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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
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祂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
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

关于全人关怀团队 
全人关怀团队（简称“全人”），是一间基督教关怀机构，成立于2007年11月30日。其使命是“与神
的儿女，谦卑与主行公义与好怜悯，转化社区。”因此，透过务实的培训(Training)、社关的教育
(Education)、公义怜悯的醒觉(Awareness)，全人动员 (Mobilization) 神的儿女委身弱势群体整全的
关怀宣教。全人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教会和关怀同工，再与他们一同服事社区内的弱势群体。

起源
黄恩德牧师曾在社区研究与发展基金会（YKPM）担任社工，服事非法木屋区里的印度叛逆青少年和
单亲妈妈。因为看见很少基督徒愿意走向贫困者，关心他们，黄牧师便开始思考：为什么基督徒不
愿走向贫困者 ？有日无意中读到由NECF MALAYSIA在2002年出版的《WATCHMEN'S FORUM 3》
（守望者论坛3）。其中数据显示，仅有6%的教会长期参与扶贫计划。为了要“改善”教会的爱心成绩
单，黄牧师便开始在教会讲台宣讲关怀贫困者 的信息，呼吁教会，特别是中文源流的教会关心圈外
的羊。2006年尾，马来西亚柔佛州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水灾，其中哥打丁宜水患为最严重。教会向黄
传道询问要如何帮助灾民，他便与同伴带领教会一同回应灾难，并于隔年正式成立“全人关怀团队”。

2022年全人关怀团队事工结构图

    醒觉与教育

醒觉与教育是全人关
怀 团 队 的 事 工 策 略
之一。透过醒觉，基
督徒明白服事有需要
的人是神的心意。若
要在关怀的事上更称
职，则需要在教育上
接受装备。

7979全人关怀
救助网络

联系并推动全马基督
教会连结成立全人关
怀救助网络，从事急
难救助、家庭关怀、
社区服务及重灾回应
之工作。

向东服务 · 原汉同行

与神的儿女一起关心和
服 侍 大 马 被 边 缘 的 群
体 —— 原 住 民 。 透 过 醒
觉和培训，动员华人教
会在支援和赋能上与原
住民教会同行。

双翼国度企业

以国度企业模式来促成
全人的异象与财务永续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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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感谢主在这15年里的带领和祝福。若不是主，我们今天就无法庆祝。愿主永远得荣耀。

15年前，上帝开始了这项工作——由黄恩德牧师、同工及支持者持续至今。像一个在获取更多技能和
承担更多责任，日趋成熟的少年一样， 全人将竭力发展对社区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对于我们敬爱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您已经以多种方式与我们合作。

您与我们一起祷告；

您给了我们忠告；

您给了我们时间；

您在经济上给予；

您透过成为我们的同工、实习生、志工或伙伴与我们合作。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信任和无私的贡献。

愿上帝继续使用我们，赐我们勇气，常与同行，爱和服务贫穷及有需要的人。

赖崇恩弟兄
全人关怀团队董事

有如日趋成熟的少年

董事
的话

7979以耶稣的心为心，服事众人不遗余

力，常常久久彰显主荣耀！———Esther Chin

全人关怀团队恭喜你们成功成长为基督耶苏的身量，盼望你们藉著神的大能力做更大的事而荣神益人。你若能信，凡事都能。阿们！感谢你们做我们没能做到的，唯有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心意。感谢赞美主！———何佳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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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宣教路，

感谢主，全人关怀团队于2007年11月30日正式成立。2009年成为全人董事的我，能有幸陪伴
及见证团队的成长。光阴似箭，全人如今已经十五岁了！一路走来都在茁壮成长、迈向成熟
中。 

全人所走的是宣教关怀之路。这是一段漫长的宣教路途，所涉及的工作繁多，举凡有关怀和救
济的事务，都与全人接上关系。

在此，我要以马太福音9:36-38的经文来劝勉全人同工们。让我们看看耶稣是如何走过这条关怀
社区之路。

首先，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就是宣
教的异象及负担的开始。我们必须常常在主里看见上帝对人的心意，这看见或异象就会成为我
们持久服事人的动力；接下来就是耶稣怜悯的心，若我们对人没有怜悯和慈悲的心，那就无法
全心全意投入社区的服事。我们须要让上帝的爱不断地激励我们前进，不轻易放弃。最后就是
效法耶稣的祷告。其实，社区关怀的工作是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要更多的祷告及培训更多社区
的服事者，来收割已成熟的庄稼。

若我们具备了对社区关怀的异象、爱心及祷告的动力，我们就能在事奉中排除万难、勇往直
前、义无反顾、永不回头。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天上向父神坦然无惧地交账，并向主说：“那
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们已经守住了。”(参提摩太
后书4:7)；又愿父神会对我们说：“好，你们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们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们主人的快乐。”(参马太福音25:21)

王祖祥牧师
马来西亚神召会中文总监 
兼全人关怀团队董事

义无反顾

感谢全人多年的服事。愿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拿督陈忠登医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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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的相遇，就与全人关怀团队（全人）结下一份情。情意之重已深深在我生活中化成大大的
祝福。

从懵懂到略懂的路径上，全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及学习。全人给我无私的鼓励及栽培！透过培
训，让我更有信心！不止如此，我常常有机会在同路人的陪伴里经历神的爱。这些神差派来的天
使围绕在我身边支持、影响我，这是我人生极珍贵的礼物。

与全人连接的好处，就是看到执行长的魅力。黄恩德牧师和郑百颂传道是我属灵的楷模领袖。看
见他们身体力行地东奔西跑，不辞劳苦地到各教会分享社关的异象，尽力去促成华人教会的合
一，我深受感动。心里暗地里告诉自己，要趁白日，多做主工！服侍不可三心两意，要坚持要勇
敢要更亲近神！

我非常欣赏及认同全人的理念及团队配搭的重要性！上帝不要一个英雄的崛起，更是要一大群合
祂心意的好管家被兴起，同心合一地事奉祂！

过去10年来多次东海岸的大水灾，我经历到大家守望相助的精神！感谢全人的信任，让我学习及
操练如何带领团队的服侍！现在回想当时的经历，我难以想象当时如何熬过来！竟然有如此的爱
及耐心为社区出力。

基督徒所从事的社区关怀本就是社区宣教！我们常无知到以为到远方 去传福音才叫宣教，殊不
知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爱分享出去，就是对神献上的怜悯祭。

感谢神牵引全人走过15年！今天这机构越来越兴旺，团队也越来越大，事工也更多样化，服侍的
心态也越来越专业，这是美事！

恭贺全人迈向更高峰，凡事都以神的心意来服事大众，荣神益人！深信爱我们的大主宰必赐更大
的福气给予全人，让这个机构成为全马教会的祝福，阿们！

钟意红长老
长老大 会社关组主席，
长老会南部区会社关组副主席
兼全人关怀团队董事

非英雄，唯管家

愿全人关怀团队：

充满圣灵的大能，

满足天父的心意，

引领大马基督徒

把爱传扬出去。

兴起发光、转化社区、

影响国家。

———冯耀良阖家贺💕

董事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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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未来五年新酒
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4：7

浴火凤凰的新酒

疫情后全人将忘记背后的伤痛与过往的风光，努力奔向摆在前头的
标杆与上头的奖赏。我们似乎听见看到庄稼主要我们以爱备土；凭
信栽种；存望收割的方向与领域。所以我们将义无反顾地迎接天上
来的新酒，期待神来成就新事。以下是全人未来五年配合圣灵的感
动，竭力要促成的新事；

义无反顾的战役

全人迈入十五周年之际，我全时间服
侍进入二十五年，正好也是我步入人
生五十的知命之年。全人渐走渐清楚
我 们 的 战 役 就 是 为 基 督 打 一 场 关 怀
宣教的胜利之战。我们的战场是你我
身处的苦难世界。我们争战的策略是
透过关怀感动人心，透过福音转化生
命。基督是全人军队的元帅，我们才
能 在 战 役 过 程 中 连 战 皆 捷 ， 战 无 不
克！

由始至终的坚持

末世苦难与不法的事增多，你我的心
容易冷淡，我们越加要效法保罗的委
身与坚持来参与这场战役，才能逆流
而 上 反 败 为 胜 。 我 们 还 要 仰 赖 圣 灵
的加力才能在苦难中坚忍，以精兵的
姿态战胜，完赛，稳守，得冠冕。往
前走，全人的两个服务膀臂（7979
与向东服务），在动员教会服务城市
与偏乡贫苦邻舍之际当竭力效法耶稣
的关怀方式（C.U.R.E.）。唯有像极
耶稣的关怀方式能触动人心，更新生
命，转化社区！

Continual help, 持续的帮助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
Relational service, 有关系服务 
Empowering aid, 赋能力援助

1. 父母教练的增能计划——全人于2021年成立了一家社会企业《双
翼国度企业》。我们试跑第一个的企划案是赋能父母扛起亲职，
享受亲子并至终见证自己的家庭经历转化。接下来有更多促进家
庭发展的室内及户外的体验教育陆续面世，敬请期待！

2. 教会健康的转化计划——全人接下来五年会努力陪伴那些决定采
纳《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的中小微型教会。期望透过教会成长
四合一计划，系统化主日信息，时时活出信仰，日日灵修生活，
周周小组团契。教会事工简化，教会聚焦走向康健！

3. 原乡社区的发展计划——全人顺服圣灵的牵引向东服务原住民，
培训新生代走向原汉同行已经五年有多。未来五年，我们期待更
多原住民偏乡能在教育、经济与灵性上获得更多华人教会的帮补
而走向更还原尊严，更互信互助，更永续经营的发展！

4. 幸福巴士的开跑计划——全人今年尾将差遣三位先锋前往台湾体
验并观摩救助协会《幸福巴士》的运作，希望2023年就能在大马
试跑。幸福巴士是带着一车巴士贴心服务的志工，量身订制的实
用礼物，把温暖送到偏远7979关怀站周围的弱势群体。期望幸福
巴士刻意拜访的偏乡弱小教会与邻舍，被耶稣的爱激励激活！

请为我们祷告，让全人全体同工与众伙伴教会能在末世，奉耶稣的名去
救去救，趁着白日多做善工。并且还能带着童女的警醒灯油，仆人忠于
受托恩赐的忠心，绵羊柔顺的心动行动回应这个时代的契机与挑战。

黄恩德牧师
全人关怀团队创办人兼执行长

执行
的话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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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全人关怀团队”

固定晨祷和祷告会

全人所有服事和事工发展的基础都源于固定寻求和等候神。全
人创立初期，每个月一次早晨7点都会与邻近教会一同祷告。
后来发展至每周五早上的禁食祷告，同工们一同敬拜、祷告和
安静等候神。相信全人所有突破、成长和发展都有神的带领。

更多人加入服事行列

全人创立以后都由核心成员部
分时间经营和管理。直到2009
年，全人终于迎来第一位全职
同工石安妮姐妹。随着全人服
事发展，越来越多人看见全人
异象，一并加入服事行列。目
前，全人有26位全职和部分
时间同工，分布在不同服事岗
位。此外，全人也获得多位义
工协助，在劳力、时间和技能
上帮助全人事工发展。

回应国内外灾难

全人创立以后，多次与慨
施、台湾中华基督教救助协
会和其他在地伙伴合作，曾
于2008年至2011年间回应
四川大地震、台湾莫拉克风
灾、中美洲海地（Haiti）7
级大地震、青海玉树7.1级
地震、巴基斯坦水患、日本
311大地震和泰国水灾。国内赈灾则有砂拉越的兰区水灾
和昔加末水灾。为装备和预备更多人到灾区服侍，全人曾
举办“灾难救援及危机回应之基础培训营”和“灾难回
应培训”讲座。

