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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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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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5122 1130
+603 5121 0717
ste.histeam@gmail.com

有了他们驻扎在沙巴，我们有

信心可以更深入地服侍这些有

学前教育中心的村落。请为他

们祷告，求神使用他们，服侍

沙巴的原住民。

感谢神，因着这事工需要全时

间工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

对年轻夫妻加恩及妙霞（Isaac 

&Carol）到沙巴服侍。他们除了

协调及陪伴他们学生在弥迦学

院的学习，也协助支援我们所

认领的学前教育中心。

认识沙巴内陆原住民
·3天2夜访宣
·1个星期短宣

原住民教育授权计划
·与SIB配搭赞助13间 
    学前教育中心 
·乡区陪读班 

跨文化关怀宣教的门徒培训 
·弥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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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领受来自上帝的异象：走向马来西亚最大的基督徒群体——原住民。
我们发现一个被忽略已久的事实：原住民的庄稼已熟透，但禾场到处缺乏工人。
许多原住民教会缺乏牧养与关顾，而不少原住民牧长向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声：希望华人
教会可以看见原住民教会的需要，并一起携手协助他们走出困境。因此，我们回应上帝
的呼召：成立弥迦学院。其使命乃是要装备华人教会年轻一代成为基督的工人，行公义
与好怜悯，走入原住民群体当中服事。弥迦学院透过四个月有系统和扎实的跨文化宣教
装备、学生驻扎在原住民村庄里生活和服事三个月、两个月在国度事工中当志工，预备
好他们跨文化服事，期盼他们最终能领受神的呼召，长期参与关怀宣教。

4个月 | 跨文化宣教的培训
圣经教导. 使命理念. 品格塑造. 简朴生活. 有机
种植. 健康检查. 卫生教育. 防灾觉醒.儿童佈道. 
有声圣经. 认识原住民的权利

3个月 | 驻扎原住民村服务
亲身体验与原住民生活在一起的团契生活，协
助当地教会或牧者培育原住民做主门徒

2个月 | 国度事工志愿服务
在基督教社会关怀机构里当志工参与服事，体
验在国度事工的事奉，寻找个人的命定

1个月 | 巡回分享生命见证

10个月的门徒培训 培训费用 RM3000

包含首4个月的跨文化宣教培训、
住宿、膳食、交通、回程机票，
其余6个月的实习服务生活费，
学生会被教导如何凭信心筹募

18岁或以上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
大专毕业生、其他短期培训的毕业
生、对服事原住民有负担的基督徒

走向服侍原住民的异象 

跨文化关怀宣教的门徒培训
透过整全的门徒培训，及实用性的跨文化宣教训练 

装备和培育出更多年轻一代成为基督的工人
行公义和好怜悯，投身于服事弱势原住民的行列

招生对象

询问或报名：Ruth Chiok  010-297 9638 / Isaac Goh  010-2162602    email: ste.histeam@gmail.com

向东
足迹



再过一个星期，弥迦学院就要开课，我们夫妇俩也在忙于清理整
间学院。我们已清理其他地方，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一直都不
想去「面对」的——厨房，因为这个厨房看来已有N年没有清洗
过，里面收藏了很多杂物，还埋葬了不少小虎、小蟑、小虫。但
今天我们终于勇敢面对现实，将厨房清理一番。

在清洗过程中，上帝让我看见以下两点功课：

弥迦学院就要开课了! 文：吴加恩

其实我们生命中也有一些长久以来都
不想去「面对」和「处理」的垃圾，
虽然知道需要去处理干净，但就是不
愿意面对。总有一天上帝会帮助你勇
敢去处理你生命中收藏已久的垃圾。

若你要服侍神服侍人，你就不要怕弄
脏双手，你要预备弄脏自己的双手，
但这样的服侍是神所喜悦的。

弥迦学院

弥迦学院推介礼与筹款晚宴

我们在刚过的2月3日于沙巴亚庇（兴旺海鲜酒
楼）举办弥迦学院正式推介礼及筹款晚宴，邀请
来自沙巴各个宗派和族群的教会前来见证这天
国事工的成立，更期盼借此让更多上帝子民看
见这异象，并愿意一起参与其中。当晚共有30
桌席，出席来宾有将近300位，也有各宗派、教
会、机构的领袖和代表前来参与这场盛会。除了
推介仪式，当晚也有邀请来自SIB Kinarut的土著
教会呈现原住民传统舞蹈，以及大马著名福音歌
手Juwita Suwito献唱3首诗歌。感谢主，筹款晚
宴成功筹到超过十万令吉的款项。

