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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 Ultimate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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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谁？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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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的使命是“与神的儿女，谦卑与主行公义与好怜悯，转化
社区。”

我们为什么成立？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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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
人，关心他们，黄牧师便开始思考：为什么基督徒不愿走向贫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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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怀贫穷人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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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向黄传道询问要如何帮助灾民的肢体，加上在黄李妍嬡师母
的挑战下，黄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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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做？HoW
t.e.a.m. 策略
透过务实的培训 (Training)、社关的教育 (Education)、公义怜悯的醒觉	
(Awareness)，动员	(Mobilization)	神的儿女委身弱势群体整全的关怀宣教。

我们做什么？WHAT
培训 training	 7979	 志工访视培训·跨文化关怀训练·社会关怀醒

觉与训练
教育 education	 社会关怀证书课程·社工文凭课程
醒觉 awareness	 主日讲台服事·公义怜悯相关讲座会和座谈会·社会

关怀工作坊·访宣/短宣·大马基督徒全人关怀研讨会
动员 mobilization	 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向东服务·原汉同行	
其他 others 关怀同工退修会

服事对象 For WHo
全人服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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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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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瘟疫中靠主挺进 
新冠状病毒的来侵，不但造成全球超过188个国家无数人受感染与丧亡，还引发全球几乎停

摆与严重打击。神的儿女与主所爱的教会虽无法幸免，但却应比谁都更清楚耶稣末世的预告

而警醒渡日，也当在一片哀鸿的患难中比谁都更先扛起自己的责任与受苦的人团契。	

瘟疫蔓延中发挥关怀网络的行动力量 
感谢神，建构了十年的7979关怀网络在这场瘟疫中发挥了资源整合及合一行动的力量。谢

谢超过130家的7979伙伴及非伙伴教会自动自发地在全国各地将救援送达千万的受灾户。全

人在非常时期也采用非常策略将救助金及食物包亲送到因瘟疫而严重受创的灾民。感激伙伴

教会及志工们瘟疫蔓延期间知难而进地服务邻舍，感恩四方送来的奉献与解缓关爱，感谢全

人同工团队齐心竭力创意无限地落实救助与重建方案。	

行动管制中彻底悔改恢复的教会健康指数 
瘟疫进行中大马政府不断延长行动管制，仿佛是神给足时间让其子民去修复该修复的神与人

或人与人的关系，抛弃该抛弃的旧框架与旧皮袋，重启该重启的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与门

徒生命。2020上半年神只赐下两篇要我向教会宣讲的信息，“瘟疫中教会的反省——代志

上21：17-28”与“新常态（新皮袋）VS旧常态（旧皮袋）-马太福音9：14-17”。为了不

浪费这场瘟疫，神仿佛给了教会第二次机会效法大卫在瘟疫中深刻反省彻底悔改，接受责备

相互问责，竭诚献上至死忠心来完成神托付教会的使命。为了预备教会（耶稣的新妇）迎接

主疾速的再来，神透过这场瘟疫仿佛给了教会当头棒喝。教会上至领袖下至会友当战兢相信

耶稣的王权，复活与再来，抛弃旧皮袋好让新酒装入新皮袋。如此教会才可能产生新事，教

会才不会满足于或旧或新的常态，而是竭力追求与永恒挂钩的恒常态。教会才不会沦落为教

堂，基督徒才不会堕落成教徒，而是被圣灵充满更新满有影响力及得胜见证的门徒。	

全人将延续初衷谦卑与主行公义好怜悯转化社区 
若你我被问起来明年有什么计划？标准答案可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吧！瘟疫或许打乱了许多的

盘算，但它肯定不会打乱神既定的蓝图。全人会珍惜神给的“瘟疫宽限期”，致力连接更多

大马教会走向社区，走向原乡，走向健康教会的神国蓝图。瘟疫中惨痛领悟后，一起拥抱恒

常态，一起换上新皮袋，一起凭信+持望+携爱出发吧！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当竭力侍奉耶

和华。至于我与全人关怀团队，我们当延续圣灵赐下的初衷，对齐阿爸父的心跳，战兢靠耶

稣勇敢挺进！	
		
	
黄恩德牧师	执行长	

执行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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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19年12月17日——2020年1月9日

1919单车环台	

2月 
2020年2月17日—— 29日

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第四届第二学期）	

2020年2月22日

社会关怀工作坊	——	
临终关怀

2020年2月24日—— 3月7日

社会工作体验及醒觉训练营	SWEAT	
CAMP

3月 
让爱实现疫情中（MCO）	

2020年
大事记 

4月 
让爱实现疫情中	（MCO）	

2020年4月20日 

第三届弥迦学院开课了！	

5月 
让爱实现疫情中	（MCO）	

6月 
2020年6月8日

关怀同工与社工领袖高峰会	第一场	

2020年6月13日

灾难回应中的好管家——7979线上座谈	

2020年6月22日

关怀同工与社工领袖高峰会	第二场		

7979救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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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020年7月6日 

