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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了解他
改教的苦衷

结束了50天的线上教学
大家终于在沙巴相会了

弥迦学院 开课啦！

回应疫情救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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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的儿女一起关心和服侍大马最贫穷的群体

原住民

在经济和教育上赋能于原住民教会方案如：
课后陪读班、农业种植计划

帮助华人教会看见原汉同行的异象方案
如：座谈会、短宣访宣、事工简报

连结华人教会支援原住民教会
的需要方案如：学前教育中
心、乡区课后陪读班

装备华人教会在跨文
化的关怀宣教的方 
案如：弥迦学院 
、把握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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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天生天养是过去式的情景。三、四十年前，原住民的确只需在置身的森林地带勤力走动，就能获取足
以供应他们一家及同一村庄成员对食物的需求。然而，以发展之名大量砍伐森林以及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
已经严重破坏原住民的原始生态。

彭亨内陆一群以农耕为生的原住民，向外界发出求救的呼声。因这群以种菜、割树胶与採集油棕维生的原住
民，正面对因瘟疫导致全球橡胶与油棕价格低迷的困境。努力耕耘的农产品无法带来相应的酬劳，那些列常
收集及货运的代理也因管制行动不再进出原乡。许多靠日薪劳力的原住民多半失业。此外，将近一个月的制
水、临近杂货商店也因诸多限制而没有储存足够的干粮与日常用品，这导致原本不该出现粮荒的原乡人也活
在水深火热中。

沿途目睹被伐木与大型种植严重破坏的原始森林，再次提醒我，原本美丽的原乡与原本富裕的原乡人, 在大马
建国历史中，沦落为最贫穷、最受忽略的群体。可悲可泣的是，城市人的贪婪与短视，导致他们天生天养的
丰溢条件荡然无存！

趁着进入内陆，我再次拜访由《社区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在Ulu Gumum部落开展的有机农耕社会企业（英文
称OA Organic）。这计划始于2015年12月，14名原乡人参与种植蔬菜，隔年4月就有第一次的收成。虽然
2018年仅剩8名农夫参与，但咬紧牙关坚持后也经历了稳健的成长。2020年的今天，这有机种植计划已经复
制到另外一个临近的部落，造福32个农夫（20个家庭）。20%的农夫从原本每月区区300-600马币的个人收
入增加到如今的马币一千，甚至有10%的农夫获得平均每月马币1500或以上的收入！这批农夫在疫情蔓延的
当下，不但能供应一家人所需的食物，他们的农作生产还能供应新鲜健康的蔬菜给临近的乡镇。这是原住民
摆脱贫穷捆锁最关键、也是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末世临近，你我都要趁着还有白日，努力多做主看为重要及关键的工作。大马华人教会要赶紧还福音的债，
尤其是为主得着最大未得之民（以实玛利），你我都要开始与原住民连接并合作。

城市居多的华人基督徒能够将神厚赐的财力、物力与智力献上，用在坚固并健康化原住民相对落后及匮乏的
教会。偏乡居多的原住民教会，能提供末世应对灾难与面临逼迫所需的属灵遮盖，抗衡敌基督所需的勇气与
避难藏身之所。原乡富饶的食物供应链与远离诱惑的简单生活，有助城市人不为五斗米而向仇敌折腰。城市
富裕的教会宗派、福音机构与职场基督徒都要慷慨地分享累积许久的定期存款，传递创建财富的恩膏。让原
乡人脱离贫困，活出长子的命定，好让崛起壮大的长子带领华人教会一同为主得人如得鱼，一同预备好耶稣
的再来。阿门？

天生天养

执行长的话

自供自养

互供互养

行动管制期间，我有机会参与由属灵督导主导的食物援助计划，将食物与个人卫生包，送达彭亨州五个原住
民部落（约280个家庭）。你可能认为，行动管制怎么可能影响天生天养、天然资源丰富的原住民呢？

黄恩德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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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其兴传道

