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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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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 (Mobilization) 神的儿女委身弱
势群体整全的关怀宣教。全人主要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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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肢
体多次向黄传道询问要如何帮助灾民，加上黄李妍嬡师母的挑战，黄牧师与同伴带领
教会一同回应灾难，并于隔年正式成立“全人关怀团队”。

全人事工
培训 Training ▪ 弥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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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关怀工作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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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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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长的话

不敢浪费这场瘟疫——
战兢迎接新酒浇灌

回顾2021年，全人偕同伙伴教会除了遵守防疫措施、适应新常态，也留心回应社区因疫情告急而产
生的患难。在疫情万万声中，我们战兢地启动“3131教会健康学堂”，在线上陪伴华人教会走向健康；
因着7979急难家庭救助与吗哪食物银行方案，我们经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再现；我们步步
为营，开展了新防疫策略，为近距离接触确诊病患而需要隔离的低收入群体，设立隔离屋；我们也
欢喜  见证伙伴教会在实践爱时得着喜乐，好些个案家庭蒙恩得救！

耶和华果然是做新事的神！在此记录一群向往神荣美国度，单单要讨阿爸欢喜的儿女，刻意尊荣神
而酝酿的美事。愿天父欢喜并全得荣耀。

  3131教会健康学堂——从实体转移至线上，我们见证全马超过110间教会与机构，380多位牧长
参与其盛。原本担心牧长们会在途中掉队，毕竟六个学期30堂网课可真严考耐力。然而在完成
第四个学期时，夏忠坚牧师还额外提供附加研习，增加了150多位教牧长执共同学习，完成全天
的“同心建造”研习。看到神正在透过这群牧者翻转和更新教会，我们震惊赞叹不已！

   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无奈瘟疫持续爆发，行管令延长，确诊人数无减反突增。在回应广
大的需要时，我们曾犹豫是否要量力而为，还是凭信心帮助身处水深火热的广大群体。然而，
信实的神透过肢体慷慨支持，仿佛告诉我们只需凭着信心回应。就在今年八月，确诊人数达到
最高点时，全人与10个城市的18间教会，设立了20间隔离屋接待低收入、近距离与确诊者接触
的邻舍。隔离屋不单提供安全隔离设施、分担国家吃紧的防疫努力，还竭力切断病毒传播链。
谢谢肢体和教会的祷告并奉献，这成了我们奉耶稣名“去救去救“的爱与慷慨的凭据。

  全人公义政策和宣告——全人规模虽小，但我们从董事到同工都立志要杜绝贪污，并全面教育
伙伴教会和奉献者要远离阴暗活出光明之子的体统。从三月开始，全人开始落实反腐政策（An-
ti-Corruption Policy），反洗黑钱政策 (Anti-Money Laundering Policy)及举报者政策 (Whis-
tleblower Policy)。纵然大马政治始终无法摆脱贪污腐败的枷锁，我们立志要从自身做起，在
服侍过程中落实零贪污。全人学习拥抱天国的圣洁价值操守，学习做好管家来履行我们对捐赠
者、伙伴教会和所服侍社区的责任。

全人迈入十四年，神透过我们这平凡却愿意降服的团队，在我们挚爱的土地促成了几样新事。十月
封城无法停止我们去救去救的脚踪；跨州限制无法拦阻弥迦学员跨文化关怀宣教的门训；变种病毒
无法阻隔我们设立隔离屋接待需要的邻舍；从天堂堕落的撒旦无法阻止神的教会走向健康的步伐；
败坏的政坛无法挫败我们立志为主活出光明的心志。我们不禁要向呼召及帮助我们的上帝说：“我们
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124：8）

微仆，
黄恩德牧师，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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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义磨坊读书会   1月-9月

透过阅读，激起弟兄姐妹对于社会公义的看见和反思。
截至2021年9月，举办了7次线上读书会，阅读陈忠登医
生教授著的《族群和谐与全球化的再思》。共10位公义
磨坊成员参加。