关怀同工与社工领袖高峰会	第三场	

9月 
2020年9月11-13日

新山及马六甲	——	社会工作文凭巡回分享	

10月 
2020年10月10日

社会关怀工作坊——病人关顾

2020年10月10日

泥泞中的足迹	-	线上应灾培训	

2020年10月5-16日

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第四届第三学期）	

2020年10月25-31日

救助挑战	-	为大马弱势家庭挑战	

11月 
2020年11月6-8日

怡保&槟城	-	社会工作文凭巡回分享	

2020年11月10日 

7979	e-杂志创刊号出版

2020年11月21日

关丹吗哪食物银行推介礼		

2020年11月25日至12月6日

7979全国志管人大会	

12月 
2020年12月6日

全人13周年庆	

2020年12月30日 

微电影《实现爱》线上首映礼

泥泞的足迹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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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公义怜悯的醒觉，盼望神的儿女能看见自己在社区中的使命，并将神的爱带到贫困的社区里。为遏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马来西亚自2020年3月18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行动管制令。公义怜悯的醒觉服事
如：讲台服事、公义磨坊聚会、3131健康教会学堂和社会关怀工作坊等，迫使延期或转至线上进行。突如
其来的转变，同工们虽手忙脚乱，但不免发现其好处，就是平时有困难出席实体活动者，因此能透过在线参
与。	

行动管制期，公义磨坊成员完成阅读陈忠登医生教授所著的《一位基督徒看社会公义》。全人关怀团队今年
也举办了2场社会关怀工作坊，临终关怀（实体）和病人关顾（线上）。除了3131健康教会学堂和一些聚会延
至2021年举办，其他相关的服事都转至线上。	

公义怜悯的醒觉 

2021年是否还会有疫情？没有人能预
知。全人关怀团队希望，遇到困难亦能
知难而进，坚守使命，继续向神的儿女
撒下关怀社区的醒觉种子。	

1.	 希望可以巩固好公义磨坊团队，巩

固五个公义磨坊委员。	

2.	 在砂拉越州举办社会关怀醒觉巡回。	

3.	 举办两场社会关怀工作坊。	

在各宗派所属的教会讲台宣讲共

28场的实体讲道	|	6场线上讲道	

举办了1场实体《社会关怀工作坊：临终关怀》

1场线上《社会关怀工作坊：病人关顾》	

举办了3场关怀同工与社工领袖高峰会	

举办了2场社会工作文凭课程	-	巡回分享	

举办了7次公义磨坊读书会	

举办了1个长达17天的社会工作体验及
醒觉训练营	SWEAT	CAMP

2021年的展望 2020年，截至9月份，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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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at CamP营员
体验心得：

在SWEAT	 CAMP，我体
会到关心一个人是不容
易的。说话必须谨慎，
避免问敏感问题，也让
我学习如何与别人沟通
相处。——	刘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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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此乃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与全人关怀团队联办的课程。此课程旨
在培训于本国或海外服侍弱势群体的全职关怀工人；协助各堂会
开拓社区关怀外展事工并探讨可行的模式；装备华人基督徒回应
爱神爱人的大诫命与达成关怀宣教的大使命。	
	

社会关怀证书课程于2013年开课，至今： 

已开办了	4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共有	60人毕业，	

	

第四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共有： 

20位学生——9学生来自社会关怀机构	11学生来自教会		
在这两期的社关课程中我更认识神，也更加清楚知道自己往后所
要服事的道路。同时，我也有幸也认识了来自不同机构领域的同
路人。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他们对社关服事的坚持与顺服。（第
四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学生心得，谢乐怡姐妹）	

展望

明年9月将迎来第5届的学生。希望华人教会更看重社会关怀的教
育，更多人愿意来受装备，更称职的服侍社区中有需要的群体。	

www.mbs.org.my 
www.histeam.org.my  

社关的教育 
全人关怀团队与神学训练场所合伙联办社会关怀课程		

社会工作
文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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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语授课。	

今年此课程共有12位首届毕业学
员。	

毕业生分享 
这社会工作文凭课程装备我们提供专
业的服务给个人或社区。我们有一班
具有经验非常丰富	 的老师在他们的社
工专业领域中分享他们的知识、经营
和技巧等。——Josond	

