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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全人
百年树人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诗篇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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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努力巩固全人，忠于神的呼召
（一）刻意更亲近神，让神搀着右手
一边听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渐近的脚步声，一边回应末世频
密的灾难与社区成员的苦难，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亚萨在诗
篇73篇所描述的，在困境中做门徒的心境。几番想要放
弃，却被恩主搀扶安渡数个事奉季节的寒冬，深知使命未
达不能放弃。我真实体会到能在服侍路上向逆境夸胜的关
键不是更多的委身，更多扩张神的国。而是更深地与神连
接，更多的降服。
正如全人海外督导夏忠坚牧师与我们巡回四个城市宣讲无
墙教会信息时，要华人教会恢复门徒生活的基本操练，就
是大量的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将灵修生活化，
随时随地与主沟通并献上至诚的敬拜。这是满足神心意不
可少的属灵操练。
来年我们要与同工及伙伴刻意持守亲近神的操练，让全人
这个枝子无时无刻与葡萄树连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入
了解天父的心意，我们才能提供到位与高素质的服侍。我
们也定意花更多时间探访全人的服侍对象（伙伴教会和原
住民）并与他们团契。唯有如此做，我们才能更掌握他们
的需要与挣扎，全人才能深入实践爱神爱人的诫命。

亚萨的这篇诗提醒主的门徒要将目光定睛在天上永恒不变
的价值。为了确保全人上下能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谦卑
行、行公义、好怜悯），全人将忠于所信的天国价值并将
之活现为文化。更重要的是全人将忠于圣灵的感动，在未
来十年持续动员华人教会走向同文化的邻舍和跨文化的原
住民群体，尽心尽意顺服大诫命和大使命。
为了为主多结坚实的果子，我们必须确保接下来的建造工
程是使用金银宝石等坚固的材料。全人将展开一系列的建
造工程，竭力巩固领导团队与行政架构，让机构的运作更
加使命导向，并且把人摆在对的位置。全人也将专注资源
筹募，让未来担任董事及执委的领袖多参与开发社会企业
责任及国度企业。全人也会在近几年巩固服侍网络，希望
在一些策略性的区域开设分会，组织更多的志愿领导团队
及聘请更多全时间的同工。愿神亲自成为全人的避难所，
但愿我们因为亲近神而尝尽神预备的好处，愿我们有更多
诉说神百年树人奇妙作为的机会。
微仆，黄恩德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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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增长率为历年最高。
我们已经达到100间全人关怀站的目标。
感谢上帝！目前全马十三个州和
吉隆坡都已有7979全人关怀站！
新的7979全人关怀站的地点包括沙巴的丹南、兰瑙、沙邦、根地咬、丹波拉利、砂拉越的
诗巫；柔佛的麻坡、槟城的北海、玻璃市的加央、彭亨的双溪热力。今年有15个场次的访视志
工培训，累积达70个场次。为了应付与日俱增的培训，今年5月我们办了一场培训员培训，共有10人结
业，另一场则是在12月。盼能训练更多生力军，在各地培训志工参与急难救助。
伙伴教会数目增加，累积的急难家庭救助个案也增加。截至10月份，已达到300宗。
今年的弱势儿童陪读方案，有23个班，服侍超过270名小学生。今年新增的班是北赖浸信会、峇株巴辖神的帐幕、亚依
淡长老会、孟加兰圣安德烈长老会、居銮长老会佳音堂。常年举行的师资培训营，今年在度假胜地金马仑举行。当中
的学习和见证分享让人感动。陪读服务的同工们聚集在一起彼此代祷，加油打气，何等的美善！
今年世界各地发生重大灾难，大马没有大灾却有小祸。农历新年前夕在昔加末发生闪电水灾，打乱了预备过年的步伐。
所幸有伙伴教会昔加末长老会挺身而出为重灾区的灾民洗刷刷，缓和原本紧张无助的局面。9月份和11月份，轮到北马
的槟岛因超大雨量而引起大水灾，同样有伙伴教会走出舒适圈分担灾民的患难。今年6月，首次到校园办防减灾的醒觉
活动给小学生，让在灾难中最脆弱的一群有防灾意识。今年也分别在雪州沙登及槟城办了2场“方舟建在雨前”防减灾
培训。
今年，我们推展了7979吗哪食物银行，在芙蓉和槟城进行试验性派发，获得教会的热烈支持，两地共有73个案主。也
有很多其他州属的教会查询。目前，我们只是专注在这两个7979全人关怀站比较密集的州属。明年7月，我们将会把这
方案推展到怡保和雪隆区，以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受惠。
不管您是前线服务，或后方支援，我们欢迎各地教会与我们一起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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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小

急难家庭救助
数据记录(从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
服务了 77 个家庭 发放了RM54,600救助金
州属
槟城
柔佛
霹雳
雪隆
彭亨
砂拉越
森美兰