一个呼召临到黄恩德传道，要动员教会，尤其是华语源流的
教会从事关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那时，看到几个不争的事
实如：关怀事工缺乏人手、关怀同工疲乏无助和教会在社区
关怀工作遇到挑战，而这些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为了透过
服事应对以上需要，黄传道向上帝呼求两个印证：有事工的
据点基地和一起服事的团队。两者相继出现之后，黄传道便
与同伴郑百颂弟兄、赖崇恩弟兄、吴莉莉姐妹和李妍嫒师母
于2007年11月30日成立全人关怀团队。2008年8月6日注册为
非营利基督教机构（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1

2

3 4

个

历史发展
全人

一五
脚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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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怀同工加油打气

全人本着为关怀同工们加油打气的使命，于
2008年开始精心策划了“关怀同工退修会”。
希望透过悠闲却不失动力的四天三夜营会，为
受伤的关怀同工疗伤，希望透过悠闲却不失动
力的四天三夜营会，为受伤的关怀同工疗伤，
让疲惫的同工好好休息再继续服事。退修会每
两年举办一次，疫情期间停办，计划2023年继
续举办第五届。

传递“关怀宣教”异象

透过社会关怀相关的醒觉活动，基督徒可以看
见自己在社区当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全人于
2008至2012年间举办各种巡回讲座如：“爱
邻舍的诫命”大马基督徒与社会责任、“基督
徒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和“无墙的教会”等。
同时，为了大专生深入体验及了解社会上弱势
群体需要，全人于2012年举办了首届为期3个
星期的“社会工作体验及醒觉训练”营。此营
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疫情期间停办。周末，全
人也受邀到不同教会主日宣讲关怀信息。

聚集大马关怀同路人

“大马基督徒全人关怀研讨会”为大马华人
教会及基督教关怀机构设立一个平台，点燃
大马华人教会对关怀宣教的热诚与委身、强
化关怀事工的专业操守，连结天国资源并同
心服侍大马穷人与未得群体。首届于2010年
举办，每四年举办一次。2022年突破大马，
与香港和台湾联办“亚洲华人基督徒全人关
怀研讨会”。

5 7

86
1919到7979

全人在2009年回应台湾莫拉克风灾时，认识
了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2009年12月至2010
年1月间郑百颂传道被差派到台湾观摩学习
1919社服模式40天。2010年3月30日，全
人与台湾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签署合作备忘
录，将其社服模式带入马来西亚，设立7979
全人关怀救助网络。

感想只能说大家靠主胜过—切艰难的时代———Angie Lim

感谢神看到全人团队忠心服事愛神爱人，这也激励和帮助我要与神建立更真实爱的关系。—
——林华意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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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怀同路人设立课程

2013年3月5日，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与全人关怀
团队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介、教授与管理“社
会关怀证书课程”。这是一个三元并重的社关课
程，竭力平衡“手——服务的实践、头——知识的
获取、心——怜悯的储存”。故此，课程将涵盖社
关的圣经与神学基础，社工专业领域须知的基本操
守与理论，及从事关怀宣教同工生命的塑造与更
新。此课程已经开办十年，因大环境改变，课程内
容和进行方式也因此有所调整。

9

2012年9月，全人偕同海外督导刘达芳博士巡回沙巴及
砂拉越4座城市宣讲无墙教会的信息时，神赐下“向东服
务”四个字，呼吁全人走向半岛的东海岸及东马的沙巴和
砂拉越。经过两年祷告等候和考察，“向东服务”的异象
越来越清晰。2014年8月18日，全人与沙巴SIB签署合作
备忘录，一起为沙巴乡区的原住民孩子获取良好的学前教
育而努力。之后，向东服务也展开其他服事如“乡区陪
读”和“弥迦学院”等。

10

11

展开跨文化服事

关怀走向专业化

随着社会的需求逐渐加剧，社区需要更多受训社工介入，而专业
的社工需要有专业的装备，才能更好地服务社区。2017年，研究
与发展基金(Yayasan Kajian dan Pembangunan Masyarakat)、马
来西亚社工协会（Malaysi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马
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同工与社工联盟（Alliance of Christian Social 
Workers Malaysia Care）、Community Excel Services 及全人关
怀团队（HISTEAM）草拟发起受大马高教部承认，并与世界社工
科系与称职水平接轨的“社会工作文凭课程”，在吉隆坡卫理学
院授课。目前，此课程已有三届毕业生。

12全人办公点与沙巴分行

2007年全人创立时，因有位爱主的弟兄祝福，同工们得以在
一间双层住家办公。2010年11月，随着同工人数增多，有对

夫妻免费借用一层店屋给全人作为办公室。后来，因人数再增多，便以
优惠价再租借一层店屋。因着事工发展，飞往沙巴次数增加，全人开始
差派数位同工驻扎沙巴。2020年，全人在沙巴成立新办公点，因疫情耽
延，2022年8月29日才正式进行开幕典礼。另外，全人也获得几位弟兄
姐妹祝福，为同工们提供住宿和事工所需借用车子。

作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必得神的喜悦

———Daren W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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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出版社关快讯

2007年至2019年间全人定期出版快讯、杂志和年度汇报等纸本刊
物，报导全人和社会关怀相关资讯，同时制作影音产品广传关怀宣
教信息。全人也曾与数位作者合作，出版陈心洁博士著作《谦卑同
行——赤足走过的五年》、黄恩德牧师著作《爱——圈外羊》、刘达
芳博士著作《草根贵族》和吴吉平弟兄著作《静默有时，发声有时》
等。2020年，疫情影响纸版刊物筹备工作，因此全面转线上进行。

13

15

成立“双翼国度企业”
全人于2021年1月6日成立“双翼国度企业”（简称“双翼”，KEY  
Academy）。这是以圣经教导为基础，从事共益性企业，将赚取的
利润促成全人关怀团队异象，让日益扩展的全人事工能达到财务上
的永续经营。目前，双翼展开了第一阶段项目是建立健康和乐的亲
子教育与父母教练的增能培训。

扩大资源来源

随着全人事工逐渐发展，所需经费也不断增加。
除了支持者定期捐款，全人也举办各种筹募活动
如：“爱的铺满”、“7979救助挑战营”、“电
影义映”和“全人关怀路”。此外，全人也获得中华基督教
救助协会协助，参与“1919单车环台”成为受惠单位。2021年，
全人成立“资源领军”，召集一班弟兄姐妹为全人所需募集多方
资源。

14

全人已稳健成长15年，并预祝全人在主的恩典与供应下，能持续为主发光并温暖弱势群体下一个15年，以及无数个15年。
———Ooi Bee Gaik 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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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1919建立伙伴关系

2019年回应台湾莫拉克风灾，认识了中
华基督教救助协会。2010年3月30日，正
式签署合作备忘录，连结成为国际策略伙
伴，救助协会愿意传授1919的事工理念。

2 2010年正式推介7979
 全人关怀救助网络

经过约9个月向教会介绍7979事工，2010
年9月16日于第一届大马基督徒全人关怀研
讨会正式推介 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并
有第一批5间教会成为伙伴，设立7979全
人关怀站。

3首次回应本土重灾

2011年一月农历新年前几天，柔北发生
水灾。新年后，首次动员教会（共8间教
会，52位志工）前往支援昔加末教会及关
怀机构，进行清洗工作及发放援助品。之
后本土的灾难都没有缺席。尤其是2014年
半岛大水灾，是一个转捩点，大幅提升应
灾能力。

4开始弱势儿童陪读方案

2011年下半年，开始试跑“弱势家庭——
儿童陪读班”。2012-2013年，从2间增
至5间陪读班。至2018年最高峰时期有
25间，服事超过300名孩子。这方案成为
7979全人关怀站深入关怀及陪伴，以致带
来广大影响的服事。

5出版7979杂志、
 建设网站及社交媒体

2011年9月，7979杂志创刊号出版。每年两
期，直到2019年增至三期。
2020年因疫情转型线上版，每年出版四期。除
此，7979官方网站也于2019年7月正式上线。
除此，亦设有脸书专页Facebook、YouTube 频
道、Instagram、Telegram 等社媒户口。

 7979.org.my   7979onFB 

 7979onINS

 youtube.com/@7979onYT 

 t.me/go_7979

6 7979救助挑战营

2012年差派一支志工队伍前往台湾观摩学
习，然后在 2013年5月18日举行第一届7979
救助挑战营，地点于雪兰莪与森美兰边界的
武来岸镇。
救助挑战营为一大型的醒觉与募款活动，连
续办了7届。2020年适逢疫情期间，转为居
家线上体验模式进行，突破地理限制，也创
下募款最高纪录！

7 7979首支见证短片

首支见证短片《梦想的翅膀》于2013年底拍
摄，成为7979的第一支见证短片，讲述柔佛
再也异象基督教会陪读班的故事。此短片收
录在“谢谢您在乎我”的DVD见证集中，用
于2014年的募捐计划。

杂志合集：

个 关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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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宗派结盟，
 全人关怀站遍布全马

2013年1月，与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中文
大会签署合作协议书；

2019年4月，与马来西亚浸信会联会签署合
作备忘录；

2020年9月，与婆罗洲宣教教会 (BEM)签署
合作备忘录；

得到宗派教会的同意认可，在旗下堂会推广
7979事工。

2 0 1 8 年 5 月 ， 终 于 全 马 各 州 都 有 伙 伴 教
会，7979全人关怀站遍布全马。

9全人货仓 HISARK

回应2014年底大水灾后，留下大量的器械、
工具和配备，承蒙一位弟兄免费借用其空置
三层店屋，2015年装修后迁入，充作仓库、
训练场所、指挥中心和志工留宿之处。

2021年12月，全人货仓搬迁至更靠近办公室
的仓库，是一位弟兄与7979免费分享其半间
工厂。同时，获得另一位弟兄捐赠2个货柜充
当仓库，其中一个置放在关丹。

10开始吗哪食物银行方案

2017年7月，推介“吗哪食物银行”，在槟
城和芙蓉率先展开，随后成为增长最快的方
案，至今全国有11个集散点。

11 培训师培训、进深培训、
 国语培训

2017年5月举办第一次的培训师培训，训练
有经验有负担者，可以协助同工，分担7979
培训志工的服事。

2022年7月，志工访视培训给予婆罗洲宣教
教会诗巫教区的国文教会，第一次以国语授
课。

2022年8月，第一次开办“志工进深培训”
，让志工可以更有效地介入各类个案，在提
供金钱和物资以外，如何帮助案家。

12线上个案管理系统CMS

2017年，开始建设“个案管理系统”，
并在2018年正式让7979全人关怀站的管
理层和志工可在线上进行申请程序和拥
有个案管理的资料库。此系统的使用大
大增进行政效率，并在疫情中发挥莫大
作用。

13 7979分工及分区管理

2017年7979部门设立社会服务处、重灾
管理处和活动资源处。并且在7979全人
关怀站密度高的地区聘请区域代表，以
更有效地服务7979全人关怀站。同时在
吗哪食物银行的集散点，委任区域委员
负责各项事务。

14第一辆罗里

2018年10月，承蒙一位弟兄奉献一辆一
吨罗里，供吗哪食物银行和重大灾难回
应使用，大大减轻了地勤和物流方面的
难题。

15志工培训

2020年2月，最基础的志工访视培训进
入第100场。一个月后，因疫情行动管制
下，也将培训转型为线上模式。因祸得
福，以前因地理和时间等限制无法有效举
办的培训，可以进行了，全国志管人大
会、志工培训季会等等，都得以用低成本
的方式，同时帮助更多地区的教会。

感恩有你们、因7979团队让教会

走入人群中、去接触去帮助有需

要的人。也带动其他的教会一起

服事作主工。谢谢你们的看见和

付出，也靠主的力量，刚💕不灰

心。加油💕💕 ——Dian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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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谐音“去救去救”，是一个全人关怀救助网
络的代号。7979是联系及推动全马基督教会参与急
难救助、家庭关怀、社区服务及重灾回应等事工的
网络。

2010年，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正式成立。与全人
关怀团队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教会，被称7979全人关
怀站，共同建设此事工伙伴网络。而全人关怀团队则
分享资源、提供培训和规划方案，支援及发展此社区
救助方案。

十多年来，已发展至全马各州皆有全人关怀站，与我
们配搭的教会各宗派都有，大多为中小型教会。

7979的核心方案急难家庭救助，迄今服务了1,193个个案。

2014年推出弱势儿童陪读方案，陆续开设了最高25个班，共服
务了1,808名儿童人次。

2017年推介的吗哪食物银行方案，总共服务了1,206个家庭，
派发9,396份吗哪包。 

Congratula
tions to 

HISTEAM on your 1
5th 

Anniversar
y. Keep up

 the 

good work and ma
y God 

bless you 
abundantly

!