十几年前，我曾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当时，我在沙巴参加一场牧者与领袖研讨会。作为其中一名讲
员，我分享了关于大马众教会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我热情洋溢地分享原住民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及呼吁
非原住民教会尤其是中英文教会，回应迫切需要帮助的东马和西马的原住民弟兄姐妹。然而，接下来
一位讲员针对我分享内容发表的评论却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悲伤不已。他的开场白大概意思是：“
原住民教会所发生的事并不是中文教会的重心所在，我们也有自己的挑战和需要处理的问题。”对于
那位中文教会代表的言论和冷漠，我感到相当无语和沮丧。

从那决定性的一天以来，我很高兴那位讲员所表达的狭隘看法和负面态度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许
多中文教会和机构正与原住民教会相互配合，为原住民教会提供支持、装备和增强他们的能力。尽管
如此，我们可以做到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为什么中文教会必须介入东马原住民教会的事工？毕竟，我们和东马教会截然不同，之间的距离也很
遥远。但我坚信，无论是正面或反面因素，中文教会对原住民教会的帮助和支持都至关重要。

从正面角度看来，原住民教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原住民教会是大马教会的主要
组成部份。全马各宗派的基督徒占我国整体人口约10%，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弟兄姐妹就占了其中
的70%！由此可见，若原住民教会足够强大，她可以通过各种策略方式在国家建设上发挥关键作用。

首先，她能影响大马的宗教氛围。一旦东马原住民教会经历复兴，她可以成为强大的力量，并对我国
普遍存在的属灵氛围产生抗衡，不管他们是生活在东马或在西马学习、工作或组织家庭。

第二，她可以为当地社区、州属和国家带来社会经济影响。东马经历了至少4次属灵复兴浪潮，席卷
并持续影响着当地社区、州属和整个国家。举例来说，1970年代初期，在砂拉越州巴里奥（Bario）
、贝加拉兰（Bekalalan）和拉瓦斯（Lawas）这些地区都发生大复兴。此复兴在当地作家撰写的几本
书中获得充分的记载，这些书分享了从前凯拉比人（Kelabits）和伦巴旺人（Lunbawangs）在文化、
经济、生理和灵性方面的糟糕经历故事。他们因卫生条件差而遭疾病肆虐、因迷信而恐惧且受传统束
缚、因无知而受挫饱受摧残。但是，当福音临到这些族人，他们便得着亮光、爱和能力，得以挣脱困
境。整个社区摆脱过去的捆绑，得着释放、自由和转化。如今，大多数的凯拉比人和伦巴旺人是基督
徒，他们的教育水平是全砂拉越州最高的，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而且清洁的程度也令人惊讶。

一旦东马原住民教会经历复兴，她可以成为强大的力量

宗教氛围影响 社会经济影响 政治力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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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凭借当地的社会和宗教凝聚力，足以让她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发
声。他们的声音相当重要，顾名思义“原住民 （Orang Asal）”指的是“该国的原始居民”，是制衡
大马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日益激进的重要手段。由于被公认为“土著 （Bumiputras）”即土地
的儿子，他们拥有更多机会在州和联邦政府的公务员职位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无论是现在或是将
来，他们对于国家在拟定政策和方向上扮演着重要和策略性的角色。

另一方面，从反面意义来说，帮助原住民教会也相当重要。尽管原住民教会人数众多值得我们高兴，
但现实是由于种种原因，她在领导和资源方面却是最弱的。如果她持续处于弱势和贫穷，后果将会非
常严重。

首先 第二 第三

我的祷告是您能明白中文教会参与原住民教会的事工是如此重要。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帮助和加强原
住民教会，这是我们必须介入的属灵战争。您不挺身，更待何人？此时不为，更待何时？让我们留意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和我们的警戒：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约翰福音9：4】

东马原住民教会将更容易受到
外界影响，尤其是伊斯兰化和
全球化。譬如，沙巴州的基督
徒比例已从1960年代的41％
，降低至目前的27％左右。

对于年轻人甚至整体社会，她
的信息内容、方法和节目长期
下来会变得愈来愈不相关。如
果培训和资源持续不足，将无
法产生新的信息内容、方法、
建设和发展教会的创新计划。
最后，就只会剩下无聊的信息
及毫不相关的过时传统。

随着时间流逝，她的数量和影
响力将会逐步削弱。其中尤为
关切的是，无论是在乡村或移
居到其他城市工作或学习的原
住民年轻人，都越来越少参与
和投身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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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加恩