个案数量
18
14
13
11
7
5
4

%
23.4
18.2
16.9
14.3
9.1
6.5
5.2

州属

个案数量

沙巴
3
吉打
1
吉兰丹
1
玻璃市		
丁加楼		
马六甲		
汶莱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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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3
1.3
0.0
0.0
0.0
0.0

至今结案个案统计：222

个案来源

年龄层
20-39岁
40-59岁
60-79岁
80-99岁

14个案
44个案
18个案
1个案

居住性质
自己的房子
租房/屋
亲友同住

53个案
9个案
4个案
11个案

个案婚姻状况性质
已婚
离婚
丧偶
分居
单身

31个案
31个案
15个案

就业情况
就业
失业

教会发掘
主动求助
全人转介
其他转介

59个案
18个案

42个案
8个案
15个案
3个案
9个案

受助情况（结案：19）
明显改善
有些改善
无改善

7 个案
7个案
5个案

2018年展望
• 60个急难救助个案
• 10场志工培训（新教会）
• 5月19日的7979爱行动救助挑战营（50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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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头彩绘

见证小故事: 不再缺席
在一些小地方，由于薪资不高，很多人都选择到外地工作，留下年老的父母和
年幼的孩子在家，形成“缺席家长”现象。
小妮（化名）的父亲在她的哥哥一岁时，为要养活一家七口，离乡背井到国外
工作，一去就是13年的光景。她和兄弟姐妹，从小就在一个没有父亲陪伴的
环境下长大。小妮妈妈需要一个人照顾五个孩子，并非易事。
陪读班成为小妮妈妈的支柱，减轻小妮妈妈的负担，也打开小妮的心房，让她
愿意接触人。

恩”周年欢庆
配合全人“十载感
马的陪读班学
晚宴，我们邀请全
小石头作为
生为我们彩绘710粒
对全人的支持。
赠礼，以感谢大家
意，以期能把祝福
学生们发挥无限创
送到来宾手中。

十载感恩。

欢迎出席！有您，

年度活动
4月2日：陪读班开办解说会——孟家兰
5月25日：陪读班开办解说会——居銮
5-8月：陪读班巡回探访+小石头彩绘

1月22日：陪读班开办解说会——芦骨
3月11日：陪读班开办解说会——亚庇
3月20-22日：“你在.真好”第四届陪读班师资培训营

全马陪读班的足迹
陪读班的孩子来自经济弱势的家庭，大部分是单亲、隔代教养或外籍配偶的家庭。教会每星
期开班至少4天，每天至少3小时。其服务包括课业辅导、生命教育及家庭关怀。陪读班今年
一共服务271位学生，每月花费大约三万马币。

*2017年新增陪读班

槟城
宝石浸信教会~10
锡安浸信教会~7
*北赖浸信教会~6

彭亨
关丹荣恩堂长老教会~32
赞美基督教会~21

沙巴
亚庇灵粮堂基督教会~8

霹雳
万里望基督教信义会恩典堂~7
以琳福音堂~13
*孟加兰圣安德烈堂~8

雪兰莪

柔佛

第一浸信教会~13

森美兰
芙蓉爱恩社区教会~7
芙蓉福音堂~18
芙蓉赞美圣所~11

马六甲
基督教马六甲长老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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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展望

柔佛再也异象基督教会~6
北干那那圣道堂~13
长老会永平堂~23
古来圣安德烈长老会英文堂~11
基督教新山真理长老教会~10
基督教昔加末长老教会~7
*峇株巴辖神的帐幕~8
*亚依淡长老教会~9
*居銮长老会佳音堂~9

从2011年至
今，陪读班已
有7年，
盼望已投入服
侍多年的陪读
班可以
不断提升服务
素质和更深入
地关
怀。另外，鼓
励资深的陪读
班老
师督导和鼓励
新的陪读班。
欢迎老师参加
“以你为乐”
第五
届陪读班师资
培训营（2018
年3月
19-21日）。

年度活动
1月7日 哥打峇鲁灾难评估
踏入2017年，吉兰丹就捎来水患消息，15所学校无法预期
开课。全人及策略伙伴慨施在当地IDRN陪同下，到访兰
斗班让启文华文小学进行灾难评估。敲定6月在学校办孩
童防减灾醒觉教育活动。

重大灾难管理

1月26日 昔加末长老会水灾清洗行动
华人新年前夕，柔佛昔加末经历逾40小时连绵大雨，河水
高涨，好几个地区淹水。昔加末长老会7979全人关怀站主
动动员志工清洗5户住家。该教会成为储存点，接收高压
水机及清洗用具。

4月20日 根登卫理布道所回应闪电水灾
4月18日，雪兰莪根登和轰埠地区迎来一场长命雨，发生
闪电水灾，上千名民众受影响。根登卫理布道所的阮晓翠
传道与 全人同工及13名志工，一同替两个巫裔家庭及一
个华裔家庭清洗住家。