———Ps Timoth
y Chew, 

  The Oas
is SIB

历年服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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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灾难回应及
社区紧急事件援助

全人关怀团队初创期
相当频密与灾难回应的工作挂钩。
直到开始7979，仍是主要的工作之一。
全人曾经回应的本土及国外的
重大灾难如下：

年/月 灾难 行动方案

2008年6月 四川大地震 —— 传爱到四川 资助伙伴、差派短期社工
2009年8月 台湾莫拉克风灾 清洗、资助重建
2009年9月 砂拉越Baram水灾 资助重建
2010年1月 海地大地震 资助重建
2010年4月 青海玉树地震 资助伙伴
2010年10月 巴基斯坦水患 资助伙伴
2011年2月 昔加末水灾 清洗、派发物资、援助金
2011年3月 日本311地震海啸 资助物资与重建
2011年11月 泰国曼谷大水灾 资助伙伴、派发物资
2012年10月 云南彝良地震 资助伙伴
2012年12月 彭亨关丹水灾 援助金、派发物资
2013年10月 金马仑洪灾 清洗、派发物资
2013年11月 菲律宾海燕风灾 资助重建
2013年12月 东海岸水灾（关丹） 清洗
2014年2月 沙巴亚庇Kg.Likas火灾 资助派发物资
2014年2月 沙巴亚庇Padas水灾 资助派发物资
2014年3月 马航MH370事件关怀行动 差派辅导员、祷告关怀
2014年10月 金马仑山洪 清洗
2014年12月-2015年1月 东海岸大水灾 清洗、派发物资、援助金、资助伙伴、防减灾活动
2015年4月 尼泊尔大地震 资助重建
2015年7月 沙巴兰瑙地震 援助金、儿童关怀辅导、派发物资
2016年2月 台南大地震 资助伙伴
2017年1月 昔加末水灾 清洗
2017年4月 雪兰莪根登水灾 清洗
2017年9月 槟城水灾（一）槟岛 清洗
2017年11月 槟州大水灾（二）大山脚 清洗、派发物资、援助金、防减灾活动
2018年10月 苏拉威西地震海啸 资助伙伴
2019年3月 柔佛新山毒气散发事件 派发口罩
2019年7月 槟城恩惠之家水灾 清洗、消毒和整理物品
2019年8月 林明大火灾 慰问、救助金、清洗小学
2019年10月 沙巴拿笃火灾 救助金、派发物资
2019年12月 居銮--加亨原住民部落水灾 派发卫生用具包
2020年4月 沙巴内陆水灾 派发食物包
2020年3月 - 2021年6月 Covid-19应灾行动 救助金、食物包、牧者关怀热线、
  消毒洗手液、口罩、制氧机、测氧仪、安全隔离屋 
2021年1月 文德甲--淡马鲁水灾 清洗、派发物资
2021年12月 半岛大水灾 清洗、派发物资、救助金、重建、学童关怀、
  吗哪食物包

近几年，7979已把重心转向预备本土的应
灾机制，在各地建设当地的应灾团队，并
着力于提升灾难管理周期（赈灾期、重建
期、防减灾与备灾期）里各项的工作。

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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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介“向东服务”

全人于2014年第二届基督教全人关怀研
讨会上，正式推介“向东服务”。

2   与JPPS签署合作备忘录

向东服务与沙巴SIB宗派的学前教育部
（JPPS）签署合作备忘录，认领和资助
学前教育中心的老师薪金。

3巡回教会分享异象

到各地的华人教会巡回分享“向东服务”
的异象，鼓励华人教会关注东马原住民。

4沙巴偏乡访宣和短宣

每年举办多次访宣和短宣，带领华人教会
的牧者、领袖与弟兄姐妹踏入沙巴的原住
民偏乡，体会和看见当地原住民的真实
处境。

5  “长子的呼声”座谈会

2015年开始，举办“长子的呼声”座谈会，
邀请多位服侍原住民的牧者和事工负责人，
与华人教会分享关心原住民教会的重要。

6  第一间乡区儿童陪读班

2016年于兰瑙内陆的Kg Mangkapoh设立了儿
童陪读班，由当地的两位原住民担任老师，
以及当地教会负责管理陪读班的运作。

7成立弥迦学院培训中心

经过两年的预备，弥迦学院正式推介于2018
年二月，其目的是要招募和装备华人基督青
年去服侍原住民。

8  第一对驻扎沙巴的同工

吴加恩夫妇（Isaac & Carol）于2018年正式
加入成为同工，首批驻扎于沙巴的同工，负
责弥迦学院与向东服务的工作。

共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心： 18间

参与陪读班的学生人数： 115位

带领教会短宣/访宣次数： 22次

弥迦学员的人数： 33位

服侍过的原住民乡村/教会： 17个

16

向东服务原汉同行

个 关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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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届弥迦培训启动

弥迦学院第一届门徒培训于2018年4月正
式启动，招募了7位学员报名参加。

10首位原住民同工
 加入团队

2018年9月招募第一位沙巴原住民同工
（Suria Mosidin)，加入弥迦事工的团队。

11 首位弥迦学员加入
 同工团队

第二届弥迦学员（Timothy）于2020年三
月加入成为同工，在沙巴参与原住民事
工。

12  弥迦学员乡区实习

经过四届的弥迦培训，学员们已被差遣到
至少7个原住民乡村，与当地教会建立关
系。

13  原汉同行专题分享（2022年）

每两个月举办一次的线上专题分享，邀请华人
教会一起来探讨原住民相关课题。

14  设立原汉种子基金（2022年）

此基金的设立是要扶助处在经济急难中的原住
民牧者，特别是在偏乡牧养教会的牧者。

15  第二位弥迦学员
  加入同工团队

第一届弥迦学员（梁子恩）完成了三年的社工
专业文凭课程，于2022年9月加入沙巴同工团
队，希望学以致用，服侍原住民。

主是一切恩典的源头，祝福全人关怀在服事的路上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陈庆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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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神祝福整个团队恩典永远够用，我也

会用我小小的力量 一直的支持你们。

——— Joanne Lew Hsiao Mei刘晓眉

感谢赞美主.全人15岁了！💕这一路走

来的确不易。为全人感恩,你们在疫

情严重,经济低迷的这几年仍然坚持

不懈,实践爱神爱人的信念。求神继

续赐福使用你们,为主发光,为主得人 

———LOH PUI YE
E 佩仪  

祝福所有全心全意付出去行耶稣

基督心愿的仆人都得主的冠冕，

把主的爱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

落。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必都被主

看顾，也愿在水深火热的子民，

人人都得到从神来的帮助，愿有

一个管道让他们也藉着你们付出

的爱心而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位救

主。感谢主因为有你们。

———Julie Lee

我们一家也感恩7979在我们最困

难时也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

虽然经济还没有很稳定，但是

也愿意与7979同步，一起把神的

爱送给有困难的家庭。谢谢7979

多年来的努力和坚持。继续加

油！———KK Carrie

致全人关怀团队，"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祝福大家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 因着爱让世界不一样!"基督徒赞美教会蔡美莉长老敬上💕

恭祝全人关怀团队十

五周年快乐。

愿更多人因你的爱心

大 有 快 乐 ， 大 得 安

慰！

———Alvin Ho 何俊伟弟兄

全人关怀团队是神自己所设立的一个团队！非常感谢神兴起黄牧师和其他的同工如此愿意献上自己成为神国度的军兵. 在15年前我亲眼目睹黄恩德牧师和区区几位同工如何靠着神的恩典降服于神的带领一步一步来达成今日的成绩！我深信神要透过你们这些平凡却愿意摆上自己的团队去扩张💕的国度！你们的付出见证了神的荣耀, 也是我要学习的榜样.  加油哦！
———Jessie Chew   

主耶稣所爱的全人关怀团队💕

愿以圣经经文共勉：

以赛亚书54:2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

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

橛子。”Better is no
t enough, the

 

best is yet t
o come!

以马内利💕

Hadassah 

郑云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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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后新冠疫情的一年，大环境的改
变，大家都持观望的态度。然而，我们
要感谢所有奉献全人关怀团队的支
持者，您们确实是我们的战友。上帝
藉着您们无私的奉献，展现了祂信实的供
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充足有余。
我们知道，这是上帝为我们的荒年而预备的，我们需要
未雨绸缪。祂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也相信祂会赐下智慧
给我们做好管家。

对于2021年RM280万的预算，全人是战战兢兢
的，全体上下都竭力节约，要把钱用在刀尖上。这一
年，几乎所有的培训及活动都以线上进行，但7979专案（城市
贫穷援助）及向东服务（乡村贫穷援助）的服务从未停顿。我们
要感谢所有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疫情后，7979急难家
庭救助及吗哪食物银行的服务个案剧增，故此吗哪食
物银行开设了3个新集散点。社会有需要的人们越来越多，
这也是疫情的涟漪效应。

全人从2009年的1位全职同工，发展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27人
团队（23全职、2志工、2实习生），同工薪金占资金分配的20%
，然而认领同工薪金是少数人会作出的回应。因着事工的需要，我
们在接下来的一年会征聘同工填补空隙。我们鼓励您认献支持全人的同工（关怀宣教
士），使我们可以继续无后顾之忧地走着关怀宣教之路。因为少了工人，事工就不
能进行了。上帝要在不可能的事把它变为可能。同工已经献上自己的“五饼二鱼”（才干和恩
赐），而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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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年总支出

RM4,699,809.00
*各项目支出包含待发基金

2021全年总收入

RM4,709,489.87

45%
7979专案

15%
教育醒觉通讯

16%
行政资源管理

5%
其他事工支出

8%
重大灾难管理

11%
向东服务计划

17%
教会

59%
个人

6%
海外

3%
机构

15%
企业

我们的奉献来源：

2021年

财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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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觉与教育

>> 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

>> 向东服务 · 原汉同行

>> 其他事工

全人2022年

事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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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觉

主日讲台服侍
以传递爱主所爱和关怀弱势群体的信息为主，全人周末有幸
到各宗派教会讲台服事宣讲。2022年，包括线上和实体崇拜
服事总计88场次。主讲人包括全人关怀团队执行长黄恩德
牧师、郑百颂传道、俞礼诚牧师和李妍嫒传道。

醒觉与教育是全人关怀团队的事工策略之一。
透过醒觉，基督徒明白服事有需要的人是神的心意。
若要在关怀的事上更称职，则需要在教育上接受装备。

公义怜悯的醒觉
透过主日讲台、专题讲座、 社会论坛及文宣来营造基督徒爱中行动。

醒觉

周末讲台服侍 专题讲座 全人关怀研讨会 公义磨坊

2022年，全人……
 在各教会讲台宣讲(实体及线上)