弥迦学院今年的总预算 

弥迦学院于2017年初开始建筑和装修工程，地点
位于沙巴京那律（Kinarut）的山上。建筑的工程
相当耗力、耗时及耗资金。2018年的总预算将
近十万零吉，主要用于装修和建筑发展、斜坡保
护措施、道路扩建、宿舍及课室的硬件设施、培
训课程的经费、行政开销，如交通、电费、同工
薪金等。

3



沙巴访宣2018年3月

“长子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座谈会

短短三天两夜的向东服务访宣，让我被更新和经历突
破。感谢神与我们同在，同时也感谢神让我学习更
多，体会到不一样的生活。

这次我有机会认识到一群肯舍己，放下一切，就为了
服事和做主工的弟兄姐妹，也认识了一群因他们的单
纯而遇见神；因他们的谦卑得着恩赐；因他们的大方
常蒙神祝福；因他们的喜乐带来整个乡村的平安的
人，他们就是我这次访宣的“老师” — 杜顺族。

他们让我更渴慕遇见神，神爱他们，所以他们也用神
的爱来招待我们。印象深刻的那一幕不断在我脑海里
浮现，就是第一晚他们谦卑等候和聆听神的时刻。当
时我在负责拍照，我看见他们默默地流泪，我的眼泪
也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当时我感受到一份富足的感
动。那一次，我学会要常常安静等候神。

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车程虽然辛苦，可是却换来值
得的功课。有机会我希望再来，并且想要带更多弟兄
姐妹来体会神的大爱。

           何俊海弟兄

3月5日至7日，3位全人同工及SIB 学前教育事工
负责人偕同新山新生教会的6位弟兄姐妹，10人
浩浩荡荡的拜访兰瑙的2个原住民乡村。途中，
我们路经宏伟的神山，但厚厚的白云遮盖了山
峰，心觉遗憾。

然而，神真奇妙，在我们采购蔬菜供村民为我们
煮食时，那厚厚的白云慢慢飘走，露出那久未露
面的山峰。当地的同工告诉我们，上帝好爱我
们，竟然为了让我们看到这美景，而把云拨开。
心中除了感动，也相信神在肯定祂与我们同在，
我们都相信，今晚的服侍将充满能力与恩膏。

果然，当晚我们的团队负责分享信息与见证时，
在我们呼吁弟兄姐妹前来领受祷告时，所有的会
众都走到台前。当晚，圣灵强烈的在我们当中运
行。许多人经历圣灵的充满，小孩们也受感流
泪。

事后，有位教会领袖上前来做见证，他说他原本
不想参与当晚的聚会，因为肚子很不舒服。但
是，当我们为他祷告后，肚子就不痛了。访宣团
队也被激励，虽然我们什么都不懂，神却愿意使
用我们来服侍这教会。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

全人关怀团队在2月3日（星期六）于沙巴巴色会亚庇堂
马可楼举办“长子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座谈会和实
际支援原住民方案的工作坊。共有63名参与者。

座谈会的第一个主题是“何谓长子？”。李德威牧师分
享，沙巴原住民承担了长子身份和领导的角色，在基督
里承受双倍的产业。可是由于本性使然，不敢面对挑
战，轻视长子名分，失去许多祝福。因此，他们需要
悔改，改变思想及方向，才能领受长子的名分。

PAN的Alexander Buguk传道分享“沙巴的长子呼声是什
么？”PAN是沙巴原住民的代表团体，他们深信原住民
身为长子，应该关注沙巴的人文环境、政治的议题，并
发出具影响力的声音。