6月13日至14日 吉兰丹孩童防减灾醒觉教育活动
在吉兰丹东马岸中华华小和兰斗班让启文华小进行孩童防
减灾醒觉教育活动，分别有48名和192名学生参与。

7月3日 SWEAT CAMP 3.0和沙登教牧团防减灾培训
沙登教牧团主办“方舟建在雨前，灾难回应培训，
SWEAT CAMP 3.0的学员也同时一起参与。共有 41人出席

9月16日至20日 槟城水灾清洗行动
槟城在9月15日经历有史以来最高的降雨量，多个地方均
发生严重闪电水灾。7979于16日以锡安（马）浸信会为
聚集点，36名志工参与清洗六户住家。志工来自亚依淡华
人卫理公会、槟城基督使命中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9
月19日，一班热心的弟兄姐妹在基督使命中心聚集，成立
了FRT（Fast Response Team），也敲定在11月25日举
行培训。

见证小故事
我学习到很多回应灾难的知识，也让我知道准备应急包
的重要性。我回想起2014年东海岸大水灾时，我因为
爸爸一句：“你还小，别多事”，放弃救灾，让我很遗
憾。为了不再让自己有更多的遗憾，我决定不再因为自
找的理由而推辞帮忙。

《雨后彩虹-记2014-15年大马半岛大水灾》
附防减灾资讯
附上防减灾资讯，以提高公众对防减灾的认识。欢迎向我
们索取。这刊物为大马严重大水灾留下历史记载，收录事
件发展、各区回应点滴、见证故事、财务报告等，同时对
所有捐款者和相关人士问责，并且感谢志工的帮忙。

2018年展望
全人希望可以连接众教会和其他团体一同回应灾难。
我们计划强化7979救助网络的灾难回应机制，在各区
域成立“7979重灾回应特遣部队”，提升发生重大灾
难时的及时应对能力，减低社区的受灾程度。这是一
项长远的回应计划，所有的项目会按部就班进行。我
们会先从回应水灾开始，各教会可按各自的能力及资
源配合。
若贵教会有兴趣了解更多，我们愿意帮助教会。
欢迎联络郑百颂传道：012-3158219/
cpysong@gmail.com。

11月6日至14日 槟城水灾清洗行动
槟城再度发生大水灾，受灾范围极广，上帝带领全人动
员了674人次的志工协助清洗大山脚、北海和槟岛的房
子，共清洗了70间房子、1间老人院和1个篮球场。我们
驻扎最久的重灾区是大山脚。感谢上帝，位于该区的大
山脚福音中心愿意开放教堂，让我们设立行动基地，同
时也派员支援。也要感谢槟城教牧团契和新山加略山城
市教会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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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哪食物银行是7979的新方案。我们分别在今年
7月1日和11日，在芙蓉福音堂和槟城锡安浸信教
会正式推介7979吗哪食物银行。由于这两地是
7979全人关怀站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
在这两地先实验性推行，之后再逐渐推广到其他
地区。
透过这方案，我们将提供价值约200令吉的吗哪
包，供教会每两个月（一、三、五、七、九、十
一月）回应社区贫穷人的需求。吗哪包不但有食
物，也有日常用品及配合案主的特殊需求而增设
的产品。
所有个案皆经过严谨的审核，我们的审核共有9项
标准，以确保物资被发放到最需要的人中。当中
有许多是独居老人、单亲及极度贫穷的家庭。

2018年展望
下一个推展区域为怡保和雪隆。我们预算会
有25间教会参与，案主人数可达130个。
目前我们的需要包括：物资的赞助/捐献、储
存货仓、运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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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动
7月1日
7月11日
9月9日
11月4日
11月11日

芙蓉推介礼
槟城推介礼
芙蓉和槟城吗哪包发放日
芙蓉吗哪包发放日
槟城吗哪包发放日

地区

参与教会

吗哪包

芙蓉
槟城

6
6

46
27

总数

12

73

见证小故事
“小朋友很开心收到他的尿片呵！他母亲说 XL 适合他呵！谢谢
您们呵！”
“这次的物品都很好，两个案主都很开心，陈XX的儿子更是开心
呵呵……”
“这个月我第一次参与发放，心里也很感恩。特别谢谢同工正
恩，帮助我很快可以补上我上一期错过的部分。也谢谢你细心
研究和准备吗哪包的食物和数量。期待下一期的发放，继续upgrade！”
来自参与发放志工的讯息，犹如一杯提神的咖啡，让疲惫的同工
有力继续走下去。