 共88场次

 举办5场地区性教会合一讲座

 举办为期3个周末的亚洲华人基督徒全人关怀研讨会

 举办12次公义磨坊读书会

教育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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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觉与教育是全人关怀团队的事工策略之一。
透过醒觉，基督徒明白服事有需要的人是神的心意。
若要在关怀的事上更称职，则需要在教育上接受装备。

地区性教会合一讲座
为了看见神的儿女能在关怀弱势群体的事上谦卑合一，齐心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并迎接基督的再
来。2022年，全人分别与马六甲教牧团契、森美兰州教牧团契、关丹区7979全人关怀站、砂拉越美
里区7979全人关怀站和怡保区7979全人关怀站联办《合一关怀所需的转变》讲座，由黄恩德牧师主
讲，与当地教牧领袖分享。

亚洲华人基督徒全人关怀研讨会 
“大马基督徒全人关怀研讨会”为本地关怀机构设立交流和学习平台，目的是点燃大马华人教会对关
怀宣教的热诚与委身、强化关怀事工的专业操守，连结天国资源并同心服侍大马穷人与未得群体。

2022年，大马联办团队“全人关怀团队（HISTEAM）”和“马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协会(Malaysian 
CARE)”首次与海外机构“香港忠仆事奉中心”和“台湾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合作，举办“2022亚
洲华人基督徒全人关怀研讨会”，主题为“最大的契机(The Greatest Opportunity)”，分别在10月份
的3个周末（14-15日、21-22日、28-29日）实体和线上进行。

此研讨会荣幸邀请17位分别来自印度、香港、台湾及马来西亚的资深领袖分享，带领听众寻找在末
世服事的契机。

公义磨坊读书会
2022年，共有35人参与“公义磨坊读书会”，一起阅读由史蒂夫．考柏和布莱恩．菲克著的《机智
的好撒玛利亚人——21世纪基督徒助人前要知道的11件事》。

此书探讨如何在宣教或扶贫时做到位，透过正确认识贫穷的原因及扶贫的目的，评估受助者或社区的
真正需求才决定介入的方式，也让对方参与介入方案的设计，这样我们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大的提高。

为帮助华人基督徒学习在社区中行公义和活出圣洁的生命，2023年，公义磨坊读书会计划阅读由提
摩太·凯勒牧师著作的 《慷慨的正义》以及承办两场公义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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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学生恢复实体上课
今年2月的第二学期，因着疫情严峻，学生们只好继
续在线上学习2周。感谢神的带领，有8位新生加入。
大家都有很好的学习。9月第三学期，终于恢复实体
上课。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实体聚集，大家终于可以面
对面一起上课。然而，有些学生因特殊原因，继续保
留线上学习。

社会
与神学训练场所联办社会关怀课程，
培育更多称职的全职关怀同工。教育

关怀
教育

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社会工作文凭课程

 今年的第二学期，
  共有 5 位关怀同工（来自关怀机构）
  和 3 位弟兄姐妹（来自教会）
  报读第五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展望

第六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将以新的模式进行。经过评估与

讨论，我们决定以线上及线下上课
模式进行。两年共6个学期完成24学分
的证书课程（一年有3个学期，2个学期
周末线上学习，1个学期在马圣实体上

课）。2023年9月正式开课！

社会关怀工作坊
今年，我们举办了两场的线上工作坊，不单
给社关课程的学员，也开放给其他全马的教
会。透过“家庭关顾”工作坊，参加者有机
会从圣经认识神设立家庭的目的，了解家庭
关顾的相关法律资讯、如何介入家暴及隔代
教养的挑战。透过“认识轮椅障友”工作
坊，参加者学习同理轮椅上障友、倾听他们
的心声、了解他们的权力及法令。

为培训服侍弱势群体的关怀工人、装备华人基督徒回应大诫命
与实践大使命、协助堂会开拓社区关怀外展事工，全人与马来
西亚圣经神学院于2013年开办“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自2013年此课程装备了…

 关怀同工

弟兄姐妹

56

58

16

12



25

第一个由民间社会关怀组织草拟发起，受大马高教部承认，并
与世界社工科系与称职水平接轨的专业课程。全人与其他四个
组织合作，于吉隆坡卫理学院（MCKL）开办。

此文凭课程希望栽培有素质及称职的社工，同时培训更多新血
加入社会工作。此课程是训练更多有素质的社工的关键钥匙，
以便毕业的社工可以更专业地提供称职的社会服务，回应社会
上日愈繁杂的社会问题。

社会工作文凭课程

梁子恩毕业感言
透过社会工作课程的装备，我看见许多曾经让我感到爱莫能助
的情况，原来是可以透过专业的训练，加上品格和心态上的磨
练，来作出适当与智慧的回应。因为在这课程里，我们有机会
从服侍多年的社工前辈们学习如何与城市的贫穷家庭、独居老
人、身障者、家暴受害者、精神病患者、药瘾者、酒瘾者、难
民等同行。该课程帮助我学习正确的助人心态，乃是要成为一
个陪伴者和成全者，而非施与者。

该课程也帮助我学习以全面与深度的角度来理解不同群体（包
括不同年龄层、族群、家庭背景、身心状况等）所面对的挑战
和需要。看见他们有缺乏的同时，也要发掘他们的潜能，看见
并认可他们的长处，才能帮助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案主）发现
自己有的资源，来克服他们正面对的困境。因为，我们最终想
看到的，乃是案主能自力更生，不需要长期依靠外人的援助。
这样便能为案主带来深远的影响和长远的帮助，避免治标不治
本的服务。

2022年，分别有第二届（6位）及第三届（3位）完
成学业，光荣地毕业。

其中一位毕业生梁子恩参与了由社区发展研究基金
会（YKPM）设立的“学徒计划”（Apprenticeship 
programme），读书期间也在全人关怀团队实习。
如今她完成学业，加入全人关怀团队，成为向东服
务前线社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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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并推动全马基督教会连结
成立全人关怀救助网络，
从事急难救助、家庭关怀、
社区服务及重灾回应之工作。

 website: www.7979.org.my   facebook: 7979onFB  

 instagram：7979onINS   telegram：t.me/go_7979 

 YouTube：7979 全人关怀救助网络 Holistic Care Relief Network
http://youtube.com/@7979onYT

  email: info.7979@histeam.org.my

事工策略
透过与教会配搭成为伙伴，成立7979全人关怀站，
并在该站社区内服务贫困家庭。全人提供支援如：

资源分享
财 务 和 物 资

志工培训
专 业 和 务 实

方案规划
咨 询 和 整 合

  急难救助 019-797 9919   •  陪读服务 013-791 7979 •  吗哪银行 019-792 7979

7979五大方案



2022年是疫情后逐渐恢复的一年。

经济因开放后开始步上正轨，又因世局政治变化和战争等因素而出现停滞后退的趋势。

在大马，我国的政经在各种斗争和对立中增添不稳定因素，各行各业皆步步为营，教会也逐步为恢复常态

而见机调整。但社会中贫穷和弱势的家庭有增无减。

今年7979经历几项的突破。

其一是吗哪食物银行的集散点原本计划是增加一个，实际上增添了三个，分别在雪隆区、柔佛居銮和马六

甲。能有区域众全人关怀站的同心推行，足够的区域委员会和合适的地点，是促成我们凭信心推动的原

因。但愿这方案能帮助教会介入有需要的家庭。

其二，是因应教会的需求，我们致力将各项培训普及化又深化。目前我们可以提供现场和线上的培训，也

开始有华语以外的媒介语。然而，为要让志工们可以更好地服事案家，晓得使用各种资源，提升服务专

业，我们也开发了全新的志工进深培训课程。同时，也为全人关怀站增设了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其三，恢复实体的陪读师资培训营。阔别2年半，终于可以和陪读导师们相聚，彼此见面加油打气，疫情后

难得珍贵。

其四，今年也接到比较多有关灾难回应的讲座和培训邀约。越来越多教会开始重视这事工，未雨绸缪，这

是好事。对于未来的部署，也有可行的机制和发展路线图。

其五，在砂拉越，与BEM合作的项目在耽误2年后终于可以落实。在诗巫和美里设立新的全人关怀站，同时

提供国语培训给诗巫教区内的土著教会。

除了各项方案，7979救助挑战，是一年一度的醒觉与筹款的活动。自从2020年，马来西亚因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疫情的蔓延，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便开始转换成线上的方式。参加者只需要居家接收和执

行各项任务，以体验弱势家庭的生活状态，并且为弱势家庭筹款的活动。

2020年10月25-31日举办第一届，以“为大马弱势家庭挑战”为主题。号召了135支队伍，270人参加，并

筹获RM354,257.69。2021年9月16-30日举办第二届，主题“绝境求生”，共有131支队伍(262人)参加。

这一届筹获RM521,456.92。今年9月9-16日举办第三届，以“伴你迎晴天”为主题。今年有57支队伍参

与，筹获RM402,302.08。今年非常感谢有Cap Keluarga和新文记咖啡厂家的赞助。

7979另一个辅助方案“护理康复器材辅助”，是让7979全人关怀站为社区中贫穷或弱势家庭免费租借医疗

康复护理器材，如拐杖、轮椅，护理床等等。今年蒙捐赠制氧机和测氧仪，让7979关怀站可以有效地服务

社区中新型冠状病毒康复者。今年一共借出了2张护理床。

期待来年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能成为涵盖全马来西亚之基督教社会服务及应对灾难的网络，并以卓越的

素质标准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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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受训志工关怀访视急难家庭，及时给予心灵慰助，
并分发为期1-4个月的急难救助金。

2022年6月，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失业率高达4.2%，大马劳动市场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疫
情也导致许多人失去工作或被减薪；自2022年2月起，大马通货膨胀明显有感。百货上涨，工
资却不变，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叫苦连天，原本就经济弱势的家庭更是首当其冲。

经济弱势家庭因为收入少，支出多，平时已经勉强度日，但是一旦遇到天灾、家庭支柱或其
家属遭遇重大伤病、失业等意外，他们将陷入绝境，成为“急难家庭”。

急难家庭救助

131个获批准的急难个案中，高达71.32%的个案因故未能就职。

其中的64.13%是因残／伤／重病无能力工作，

20.65% 是缺乏工作机会，16.30% 因家庭需要无法出外工作，

而10.87%是因为疫情失业。

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

资助与关怀

131户 弱势家庭

发放
RM150,290 急难救助金

因残／伤／重病无能力工作 64.13%

缺乏工作机会 20.65%

因家庭需要无法出外工作 16.30%

疫情失业 10.87%

年纪大了/已经退休 5.43%

家人去世 3.26%

无工作技能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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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是社区上的一份子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许多社会工作者的座右铭，但社区中从来不乏没能力“钓鱼”或即使拼
尽全力，所“钓的鱼”还是不足够吃的家庭。为了帮助这些家庭，全人关怀团队自2011年发起“急难
家庭救助”方案，透过资源和培训，支援7979伙伴教会成立7979全人关怀站，使其受训志工有能力
救助社区中遭遇急难或意外事故，致生活陷入困境的个人或家庭。

提供心灵慰助与急难救助金

截至2022年9月，全马共计170间7979全人关怀站。
受训志工派发急难救助金，每月资助关怀各个角落的急难家庭200至300令吉，
为期4个月。至2022年9月，总计已救助与关怀131个急难家庭。