该课程教导我们和个案建立好的沟通
与合作关系	——郑慧欣	

这课程帮助我提升自我，也提供个
案“改变”的机会。——	 Magdalene	
Chin	
	

展望

2020年疫情的缘故，没有新生录
取。明年将有2次的新生录取，分
别是1月（部分时间）及8月（全时
间）。	

www.mckl.edu.my 
拍摄于202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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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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方案

重大灾难
回应

急难家庭
救助

弱势儿童
陪读

吗哪食物
银行

紧急事件
援助

www.7979.org.my   7979onFB    info.7979@histeam.org.my

  急难救助 010-7979 919   •  陪读服务 013-791 7979 •  吗哪银行 019-792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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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培训
（专业和务实）

方案规划
（咨询和整合）

资源分享
（财务和物资）

全人关怀救助网络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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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瘟疫，造成“人人皆灾民”，需要非常的应灾模
式。发现最有效最直接的应灾行动，原来是过去10年逐
步建立的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让教会即时即地在
社区中帮助贫穷和弱势家庭，也能转介其他区域的求助
者给当地教会或机构。透过特辅方案：急难家庭救助和
吗哪食物银行，配合线上作业系统，让援助行动得以落
实全马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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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截至2020年11月，马来西亚

共有139	间7979全人关怀站
共举办了 105 场志工访视培训 
累计 3184 志工结业
	

COVID-19行动方案进行三个月来，7979
援助的案家数是平均一年的6-10倍。除
了现有的伙伴，也开放支援各地教会。原
有的急难家庭救助和吗哪食物银行方案，
也让教会可以无缝衔接，继续关怀及服务
社区。吗哪食物银行也因此开始了两个新
集散点在沙巴州亚庇和山打根。	

7979 CoViD-19 应灾更新与报告：
https://www.7979.org.my/covid19.html 

今年是7979成立十周年，我们设定主题为“实现爱”。因为全马的7979全人关怀站
努力地实现爱，将基督的爱照耀在黑暗与绝望处。我们邀请您参与，因为人人皆可
实现爱，人人皆可7979。	

实现爱运动：https://www.7979.org.my/liveoutlove.html 
	

第100场7979志工访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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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7日，一场倾盆大雨使居銮的郊区被大水淹没，加亨模范村的84个家庭被逼疏散到
最靠近的赈灾中心。而Kampung	Pucur,	Air	Pasir	及Kuala	Sengka则被困在大水之中。在20位来
自居銮益人社会服务中心及居銮长老会佳音堂的自愿者的帮助下，我们到这些村子去分发了卫生
工具包。	

重大灾难回应

所谓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社区的突发紧急事件会瞬间为居民带来伤害，	
对贫穷家庭更造成打击。
教会是社区的邻舍，应灾行动应该挺身介入，
将希望带入社区。	

	 在行管令与复苏式行管令期间，我们共派发了	

79 盒口罩于教会及关怀机构 
105 瓶洗手液于教会及关怀机构 
274 瓶洗手液于mFB计划受惠家庭 
372 套卫生工具包给前线医务人员，照顾者及志工	

	2月15日，国光一校及二校的多位家长确诊新冠肺炎。在伙
伴教会-马西及新山宣道基督教会的帮助协调下，我们为两
校学生派发了200瓶洗手液。新山异象基督教会也在这个行
动中捐助了我们。	

	4月份，我们为一群在行管令期间经济面对困境的Kg	Baru,	
Kelantan村民提供了援助。我们透过急难救助计划，资助了
IDRN,	Kelantan，为村内14户人家供应食物。

应灾行动 

新冠肺炎

4月12日，一场豪雨使沙巴州的内陆地区被洪水淹没，受灾地区包

括Kg	Balaron,	Sapulut和Salung,	Pensiangan	Paroki。全人关怀团队

与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携手为65户人家提供食物辅助。	

沙巴内陆灾难回应

沙巴内陆水灾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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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6月13日，透过面子书举办“灾难回应的好管家”线上座谈会，吸引了超过一千人上线聆听。	

		10月10日，透过ZOOM举办线上“泥泞中的足迹”灾难回应培训。	

吉兰丹防减灾评估

防减灾活动 
		2019年12月27至30日，我们一行人出发前往吉兰丹州两个常年受水灾影响的村子——	Kg	Sg	

Limbat,	Kota	Bahru和	Temangan,	Machang进行防减灾活动评估。我们教导村委会如何建立

指挥系统，并与地方当局协调合作。	

鸣谢	

感谢Bentoree	公司赞助速食炒饭，增加应急包物品，提倡个人防减灾的预备。

展望
2021年，焦点为对重大灾难回应有热诚的志工构建在线学习
与资源平台。

同时，也从7979弱势儿童陪读班的孩子开始，教导他们提高
防灾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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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7979全人关怀站动员受训志工，
访视关怀社区内因突发事件而陷入困境的贫穷家庭，
给予心灵慰助，并分发为期1至4个月的急难救助金
（每月200至300令吉）。