感谢全人的服事，让伙伴教会有很好的时间彼此勉励和加油。这大会是大家灵命与服事的
Power bank。很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大会，让我知道如何做社会关怀的事工。
全人关怀团队在10月16日至18日，在吉隆坡卫理堂（Menara Wesley）进行2017年全国志管人大会“让爱行动”，以让一
群同路人可以互相勉励、交流和学习。共有96名志管人、牧者和志工出席了该大会。
这一届的志管人大会，我们特别注重在重大灾难回应，以让教会对该方案有更多的认识和参与。
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台湾的宣教师何志文牧师分享“教会与灾难回应”。在“大马经验座谈”的环节中，来自基督徒赞美
教会的黄建明、关丹荣恩堂长老会的钟意红长老、基督教昔家末长老教会的周永保长老分享了各自的赈灾经验。郑百颂传
道和梁正恩姐妹也分享了7979的重大灾难回应方案，以鼓励教会建立重大灾难的指挥机制。吴丽丝牧师分享了“个案管理
与转介”，以让教会能更有效率地服事个案。
另外，全人的海外督导夏忠坚牧师也到来与众志管人交流，分享1919的事工，勉励大家。

何志文

周永保长老

灾难是教会进入人心和社区的最佳时刻。教会即使不能第
一个到达灾区现场，也可以最后一个离开灾区现场。不管
多远，教会都要陪灾民走第二里路。虽然这并不容易，但
若能看到生命改变，都是值得的。

昔加末分别在2006年和2010年经历了两场严重的水灾，但
是教会都没有知识和配备回应水灾，错失了见证神的机会。

他以台湾在1999年发生的921大地震为例，指出台湾教会
是在当时开始觉醒，认为需要到灾难现场协助。他指出，
教会需要成为社区的逃城，并且在社区/教区发挥影响力，
达到救助和救赎的平衡。他在台湾牧会时曾推动食物冰
箱，如今也把此祝福和醒觉带来马来西亚。

钟意红长老
荣恩堂在2013年开始参与赈灾行动。透过7979的培训，他
们开始懂得如何参与赈灾行动，并且一呼百应。当他们回
望时，看见神成就了美事，也让弟兄姐妹生命刚强，教会
合一。

直至2014年，参与了全人的水灾防减灾和回应机制培训
会，并且在2015年获得全人赠送灾后清洗配备后，教会在
2017年1月25日的除夕前夕，终于得以回应当地的水灾。教
会也开始有灾后回应的计划，并且可以活出主爱，主动出队
到其他地方协助赈灾。

黄建明
他们在东马岸这个小地方进行福音工作并不容易，直至该教
会回应了2014年的东海岸大水灾，才开始撒下福音的种子。

吴丽丝牧师
个案管理的六步骤：接纳案主，建立信任，澄清角色；案主
长处，平衡需供，运用障碍；优先目标，可行计划，行动方
案；连接资源，倡导协商，客户障碍；组织资源，产生共
识，管控努力；评估结果，确认结案，持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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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间
时

20-22/3

第四届陪读班
师资培训营“你在真好”

27-30/3

第四届关怀同工退修会
“倾听我心，扶持我灵”

7/4

社会工作文凭课程开课礼

8/4

《浪子回家》
慈善义映（吉隆坡）

8-12/4

沙巴短宣（兰瑙）

22/4

7979爱行动第五届
7979挑战营“乘风破浪”

5-12/5

沙巴短宣（兰瑙）

12-14/6

孩童防减灾
醒觉教育活动（吉兰丹）

17/6

新书 《行动在望》推介礼

1/7

7979 吗哪食物银行
推介礼（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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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报告

3-19/7

第三届大专社会关怀体验及
醒觉训练SWEAT CAMP

2017年1-6月份

11/7

7979吗哪食物银行
推介礼（槟城）

收入
2%
4%
10%
11%

28/7-1/8

公义磨坊沙巴之旅

37%

17%

28/8

19%

iChallenge 少年社区
服务挑战营（永平）

4-15/9

第三届社会关怀
证书课程开课

10/9

马来西亚联合差传事工促进会
（中文）成立感恩礼

● 7979专案
● 同工薪金认献
● 事工经费
● 向东服务
● 天国事工基金
● 产品销售及其他
● 重大灾难筹募

支出

2%

7%

6-9/10

RM 306,367.00
RM 155,859.66
RM 141,266.92
RM 94,907.00
RM 88,919.50
RM 31,523.82
RM 16,989.00
RM 835,832.90

4%

8%

32%

9%

沙巴访宣（兰瑙）

16/10

7979 全国志管人大会
“让爱行动”

18-21/10

夏忠坚牧师巡回讲座
“无墙的教会”

1/12

16%

22%

● 7979专案
● 待发救助捐助及事工基金
● 出版与醒觉
●教会、社关及国度事工发展
● 向东服务
● 办公室运作
● 国度事工
● 重大灾难回应

RM 311,653.00
RM 214,132.69
RM 152,904.99
RM 90,029.67
RM 80,207.92
RM 72,565.28
RM 43,922.35
RM 23,934.64
RM 989,350.54

10周年十载感恩筹款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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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宣：2次