急难救助金之受惠对象

7979全人关怀站为符合以下申请条件的家庭向7979提出申请。

 • 总家庭收入少于3,000令吉。

 • 六个月内发生具体的急难事件，而生活陷入困境者

 • 主要负担家计者或其他家属患重病而无法负担医药费者

 • 主要负担家计者或其他家属遭受严重伤害而失去工作能力者

 • 主要负担家计者因事故失业而失去经济来源

 • 因特殊事故造成生活困境者

展望
配合后疫情时代，7979在2023第二季推出新的培训模组，为新加入的7979全人关怀站
提供两个基础培训（“志工管理人解说与培训”和“7979志工(访视)培训”）。可配合
7979全人关怀站更多志工的需求，选择最佳的学习模式。

2023年将继续开办“志工进深培训”，透过学习更多助人技巧与知识，支援7979全人关
怀站提升社会关怀的服务素质。最后，7979季会将惠及全马华人基督教会，目前已经邀
请两位讲员进行两场7979季会，将分别分享“社区转化与教会角色”和“如何帮助戒毒
者的家庭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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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进深培训

“志工进深培训”如期推出，第一届的学员来自昔加末
基督教长老会、基督教长老会加影加恩堂、甲洞神召会
颂恩堂和大山脚长老会圣安德烈堂。八位学员与7979部
门同工一起进行为期八堂有关个案管理、助人知识和技
巧的学习。

教会初加入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成立7979全人关
怀站之际，以培训志工做有效的家庭访视为目标。而 “
志工进深培训” 则帮助志工发展，除了提供案家物资以
外，更是深入陪伴案家，让案家有更多资源为自己的需
要做选择，增强本身的社会功能 。

2022年回顾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不少7979全人关怀站服务的案家需要
法律咨询，感恩主内肢体张菲倩律师
为案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当案
家认识自己的权益，他们便可以更灵
活地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这项免费法
律咨询服务将长期惠及全马众教会。

7979季会

7979季会秉持着7979聚集元素iCLAPS，即ideas 得到新
的点子、Connect 连结朋友/伙伴/资源、Learn 学会新的
事物与技巧、Appreciate 令你受激赏、Pray 促成更多代
祷契机和Share 与伙伴分享的机会。

2022年8月6日迎来今年唯一的7979季会，以“遇到债务
缠身的案家，怎么办？”为主题，由来自槟城的伯特利神
召会主任牧师曾仪生分享。 当大马每天平均18人宣布破
产，教会当装备好随时服侍各种需要的家庭。 “一人欠
债，全家受苦”，欠债者因债务无法偿还而感到极度惧
怕。教会站在破口处，以同理陪伴，一起厘清每组债务数
额，提供策略和劝导。其中坚守“借胆不借钱”，坚持让
欠债者直面债务，使之深刻体会与甲方谈判的艰难。愿教
会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把欠债者和他们的家人引到主
前，改掉恶习，成为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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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山某个社区里，住着一位独居老爷爷，大家都叫他福伯（化名）。福伯今年73岁，在他那个
年代，许多家庭的孩子都辍学，能完成学业的人并不多，福伯有幸完成了高中学业。他很健谈，
也喜爱分享。

福伯的家，是父母以前留下来的一间老屋。一房一厅的格局，对独居的他来说，足矣。平时，他
总把家里打扫得整洁干净。一日三餐也很简单，一碗白米饭，加一粒鸡蛋。

福伯曾经患癌，一场手术导致他左眼近乎失明，平日里只靠右眼观看这个世界。他也是一名摄影
师，用手里的相机记录着世界，平时也靠着摄影教学维持生活。现在的他，需要每天使用眼药
水，避免右眼也失明。

晚年若能一直这样简单地生活，对知足的福伯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2020年，随着行动管制令落实，他的学生慢慢减少，生活开始入不敷出，每天使用的眼药水也开
始负担不起了。

福伯的生活，就像在海中不幸打翻的船只，在大海里拼命挣扎，只
希望能抓住一块浮木，让自己得以生存。新山新生教会7979全人关
怀站的出现，就像是福伯抓住的一块浮木。教会透过一位姐妹认识
了福伯，并帮助他申请7979急难救助金。

每一次探访，教会都为福伯带上一些物资。有时候是鸡蛋，有时候
是白米，又有时候是食油。甚至，有弟兄姐妹奉献金钱，给福伯
购买眼药水。

“讲到‘感恩’，我这样生活已经好几年了。每天都是一碗饭配
一粒鸡蛋，很知足了……”当教会弟兄姐妹跟福伯分享《福气临门》时，他
带着笑意说到。迈入晚年的他，不再执着于生活中许多事情，只要健健康康的活着，就很感恩了。

经过这次“翻船”意外，福伯的生命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与教会接触后，他认识了耶稣，也做了
决志祷告。“我不认识谁是上帝，也不认识耶稣，但我从你们身上看见耶稣。”福伯跟一位志工
分享到。这鼓励了教会弟兄姐妹，要让人感受到耶稣的爱，就必须付出实际行动去关心他人！

文/蔡欣仪

大海中的浮木
……讲到‘感恩’，我这样生活已经好几年了。
每天都是一碗饭配一粒鸡蛋，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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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班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弱势的儿童。

当中33.54%的儿童是来自单亲家庭，

10.37%的儿童家长正面对失业，

9.76%的儿童则来自隔代教养的家庭。

等经济弱势的儿童
生命教育及家庭关怀等服务。弱势儿童陪读

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

设有15间弱势儿童陪读班

资助187位家庭经济弱势儿童

共发放RM160,006.14

陪读班学生背景    %

单亲 33.54%
家长失业 10.37%
隔代 9.76%
孩子太多 7.32%
家人生病 5.49%
外籍家长 5.49%
家人OKU 3.05%
双职 3.05%
没有父母 2.44%
学习缓慢 2.44%
其他 1.22%

透过7979全人关怀站设立陪读班，陪伴经济困难、隔代教养、单亲
家庭等经济弱势的关怀儿童生活，在课业辅导、生命教育和家庭关
怀上给予家庭服务。截至2022年9月，全马从北部、南马延伸到东
海岸，各地共有15间陪读班，服务了187位家庭经济弱势的孩子，
共开销RM160,006.14。

注明：9月-2月是21/22学期，3-8月是22/2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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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陪读班逐渐得到社区里学校或家长们的认可，家长们愿
意把孩子们送来，甚至转介周边有需要的孩子来参加陪读班。
陪读班也得到学校的信任，会将有需要陪读的弱势家庭孩子转

介。高达37.5%的学生是由学校或他人转介，只有17.1%是
由陪读班发掘。

由此可见，多年的陪读计划颇有成效，并也得到社区的信任。
校方、邻舍甚至是亲友，都愿意把孩子送来陪读班，让老师一
同陪伴孩子们成长。

陪读班与社区

展望
随着《儿童保护政策》在陪
读班推广， 盼望2023年有
更多陪读班老师参与为时4
小时的实体或线上培训，提
升对儿童保护的醒觉，并把
知识化为行动，让孩子们健

康快乐地成长。陪读班也计划在各州属区域寻找至少一位陪读
班老师成为该区宣导员，在该区域陪同主责同工宣导儿童保护
政策。另外，7979也会继续设立陪读班线上表格，以清楚分析
各班的成长与近况，与7979全人关怀站做出最合适的搭配。年
前拟定的中学陪读班会继续寻找有经验的伙伴商讨实行计划，
扩大服务年龄层至弱势家庭的在学青少年。

后疫情和2022年新学年
2020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许多陪读班停滞数月，无法
开班。后来疫情反复，让陪读班陷入开班与暂停的循环。老
师们没有因此放弃，开始用尽各种方法持续陪伴孩子们，有
者转型为线上陪读。也因着不同的陪读方式，过去两年，较
难进行对孩子的评估。

2022年，陪读班终于回归秩序。但学校学年的新制度也让陪
读班再次面对新的挑战。2021年起，新学年在3月开学，陪
读班老师们需要重新适应学生们的开学制度，连评估学生的
方式也需要再次调整。2021/2022学年的学生评估，需要待
到学年结束，才能给出有效评估。

36%
亲友介绍

（亲戚、邻居、同学）

30.3%
学校转介

17.1%
教会发掘

12%
主动前来

没有注明 社会领袖转介

学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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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新年口罩与文具 - 1月份
感恩商家送上儿童新春版口罩，一红一黄的颜色为新年增添满满喜气。
孩子们既可在疫情期间做好防疫功夫，也喜迎春节的到来，带着口罩，
安心地与久未碰面的亲朋戚友们团圆。

承蒙商家的支持与配合，各类文具与作业簿子能在新学年开学前一并送
抵各个陪读班。让弱势贫穷家庭减轻孩子的开学开销重担，孩子们都能
欢乐上学。

2022年回顾

“齐守童心”第九届师资培训营 - 9月4-6日
9月学校假期，8间来自全马各地30位陪读班老师相聚在“齐守童心”第九届师资培训营，也是
阔别2年后的实体相会。营会有幸邀请到7979社服部同工郑慧欣姐妹和儿童权利小组委员张菲
倩律师，透过时事与儿童保护法令，进行儿童保护醒觉。老师们对保护儿童有了更深一层的认
识，“保护孩子”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能踏踏实实实践在生活中。

除此之外，国度企业增能父母讲师陈伯杰牧师也透过线上教导《黄金学习金字塔》，分享让孩子
学习更上一层楼的秘诀。来自博爱辅导中心，督导部主任翁月燕辅导员也为老师们分享了主题 
《情绪与保护儿童：从觉察情绪开始》，辅导员特意预备活动让老师们觉察自身的情绪，并且健
康地应对。营会特别环节“我有心事，你有咖啡吗？”，打破老师彼此之间的隔阂，建立更深厚
的关系，在服事上同心同行，越走越喜乐。

《变色龙教育》读书会 - 全年度
今年《变色龙教育》读书会有3位老师成为新血，接棒读书会
的学习精神。5月份开始，老师们每月一次线上相会，并透过
书中内容，反思与创新自己的教学模式。当孩子们出现状况
时，老师们晓得如何适当、正面与鼓励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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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婆婆可以长命百岁，看见我出人头地的那一天……”
这是一位10岁小男孩的愿望。

今天，芙蓉福音堂7979全人关怀站的陪读班进行生命教育告一段落，老师为班上所有学生进行
评估。伟泉（化名）再次得到老师的好评，并获得了小礼物。

转身，伟泉就把所得到的礼物分享给平时玩得要好的朋友。

“伟泉，怎么你会想到把礼物分享给他们呢？这些礼物你平时不是都没有的吗？”老师好奇询
问。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他们平时都很关心我，所以我想要分享给他们。”小小年纪，就已经
习得了圣经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导。

这不仅让老师们觉得欣慰，同学们也开始学会分享自己的东西了。

伟泉是一位乖巧懂事的小孩，纵使平日里和老师相处意见相左，但老师教导之后，伟泉谦卑听
取意见，并改正不好的习惯。在陪读班里，伟泉总是那位最准时的学生，每天都会自动自发完
成功课，之后便当起小老师，帮老师教导其他学生。老师和同学们都喜爱他。

“我们对伟泉很放心，相信他在未来会成为一位领袖，带动并影响他人，因为他愿意付出。”
对于伟泉，老师们常常给予正面评价。从小在教会长大，伟泉每日都会阅读圣经故事和祷告，
他渴慕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听上帝的话语。

这样棒的小孩，从小与婆婆和姑姑同住。父母离异，母亲从小就不在身边，两年前父亲也不幸
逝世。婆婆、姑姑和姐姐就是伟泉最亲的家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伟泉偶尔会感到孤
单，所以格外期待来到教会陪读班，在这里有老师和同学，多了同伴就少了孤单。