吴多智牧师分享“为什么华人要关心及帮助长子”。他
表示，我们需要协助原住民提升政治权益，因为他们可
以守护马来西亚的土地，保护人民，并引导国家进入命
定。

涂恩友牧师分享“长子需要怎样的援助？”涂牧师说，
华社普遍是利益导向，只顾自己的族群，他倡议从心服
事原住民，建立情义神学。他指出，弥迦学院迎合了原
住民的需要，透过装备华人子弟，服事及转化原住民。

在工作坊时，Sis Rumba分享，原住民幼儿面对回教
化和识字率低的问题，促成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学前
教育事工。目前，沙巴内陆已有96间受政府承认的学
前教育中心。自2013年，他们陆续提升老师的教育水
平，已有70%的老师获得文凭证书。

黄奇全博士分享学生宿舍事工。他提到原住民少年基
督徒在非基督教环境的寄宿学校成长，拥有较弱的灵
命及学术表现。学生宿舍的使命和异象是为基督装备
年轻人和栽培门徒。

石安妮姐妹负责介绍乡区儿童陪读班。我们相信“教
育能帮助人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乡区儿童陪读班可
以为原住民儿童提供免费的课后辅导，提升他们的学
习兴趣与能力。

张书杰弟兄分享“经济赋能力的点子——国度企业”
。他表示，国度经济与属世的经济体系不同之处，在
于上帝的创造大于利润。国度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会根
据圣经原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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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区陪读班 Kelas Taman Baca (KTB) 进展

代祷事项

位于兰瑙的第一间乡区陪读班进展得不错。有五位学生在考试
中考获前四名，第一、二、三名各一位，第四名两位。今年，
有27位学生参与陪读班。感谢神有2位尽责的老师陪伴及督促
他们学习。该村面对儿童沉迷手机和电视的挑战，有些父母
不关心儿女的学业，希望我们可以辅导及关心。

另外，我们也与古达的3个乡村和当地教会配搭开办陪读班，
预计4月开课。目前在招生中。期待透过老师们的用心教导与
陪伴，乡区的原住民孩子可以在教育上打稳根基。

2018年访宣日期

2018年短宣日期

3月5至7日
9月17至19日

4月27至5月4日
11月2至9日

2019年访宣日期

2019年短宣日期

4月4至10日
11月1至8日

3月4至6日
8月8至10日

已去
砂拉越访宣

筹备中

开放报名

开放报名

开放报名
开放报名筹备中

除了2018年9月砂拉越访宣，2018年的访/短宣日期已 满 。 欢 迎 教 会 组 队 参 与2019年的访/短宣，我们一起关注原住民的需要。

·吴加恩夫妇于2017年9月结婚后，正式辞去职场
工作，委身于弥迦学院服侍。祈求上帝赐给他们有
健康的身体，保守看顾他们的婚姻生活和接下来的
服事。
·弥迦学院在4月4号开课。我们已收到7位新生报
读。祈求神带领他们每一天的学习，赐他们有健康
的身体和谦卑受教的心，勇于为主来梦想。
·需要找一位拥有诚信及有好名声的土著信托董
事。

弥迦学院

乡区陪读班

访/短宣

弥迦学院学生将在4月27日到5月4日进行短宣
新山新生命教会将在5月18至25日进行短宣

安提亚教会将在5月21至24日进行短宣
 

·为以上要筹备访/短宣的教会或小组来祷告。在服事
原住民的时候，队员能切身知道原住民的需要，并倚靠
神的力量服事。求神赐下智慧给队员们应对跨文化服事
的挑战。
·蒙福教会及士古来基督教会正在组队参与11月2至
9日的短宣。在组队的过程，求神带领合适的人到当
中，学习跨文化服事。祷告求神赐下异象给教会的弟
兄姐妹，感动人参与这服事。

·4月份开始， 3个乡区陪读班将在古达（Kudat）
区试跑，求主赐给这些老师有智慧、耐心及委身成
立陪读班，使更多的原住民孩子得到课业上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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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住民中行公义的官安胜
官安胜弟兄原是一名律师，在英国念法律系时受
到感召要成为一名宣教士。修完法律系回国后，
开始在卡巴星律师楼工作，目的是要存钱到沙巴
服侍原住民。虽然他毕业于英国皇家法律系，拥
有高薪厚职的律师工作，但他毅然放弃一切，转
当服侍原住民的社会关怀工作者。有趣的是，他
原本不谙马来文，但到了沙巴后竟然学会用马来
文与原住民沟通。 