短宣：3次

认领：13个沙巴内陆学前教育中心和1个乡区陪读班

我们和学前教育合作伙伴SIB教会鼓励老师们进修幼儿教育文凭课程，以更有效
进行教导和受承认。目前有7所学前教育中心的老师需要筹获每人2万令吉的学
费。若您有兴趣奉献于教育基金，请联络石安妮姐妹(010-2979 638)

走进原住民中的反思

年度活动

我们这些城市人走进他们的生活

4月8日至11日

也许会觉得他们很贫穷和缺乏
他们确实没我们这般物质上的富裕
但他们更接近大自然的简朴生活
让我再次思考了何谓生活
他们的生活反而更贴近
主教导的“不要忧虑”
他们比起物质丰富的我们更快乐

访宣（带领弥迦学院同工吴加恩弟兄和林妙霞姐妹）
5月5日至12日
短宣地点：Ranau
教会：士古来基督教会
5月19日至26日
短宣地点：Pitas
教会：新山生命教会 （教会自己去）
10月6日至9日
访宣地点：Ranau

2018年展望
向东服务座谈会：
2018年2月3日
访宣日期是：
3月5-7日 （沙巴）、9月17-19日（砂拉越）
短宣日期是：
4月27-5月4日 （沙巴）、11月2-9日（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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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迦学院

黄恩德牧师

Missional orientated-training module
以宣教为理念的培训内容

Indigenous focused outreach program
以原住民为焦点的外展活动

Christ centered biblical teaching
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教导

Arrival of Kingdom motivated discipleship
以神国降临为动力的门训

Holistic approach in ministry
以整全理念为导向的事工

培训阶段

听见东马原住民的呼声

4个月 跨文化门徒培训
3个月 原住民村落服务与宣教
2个月 国度事工志愿服务
1个月 毕业见证分享巡回

顺服和勇敢回应异象

18岁以上的年轻人（中五、
中六毕业生、O & A Level毕
业生、其他短期训练毕业生）
及被呼召服侍本土原住民的基
督徒。
今年2月，我们开始装修地主借
我们使用的建筑物，由于这地
点是在一个高山，建筑工程艰
难，下雨天就无法开工，工程
断断续续。吴加恩弟兄和其妻
子将会在明年到沙巴担任弥迦
学院的同工。因此，我们就凭
信心定下2018年4月开课。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向各宣教
机构及宗派领袖分享这事工，
期待可以迎来至少7位的学
生。明年2月3日晚上，我们会
在沙巴亚庇推介此事工，并为
所需经费筹募。请代祷及奉献
支持！

其实早在成立全人关怀团队之时，上帝
已将成立跨文化关怀宣教培训中心的异
象临到我，但考虑到需要跨文化去关怀
和宣教的对象，是大马最大群的未得之
民——以实玛利的后裔。我意识到自己
与华人教会都还没预备好，因此我就
把此异象暂搁一旁，专注推动全人的事
工。
直至我到沙巴亚庇参加全球领袖高峰会
时，神透过一个肯亚牧师Pastor Oscar
向我说话。该信息说服我倍增门徒及工
人的重要，圣灵也轻声提醒我当勇敢回
应这埋藏已久的梦。我就鼓起勇气把一
个跨文化关怀宣教的蓝图——弥迦学院
写下来。
这几年，当我们顺服地走向沙巴，神就
为我们开路，也回应了我们所求的三个
印证，而这个梦也越来越清晰。原来
神要我们走向马来西亚最大的基督徒
群体——原住民。我们发现，庄稼已熟
透，但禾场到处都缺乏工人，许多原住
民教会极度缺乏牧养与关顾。
在2013年的大马禧年，神很奇妙地带
领我与原住民牧长相遇，没想到他们也
向我发出同样的呼声，就是希望华人教
会可以看见东马教会的需要，一起携手
协助原住民走出困境。

东马原住民最大的呼声，就是贫穷。联
合国甚至把沙巴和砂拉越列为我国最贫
穷的州属。当我们走访沙巴时，发现马
来西亚竟然还有如此贫穷的地方和群
体。尤其看见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贫穷和
缺乏，让我们感到很难过。
原住民基督徒面对的另外一个困境就是
改教的问题。最初敬拜耶和华的他们，
一旦受了许多信仰的冲击和物质的诱
惑，就会有大批的原住民流失，让人极
其心痛。
西马和东马的教会虽在地理位置上隔了
南中国海，但其实在属灵的氛围上，双
方作为属灵家人的关系比南中国海还要
遥远。我们两地之间的教会，若要促成
天国合一，实在难上加难。只因两地拥
有很多的历史包袱，中央政府不公的资
源分配造成的伤害，都促使我们察觉需
要在基督再来之前修复两地的关系。