再次踏入这个乡村，神感动我们再去探望这位长者。他是

我们过去一直有在关心的独居老人，物质缺乏，身体衰

落，疾病缠身，也与妻子女儿分开了，独自住在这村里偏

远角落的一个简陋小木屋。虽然是当地教会的信徒，但来

探望和关心他的人并不多。

两个月前，得知他已改教成为回教徒。今天探访他时，问起他改教的原因。他坦诚地告诉我们，他决
定改教主要是因为贫穷的经济困境所逼。考量到渐渐衰退的健康状况，无法继续有能力工作维生，而
有回教组织答应提供每月RM300的援助金，但其中条件规定申请者必须是回教徒。因此，他在现实所
逼的情况下选择成为回教徒，以便可以靠援助金维生。

他也透露说，那个回教组织告诉他，回教与基督教所信奉的阿拉是同一位神，因此，改教成为回教徒
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该组织也准许他继续维持现有的生活，不禁止他吃猪肉。

当他询问我们关于这个信仰疑惑时，我老实告诉他：耶稣基督是这世上唯一的救赎主，这是基督信仰
与回教信仰最大的分别，也是最关键的分别。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其他拯救。当我再次问他是否
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时，他坚定地点头承认。他表示，虽然他偶尔必须去回教堂，但心里依然
对基督信仰有平安。对他来说，他改教的原因，是基于贫穷的现实考量。

我为他祷告，宣告耶稣依然在他生命中掌权，虽然他如今是回教徒的身份已无法更改，但他依然可以
继续忠心跟随耶稣基督。

在为他祷告的时候，这节经文再次浮现在我心里：“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
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
上。”（约翰一书 3:17-18）

我的心好像被神大大地击中。其实在今年三月份第一次去拜访他，当看见他那简陋的木屋和物质的缺
乏时，神已透过这节经文感动我要想办法去解决他当下的贫穷问题，至少尝试为他申请关怀机构的急
难救助金，并透过当地教会用这笔救助金去帮助他改善当前生活。然而，我最终却忘了，没有做到神
要我做的。

若当时可以有透过当地教会把救助金和物资带给他，鼓励教会有实际的爱心行动，补助这位有缺乏的
弟兄，我想，今天这样的事件或许可以避免。这次的事件让我看见：这不只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教会
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忽略了当尽的本份，照顾神的羊群。保罗提醒我们作为主里肢体的：“若一个
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哥林多前书 
12:26）

在离开前，我们把一包5公斤的白米留下给他，他向我们道谢。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叹息：

“Bapa，不用谢谢，现在才送来这包米…… 不好意思，来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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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1日，我和子恩俩人拜访宝妈妈一家并留宿几天。宝妈妈一家是马来西亚的原住民，他
们的家距离沙巴兰瑙乡镇约2个小时的车程。从兰瑙前往她的家，车子必需行驶在石泥路上，很多资源
无法送到乡村里，更别说是在年尾的雨季，很可能连车子都行驶不进。

我们带了一些新衣服、手工皂和鞋子送给她。她脸上露出微笑，心存满满地感恩。午餐时间，她招待
我们吃午饭。忽然她满面惭愧地告诉我们，其实她的家里已经没有菜肴，只有白饭可吃。我心里冒了
一个冷汗，和子恩互望了一眼之后，便问她平时如何做菜。宝妈妈回答，因为靠近月尾了，手头有点
紧，家里只剩下白饭，所以一家7口经常煮白饭配水和盐就是一餐了。听完宝妈妈的这段话，我心里非
常难过，便想起昨天经过蔬果档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要买一些蔬菜水果给宝妈妈呢？

我们把手上的饭碗放下，便走到村里的杂货店看是否可以购买一些食品来祝福这一个家庭。我们在杂
货店里选了10粒鸡蛋、几罐沙丁鱼和速食面，还有一些咖啡包。虽然价格比外面还要贵，但是希望这
些食品能够让他们这一家吃得丰富一些。