伟泉本就懂事乖巧，并没有学坏。从小在教会陪伴中长大，他更是积极向上。“我希望婆婆能
早日认识耶稣，希望婆婆可以长命百岁，看见我出人头地的那一天！”这就是他的祷告，也是
藏在他小小身躯里，大大的愿望。

文/蔡欣仪

我有个愿望！



36

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

受助家庭状况
每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RM714.31。

96.25%的家庭收入是低于我国贫穷线收入(Poverty 
Line Income, PLI) 。

单 亲 （ 包 括 丧 偶 或 离 异 ， 失 去 主 要 经 济 来 源 ） 占
40.31%，独居老人占16.95%

过 去 一 年 ， 吗 哪 包 总 价 值 高 达 R M 6 4 0 , 4 8 8 . 1 4 ， 其 中 8 4 . 2 1 % 共
RM539,352.84为开销，其余15.79%为所募集到的捐献物资，按市价估
算价值为RM101,135.30。全年共派发3,056份吗哪包，平均每包价值
RM209.58，并未包括运作与行政费用。

动员教会的志工，为贫穷及弱势家庭
提供粮食辅助及生活上的关心陪伴

吗哪包总价值
RM640,488.14

87间 

7979全人关怀站

共服务774个
经济弱势家庭

送出

3,056个吗哪包

受益人数达

2,688人

开销
84.21%

捐献物资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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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集散点
7月，7979分别在雪隆北区及柔佛居銮开始了新的集散点。雪隆虽资源
丰盛，但仍有资源以外的需要，例如专业培训、方案规划、个案问题等
其他专业需求。现有5间7979全人关怀站与7979配搭促成在吉隆坡北部
位于甲洞的集散点。而居銮，属于柔佛州的中心点，成为7979在该州
属的第一个集散点城市。支配着其他周边小县，居銮集散点共有来自居
銮、龙引、彼咯、拉美士及昔加末的8间7979全人关怀站参与，借此方
案走入更多偏乡的贫困家庭当中。

吗哪食物银行初阶志工培训
·22-5-2022（第三场线上培训）
·13-8-2022（第一场实体培训）

物资捐赠者 *2021年10月份至2022年9月份

Corporate/Society Individual
Alpro Foundation Mr. Tan Chee Seng and friends
Chop Khoon Seng Betty Yee
Federal Oats Mills Sdn Bhd Bro T. H
Mr. DIY Eve Loo
New H Group
Oriental Daily News 东方日报
YU-AI Food Industries Sdn Bhd 

2023年展望
 推行线上个案管理系统Case Management System (CMS)

线上个案管理系统预计2023年5月份上线。CMS将会是帮助7979全人关怀站有效进行个案管理，并
减少人为失误的关键。

 向内陆地区开展实体食物银行

偏乡地区，教会所设立的7979全人关怀站就在邻里。居民再熟悉不过的建筑物，是教会伸出援手的绝
佳契机。实体食物银行让有需要的家庭按时间、需求领取物资，对于案家来说更加便利及友善。

 现有的集散点开启卫星模式，向二线、三线城市开展集散点

现有的集散点成为主轴，迈向周边二线及三线城市开始新的集散点，成为新集散点的的主要军力。

为了预备开发雪隆及居銮两区新集散点，7979在5月份为
7979全人关怀站志工举办了第三场线上培训，其中有28位来
自雪隆区的志工及23位居銮区的志工参加培训。8月，7979
在马六甲为55位志工开办了首场实体培训，预备11月份在马
六甲开发新集散点。志工们接受培训后，将有效鉴定案家需
求、遵循服务伦理来提供服务，并更有深度地探访。

2022年活动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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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几天刮风下雨，花奶奶（化名）家里再次
被 溅 湿 。 单 薄 木 板 搭 建 的 客 厅 墙 壁 因 年 久 失
修，早在一年前坍塌，只好用帆布稍微遮挡。
这一年来，但凡刮风下雨，花奶奶家里不免遭
殃。

某天，志工送来面包，顺道进屋探望花奶奶，
才发现墙壁已然不在了。

“婆婆，这墙塌下来多久了？”志工询问。

“很久了咯……”奶奶笑笑地回答。

“那为什么不跟我说？”志工心疼再询问。

“没事的。”奶奶依然笑着。

志工没有等待，回去后马上联系了团队，为奶
奶家搬来白锌片，过两天将为奶奶家重新装上
墙壁，继续挡风遮雨。

爱，坚固他们的家
文/蔡欣仪

花奶奶年已69，笑容是她脸上最好的妆容。18
岁便嫁于张爷爷（化名）的她，现带着因病逝
世儿子留下的遗孤，三人住在沙巴某个水上木
屋。木屋里空间狭小，一家三口伴随着满屋的
杂物生活，却也从不觉得缺乏。

张爷爷曾是名渔夫，凌晨5点起床，起早贪黑地
出海捕鱼。一直到下午3点半左右，花奶奶等
着张爷爷回来，一同把鲜鱼送往市集上卖。一
天下来，生意尚可。奈何爷爷年事已高，捕鱼
已不堪负荷，2020年逢行动管制，索性不再捕
鱼，也断了收入。

靠着已成家在外的儿女每个月不多的供应，加
上政府的老人辅助金，需求不多的三人也能勉
强度日。张爷爷亲戚知晓他们的情况后，因恰
巧是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兵南邦堂7979全人
关怀站的会友，便请求教会志工前去关心张爷
爷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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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 志 工 E s t h e r 联 系 了 花 奶 奶 ， 前 去 探
访 他 们 。 “ 我 从 来 没 有 看 过 这 样 糟 糕 的 环
境。”这是Esther第一次踏进花奶奶家中的
感触，被映入眼帘的情景感到无比惊讶。就
这样，教会借着7979吗哪食物银行开始关怀
花奶奶一家。

花奶奶十分可爱，别看年近70，她可是会上
网看脸书呢！因已和Esther加为好友，当看

到Esther在下雨天外出时，还会致电关心让她快点回家。时不时，当有人把新鲜的鱼送给张爷
爷一家，转头他们就会致电让Esther来拿鱼。“为了照顾他们的感受，也让他们开心，当他们
希望给予时，我们便接受。”Esther说到，能够分享也是一种喜乐。

2022年7月初，Esther送面包去探访花奶奶时，发现他们客厅墙塌。“我感到很心疼，若我
刚认识花奶奶，或许感受还不至于那么强烈。但现在只要刮风下雨，我就会担心他们是否
安然。”Esther分享，服事陪伴个案的时间长短，也会让她心理感受大不相同。对于花奶
奶，Esther已经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地关心了。

前不久，Esther发现花奶奶生日要到了，悄悄买了一束花、肯德基和蛋糕去找他们。到了花奶
奶家里，Esther先是向张爷爷要一块钱，当作这花是张爷爷送花奶奶的，张爷爷找了一圈，掏
出了20仙说“没有一块，2毛钱可以吗？”志工收下后，把花递给张爷爷，跟爷爷说，“要去
亲花奶奶哦……”，“咔嚓！”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照片的同时，屋里欢声一片。后来，Esther
将照片分享给张爷爷的亲戚，得到一句回复：“他们一辈子没有庆祝过生日……”

张爷爷和花奶奶一辈子平平淡淡生活，亦能彼此相守白头偕老，感情深厚难能可贵。有时候生
活富裕的人家也难得此情。“吵架还是会吵的，过后就忘了，不必放在心上。”这是张爷爷说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在懂得付出，而非一味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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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巴生谷大水灾回应
2021年12月季候风时期，再遇热带低气压正中大马半岛中部，从12月16日开始，
多地连续下起大雨，水患处处，有5州沦陷，其中雪州沿海沿河一带灾情严重，发
生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7979启动应灾机制应对。第一阶段的清洗行动，总共

在6个地点或城市进行：巴生、关丹、淡马鲁、知知港、蕉赖11哩和莎亚
南太子园。

重大灾难回应
建构回应机制，培训志工在重灾期间伸援，
以在短期内恢复灾民的生活秩序

除了清洗，也支援居銮众教会派发食物包给加亨一带的5个原住民部落，共156
户受灾户。

紧急援助期后，进入重建期，7979透过教会继续深入关怀受灾严重的家庭。其中
的援助方案包括：发放援助金、派发物资、家园及房屋维修、吗哪食物包特别发
放、贫困孩童辅助等等。

使命  5 大
策略

设立应灾机制
及防减灾管理

培训、组织、
配备、计划、动员

清洗：
187
民宅

19
商店

1
老人院5

学校&
幼儿园

3
教会

有关详细的报告，欢迎浏览：
https://www.7979.org.my/december_floo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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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2014年大水灾时曾发挥莫大作用的“基督教赈
灾联盟”，因多个组织的人事变动而沉寂一时。
感谢主，今年开始重新连结，重启沟通与对话的
平台，设立“国家危机应对”（National Crisis 
Response)的联盟，其中包括基督教赈灾机构和
教会组织。今年10月9日至11日，7979受邀在吉
兰丹哥打峇鲁出席会议，探讨基督教未来合一应
灾的机制和行动。

2022年举办的应灾醒觉、教育、讲座与培训

日期 地点   项目 形式 语言 参加人数

13, 20/12/21 亚庇巴色会兵南邦堂 【方舟建在雨前】培训 线上 华语 40

13/5/22 沙巴巴色会 Telipok堂 【教会与灾难回应管理】讲座 线上 国语 

18/6/22 新山信义会 【方舟建在雨前】培训 双轨 华英 30

25-26/6/22 槟城葡萄园社区教会 【方舟建在雨前】培训 实体 华语 17

20/8/22  森州爱花城 6.0 【教会与灾难回应管理】分享 线上 华语 17

25-26/8/22 沙巴亚庇   参加及参展 实体 华英 -
  【亚洲基督教救援赈灾研讨会2.0】 

27-28/8/22 沙巴巴色会 Telipok堂 【方舟建在雨前】培训 实体 华巫 25

2/9/22  以圣研经与 【如何参与救灾行动】 线上 华语 
 实践网上神学讲座

10/9/22 森州爱花城 6.0 【如何开始组织赈灾？】讲座 实体 华语 22

15/10/22 芙蓉神召会爱恩堂   爱花城嘉年华会 实体 华语
    摆设防减灾展览

22/10/22 信义会路德楼   灾难回应培训 实体 华语 30

   

演习
趁着在北部的培训，7979于2022年6月26日晚
上，安排了一场桌面演习。8名核心同工与志工聚
集在槟城基督使命中心，以案例和场景设想，来
研究及探讨应灾的计划。此演习促进沟通，互相
了解，培养默契，并知道各自的强处与弱点，以
提升双方应灾的能力。

除了口头的教育与培
训，7979也制作了供儿
童学习的【防灾减灾，我
最厉害】漫画海报，共6
款关于6种大马常见的危
害，有中、巫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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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
干净的水源，往往是灾后的重点项目，是灾区
重建的关键指标之一。

今年4月，7979连结到一家
国外企业机构供应陶瓷过滤
器，能够过滤微粒子和微生
物（大肠菌群、粪肠球菌、
大肠杆菌等等），是一个免
能源、易保养的家用净水过滤
器。

仓库
2021年12月，全人终觅得一靠近办公室的仓库。

谢谢新、旧业主的无私分享，让7979免租金存储置放灾难
回应的工具、配备、器械、船只等，以及吗哪食物银行的
物资等捐赠品。

2021年12月初，7979用了2周从安邦顺利搬迁
至莎亚南。从此每趟车程节省1小时，来回省时
2小时。

搬迁新仓库的作业，得蒙牧者中心的5位壮汉帮忙
搬运等粗重工作，以致能比原定期限提前一周处理完毕。

也为此感恩，因为乔迁新仓库10天后，雪隆区就面临大水灾，正
好派得上用场。

今年6月，承蒙一弟兄免费捐献2个20尺货柜，供储存更多的工具
和配备。其中一个置放在关丹。

展望
未来三年，7979计划强化区域“灾难回应特遣部队(DRTF)”，
并着重发展三个新焦点区域：森美兰州（爱花城）、柔佛居銮
（社关组）和沙巴亚庇（梦想之家）。同时继续提升现有的活
跃 DRTF群。