弥迦学院的急迫性
弥迦学院的使命就是要装备教会年轻的
一代，成为基督的手脚，在本土或海
外，向弱势群体行公义与好怜悯。我们
在这里大胆呼吁华人教会的父母和牧
长，松开手让我们的下一代来为主当兵
十个月。我们希望透过有系统和扎实的
门徒装备，能让年轻人准备好跨文化服
事，并期盼他们能领受神的呼召，最终
决定长期参与关怀宣教，服侍上帝的国
和建立更多门徒，荣耀上帝的名。
我们欢迎你们把孩子送来为主当兵，
学习与原住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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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
社会关怀证书课程来到第三届，在
招生时，我们曾被办过课程的领袖
告知，通常踏入第三届，学生人数
会暴跌。然而，信实的神却帮助我
们破除了这咒诅。

社会关怀
证书课程

7月尾，距离开课大概只有一个
月，我们才收到12人的报名。经过
多番鼓励及推动，最后共有29位
新生报读，是历届以来最多新生的
一次。每位学生要来报读的过程都
不容易，经过多番挣扎及考虑，上
帝的开路与肯定，他们才有勇气报
读。

瑞凤： 2014年我参加了第二届大马
基督徒全人关怀研讨会，主题
讲员的信息很扎心，也促动我
要参与关怀事工。然而，在拿
笃没有很多的关怀事工。我第
一天上课时，才发现原来有那
么多关怀机构的同工在马来西
亚不同的角落默默服侍，心里
感动不已。

启明： 我 是 在 山 打 根 的 监 狱 团 契 服
侍。由于教会很难接纳前囚
犯，这让我服侍到很灰心，
加上资源有限，有时真的不
懂可以转介给谁。感恩，在
这里可以认识到许多同路
人，让我觉得服侍不孤单。

两个星期的学习，对一些疲惫孤单
的同工来说，是个休息的好时机。
一起相处两个星期，他们互相分
享自己的服侍历程，彼此安慰与鼓
励，激励了他们不要放弃。在学生
当中，有至少来自12个关怀组织的
同工，在马来西亚各角落服侍，此
课程让他们有机会资源连接。

学生感言
秋慧： 我看到兰芬（第二届证书课程学生）的改变，
经钟意红长老（第一届证书课程学生）多番的
鼓励，我决定报读这课程。陈金狮老师的课让
我印象深刻。他把福音讲得很仔细，让我有很
大的反省。我在带领一个特别给慕道友的家庭
事工，这课帮助我更了解如何清楚传福音。

源

：
晐 我很想来装备很久了。但就是没有时间。感恩
现在当了教会同工，就有时间来上课。我在这
关怀领域还很新，曾想去关怀机构服侍，但上
帝没有开门。感谢主，在现在的教会参与社会
关怀服侍。上了这两个星期的课，我有很好的
学习。在这里，我认识到不同的事工，是教会
可以配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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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柳： 在这里感觉很好，因为我在办
公室是很孤单的。在这里，我
可以真正的退修，再次充电。
我盼望大家上完课后，能够继
续带着热情回去服侍。

林澍： 这 课 程 很 不 一 样 。 我 以 为 听
完课，就回去。结果意外收
获，我认识了一班同路人，
让我重新找到服侍的斗志与
热忱。感谢主！

Social Worker Exposure Awareness & Training Camp
全人关怀团队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大专社会关怀体验及醒觉训练营（SWEAT CAMP），在7月3日至19日已来到第三
届，本届获得马来西亚浸信会联会教育部协办。一共来了八位营员，“八福”的绰号就此诞生。自2012年，全人一共
陪伴了27位大专生为弱势群体流汗洒泪，亲身体验服侍的甘甜。
以效法耶稣谦卑服侍为开始，营员们以打扫街道来掀开影响他们未来的17天。透过扫街，营员们省思耶稣如何舍弃君
王身份，谦卑自己来到世上服侍和不计较人的眼光，单单仰望父神，专注在世上的使命。
我们拜访了特殊少年训练中心、难民儿童学校、男女戒毒所等。无法到关怀机构探访时，我
们透过体验性活动，如体验残障人士的辛酸、认识灾难回应、了解病人关顾及认识城市贫
穷，帮助营员了解及认识关怀的重要性。
我们很荣幸有张爱华分享“社会工作专业”、郑百颂传道分享“教会与社区”、陈超然牧师
分享“马来西亚现存的社会时事课题”、邱君尔传道分享“社会公义”、官安胜分享“社会
企业与责任”和黄恩德牧师分享“基督徒社会工作：一场爱的革命”。
我们也特别设立“与关怀同工零距离接触”的环节，让营员有机会访问关怀同工，了解他们
在服侍路上遇到的挑战以及如何经历神的大能。特别感谢来自文丁恩典慈善福音机构的谢亚
宝牧师、凯青发展中心（Genpact）的洪淑仪及信心戒赌中心的张颂耀会长的分享。
感谢神，在黄恩德牧师发出呼吁时，一共有四位营员回应了神的呼召。在闭幕典礼时，导师们准备了洗脚为营会闭
幕。我们感谢博特拉基督教会愿意开放教会，让我们使用场地。张富禧牧师代表教会出席闭幕与差遣礼，同时为“八
福”到彭亨短宣作差遣祷告。
本届营员有幸参与彭亨州珍尼湖附近的原住民的有机蔬菜耕种工作。这是YKPM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帮助原住民脱离不
公义的销售市场，进而帮助原住民提升经济来源的事工。在农场里，营员们学习抓虫、耕种、收割、选菜和拔草等。
透过探访我们了解到原住民生活的困苦，一些家庭还是处在低收入及贫穷的阶段。
无论在什么领域，我们都能在天国的事上尽一份力。感谢神，全人关怀团队能透过SWEAT CAMP服侍大专生，在他们
还未踏入职场时，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为主活得更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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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小故事~ 孩童分享福音
Avie在参加马来西亚沙巴北部当地教堂
的OCC圣诞儿礼外展活动中，收到了一份
OCC的精彩礼物。 有一天，她带着圣诞儿
礼的其中一个礼物——跳绳和她的朋友一
起玩。 当她的一些友族朋友问起她从何得
到该礼物的时候，Avie就和他们分享那是
主耶稣的礼物。Avie和他们分享主耶稣是
如何诞生，籍着死里复活洗净了所有的过
犯。她也告诉友族朋友说，他们也可以接
受耶稣及相信耶稣。