醒
觉

教
育

大
事

记

公义磨坊读书会

周末讲道

线上社会关怀工作坊——乐龄关顾

   公义怜悯醒觉

周末讲台服侍    全年度

疫情缘故，实体聚会减少，许多讲台服侍转移至线上。今年，一共有49
次实体和线上的周末讲台服侍。特别为疫情设的主题有：“新常态 vs 旧
常态”和“实践爱的信仰，实践爱的宣教”。

基督心-天国情   8月，9月

因应疫情严峻，无法实体拜访伙伴教会。特与伙伴教会于主日崇拜后有“天国情-基督心”的线上交流团契，
彼此分享疫情期间带来的挑战、契机、与学习的新事，并且彼此问安与鼓励。8至9月间分别在槟城平安浸信
会、新山新生教会、怡保怡南长老会及怡保红泥山信义会举行。

　社会关怀教育

线上社会关怀工作坊——
乐龄关顾    6月3日

与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和医院事
工资讯平台联合主办。邀请梁毅
坚牧师博士、吴秀红老师、陈慕
膑医生教授、符秀英护士和黄良
鸿牧师分别担任讲员，共有160
人来自教会，社会关怀机构及
证书课程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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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同路人联盟    3月10日 8月25日

联合社会关怀证书课程校友在线上聚会、分享与代
祷。目的是让已毕业的学生在服事的路上仍能互相
扶持，彼此鼓励。

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全年度

2013年，为培训本
国或海外服侍弱势
群体的全职关怀工
人，全人和马来西
亚圣经神学院开办
《社会关怀证书课
程》。疫情缘故，

影响第四届学生的实习课，预计2022年才能毕业。第
五届课程在今年9月线上开课，共有20位学生报读。

社会工作文凭课程    全年度

2017年，5家民间社会关怀组织草拟发起社会工作
文凭课程。目的为培训更多新血加入社会工作，
打造更美好的社区。今年，共有24位新生就读，
包括17位部分时间修读、3位全时间修读以及4位
部分选修科的学生。

线上社会关怀工作坊——
现代瘾与精神关顾　10月16日

与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和展新关怀协会联合主
办。邀请张景文传道，赖其汉牧师，梁顺储弟兄
及梁婷婷姐妹分别担任讲员。共有90位来自教
会、社会关怀机构寄证书课程学生参加。

 3131教会健康学堂

3131附加研习会   9月23日

针对教科书《同心建造：教会领导团队成长手
册》，讲员夏忠坚牧师亲自教导教牧同工如何
使用此书，并拟定教会年度计划。共迎来398
位牧长领袖一同线上学习。

现代瘾与精神关顾

第五届社会关怀证书

第四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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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要以“一针见血”形容夏忠坚牧师的教课。
他对健康教会的洞悉和了解是非常难得
的！特别在“金盾牌VS铜牌”的课堂中，让
我看到我们很多时候都忙着宗教的活动，
而非塑造生命。——康贵成长老（峇株

巴辖救恩堂长老会）

夏忠坚牧师在课堂中，“建造教会八个向
度”那一课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原来教会
团队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同时，也给我们
一个大图画，有步骤怎么去建立有异象，
完成神建立教会的旨意。——符梅萍牧师 

（KG112荣美国度）

课程两度展延
原订于2020年分别在吉隆坡及亚庇两地举行。但因疫情的缘故，曾
两度展延。2021年，疫情虽仍肆虐，但决定转移至线上，分别以六
个学期进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回头看才知道是福。实体课人
数只限每场100名，但线上课程共迎来108个机构教会，382位牧长
领袖报名参加。

《同心建造——教会领导团队成长手册》
今年8月，全人出版了夏忠坚牧师著《同心建造——教会领导团队成
长手册》简体版，供教会教牧领袖团队使用，继续在各自的教会中，
学习与应用教会健康的理念。

未来展望
开设脸书「3131健康教会交流群组」社团，继续分享教会健
康相关的资讯，欢迎认同此理念的朋友加入。计划2022年
会有两个月一次的区域性互动交流小组，可以定期一同针对
健康教会理念的落实，彼此分享、交流及互相勉励。