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7979全人关怀站：

189 87 102
服务了189个个案 87个个案已结案 102个个案正在接受援助

141,325
发放了RM141,325救助金

急难家庭救助

今年虽然大马有疫情发生，但是7979关怀
站却没有因此而停止服务，反而因为看见
社区的需要，更加积极的服务面对急难的
家庭。大马12个州属都有关怀站在陪伴这
些面对急难的家庭。

个案小故事  
疫情期间仍然需要聆听与陪伴 

51岁的阿伦，曾接受教会的援助，今年因疫情导致无法工作，家庭收入为零，加上没有社险保障，太太

患有忧郁和躁狂等精神问题，除了强大的经济压力外，还面对三个处于叛逆期的女儿，非常烦恼。因此

教会志工在疫情期间替他申请7979急难救助金度过难关。	

除了金钱的协助，志工也常常跟案主的太太聊天，稳定她的情绪，让丈夫感到安慰，但因为工作不稳

定，案主一家时常有负面的情绪，这时志工也负责开导和陪伴他们。案主虽然还没有工作，但是太太开

始了一些家庭清洁工，赚取少许的收入帮补家用。	

在这疫情期间，多一些陪伴多一些聆听，让世界充满爱。

急难救助个案分布及教会的参与 
	州属	 参与的关怀站 个案数	 百分比	

槟城 14 70 37.04% 

雪隆 13 30 15.87% 

彭亨 5 18 9.52% 

柔佛 7 17 8.99% 

砂拉越 2 15 7.94% 

霹雳 5 15 7.94% 

沙巴 5 9 4.76% 

森美兰 4 7 3.70% 

吉打 2 4 2.12% 

玻璃市 1 2 1.06% 

马六甲 1 1 0.53% 

吉兰丹 1 1 0.53% 

登嘉楼 0 0 0.00% 



13

	

7979志工访视培训 
今年虽然行动管制令的缘故，在3月-8月没有进行任何的志工

访视培训，但是从去年10月-今年9月，7979志工访视培训一

共举办了9场，其中2场，是旧的关怀站重新培训，以刷新志

工的访视技巧。也在今年2月我们7979达到了第100场的志工

访视培训的里程牌。	

由于今年疫情影响，大马政府也执行了各式的行动管制令。

计划进行的志工访视培训也受到了影响，因此7979计划把志工访

视培训由实体培训转换成线上培训，帮助更多教会志工可以不受

区域限制/行动限制而接受培训，也可增加更多志工重新培训的机

会，提高志工的服务技巧。计划可以举行15场7979志工访视

培训。	

7979也计划明年可以优化线上个案管理系统，让教会也可以更有

效率服事急难家庭，计划与教会一同服事150个急难家庭。	
	

展望 

已结案个案的受助情况64%

16%

0% 2% 2%
3%

13%

20%
26% 26%

62%

49%
46%

10%

13% 15%

70%

跟据7979全人关怀站每次服
务后填写的记录，大部分的家
庭，在关怀站的志工介入后，
他们都减轻了急难的情况，不
但急难的情况被改善，他们身
体的健康也得到改善，甚至与
家人的互动和心灵的健康，在
志工们的陪伴和关心下，也开
始转变得更积极和正面了。	

稍微改善

大大

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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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兒童陪讀

所谓的弱势儿童，
是指来自经济弱势、
如单亲、隔代教养、贫穷、学习缓慢、
孤儿等家庭的儿童。
透过7979全人关怀站设立的陪读班，
我们盼望能就近关怀儿童的生活、
提供课业辅导、
生命教育和家庭关怀服务。 

