

    我過了一個充實而滿足的聖誕節，我看見兒童村的小孩只要有少少物質就已經欣喜若狂，可

是香港的小孩物質過於豐富，總是覺得自己的不夠別人的多。正所謂：「施比受更為有福。」我

認為收禮物固然快樂--可是事奉比收禮物更快樂--我不但能藉此事奉神，還認識了好多新朋友!  

 

 

 

 

 

 



短期宣教體驗分享短期宣教體驗分享短期宣教體驗分享短期宣教體驗分享－－－－黃建基黃建基黃建基黃建基 

 

放下未完成的工作，我開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短期宣教體驗活動。自己未曾踏足過四川，但從宣傳

影片中所見梓潼縣的角聲華恩兒童村實在是一個神使用的地方，故這次只願可盡上所能，有份於

神在這地方要實行的計劃。回顧整個行程，要分享的實在很多，但大家可能已從不少人口中聽過，

我倒想與大家分享幾點我從好些「小事」中的得著。 

 

常為神作工的人也許都是較易明白神的心意。曾聽說往內地的航班時有延誤，出發時已知悉第一

批啟程的隊員遇上大延誤，到達成都機場已是凌晨三時多，故一路上我們都有點擔心—我們要七

時多到兒童村跟孩子們一起晚膳，之後又有精心設計的晚會，如果我們又遇上大延誤，我們當如

何呢！於是大家也想著要有什麼應變方案，然而我們的領隊胡嘉驥弟兄微笑地說：「不會遲的，

會趕到與他們晚膳的！」心想神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我們又怎知神這次的選擇呢？當然，我們也

繼續禱告，求神讓我們的旅程順利。結果航班是延遲了起飛，但令人驚訝的是它只是比原定時間

稍遲降落，旅遊車又可在三小時內抵達目的地，讓我們可趕到與孩子們一起晚膳。這件小事帶給

我一點反思—多作主工，我們會對所事奉的主有更深的認識。 

 

與兒童村的孩子們相處的幾天，對我最大的挑戰是語言上的問題。在整團人中，我的普通話水平

應該是最低的了，特別是在聆聽方面。我只是抱著「勇者無懼」的精神，管不了他們聽得明不明

白，都不怕臉紅的問這問那，有一次更用上筆紙作協助。雖然效果不好，但我仍希望他們見到一

個「聽不懂，說不好」的人也落力地關心他們，就會見到我背後的上帝。星期日午飯時太太帶來

了一個乒乓球亞軍說要跟我切磋，飯後便到球桌與他們玩了一會兒。面對一個小學生雖然我仍是

「略處下風」，感覺上並不太滿意，但可喜的是他也喜歡跟我一起玩下去，也許他們所渴望的只

是很簡單—有關心他們的人陪伴他們一起玩耍。雖然我的口能說的不多，但仍感謝神讓我可以在

運動上表達了我一點的心意。 

 

一直很喜歡分工合作的感覺，是次服事行動再一次體現了我們是一個團隊。我們各人負責著不同

的崗位：有買禮物的、主持遊戲的、做話劇的、唱詩的、帶領競技遊戲的、教導孩子製作膠珠手

工和設計環保袋的、和主領不同活動的，甚至細碎如把禮物放進禮物包，我們都是各人負責自己

的崗位，合力把工夫做好。當某一個人站在他的帶領崗位上時，其他人就學習謙卑地去配合、去

順服、尊重他的做法。我想團隊精神的真義並不單指分工合作，更重要的是順服及尊重－尊重他

負責項目的主權及決定。感謝神，讓我又一次見到聖靈在恩臨堂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同心合意

地事奉。 

 

曲終人散，短短數天的逗留至今仍令人勾起許多回憶片段。然而留在我腦海中的卻不是我們曾為

孩子們帶來什麼祝福，而是神如何讓我們在各樣大小事上看見祂的真實、恩典與大能。 

 

 

 

 



短宣分享短宣分享短宣分享短宣分享 

 

四川是一個我們沒有遺忘的地方，因為一次大地震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也震破了不少的家庭，

產生了很多的孤兒。今次短宣的目的便是去探訪因這次地震而興建的一所兒童村。 

 

從網上知道了一些兒童村的資料，便很想參加這次短宣，但是內心卻有掙扎。因為兒子天博放完

聖誕假後便要考試，需要在假期溫習，其次也擔心請假有困難，禱告神是否合適參加今次的短宣，

也查問過可否縮短行程，提早返港。最後，就憑住一個「信」字，膽粗粗報了名。公司請假沒有

問題，天博溫習便由香港轉移到四川，相信此次短宣會給他課本知識以外，更寶貴的經歷，亦希

望對他全人的成長有正面的影響。 

 

對我而言，這是個自信與膽量的挑戰，我的普通話真係「好」普通，經常被兩個仔「潤」。要用

普通話同四川兒童溝通，點算呢？繼續禱告求神幫助賜下所需的能力和恩典。幾位負責短宣的姊

妹已妥善為隊員安排一切，讓我可以好「他條」地參與咁有意義的事奉，在此要向她們說幾聲「多

謝」。活動中我被安排演出一個話劇，扮演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有喜又有憂，擔心普通話說得不

好，但微少的自己也可以付出參與。看見弟兄姊妹各展所長，各盡其職，彼此配搭，何等美！ 

 