官安胜弟兄是全人关怀团队的督导，我们公义磨
坊一行人在新年期间向他拜年时，他徐徐道来他
的生命历程，我们都从他忠诚为主的生命中学习
到很多，尤其是他对原住民的爱心。

官安胜弟兄分享到原住民虽然很多都是基督徒，
但却也是贫穷率最高、卫生水平不达标、辍学率
高的族群。他在原住民的生活中体会到圣经所说
的贫穷，这让他感触良多。官弟兄相信原住民的
生活不应如此，因为他相信在基督里我们是丰盛
的，因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
 
官弟兄察觉到这就是社会不公的现象。为了改善
原住民的生活环境，他走出舒适的环境，进入彭
亨原住民村庄与原住民一起生活。他原以为有了
妥善的计划，就可以改变原住民的生活素质，但
事与愿违，他所接触的原住民不领情，不与他合
作，也不接纳他。虽然如此，官弟兄依然继续与
他们一起生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的等待与陪
伴，他终于取得原住民的信任，从而开始有机
会帮助原住民脱离贫困。 

官弟兄选择建立有机农场来服侍原住民，因为
他觉得公平交易（fair trade）对于原住民来说
是很重要的。透过有机农场，可以倡导原住民
看中土地的重要性，恢复原住民的身份地位，
兴起原住民成为社会企业家，使他们可以持续
性的发展，再从自身的发展到社区发展。此
外，他认为，也可以透过有机农场教导原住民
善用辛苦得来的钱，成为金钱的好管家。最重
要的是，栽培原住民成为主的门徒。他的愿景
是通过建造公平交易，达致公平的社会。

在官弟兄看来，社会公义应该包含医治、正
直、饶恕、善良、怜悯、聆听的成分。我们
之所以会看中社会公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
架的恩典。就好像耶稣常常怜悯贫穷人，医治
受伤的人群，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当我们关注
耶稣所关注的，或许刚开始时不晓得如何做，
或许我们满脑子都是点子和策略但仍失败。无
论如何，我们仍要长存盼望，持续性地做，为
主而作。我们也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起，
最要紧的还是寻求神，聆听主的吩咐，就是使
人有机会得到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透过官安胜弟兄的分享及祷告，再次提醒我要
在小事上忠心，打好基础，花时间认识上帝的
作为，以信心经历他的信实，成为基督的手和
脚，与基督同行。我目前能做的就是重新认识
社会公义，阅读一些社会公义相关的书籍，并
把书里的看见及想法写下来，先装备自己，再
被主使用。

向东学习：雯铧
的

管安胜夫妇（左）与雯铧

文：萧雯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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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资讯

乡区陪读班

金钱支持

Tadika A.D.
Tadika D.K.
Tadika H.D.
Tadika K.B.
Tadika P.
Tadika S.H.
Tadika S.W.
Tadika T.H.
Tadika T.W.
Tadika T.
Tadika S.K.
Tadika P.G.
Tadika G.A.

学前教育中心
每月奉献 还需已赞助

2018年，我们的第一个乡区陪读班
Kelas Dahlia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位
学生，共有27位。 

2018年4月份开始，3个乡区陪读
班(KTB)将在古达 (Kudat) 3个乡村
试跑。

A. 学前教育中心 Pre-school

B. 乡区陪读班 Kelas Taman Baca

C. 向东服务经常费

学前教育基金

2年半学前教育文凭课程
（共需RM20,000）

乡区陪读班老师薪金及材料
（预计每月RM500）

老师薪金 学生作业及课本

同工来回机票
（预计一趟RM450）

四轮驱车维修费
（预计一次RM800）

欲奉献支持向东服务事工？

请把汇款/支票单据(Bank in slip)，
并注明姓名、奉献项目、电话号码，
电邮或传真给我们。

支票抬头：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erhad
全人银行户口Maybank：512781012599

其中一间快

建好的学前

教育中心

谢 谢 所 有 奉
献 者 ， 让 学
前 教 育 中 心
顺利开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