圣诞儿礼使命
以有形的方式向贫穷儿童展现上帝的爱，
并与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携手与儿童们分
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活动时间表
2017年2月10-11日
圣诞儿礼领导团策划会议
2017年4月3-9日
圣诞儿礼领导团全球会议——美国奥兰多
2017年5月11-13日
新领导团成员参加VoLDT训练——泰国曼谷
2017年5月21-22日
半岛北部区域领导团队招募
2017年5月24-25日
沙巴北部区域领导团队招募
2017年8月26日
Kota Kemuning新货仓启用
2017年10月23-24日
全国领导团队招募

诚邀您成为2018“圣诞儿礼”事工伙伴，
请致电教会动员协调，Jesse弟兄，
+6012-200 3981了解更多详情。

2017年11月28-30日
领导团全国会议

Samaritan’s Purse “圣诞儿礼”网页：
https://www.samaritanspurse.org/whatwe-do/operation-christmas-child/

2017年1月-8月
事工伙伴培训（15场）、发现活动册导师培
训（12场）；共培训141教会/机构及398名
导师

2017大马半岛（中文）

全球领袖高峰会
张景文 服事青少年工作者

2018年展望

这是我第三届参与高峰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南部
的人都很忙碌，无论是居民或教会领袖。我在高峰会学习到
最多的就是自我觉察，让我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觉察到自己
的盲点。我们常常忽略了觉察自己，我呼吁大家放下忙碌的
事情来参与高峰会，以及好好看待我们的职分。

2018年1月26&27日 - 芙蓉（已满额）
2018年3月9&10日 - 槟城

诚邀您参加2018大马半岛（中文）全球领袖高峰会，
请透过面子书专页链接上网报名。
*2018年青年场次及古晋特别场次日期及详情，敬请留意面子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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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至4日

槟城

563人

面子书专页

3月25日

青年版

436人

5月19日至20日

芙蓉

761人

大马半岛（中文）全球领袖高峰会
www.facebook.com/glschinesemalaysia
更多详情，请致电秘书处，03-51221130

讲座尾声夏牧师提到最佳的布道法，
不是什么创意性或系统性的布道法。
最有果效的布道法莫过于

“爱人”+“服事人”。

无墙的教会

文：廖伟翰/林匡伟

门徒，凡事都要主动，
不能只等待教会推动的社区关怀行动。
门徒关怀社区，是很个人和主动性的。
讲座结束后，正离开圣殿，
看见后墙上的一个石碑，
上面刻着“进而崇拜，退而事主”
Enter to Worship, Depart to Serve）。
是的！门徒不能只局限在圣殿墙内，
门徒是无墙限制的。
唯愿我们都成为“无墙的教会”。
全人关怀团队的海外督导兼中华基督教救
助协会秘书长夏忠坚牧师在10月18日至21
日，在吉隆坡、居銮、古晋、诗巫进行“
无墙的教会”巡回讲座。
夏牧师以《马太福音》里大使命的经文为
引言，提醒我们建立门徒其实并不只是靠
早晨灵修20分钟的操练，而是生活化的灵
修操练，即一整天都有意识地跟上帝建立
密切的关系，懂得聆听上帝的声音，这样
就很自然地会让他人看见你生命的不同。
夏牧师说，大使命最关键的动词是
“使”(Make/Teach)。一个“使”字，已
包含了许多服事上的定义。