州属 陪读班 开办日期
（年/月）

彭亨 关丹荣恩堂长老会 2013/3

柔佛 基督教新山真理长老教会 2015/7

居銮长老会佳音堂 2017/7

峇珠巴轄恩典堂长老会 2018/1

新山伊班卫理公会 2018/7

峇珠巴轄全备福音堂 2020/1

马六甲 基督教马六甲长老会 2015/8

森美兰 芙蓉福音堂 2016/7

芙蓉赞美圣所 2016/7

日叻务全备福音布道中心 2020/3

雪隆 第一浸信教会（中文堂） 2014/8

甲洞神召会颂恩堂	 2020/3

霹雳 怡保以琳福音堂 2013/7

万里望基督教信义会恩
典堂

2015/7

孟加兰圣安德烈堂 2017/7

槟城 灯塔社区中心 2018/7

大山脚浸信教会 2019/3

真光浸信教会 2020/7

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

18 199 189,558.29
共有18间陪读班 服务了199名受助孩童  发放了共RM189,558.29辅助金  

个案小故事　

生命的陪伴 

辉仔（化名）自小成绩不好，成绩单挂
蛋乃属常事。自四年级加入陪读班后，
才逐渐培养自律学习。不枉陪读班老师
用心陪伴，大家目睹辉仔的品格和成绩
越来越进步，因为起步得比别人慢，辉
仔和爸爸不敢寄望小六检定考试能全科
及格。	
	
终于等到放榜那天，成绩证明辉仔做到
了。捧着直升中一的成绩单，辉仔向父
亲和陪读班老师证明了生命的陪伴能够
带来莫大的果效。	

儿童陪读班巡回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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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活动 
疫情中的陪读班 3月-7月间 
行动管制期间，陪读班老师积极跟进受惠孩子和他们家庭的需要。
除了电话慰问，为孩子筹集二手电子设备上网课。后期，甚至发展
出线上陪读班，让孩子在网课期间，依然可以向陪读班老师请教课
业难题。此外，陪读班老师也为有需要的家庭申请特别吗哪包发放
或急难救助金解困。	

线上《变色龙教育》读书会及微培训 

共12位陪读班老师参与第一期的《变色龙教
育》读书会。学员从黄雯雯博士的著作中学
习如何引导孩子学会未来世界所必须具备的
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态度，帮助孩子即使
在一个未知的环境之中仍然能有从容自处的
能力。	

线上师资培训-《儿童保护政策》的实践 25/7/2020 
《儿童保护政策》防止孩子造成伤害，也指导陪读班正确干预已
经被伤害的孩子。共35位陪读班老师与同工一起受训，为陪读班
的孩子设下保护网。	

儿童陪读班巡回探访 
因疫情影响，一年一度的7979儿童陪读班巡回延至9月才进行。
以关心及了解儿童陪读班的老师与学生为目的进行巡回探访。	

伙伴/赞助者 
GoCare	众筹平台，LECY	Creation	Playroom	

展望 

联合国人权专家于去年8月指出大马政府大大低估了我国的贫穷率。当疫情来袭，事实证明
许多陪读班的受惠孩子苦于缺乏基本电子设备上网课，近30%的陪读班受惠家庭无法承担
孩子上网课的费用（含电脑或手机及基本网络费用），抑或也担心孩子们误把科技产品当作
昂贵玩具。在这科技当道的社会，这些孩子缺乏未来世界所需的基本技能，但，我们仍有机
会正确地引导、装备这些孩子。	

2021年弱势家庭-儿童陪读班将拟定中学陪读方案，扩大陪读服务受惠年龄至18岁或以下的
学生。同时也藉由《变色龙教育》读书会栽培与提升志工老师们的执行能力。	

变色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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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和弱势的家庭，是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群。
我们希望透过每两个月一次发放价值约200令吉的吗哪包，

减轻他们的生活重担，让他们有余钱用于
其它紧急的需要上，如医疗或孩子的教育。

RM202,646.39
价值共

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

4 58
共增设4个新的集散点，即关
丹、亚罗士打、山打根及亚庇

共有58间教会参与

493
服务493家弱势经济家庭, 
与去年相比，增长了175% 

案家分析 

遇上疫情，许多案主失业。数据显示，超过一
半即55.98%的案主未就业。受惠案家当中，华
裔仍然居多（84.38%）。虽然如此，印裔案家
的数量也占了第二高，即11.16%，可见教会也
开始走向服侍异族群体。

就业情况

55.98% 44.02%

就业中 未就业

种族

84.38%

4.26%
11.16%

0.20%

华裔 巫裔 印裔 其他

个案小故事 – 

骑三轮车谋生的阿莲
主日早晨，崇拜开始前，教会巷口总有个人身影缓
慢、骑着耀眼的三轮车踏向教会——那是莲姐。

莲姐是个独居老人，但她老当益壮，每天上下五层楼
高的组屋，并骑着她的三轮车去工作。由于缺乏其他
技能，莲姐选择自食其力，靠回收来赚取微薄收入，
她熟知每个我们眼中的垃圾能换取多少钱。三轮车
上，挂着两条的CD特别引人注目。