行程的首天，我們即遇到些阻滯，飛機延誤了接近兩小時才起飛。到達成都機場便要立刻坐車前

往兒童村與他們一起吃晚餐。在旅遊車上宣佈當晚晚會有公安到訪兒童村，我們所預備關於耶穌

降生的話劇可能要取消，一陣的失落湧進內心，大家都好用心準備，突然要腰斬，很是失望。神

卻有奇妙的帶領，當晚公安觀察了我們一陣就打道回府。他們走後，我們立刻起來整裝，上演話

劇。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喜歡這個話劇，也不能肯定他們接收到什麼信息，但我知道我多了兩個粉絲！

她們會稱呼我做「瑪利亞姐姐」，因此我們打開了話題，也熟落了。其中一個女孩子對信仰頗有

興趣，問了關於耶穌、瑪利亞的問題，礙於不能對兒童講及信仰的內容，也只能作了簡單的回答。

祈禱她對福音的渴求不會因時間而消減，時候到了，她便能尋見。「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得飽足。」 

 

兒童村的兒童頗為主動、親切和自律。當旅遊車剛駛進兒童村，一群兒童已跑出來迎接我們。有

些向我們揮手問好，有些拖住我們的手走進飯堂。一個八歲的小男孩便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也

替我取了碗筷，他們的熱情，主動打破了隔膜。 

 

他們是善於觀察並敏銳的兒童，對我們的言行舉動都十分注意。他們會注意到天博和我的互動，

表現出好奇。當知道他是我的兒子的時候，八歲的小軍倚伴住我問，兒子有沒有對我說「我愛你」？

他說他會。擁抱著他時，心也酸酸的，他們對愛的渴望表露無遺。 

 

他也問我何時再來，我頓時啞口無言，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所以不知如何回答，只能推辭說要視

乎香港的工作和假期的安排。他們的真誠不禁讓我想會否有再見的機會呢！ 

 

他們十分活潑並有紀律，飯後會分擔工作，有抹檯、洗碗、拖地等，亦會自己洗衣服，房間執拾

得井井有條，都是我們要好好反省及學習。見到他們有些雙手皮膚「爆拆」，有流血、有結焦、

都難忍憐惜之心。 

 

 



星期天，短宣隊有一起崇拜，這次是難能可貴，還要靠院長為我們把風，是叫我們要多珍惜，還

是惋惜呢？隔天也有相聚分享的時候，不到廿分鐘，院長便衝進來叫我們要立即停止聚會，並問

誰是謝天博，要他到辦公室，因為公安發現人數不對，或者要更多資料，氣氛有點嚴肅，心情亦

有點凝重。最後公安沒有再來，只是一場虛驚一場。感謝主讓我們一路平安，並為這次短宣添上

一些驚險的情節。 

 

他們畫了一些心意咭送給我們，物輕情意重，讓我十分開心和感動。本來是要帶歡樂和關懷給這

些兒童，最終他們反給我無限的溫情，替我在寒冷的梓潼，送上無比的暖意，離別的時候，難禁

依依不捨，他們的臉孔會繼續在我心中和禱告中出現。 

 

12/1/2013 

李玉梅 



劉翺晴的短宣見証(翻譯)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o short term missionary. This time I went to Szechwan for this 

missionary and went to meet some orphans in a orphanage built by christians. This time, I have 

three friends coming with me. Before the trip, I was think of them that they are sad and wont be 

to much good or maybe we can just play by our own and they will play by there own. But then I 

found out that they were happy, active and also they welcome us coming with there love. We 

played together and we were all happy, this is a good environment which there is running tracks, 

basketball pitch and table tennis tables, also there was a playground which have a lot of 

facilities for us to play together. But I found out that they don’t really know much about Jesus, 

that is because china is not aloud to talk about religious to someone aged under 18 like God 

loves you is not aloud. In this trip, I learnt that we are very lucky that we have mums and dads. 

Also, we have freedom to learn what we want to know about religious.  

 

Also, we went to a village that had been ruined by the earthquake, also we went to the 

earthquake site. All the building have been ruined and some even need some benches to hold it, 

it was terrible. In conclusion, I think that we should not give up or scared when problems come, 

because God will help you like the orphans, they had lost their father and mother, but they still 

have a place for them to meet friends, to play and to eat. They don’t really know about God but 

God still helps them up and so those he helps you. God may use other plans but if you pray, he 

can help you. Don’t be scared and just believe is something we can all do so I will. 

 

 

這是我第二次去短宣, 今次是去探訪由基督徒興建的兒童村內的孤兒. 而這一次我是有三位

好朋友一起去的. 在出發前, 我想這羣孤兒是活得很不開心, 而且不會與我們共融及一起玩的, 

但事情剛相反, 他們很快樂, 主動而且流露着愛的歡迎我們. 我們一起玩,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兒

童村內有田徑道, 藍球場, 乒乓波枱, 還有很多遊樂設施, 我們一齊玩. 但我發現他們對耶穌基督

不太認識, 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政策是不准向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傳講宗教, 如耶穌愛你等言論也

不容許. 這次短宣,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有爸媽, 而且, 我們有自由去認識神. 

我們也去了一條被地震摧毁的村, 我們看到所有的建築物都倒堒, 有些要用支架撑着, 這是

一場災難. 總結, 我想當我們遇到困難時, 不要懼伯和沮喪, 因為神必幫助, 就好像神幫助這羣孤

兒一樣, 他們失去父母, 但神為他們預備居所, 這裡他們可認識朋友, 可以玩樂, 有食物. 縱然他

們不認識這位神, 但神依然幫助他們. 如果我們禱告, 神必然幫助. 不要懼伯, 只要信, 我們就會

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