夏牧师提出了四种形式的教会：
教会1.0：宗教式的教会
提供个人宗教需要的宗教会，如婚礼、葬礼
等等。

教会2.0：活动式的教会
会友积极参与墙内教会许多的活动和事工。

教会3.0：小组式的教会
其核心都在小组，超过教会。

教会4.0：专业式的教会
大型教会（mega church）多属这类型，甚
至追求专业认可，如操作标准（SOP），教
会任何核心活动都以指示而行。

然而，夏牧师认为今天的教
会需要朝向建立“教会5.0”
，即门徒式的教会。这是一
种“无墙的教会”。他以台
湾花连乡下的一间小教会为
例子，这间教会因面对人口
流失，只剩下8人，面临关闭
的命运，而最终如何转型成
为超过百人的教会，受当地
社区人民的喜爱。
今天马来西亚许多乡下教会
或许也面对人口老化，年轻
人流失的问题，因此，转型
是有必要的。

作主门徒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作主门徒必须具备三种的属灵生活方式

· 明白主耶稣的吩咐

· 每天灵修敬拜的生活

· 遵守主耶稣的吩咐

· 大量读圣经的生活

· 教导人明白并遵守主耶稣的吩咐

· 随时多方祷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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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义
磨坊

公义磨坊是全人关怀团队自2016年开始的新计划，
目的是要酝酿华人教会行公义。目前公义磨坊的成
员共有14人。我们欢迎对公义课题有负担的弟兄姐
妹加入我们，一起探讨公义的课题。

今年，公义磨坊专注在原住民的课题上，因为原住民是我国备受忽略的弱势群体，我们需
要了解如何为他们及与他们一同行公义。
今年初，我们共聚集了两次。本年度的首次活动，我们观看了一小段为东马本南族争取公
义的环保社运份子Bruno Manser的生平故事。第二次的聚集时，由全人关怀团队执行长
黄恩德牧师分享国度经济。倪凤幼姐妹则分享她如何走入原住民当中服侍的经历。

我们都有梦
九名成员也在7月28日至8月1日，到沙巴进行一系列的访宣活动。此行是为了更进一步了
解原住民的课题。我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一个有土地问题的村庄。
“我们被‘岛住’了（dipulaukan）。”当我们到访距离根底咬三个小时车程的Kg
Angkawangan时，原住民大家长Rowri如此对我们说。

2月16日
敬拜 . 祷告 . 分享（吴加恩）

他徐徐向我们道来，政府如何诱逼他们签署公有地契(communal
title)。沙巴州政府在
2009年修改了《1930年沙巴土地法令》的76条文，提出了公有地契 (communal title)的
概念。2010年，政府把所有的土地列为公有地契，政府要他们领取五百令吉然后签署条
约。签了以后，一户家庭只领得7英亩土地。

4月20日
国度经济（黄恩德牧师）

不过，相关的地契并不是清楚地注册在地主个别的名下，原住民只是受益人，而非地主，并
且受益人的身份是可以被剔除或增加的。二来，这些社区保留地通常会拨给大公司发展。

6月15日
西马原住民事工（倪凤幼姐妹）

我们拜访了协助这群原住民争取权益的PACOS。PACOS为他们提供了各类有关土地权益
的训练，让他们明白土地可被划分为不同的用途，以永续经营。另外，我们也拜访了沙巴
土著联盟(Perpaduan Anak Negeri Sabah,简称PAN)，PAN则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原住民的
团结、援助原住民提升生活水准、在原住民中兴起年轻和有潜能的领袖、按着马来西亚协
定捍卫土著权益的组织。

年度活动

7月28日至8月1日
沙巴原住民访宣
10月14日
选民教育和监票员培训

我们参观了弥迦学院。我们也拜访了一所中六学校的学生，该学校的学生面对学校离家遥
远，他们面对通勤问题而无法专心读书。我们试图了解他们的问题，和协助传达他们的资
讯。不管是村民或学生，都怀抱了维护他们的权益的梦想，愿主旨意成全。
在公义磨坊里与同样热血的弟兄姐妹和牧者，关心国家公义与弱势群体需要。我们彼此学
习在行公义、好怜悯的事上彼此守望，也在分享中看见神在我们当中。
~黄建民

全人关怀

团队

事工范畴

7979全人关怀救助社服网络 ： 急难家庭救助 • 弱势儿童陪读 • 重大灾难管理 • 吗哪食物银行
全国企划 ： 向东服务 • 弥迦学院 • 社会关怀证书 • 关怀同工退修会 • 全人关怀研讨会 • 大专社会工作醒觉训练体验营
国度事工 ：圣诞儿礼 • 全球领袖高峰会 • 国度企业
异象/展望
使命宣言

我们希望看到神的儿女参与弱势群体整全的关怀宣教。
我们和神的儿女，谦卑与主行公义好怜悯，转化社区。

36-B (2nd Floor) Jalan Anggerik Vanilla R31/R, Kota Kemuning,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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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603 5122 1130 传真 +603 5121 0717 电邮 adm. histeam@gmail. com
银行户头 Maybank 512781012599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www.histeam.org.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