莲姐平日寡言，却是对主忠心。教会不仅借着吗哪包
补助她生活需要，志工的关心总带给莲姐温暖。莲姐
没有用手机的习惯，借着探访所带给她的抗疫资讯显
得非常可贵。

阿莲的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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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活动
虽然疫情来袭，但依然展开四个新的集散点。

三月份，已准备就绪的关丹集散点发放日前一个星期碰
上行管令。区委们商讨后，毅然决定赶在在三月份结束
前展开发放。

七月份，从槟城集散点分出多了亚罗士打新集散点，让
吉打和玻璃市的教会可以在抗疫期间到更靠近的地点领
取吗哪物资。

朝着灾后重建的目标，我们往全马最贫穷的州属—沙巴
展开了另两个集散点，即山打根（七月份）及亚庇（九
月份），让一直被我们忽略的东马贫穷家庭也能领受吗
哪的祝福。

赞助者
由衷感谢各大企业团体，Quality	Hero	Corporation	
Sdn	 Bhd一路以来赞助我们固定数量的P.Love和
Banitore成人纸尿片、Federal	Oats	Mills	Sdn.	Bhd
赞助Captain	Oats麦片、Kuok	Foundation	Bhd捐赠
一系列的基本粮食和卫生用品、糕糕在善慈善团体
及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8B2	Malay-
sia	 Region	 2为我们连接资源。另外，我们也万分
感激一路捐赠我们米、食油、麦片、及Milo的善心
人士。

展望
明年，我们将把所有吗哪食物银行的表单转换至线上个
案管理系统，让志工们可以更有效的管理个案，同时也
能减少人为失误。我们也计划给予志工更实际及深入的
培训，提升志工的服务素质。

此外，我们依然需要连接更多的捐赠者，欢迎各大企业
团体及善心人士在金钱或物资上捐助我们，让我们一起
把吗哪包带到更多的贫穷家庭。

吗哪食物银行专线：019-792 7979

亚罗士打新集散点：马来西亚浸信会生命堂

关丹集散点：长老会荣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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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服务
原汉同行
与神的儿女一起关心和
服侍大马最贫穷的群体

——原住民

向东服务 · 原汉同行

赋权
empowerment

乡区陪读班

醒觉
awareness

座谈会

访宣 · 短宣

事工简报

支援 
Support

学前教育中心

培训
training

弥迦学院

向东服务·原汉同行   www.histeam.org.my    info.ste@histeam.org.my   010-297 9638

弥迦学院  www.micahcentre.my   mymicahcentre   admin@micahcentre.my

   010-2162602 / 019-6030687

事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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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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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向东服务焦点事工： 
1. 与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配搭，援助受疫情影响

的乡区原住民 
2. 弥迦学院线上及实体的培训 

展望： 
当末日的警钟不断吹响，我们看见原住民被兴起的
重要性，因为仇敌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
可吞吃的人，特别是异端及其他宗教的影响及威
胁。我们祈望明年，可以在属灵及经济赋能力层面
与原住民同行，让他们可以面对未来的挑战。 

今年非常的特别，因着新冠肺炎疫情恶化而导致全国实行行动管制令，间接的也影响

到向东服务的事工。乡区学前教育中心及乡区陪读班被迫停课（3月中至6月）。为保

护乡区的原住民，他们不欢迎外人进入，因此我们决定展延所有的访短宣至明年。当

我们还在斟酌弥迦学院的培训是否该继续时，神便赐下平安让领袖们继续进行。感谢

神赐我们6位学员（还有一位学员因需要出国深造而只是参与线上培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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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灾情救济行动 
疫情蔓延，我国启动行动管制令，限制国民的活动范围，降低疫
情扩散的机率。乡区居民无法去到市镇购买日常用品。加上有些
地区的农作物没有收成，所以沙巴部分原住民遇到了粮食短缺的
问题。不仅如此，沙巴州许多贫穷的外劳和原住民也纷纷失去工
作，断了收入。  

意识到如此庞大需要，因此我们先与沙巴教会和机构领袖们联
系，了解大家的情况后，再评估所需支援。最后，我们透过醒觉
教育资讯和与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配搭，支援向东服务一直
在服事的原住民教会。  

回应疫情——派发干粮给沙巴内陆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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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内容： 