为陪伴教会走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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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贵成长老符梅萍牧师讲员 夏忠坚牧师

东南亚教会, 3
福音机构, 6

北马教会, 10

中马教会, 27

南马教会, 27

东海岸教会, 6

沙巴教会, 18

砂拉越教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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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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第一个学期，我觉得这课程对
我们有服侍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实践课，教我怎样听和如何
介入急难个案等。但在伦理课方
面，我个人就比较难吸收。这次也
有几个同伴一起学习，下课过后我
们可以一起讨论，互相鼓励。

——李永乐弟兄 （第五届学生）

虽然两个星期的密集课程有点累，
但我没有后悔报读。在课堂中，老
师不断引导我们回到圣经，让我们
从圣经的角度认识社会关怀。我也
学习“先恩典，后真理”：即使与受助
者的立场不同，也不要这么批评或
责备他。先聆听，和他做朋友，建立
关系，再慢慢引导对方回到真理。

——陈英洁姐妹（第五届学生）

      展望   

第五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仍开放报名，新生可在明年2月的
第二个学期加入学习的行列，希望有更多来自古晋及美里的
肢体报读。

第四届因疫情延毕

共有20人报读，于2019年9月23
日开课，今年3月完成最后一个学
期。因疫情缘故，大部分课程都转
至线上，唯有实习课无法如期进
行。待疫情好转，学生完成实习课
后才能毕业。毕业典礼预计在2022
年进行。

第五届顺利开课

第五届课程也迎来20位学生报读，于2021年9月27日开课，他们分别来
自砂拉越、柔佛、槟城、彭亨、马六甲和雪兰莪。第一个学期，所有
学生都在线上学习，待疫情好转，半岛的学生将回到马圣上课，东马的
学生则分别在美里和古晋小规模学习站同步学习。这既减少学生们的活
动范围，也能与同学之间保持良好的交流与互动，彼此监督。

社关大使
今年9月，委任共9位社关大使，在所属区域关心关怀机构同工，并推
广此课程。他们分别来自古晋、美里、新山、峇株吧辖、关丹和芙蓉。

第五届社会关怀证书

第四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今年，

共有 11 位关怀同工（来自关怀机构）

和 9 位弟兄姐妹（来自教会）

报读第五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自2013年此课程装备了……

关怀同工

弟兄姐妹

5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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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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792 7979   •  陪读服务 013-791 7979 •  吗哪银行 010-7979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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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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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年来的服务，危机处处，也转机
处处。从年头的水灾回应开始，首次以防疫SOP来应灾，感谢主的
保守，所有志工无恙，顺利支援当地教会回应社区灾民的需要。

从一月开始疫情恶化，到五月再次全国封锁，吗哪食物包的发放一
整年来都在靠主随机应变。谢谢所有区委们的同心，确保参与的志
工在安全的作业下运作，案家按时收到吗哪包。

当“举白旗运动”牵引着社会关注贫穷户时，众多人和教会因得知吗
哪食物银行一直以来的服事，也支持捐款奉献支持此事工。为此我
们感谢主。今年无论在参与的教会数或案家数，都是屡创新高。疫
情管制了人们的行动，却无法封锁教会的爱心。

今年也顺利将志工培训转为线上进行，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可以同时
培训多地的志工。上线已是未来的趋势，但愿能在这方面继续拓展
境界，让更多志工能随时随地受惠。

为了防疫和抗疫，我们也推动了一应灾方案：7979爱 • 隔离，鼓励
教会动用暂时没用到的教堂或产业，设立社区安全隔离屋，接待居
家环境无法安全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以阻断家庭及社区的感染链，
减轻医疗体系的负荷。

未来一年我们将着重提升现有的服务素质，包括强化科技在志工培
训和个案管理方面的运用，与教会一起深度关怀服事，继续落实
【2017-2026十年宏愿蓝图】的目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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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志工（访视）培训   2020年10月到2021年9月