回到宝妈妈的家，她也和我们谈起家里的经济状况。宝爸爸在附近一所学校当舍监。他的月薪其实是
不足以养活他们一家7口。此外，村里的水源不足和气候变化，导致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不肥沃，也没办
法种菜。去森林找食材或是在河里捕捉河螺不容易，加上最近警察在附近严厉巡逻，不让居民随意在
森林里打猎。

食用的白饭，十公斤RM28。宝妈妈的五个孩子都是发育期，食欲比较大。十公斤的米饭，大约一个
星期就吃完了。手里捧着那碗加了煎蛋和酱油的白饭，我们的心里非常难过，也很感慨。

到底村里还有多少个宝妈妈呢？

林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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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达（匿名）

  我觉得很蒙福因为在新山的时候，我深刻感受到神的同在。我敢这么说

是因为神赐给我非常好的弟兄姐妹，真正关心我的情况。我非常感恩有你 

们这班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当我向神献上感恩的时候，我的眼泪也流出

来，这是因为我很开心，因为天父爸爸真好。我没办法报答你们的好

意，唯有神可以，但我我会经常透过祷告祝福你们身心都健康， 

经济也时常稳定。非常感谢你们！Ponsikou！（Dusun话：谢谢）

“

”

雅达是一位来自沙巴内陆的年轻原住民老师，在村内一间学前教育中心担任助
教。雅达的收入非常薄弱，每个月只有两百令吉。这不仅不足以负担自己的 
生活费，也无法给储钱以用在自己的婚礼和组织家庭。这促使她开始想要 
离开乡村，去到城市寻找其他就业机会。

右为雅达（匿名）

李倩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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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抵达新山的雅达，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买机票回去，所以她只好再找代理人帮忙，在新
山一带找份工作做。同时她也请同样在新山工作的二哥收留她，让她暂时有个落脚的地

方。代理人帮她找了一份在制作塑料的工厂工作，周一到周日都得上班。上班时间共十二
个小时，而每一天仅有两次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让她吃饭和休息。雅达是一名基督徒，她在
新山的工作天数无法让她参加主日崇拜和敬拜神，这使她的属灵生命更加枯干。

2018年11月，新山蒙福基督教会和士古来基督教会联合组了一队8个人的短宣队到沙巴内陆
原住民村短宣。短宣队所拜访的村庄，正是雅达居住和成长之地。2019年6月尾，雅达开始
在新山工作，短宣队员得知这则消息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同时短宣队员也是来自新
山，所以就尝试约雅达出来。但屡次的尝试，雅达都还是拒绝。2019年9月，短宣队再次回
到这村庄，便有机会跟雅达的大哥谈起雅达的事。

短宣队员还是觉得回到新山之后，想再尝试约雅达出来。毕竟她没有其他朋友在新山，而且
短宣队员也觉得有必要去关心从乡村来到大城市工作的雅达。之前都是弟兄们主动邀约，这
回短宣队就请队员里的一位姐妹，小琳主动联络。他们心想或许姐妹邀约姐妹，成功率比较
高。小琳尝试联络雅达几次，也得到回拒。刚好有次小琳生日，再次邀约雅达，雅达才愿意
回应。见面的时候，小琳与雅达分享短宣队在村里服侍的照片。当雅达看到照片里有村里的
小朋友时，她眼眶泛泪。她说她非常想念村里的小朋友，也非常想念村里的一切。

另外，雅达也分享她在新山生活的委屈和疲累。那时，雅达住在二哥女朋友的宿舍，因为雅
达每一天都得工作十二个小时，筋疲力尽的她回到住宿就抓紧机会休息。也因为这样，二哥
的女朋友就向二哥投诉说雅达是一个懒惰不做家务的女生。二哥的责备和不体谅，让雅达更
感委屈和孤单。

透过代理人介绍，雅达的朋友也愿意随同，雅达就计划与朋友离开乡村一起到新加
坡上班。但因找工的过程非常不顺利，加上朋友又临时返回沙巴，留下雅达一个人
在新山，这使雅达感到非常伤心和孤单。