1. 醒觉教育资讯 
应对CoViD-19疫情爆发 

制作了电子版“应对COVID-19疫情爆发”(Meresponi	wabak	virus	Corona.	Apa	yang	Ter-

jadi?)		帮助内陆的教会能带领村民一同展现“凡物共用”的精神。村民不单只是等候外来的

支助，也能在支援抵达之前，一起团结并展现互助的精神。	

成为神眼中的金钱好管家 

为了帮助村民懂得善用政府提供RM1,600的援助金，同工们也透过Malaysian	 Care的财务

规划课程制作了电子版简要的财务管理“成为神眼中的金钱好管家”	 (Menjadi	 Pengurus	

Wang	Yang	Baik	Di	Dalam	Mata	Tuhan)发给原住民领袖。	
	

2. 与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配搭  

我国行动管制令启动后，我们联系在兰瑙乡区服侍的志工关心该区的情况。从中得知该区

部分原住民家庭因为疫情而失去工作，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志工

自掏腰包购买粮食给他们。另外，我们从SIB和巴色会教会得知其他区域的原住民家庭也面

对同样情况。所以，我们便与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配搭，为受疫情影响的原住民家庭申

请两个7979	COVID-19应灾方案：急难家庭救助和吗哪食物银行。	

户难民家庭
200

亚庇区

户难民家庭户外劳家庭个小镇 个原住民村	
279181 11

兰瑙区 兰瑙区 兰瑙区 兰瑙区 

应对COVID-19疫情爆发

截至09.06.2020，向东服务的回应疫情救济行动一共服事了…… 



22

疫情中的学前教育：  
3月的学校假期后，学前教育中心无法如期开课至7月。通过父母亲的协
助，老师们确保孩子们在家仍然可以继续学习，完成功课等。有些有网络
设备的乡村，老师们也透过Whatapp及线上教课。	

.	已支出 受惠孩子共

位

间学前教育中心	

12
共认领

133,700 173
1

9
1
1

间教会

位肢体

家公司
18
供

位的老师薪金	

名学前教育中心老师进
修学前教育文凭课程

（这是三年的课程——部分时间进

行），总费用是马币两万令吉，目

前已支付第一年的费用RM6,222）	

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  

展望 

希望可以找到合适乡区原住民增加收入的经济赋能力计划，

以便可以逐步的减少依靠城市教会的老师薪金赞助。

学前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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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金。 

RM

参与赞助此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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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区陪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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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 

分别有2间KTB分别在沙巴兰瑙（Ranau）和古达（Kudat）

共资助了3位老师。	

资助费用共RM2,250.00
（包括老师津贴，教材和硬体设备）	

共有15位的孩童受惠。

疫情中的乡区陪读班 
政府实行行动管制期间，陪读班暂停开课，直到8月重新开
班。孩童没办法到学校上课，也不能去陪读班学校。

展望 
透过师资培训强化老师的教
导技巧，培训陪读班领袖如
何更有效管理陪读班。编写
授课内容，以辅助当地老师
去教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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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迦学院  
 

招募年轻一代做主门徒，训练他们行公义和好
怜悯，装备他们在跨文化的宣教，差遣他们谦
卑与原住民同行转化原住民社区。 

第三届的培训，上帝给了我们团队新的挑战和新尝试：线
上培训。	

由于三月份大马疫情变得严重，政府宣布全国行动管制
令。于是，我们把这一届的开课日期，从原本四月初，延
迟两个星期，希望可以顺利开课。但没想到，行动管制继
续延长下去，这真令我们感到措手不及。	

经过祷告寻求神，我们凭信心踏出勇敢的一步，接受新的
尝试，决定采用Zoom的线上方式，启动今年的培训。由
于不是所有的课都能够以线上方式进行，我们必须在课程
编排上做出临时的调整和改变。非常奇妙，这些临时的安
排反而带来更好的训练果效，这是我们没意料到的结果。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顺利带领学员走过50天的线上培
训。	

宣教的拓展，从来都不是在安定的情况下发生，而是即使
在当下未知数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继续坚定地完成宣教
使命。	

弥迦学生心得： 
过去五年，神多次让我有机会参与跨文化短宣，让
我看见原住民在教育、经济、基本设施和公共政策
上都处于非常弱势的状况。神把对原住民的这份感
动放在我心里，叫我特别重视这族群。所以，参与
弥迦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更了解原住民，盼望将来能
更有效地参与原住民的宣教服事。—黄韵妮（27
岁）	

参加弥迦学院的培训，我学会了过有规律的生活，
培养早睡早起的习惯，拥有更强壮的身体。也透过
各样的见证，我在心态上有了一些改变，许多以前
只停留在脑袋的道理如今真实地实践在我的生命
中。—杨丽珊（29岁） 

在原住民乡村实习的这段期间，我确实体会到乡村
的人情味，很触动我心。在与他们同行的时候，我
看见他们的分工合作，让我很震撼，因为我从没看
过如此的同心合一，彼此款待。刚开始来这里时我
们会担心自己的食物不够吃。结果，不久后就有村
民陆陆续续给我们送蔬菜、水果、山猪肉给我们。
他们真实地体现出了“在耶稣里我们是家人”的关
系。—张伟俊（20岁）	
	