 沟通平台：Whatsapp，Google Site

 定时培训：实体/线上，一年至少2次。

 至少一次演习。

 与当地教会合作，设立配备储存点。

除此，7979也会继续推广CBDRM（社区为本防减灾管理），
孩童防减灾和制作醒觉教育的材料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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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大雨，2021年12月19日文冬发生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水灾。

其中阿兰与家人的木屋也躲不过此劫。

大水在午夜时分来得突然，代步的摩托来不及骑到高处。这紧急时刻，除了

身上的衣物、手机和钱包，什么都顾不上了，此时逃命最重要。

水退后，阿兰告诉Gospel to the Poor的刘传道：

“房间木板被水浸坏了，材料不便宜。” 

“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那辆摩托，也坏了。”

“家里洗衣机也需要换。”

“整间家搞到这样，这个新年怎么过？”

仅有的家庭收入无法承担庞大的重建费用。

广集社会大众的爱心捐款，7979得以透过Gospel to the Poor帮助阿兰。

这天，刘传道把500令吉的7979水灾援助并可以额外为他们家添购洗衣机、摩托和装修木板的好

消息带给阿兰。刘传道注意到阿兰有多处擦伤，一问之下才知道阿兰深度近视加散光的眼镜被冲

走了。前几天，由于视觉模糊，所以失去平衡，人带摩托摔了下来。

刘传道再次联系7979告知阿兰的需要。很快，阿兰就可以获得她的新眼镜了。

灾后重建
小故事 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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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小故事2 
文/蔡欣仪

“你们猜，这个屋顶的大破洞怎么来

的？”

“那水从傍晚7点多已经淹进来我

家，我看大雨还在下，水位一定会继

续上，我们只好击破屋顶，彻夜未眠

地坐在屋梁上”

志工吃着法蒂玛特意准备的咖哩角，

一边听她诉说那夜水位高达九尺的惊

心动魄。

Faithworks的志工团队在退水后，第一时间进入该区勘察，与村

委配搭展开第一阶段的赈灾活动——清洗和消毒。随即在第二阶

段，筛选出四家经济弱势的灾民，与7979配搭为他们重建家园。

法蒂玛与丈夫在甘榜经营着糕点摊位，赚取微薄收入，是其中一

户受惠家庭。到访那天，志工熟练地穿过羊肠小道，来到法蒂玛

一家四口的高脚屋，志工要来勘察需要和表达帮助法蒂玛重建家

园的意愿。

法蒂玛一边拿出新鲜出炉的咖哩角，一边提醒志工，

“小心！小心！那级的木梯松了，别踩，不然会滑倒”

“来来来，你们站过来这里，那边下面的木桩损坏，缺角了。现在只

是用砖头暂时塞着空位。我怕等下承重不了”

听闻屋子的安全问题可以随着重建工程得到改善，法蒂玛连声感谢志

工，不止一起洗屋子现在也愿意帮助重建，为她家带来莫大的帮助。

很快，熟练的工人着手开始重建工程。屋顶的破洞，木梯、缺角的木

桩都已经修好。志工还添加了书桌和双层床架给法蒂玛的两个孩子。

孩子们开心地告诉志工，以后可以一边望向窗外，一边做功课实在太

棒了。

种族差异没有阻止行善，也没有阻拦彼此成为朋友。志工

与法蒂玛相约，如果疫情舒缓，开斋节务必要来吃她的拿手好菜。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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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服务
原汉同行

与神的儿女一起关心和服侍大马边缘化的群体——原住民

弥迦学院 
  mymicahcentre 
 info.ste@histeam.org.my
 010-2162602 

向东服务
www.histeam.org.my
info.ste@histeam.org.my
 012-4240118

@ @

EMPOWERMENT: 在经济和教育上赋能于原住民教会
AWARENESS: 与华人教会分享原汉同行的异象
SUPPORT: 连结华人教会支援原住民教会
TRAINING: 装备华人教会在跨文化的关怀宣教

事工
策略

使命
宣言

透过醒觉和培训，动员华人教会在支援和赋能上
与原住民教会同行。

向东服务 · 原汉同行

赋权
Empowerment

短宣服侍

社区发展与
转化

醒觉
Awareness

访宣

向东快讯

原汉同行专
题分享

支援 
Support

学前教育中心

原汉种子基金

培训
Training

弥迦学院
 

乡区陪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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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们专注在以下几个策略事工：

在赋能方面，我们先专注在兰瑙内陆的社区发展预备工作。我们安排同工固定在
当地的原住民社区做实地考察，与当地关键领袖建立信任关系，寻找可长期合作的伙
伴。目前已锁定了几个乡村，是可考虑开展一些赋能项目。我们也在预备一批同工团
队，驻扎在当地进行社区赋能的服侍工作。

在醒觉方面，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原汉专题分享，邀请有多年经验的主讲者来分
享关于原住民在各方面所面对的挑战，帮助华人教会更深入了解原住民的需要和处
境。我们也邀请了一些事工负责人来分享，让更多人认识他们在原住民当中所做的工
作。

在支援方面，我们设立了原汉种子基金（Tabung Benih Yuan-Han），因为我们
看到偏乡原住民牧者在经济上的需要（生活费、神学教育、医药费），希望能在经济
上扶助处在急难中的原住民牧者。

在培训方面，第五届的弥迦培训招募了5位新学员，再加上3位实习生（去年的学
员），于6月开课。弥迦的老师能实体来到弥迦学院授课，周末的外出服侍也可以自
由进行，让整个培训过程的内容丰富许多。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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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汉同行系列专题分享

为了帮助华人教会对偏乡原住民所面对的各方面挑战有更深入的认识，
以及可以如何赋能于原住民，今年我们举办了6场系列专题分享，每两个
月一次，专注在原住民的赋能课题。主讲人为服侍原住民有30年之久的
林其兴传道（Pastor Lam Kee Hing）。

专题的内容围绕在探讨原住民在信仰、经济、教育、领导、社群和健康
上的挑战，以及提供一些建议给华人教会可以如何参与在赋能于原住

民。每场分享也请到一些机构或事工负责人来分享他们在原住民当中所做的实际方案，让出席者认识
和了解他们的事工。每场出席人数平均约有40至70人。

《向东快讯》（STE Bulletin）

每两个月出版的《向东快讯》，旨在透过文字报道事工的进展以及传递异象。快讯的主要内容包括执
行者或部门主任的话、主题文章、事工进展、原住民心声、弥迦事工报道、事工近况和代祷事项。为
了让更多读者受益，《向东快讯》每期都出版双语，即中文版与英文版。

异象分享与传递

向东服务的主任兼弥迦学院院长吴加恩弟兄受邀到华人教会去分享关于原住民的关怀宣教以及弥迦学
院的事工，透过与牧者见面、主日讲道、祷告会、团契聚会和小组中的分享，鼓励更多华人教会参与
原汉同行，至少先计划前来沙巴偏乡进行访宣。

偏乡社区发展与转化

今年四月开始，其中一位同工（Timothy）每月固定
被差遣进入兰瑙一带进行乡区发展和转化的工作。今
年我们先专注在建立关系，尤其是当地的重要领袖和
关键人物（如村长、牧者、教会领袖），了解该地区
的实际需要，并找到可合作的伙伴，以及可行的发展
方案。

该同工也对其中一个乡村的青少年有牧养的负担，因
为该教会没有牧者，定期进入他们当中，与他们上门
训课程，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教导他们，帮助他们在灵
命上成长。

另外一位实习生（陈秀蓉）也在弥迦学院邻近的一个原住民教会开始一些服侍，因为当地教会目前没
有牧者。我们主要参与的服侍，有主日崇拜的讲道、带领祷告会，周末的圣经真理班，以及探访信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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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而暂停两年的短宣与访宣，今年组织四支短宣与访宣队。
我们期待带领更多城市教会参与原住民的关怀宣教。

6月份：沙巴乡区教育访宣

在黄恩德牧师的邀请下，6位来自西马各地的弟兄姐妹（当
中有两位资深的教育专业人士）前来沙巴内陆，拜访和了
解当地乡区学前教育中心以及儿童陪读班，并促成未来在
原住民儿童教育上的合作和赋能。

短宣/访宣

7月份：第五届弥迦学员内陆短宣

经过一个月多的训练和装备后，第五届的弥迦学员首次踏
入兰瑙内陆的几个原住民偏乡，透过一星期的短宣，服侍
和教导当地原住民，并与当地居民建立关系。

8月份：西马青年使命团外展服侍

来自青年使命团的7位年轻宣教士（马来西亚、中国、巴
西），到沙巴内陆进行为期一周的外展服侍，透过家庭
探访、宣讲真道、医治释放，帮助当地信徒在灵命上得
更新。

10月份：新山整全教会访宣沙巴

来自新山的整全教会，三位牧者领袖首次踏入沙巴内陆，
亲身接触和了解沙巴偏乡的需要，期盼未来更实际参与在
原汉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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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的疫情，我们发现许多在偏乡服侍和牧养的原住民牧者们面对经济上的困
境，尤其是那些有家庭和孩子需要供养的牧者，经常陷在无助和压力中。因此，为了
帮助这些牧者度过急难，我们设立了“原汉同行种子基金”，透过来自城市教会的捐
献，去资助有需要的原住民牧者。

今年我们还未完全公开给所有牧者申请基金，而是先公开给我们所服侍的一些偏乡地
区，优先资助那些我们所认识和接触的牧者，资助他们的生活费、神学教育、医药费等
等。

展望

原汉种子基金 Tabung Benih 
Yuan-Han

2022年，向东服务

津贴一位原住民牧者的生活费（一年）：RM3600

赞助一位原住民牧者的神学教育（四个科目）：RM2780

津贴一位原住民牧者的部分医药费：RM240

明年我们期望这个基金可以开
放给更多的原住民牧者申请，
在生活费、神学教育费、医药
费、购买书籍方面给予更多元
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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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区陪读班（Kelas Teman Baca，简称KTB）是在资源缺乏的乡村
社区中，为7至12岁的孩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他们的阅读
兴趣，并透过圣经为基础的教导，塑造孩童的生命与品格的成长。

乡区陪读班

2022年……

仍有一间沙巴兰瑙县乡区陪读班在运作。这间陪读班由当地两位年轻的原住民女
性老师做管理和教导。然而，这两位老师也面对一些个人问题和挑战（家庭经
济、孩子健康），因此而无法继续担任陪读班老师。感谢上帝的信实恩典，预备
了另外两位妇女接手担任老师。在她们的带领下，陪读班的学生人数增加至最高
30人。

同时，陪读班的硬体设施也得到提升。今年为乡区陪读班买了两支太阳能风扇、
为地板铺上新垫子和围上新篱笆。

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

共津贴两位陪读班老师RM4800
赞助维修和提升硬体设施RM850

展望
我 们 期 望 明 年 可 以 提 供 培 训 给 陪 读 班 老
师，帮助老师更专业地教导和管理。我们
也期望在其他有潜能的乡村开设陪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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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
2012年，全人关怀团队开始回应SIB学前教育事工需要，
以奉献支持沙巴内陆原住民老师薪金及学前教育中心的设立金 。