在塑料工厂的工作太辛苦，有好几次因为操劳过度而差点昏倒。雅达就决定要辞职，打算到槟城的一间咖啡
店上班。同一时间，婆罗洲福音教会（Sidang Injil Borneo，简称SIB）的学前教育事工负责人，兰女士得知
雅达的情况后，希望雅达能回到沙巴内陆继续教书，便替她争取比之前更好的收入。但申请让雅达回去教书
的过程并不容易，因为雅达没有教学许可证，而马来西亚教育局宣布从2019年10月1日起，只有拥有学前教
育文凭证书的人才可以成为老师。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原本抱有希望的雅达，开始犹豫了。

这事件让雅达不想返回沙巴，而是留在槟城工作。但不久之后，槟城咖啡店的生意突然破产，还没前往槟城
的雅达，忽然觉得很迷失。这时，兰女士再次拨打电话告诉她教育部把政策延长到2019年12月31日，并说
服她回去，以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在村里当幼教。

短宣队员看到雅达在新山生活的情况不好，身边许多外劳时不时也骚扰她。他们曾经尝试劝雅达返回沙巴，
但一直都不成功。我们想，若不是上帝的介入，这场峰回路转也不可能就此发生。短宣队员陪伴了她整两
月，我记得我问小琳，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坚持每个星期约她出来，陪伴她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呢？她左思右
想，便说：“可能，看到她的需要吧……”

看到雅达在新山生活非常不容易，短宣队员就决定在这段日子陪伴她。他们每个星期四

晚上，等雅达放工后到她的住宿接她，并带她去吃晚餐。

星期四，无形中成为雅达最期待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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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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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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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无法给予十足的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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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评估我们可以给予怎么样的支援。最后，我们决定以提供醒觉教育资讯和与7979全
人关怀救助网络配搭，以支援向东服务一直在服事的原住民教会。与此同时，也与我们的伙伴一起配
搭，把资源带给有关的关怀组织，协助他们有效地帮助陷入困境的外劳。

截至09.06.2020，向东服务的回应疫情救济行动一共服事了……

兰瑙区亚庇区

200多户难民家庭 1个小镇 11个原住民村18户外劳家庭 279+户原住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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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在亚庇的同工们因行动管制无法行驶到内陆给予援助，因此便制作了电子版“应对COVID-19疫情
爆发”(Meresponi wabak virus Corona. Apa yang Terjadi?) 教育醒觉信息，发给内陆原住民村里相关
的领袖。希望藉这机会，内陆的教会能带领村民一同展现“凡物共用”的精神。帮助村民不单只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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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觉教育资讯

应对COVID-19
疫情爆发

Meresponi wabak virus Corona. 
Apa yang Terjadi?

认识疫情爆发

造成我国经济负面影响！1

新冠肺炎（Covid 19）的大爆发带
给了我国经济很大的负面影响。政
府实行行动管制令后让许多活动都
因此而受到限制，如：原住民无法
像往常一样工作甚至无法出到市区
购买日常用品。因此，物资的缺乏
已成了一些家庭的挑战。

3没有一个人有缺乏，民众欢喜，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特别是在这段非常时期，大家若都肯将多出来的
物品分给别人，就都有丰富的享受；大家都吝于
施舍，反而都陷入贫穷。

若弟兄姐妹在饮食有缺乏，

让我们看看初期教会怎么做？2
透过学习初期教会“凡物共用”的榜
样，帮助原住民教会了解“彼此分享、
互相帮助、照各人需用的分给各人”原
则。这不单可以帮助缺乏的肢体，也可
以透过服事见证基督无私的爱。

使徒行传2：42-47

读了资讯后，该乡区实
行了“凡物共享”计划。
当地教会的牧者带动教
会领袖和弟兄姐妹将额
外的食物拿出来分享给
一些贫困的居民。



醒觉教育资讯

不久之后，我国政府也宣布提供国家关怀援助金，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各阶层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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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如下：