6月11日	学员抵达沙巴弥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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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的乡区实习服事

实体跨文化宣教培训

培训内容 
4月20日 ~ 第三届弥迦学院开学礼 

4月21日 ~ 第三届培训：7位学员 

4月27日 - 6月6日 ~ 线上培训（行动管制期间） 

6月11日 ~ 学员抵达沙巴弥迦学院 

6月15日-7月27日 ~ 实体跨文化宣教培训 

8月1日-10月31日 ~ 三个月的乡区实习服事 

第三届弥迦学院开学礼

展望：
希望明年第四届可以招募到更多的年轻人（8-10位）愿意来接受
装备，更期待在当中会有3位年轻人愿意为主摆上，加入并委身于
原住民关怀宣教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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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报告

2019年

2019全年支出

●	7979专案	 RM	963,673.29   

●	向东服务计划			 RM	598,377.03   

●	待发事工款项		 RM 306,257.55 

●	教育醒觉通讯	 RM	276,850.82 

●	行政资源管理		 RM	299,980.85    	

●	重大灾难管理		 RM	183,609.43 

2019全年收入 

●	经常费	 RM	  505,675.18 

●	同工薪金	 RM	 192,596.21   

●	7979专案	 RM	1,095,183.50    

●	向东服务计划	 RM	 430,652.95

●	重大灾难回应	 RM	 24,604.80  

●	其他事工拓展项目	 RM	 375,712.77  

经常费  19%

向东服务  
17%

7979专案   
42%

其他事工拓展项目 
14%

重大灾难回应
1%

同工薪金
7%

向东服务计划   
21%

7979专案   
33%

重大灾难管理 
5%

待发事工款项 
17%

教育醒觉通讯  
16%

行政资源管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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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撮小盐可调出美味的食物， 
二鱼五饼献上喂饱饥饿的人；	
7979吗哪食物银行如今已在芙蓉、槟
城、怡保、关丹、亚罗士打、山打根及
亚庇推展，喂饱超过400个家庭。

一致的行动展现美好的见证， 
二次三番的善行让人无法挡；	
7979重大灾难回应，动员超过1000名
志工们，不分种族走入灾区，让人无法
抵挡耶稣的爱。

一时三刻陪伴胜过千言万语， 
二人互相鼓励变得有梦可想；	
7979弱势儿童陪读，从陪伴教学提高
学习兴趣，让超过1000人次的孩子，
从小有梦可想，改善弱势家庭教育的恶
性循环。

一个微笑问候让人心情愉悦，
二人同行把关怀与福音传开； 
7979急难家庭救助，志工们的家庭访
视和慰问，让超过500个家庭重拾失去
的欢笑，得着福音的好处。

一盏灯照亮漆黑夜晚的道路，
二里路甘心付出走入需要中； 
向东服务，走进偏远甚至没有水电供应
的村庄，把教育和醒觉带给原住民群
体，惠及15个村及200名儿童。		

一生的呼召将为主成就美事， 
二小钱的奉献是信心的考验； 
全人目前有21位同工，凭着信心过简单
的生活，他们的薪金正等待人认领。

关怀
宣教之路 

以上可说是全人在2019年回顾12年
里的‘成绩单’。每个事工项目都需
要人力和资源去推动。我们感谢上帝
丰富的供应和预备，全人服务膀臂
（7979及向东服务）的经费不缺。
世界的经济都在滑落，弟兄姐妹的收
入受到影响，要做出奉献也是一个考
验。然而，我们为所有奉献支持全人
的教会、弟兄姐妹、企业及机构向神
献上感恩，因为在艰难的时刻，大家
都没有忘记上帝天国事工的需要。

相续2018年，2019年全人的经常费都
处在不敷当中。主要原因还是同工薪
金这个项目的认献不理想。同工薪金
在全人四个主要部门（服务部：7979
及向东服务、支援部：教育醒觉通讯
及行政资源管理）的支出占30-50%
之间。

然 而 ， 我 们 会 坚 守 让 全 人 的 异
象——“与神的儿女谦卑与主行公
义、好怜悯，转化社区”，能实践在
不同的角落。全人领袖与同工立志要
做好管家，确保您的奉献在高问责及
高透明的管理下，把神所赐的每分钱
都用在刀锋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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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关怀团队		电邮：enquiry@histeam.org.my

银行户头：	MAYBANK	5127-8101-2599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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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089-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