学前

如往年一样，今年我们继续资助12间的乡区幼儿教育，一共为15位老师的
薪金提供赞助。我们也继续赞助其中一位老师去进修学前教育文凭课程。今
年的总赞助数额为RM118,000。感谢主，今年所需要筹募的总赞助数额也
成功达标。

其中有一间幼儿园过去两年都面对教室空间不足的问题，而每年报名的学生
也有在增加，因此当地教会向我们申请，在建筑材料费用上提供资金赞助，
而当地教会将动员其信徒齐心完成建筑工程。整个扩建工程需RM14,000，
感谢主，我们成功筹到这笔资金。计划在今年10月启动建筑工程，预计明年
1月完工。我们的同工将负责监督整个工程的进展以及问责。

展望
我们期望明年拜访更多老师，藉着祷告和鼓
励给予他们扶持。也期望可以与当地教会领
袖探讨经济赋能的项目，帮助当地的学前教
育中心得以永续经营。

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

共认领  12 学前教育中心
支出RM118,000供 15 位老师薪金
受惠孩子数目：152 位
赞助扩建工程RM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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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弥迦学院的门徒培训已进入第五届，我们录取了5位学员，来自
东马和西马的年轻人。这一届的门徒培训长达七个月，从6月头直到
12月尾结束。整个培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4个月的训练和装备，
之后有3个月的乡区实习服侍。在培训结束后，若学员有负担和呼召
参与原住民的事工，我们将安排他们在来年回到沙巴进行为期3个月
的机构实习，帮助他们确定自己的呼召，以及所要委身参与的服侍领
域。

乡区实习服侍：10月至12月，同工将带领学员们驻扎在兰瑙
内陆的乡区进行为其三个月的实习。同工和学员们除了需要
学习和体验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家庭探访的
服侍，他们也将专注于三个主要服侍领域：青少年（真理课
程）、儿童（主日学）、妇女（理财课程）。除此之外，也
会有中学生陪读班，帮助当地中学生的课业和面对考试。

招募年轻一代作主门徒，
训练他们行公义和好怜悯，
装备他们参与跨文化宣教，
差遣他们谦卑与原住民同行 ， 
转化原住民社区。

何俊恩 37岁，古晋
古晋卫理公会信心堂

雷镇宇 24岁，吉隆坡
吉隆坡信义会丰收堂

廖建明 32岁，亚庇
亚庇卫理公会颂恩堂

黄燕萍 19岁，柔佛
古来异象教会

张家豪 19岁，亚庇
亚庇恩典丰收教会

第五届弥迦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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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在弥迦学院的这段时间里，我学到很
多功课。我学习如何放下仇恨，靠着
主赐给我的力量去战胜恶者的攻击，
也 学 习 以 主 爱 我 一 般 地 去 爱 别 人 等
等。~ 张家豪

在弥迦学院，神让我有机会重新审查自己的生命。神让我认识
到我必须将生命中的重担卸下交给💕。同时，神也提醒了我学
习饶恕，特别是饶恕自己。我向来都比较寡言，要在多人的
场合发言或分享，我常常都会比较被动。但现在我学习更多
勇敢在导师和学员们面前分享。~ 何俊恩

透过弥迦学院，我有机会接触到原住民。我发现其实他们
渴望能更多认识和经历神，却没有人带领和帮助他们更多
在灵命上长大成熟，他们就像一群没有牧羊人、四处流
浪的羊儿。感谢神让我看见原住民的需要，而我不要只
停留在心动，更要行动。求神帮助我透过所学习的真理
去教导他们，与他们并肩同行。~ 廖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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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第四届毕业的弥迦学员当中，有三位愿意回到弥迦学院当实习
生。感谢神，有他们三位参与在弥迦学院的服侍，除了操练如何在
团队里一起配搭服侍，也期盼他们能找到和确定未来服侍的方向和
领域，尤其在原汉同行的关怀宣教。

陈秀蓉（彭亨）
实习职责：协助弥迦学院的种植项目、参与教
导工作，以及Kg Kiapu的社区工作。

吴其原（马六甲）
实习职责：协助弥迦学院的运作工作、参与教
导工作，以及兰瑙偏乡的社区工作。

骆丽宝（柔佛）
实习职责：协助弥迦学院的行政工作、参与教导
工作，以及兰瑙偏乡的社区工作

过去四届，我们一共培训了28位的学员。其
中有五位目前还在接受神学教育的装备，未
来会参与在教会牧养、跨文化宣教、机构
服侍。感谢神，第一届的学员（梁子恩）今
年六月顺利完成了三年的社会工作文凭课程
（Diploma of Social Work），并加入向东服
务的团队，会在沙巴服侍偏乡的原住民群体。第二
届的学员（Timothy），也是向东服务的同工，今年进入了第三年的
全职服侍，明年将专注在兰瑙内陆的关怀宣教以及社区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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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工>> 3131

>> 双翼国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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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教会健康

学堂
为了陪伴教会走向健康和平衡教会内部管理与社区关
怀，全人于2021年开办“3131教会健康学堂”，供教牧领袖
一同学习。由台湾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秘书长夏忠坚
牧师担任讲师，在线上授课，共6个学期30堂课。

2022年，全人展开一年四次“3131学堂充电站”交流聚会，
帮助教牧领袖在教会落实“3131教会健康学堂”的教导。

芥菜种关怀基金
2021年，全人筹到芥菜种关怀基金RM129,550，祝福11位牧
者和4位关怀机构同工。每人均获得RM2000-RM3000的祝
福金，已如期于圣诞节前完成派发。全人也会在未来三
年圣诞节期间祝福面对经济压力的基督工人，同时补
助弱小教会加入“芥菜种教会转化五年计划”。

芥菜种教会转化五年计划
“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是延续健康教会
课程后，可以帮助教会落实健康教会理念
的计划。它提供了系统化的系列教材，包
括每周讲道主题大纲、小组团契聚会材料
及每日灵修经文。主要是协助教会在每周
主日讲题、个人灵修到团契小组聚会的规
划，在经卷、福音、家庭、祷告、清洁的
心、生活与生命的系列信息上，建造信徒
整全的生命。2022年下半年，共有15家教
会报名参加。

3131学堂充电站
分别于15/3、10/5、19/7、13/9举办“3131学堂充电站”，聚集曾在一起
学习的牧者、领袖们，再次重温课程中的重要内容，交流和分享使用心得、
彼此鼓励和加油打气。夏忠坚牧师也不定期出席鼓励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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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策略
Training  : 培训父母教练来建立传授传承健康家庭的团队
Educating  : 教导教授并将社会工作普及化及专业化 
Add-value  : 透过品牌化与关系传销来为原乡农场品增值与增产
Moderating  : 调节更多关怀机构投身国度企业并从中获利

全人教育的12课
 建立教养核心价值 发挥优势活出天赋 实际操作建立能力

 父母教练 认识自己发挥优势1 如何增强孩子的专注力

 爱与管教 从大脑神经科学看学习 智慧使用电子产品

 关系增能 认识自己发挥优势2 户外探索与服务学习

 引导孩子迈向成功 建立孩子主动学习的策略 家庭桌游开发左右脑

异象：以国度企业模式
来促成全人的异象与财务永续经营

培训的时间线
第一期： 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共四个阶段）

第二期： 【阶段一】2022年5月12日至6月30日

 【阶段二】2022年7月21日至9月8日

 【阶段三】2022年9月29日至11月17日

 【阶段四】2023年2月2日至3月23日

培训事工（一）
双翼家庭教育成长课程
透过课程建立健康和乐家庭的亲子培训与父母教练：
《增能父母》线上课程。

《增能父母》课程设计，融合缅因州国家实验室“学习金字塔”理论，并应用
户外拓展、体验教育做中学、反思引导的学习，让理论和实作可以落实的在家
庭生活中。有效增进父母教养职能与技巧，在课程中学习和成长，孩子们也开
始改变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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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见证

培训事工（二）

双翼亲子与服务学习旅游
透过服务学习建立健康和乐家庭的亲子培训与父
母教练：《双翼亲子服务学习》

服务学习的好处

1. 活出爱人如己的品格

2. 让孩子学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

3. 教孩子不自私，操练慷慨的品格 

4. 让孩子学会惜福、知足和摆脱物欲的诱惑

5. 学会有智慧的理财，长大不会因为贪婪而被诈骗

6. 谦卑为人洗脚，成为改变未来的领袖

7. 可以带动其他家庭一起参与关怀事工 

8. 改变小区成为爱与幸福均富的地方

培训事工（三）

双翼户外探索与体验教育 
（营会规划与执行）

透过户外探索与体验教育建立健康和乐家
庭的亲子培训与父母教练：《双翼体验教
育》。

体验教育即引导学员自己找答案，协商解
决问题。所谓“体验”，简而言之是指透
过应用实践来认识事物。“体验教育”就
是教育对象在实践中认知、明理、发展及
培养好品格。

展望
我们希望《增能父母》的课程，可以成为陪伴家长学习和成长
的平台，盼望将来有更多父母教练一起参与在陪伴家长的行列
中！让孩子在服务学习当中，找到他们生命的热情所在，为这
个世界贡献出他们的才华与能力！我们需要连接适合主办户
外探索与体验教育的营地。如果您知道合适的地点，请联络我
们。

从课程开始至今，我受益匪浅。如何成为一位父母教
练是个重要的功课，让我意识到我不该尝试成为全能
和完美主义的妈妈，替孩子完成所有的事而应依照神
所赐予他们的天赋去发展各自的优势并负起他们应有
的责任。特别是家事这一环节，该放手让孩子们分担
并积极参与。

智慧使用电子产品是我最感兴趣的课题。课程所提供
的资讯让我有效的运用在小女儿身上。感恩自己的三
个孩子都没有感觉统合的问题。如何有效地的让电子
产品成为他们的学习工具的良仆而不是他们的主人，
并不影响他们的学习及专注力是一个挑战！

有效地结合爱与管教也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以爱为基
础的坚定态度，认识孩子的独特性并尊重他们是一个
独特的个体和肯定他们的特质则再次提醒我要以正确
和针对性的方式来管教他们。我最需要注意的是“放
弃控制的欲望”！——黄银花

这次的课程，由于是用录播的方式，
让我可以按自己合适的时段听课，而
且还可以不断地重听重看，让我的学
习更加方便也更加深刻。我想若要真
正从这课程有得着，提升做父母教养
的能力，就必须不断地努力尝试、真
正地落实所学习到的老师们提供许多
各方面的方法、测试、工具。非常感
恩，我有机会参加者课程! 我也会大
力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们，让他们也
有机会在教养孩子的路上有成长、有
突破！——郭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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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礼诚牧师

黄恩德
牧师李妍嫒

师母石安妮
姐妹吴莉莉

师母吴加恩
弟兄

郑百颂
传道

梁子恩姐妹
黎文杰传道

郑慧欣姐妹

李倩颖姐妹

曹晓君姐妹

赵崇冠弟兄

李鸿基长老

刘凤瑛姐妹

林妙霞姐妹

朱秀仪姐妹

李伟骏弟兄

吴玉亿传道

雷美美姐妹

萧雯铧姐妹

冯巧莹姐妹

蔡欣仪姐妹

黄延凯弟兄

盛美慧姐妹

Sis Suria  

Mosidin

黄梅花姐妹



全人关怀团队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ERHAD (828089-D)

36-B (2ND FLOOR) JALAN ANGGERIK VANILLA R31/R
KOTA KEMUNING,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电话：03-5122 1130    
网址：www.histeam.org.my   
面子书：histeam.malaysia    电邮：enquiry@histeam.org.my
银行户头： MAYBANK 5127-8101-2599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其他捐款详情： www.histeam.org.my/donate

世人哪，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