为了能妥善管理金钱，我们建议在使用前，
原住民们可以先问一问自己：

上帝赐于我们能力来赚取
收入，因此我们有责任管
理神赐给我们的金钱。

有智慧地管理金钱乃是一家
之主对家人们的爱与责任。

若我们妥善管理金钱，便是
对家人们最好的信心保证。

为什么我们需要管理金钱呢？

我们的身份 对家庭负责 对家庭保证

如何妥善管理金钱？

•什一奉献 10% •应急资金 10% •储蓄 20% •日常花费 60%

有需要吗？
有没有得取代？

是否可以再
等一等？

来自某村的原住民传道回馈

平安！ 谢谢分享，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醒觉分享，好让上帝的子民能善用

金钱成为上帝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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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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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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我们也联系一位服侍难民学校的
传道人，慰问他，他告知约200名难民家庭
需要食物捐助。与7979相关同工讨论后，我
们就开始协助他们申请吗哪食物包和急难救
助金给他们应急。

来自原住民教会的回馈

爱妮老师

再民传道

溢迪生传道

谢谢全人关怀团队拨款给我们乡区，也让我们教会可

以参与吗哪食物的发放来帮助乡区的贫困家庭。

我们没能以什么来回报这些愿意奉献捐助食物给我们的

人，我们唯有向神感恩并祝福你们，愿神亲自报答。

我谨代表BCCM 国
文教会向全人机构致谢。谢谢你

们的拨款协助，帮助这些外劳度过疫情的难关。

与      配搭

感谢来自兰瑙的江羽文
弟兄愿意成为我们的志
工，帮忙在兰瑙区的几
个乡村派发食物。

其中一位乡村的牧者
带领教会领袖派发食
物给那些已经申请吗
哪包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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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三届，我们面对突发的疫情，确实是个考验。在招生方面也面对
挑战，更不晓得今年的培训是否能进行。感谢主，神给弥迦学院有一班
勇敢坚定的领导层，在疫情当下并不是退缩和胆怯，反而看到栽培工人
的迫切性。因此，今年的培训依然继续，在行动管制期间以线上教学方
式进行第一阶段培训，之后再到弥加学院进行第二阶段的在地培训。感
谢主，神呼召了七位勇敢的年轻人报读。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

4月20日这一天，弥迦学院第三届开学礼圆满进行。虽然因疫情缘故而无
法聚集在弥迦学院，但大家依然在线上聚集一起，这不只促成了首次的
线上开学礼，更成就了所谓“无墙”的弥迦学院。感激每一位出席的参
加者：弥迦的领导层、全人的同工团队、沙巴教会的牧者领袖、弥迦毕
业生，以及第三届的新学员。

第一阶段的50天线上教学，学员需要在每个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起身，然后跟着
学院安排的时间表集体灵修、个人祷告、上课、汇报分享；同时他们也需要按时
交上笔记和作业。由于不是实地培训，因此每一位学员需要自己在家里培养纪律
操练。一开始的确不容易，但是经过学员们努力学习与克服，渐渐地他们能够适
应这样的学习生活。

感谢神，虽然大家在行动管制期间都只隔着频面见面上课与学习，但是学员与导
师彼此的关系没有因此而受到限制。学员们也透过老师们在线上的教学，得到很
大的启发，与神的关系也更加亲近。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作为。

老师线上教学 弥迦学院第三届开学礼

上课时与老师（左上）的合照

弥迦学院第三届       了！启动



经过了50天在线上的课程培训，来自西马半岛和沙巴的六位第三届学员
于这一天顺利抵达沙巴的弥迦学院继续在地培训。疫情没有使这些年轻
人退缩和害怕，反而愿意来这里接受跨文化的培训去服侍和建立沙巴乡
区的原住民。接下来在这里的培训他们要操练简朴、谦卑、坚韧、勇敢
活出行公义、好怜悯、谦卑行的生命。弥迦学院报到的第一个早晨，学
生与导师一起上山祷告敬拜，向天父献上感恩祭。

“透过弥迦学院的各样学习中，我在心态上也有了一些改变，许多以前只停留脑袋的道理如
今真实的实行在我的生命里，例如：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再像以前一样为了研究而研读圣
经，现在的我学会了以要认识主为目标的研读圣经，也因着这样，我越来越享受读经的时
间，享受与主相遇的时刻，沐浴在祂的爱里。”

“在这个两个月的线上课程，我得着最大的学习是‘儿子与奴仆的心’。这一课让我重新理
解到神期待与我建立关系,让我知道在我做一切事情之前神已经先爱我了,并不是我做了多少
神才爱我,也在这次让我重新与上帝建立回一个友好的关系。”

“弥迦学院的线上培训期间，我学习到基督徒不只要成为主的门徒也需要使主的门徒去装备
人做主的门徒，因此福音才能广传全地。第二、我也学习到了需要更深思考神的话语并且明
白神的话语。我对神的话语更有的信心，也把信心建立在磐石上。第三、我也学习到了如何
保护神的受造物如何的爱护环境。透过这项服侍从而传达神的福音并做主的见证。”

“在我还没报读弥迦学院之前，我是一个很懒惰、不喜欢灵修也不喜欢读经的人，因为我不
明白。但是后来，经过弥迦的线上学习，我慢慢开始爱上了读经、灵修和祷告，因为我知道
这是一个与天父建立亲密关系的管道。”

“这段期间，我体会到了弥迦导师们的爱，这份爱是我所想象的爱，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这
份爱，我很感恩。感谢主，透过圣灵使我在我的生活里更加敬畏上帝，学会体谅，学会真实
对人还有更加坦诚的面对自己。”

“自从报读弥迦学院后，我的生活习惯和纪律问题开始改善了很多，我也变得更加积极。线
上教学当中，其中一课 “Menemui Tujuan Hidup (找到活着的目的)，让我更清楚我活着的
意义，以便我不会白白浪费上帝创造我生命的价值和目的。”

“Project DamAI这一课是让我非常挫折的一课，但却敲醒我，让我学习很多：重点在于不
是我不会，而是我学了一堆知识却没办法把它连接起来，或我从来没有把基督教信仰（福
音）与自己的生活连接。同时，我也学习到如何完整地与别人传福音，在传福音中我能更有
智慧地问问题，并从别人的问题中辨别别人的用意。还有，要常常阅读圣经，与神建立更亲
密关系，并要学习分别出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的分别。”

2020年6月11日，大家终于在沙巴相会了！

弥迦学院第三届学员

杨丽珊 ，29岁 ，沙巴 

张伟俊 ，20岁 ，柔佛  

黄韵妮 ，27岁 ，彭亨  

黄芷灵 ，19岁 ，柔佛  

梁庆文 ，18岁 ，沙巴  

刘慧薇 ，19岁 ，吉隆坡    

陈佩伊 ，19岁 ，柔佛  

50天线上学习的领受

弥迦学院第三届       了！

短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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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事项代祷事项
疫情下的乡区陪读班

编委

向东服务与华人教会的合作

弥迦学院

向东服务同工

乡区陪读班因疫情的缘故，暂停教课。许
多孩子也因近期的天气转变而生病（感
冒）。请为他们的健康来祷告，也为老师
们祷告，求主加添智慧与力量教导孩子。
希望行动管制令后可以重新开班。

发行人 / 黄恩德牧师
主编 / 吴加恩弟兄
编辑 / 林妙霞姐妹
排版设计 / 李倩颖姐妹

弥迦学院银行户头 / OCBC 707-129924-3  
HOS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求神带领全人，有从神而来智慧预备教会
领受 “向东服务 . 原汉同行”的异象，明
白神的心意。求神感动城市的华人教会，
看到乡区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愿意与我们
配搭，认领老师的薪金。求神保守每一位
幼儿园老师的健康，疫情后仍有智慧、热
心教学，使孩子开心学习。

求神继续保守已经毕业的学员继续走在神
的道路上，在各自被呼召的领域上成为神
合用的器皿。求神带领整个培训，保守七
位今年报名参加的学员能够谦卑学习，让
神塑造更新，成为基督精兵。

求神继续带领向东服务每一位同工，身心
灵健康，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华人教
会及乡区原住民一起同行。

地址 / 36-B (2nd Floor) Jalan Anggerik 
Vanilla R31/R, Kota Kemuning,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电话 / +60351221130 , +6010-2979638

电邮 / ste.histeam@gmail.com

网址 / www.histeam.org.my

银行户头 / MAYBANK 5127-8101-2599 HOS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电邮 / admin@micahcentre.my
电话 / +6010-2162602 , +6019-6030687

网址 / www.micahcentre.my

面子书 / mymicah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