疫情缘故，7979志工（访视）培训开始转至线上举办。今年新成立的7979全
人关怀站均可选择线上接受培训。2020年10月到2021年9月期间，进行了9场
7979志工访视培训（2场重温，7场新培训）。

7979季会  24/4，28/8

科技提升助人技巧

家系图(Genogram)和生态系统图 (Ecomap) 是个案管理常见的图示法评估。
透过在季会分享，志工可以学习简化并清楚看见案主的初步状况，进而更认
识案家需要。同时，当天也是“您转化社区的好伙伴”谷歌协作平台的推介礼。

教会是特殊儿家庭的祝福

7979服务的家庭当中也有特殊儿。相较于一般的弱势家庭，他们所面对的挑
战更加严峻。讲员陈丽红老师，与60名7979志工分享如何服事特殊儿和他们
家庭。同时，也提醒大家养育特殊儿，是整个社区共同的责任。

7979救助挑战之“绝境求生”   16-30/9

第二届7979救助挑战在线上举办，迎来全马各地131挑战队伍（262人）报名
参与。这是一项3天居家贫苦体验活动，同时也是为弱势家庭筹募的善举。结
合大家的努力，已筹超过目标RM500k。

11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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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灾难回应

“方舟建在雨前” 内部防减灾培训   8月-10月

全球气候的极端化，在全球各地都造成灾害。为了帮助同工应对灾难而
安排了8堂的培训。

 “我的防减灾交流平台”谷歌交流平台   全年度

每周由持有相关经验的志工团队与督导为大家更新最新消息、表格、资
源和文章。帮助用户重点认识时下防减灾议题，它是在线学习的资源平
台。

弱势儿童陪读

捐赠白色校鞋   2月

透过善心人士捐助的小学生校鞋，Port Klang Gospel Hall决定将其祝福
7979陪读班的学生。共计14间陪读班，75位学生受惠。3月份学生们穿
上新校鞋，踏上快乐的学习旅途。

防疫用品   3月

陪读班开课前，7979资助了8间陪读班35盒民用口罩，74包湿纸巾和10
瓶的洗手液。同时，感恩善心人士捐赠口罩，每间陪读班分布有40个大
人小孩的布口罩。除了防疫，也教导孩子们爱护环境。

《变色龙教育》读书会   每月一次

2021年4月份开始，共有13位陪读班老师参与第二期的《变色龙教育》
读书会。透过阅读，老师们得以反思和修正自身的教育模式。从自身开
始，积极装备自己去应对疫情下多变的教育模式。

二手电脑资助与筹募   1月, 8月

今年1月，全人和7979全人关怀站找到商家低价格售卖电脑，便购买了22
台电脑给有需要的学生。8月，使命宣教关怀中心为4个陪读班家庭募集
电脑。

变色龙教育

捐赠白色校鞋

筹募2手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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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训营    1-2/6

第七届线上师资培训“绘说心语”，邀请文桥
儿童部陈仰芬老师分享。共迎来14间7979
全人关怀站，64位陪读班老师出席。透过绘
本，陪读班老师学习如何以生动方式诉说绘
本，从中传递正确价值观。老师也得以了解
孩子的内心世界，透过绘本引导，塑造孩子
的思辨能力。

吗哪食物银行

物资发放    每两个月一次

共有8个集散点，包括：芙蓉、槟岛、大山脚、怡保、关丹、亚罗士打、
山打根和亚庇。共有69间7979全人关怀站参与6次食物包发放，送出3,203
份食物包，每包价值约马币200。

全国区委大会   2021 19/6

全马8个集散点区委团，共35位区委线上聚集一堂。随着吗哪食物银行扩
展，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个案数不断攀升，资源管理及运作策略更加挑
战。区委的职务将划分为四大区块，即志工动员、资源管理、守望祷告及
方案推广。各区各自设定目标，朝向两年目标前进。

哪食物银行初阶志工培训   10/7，14/8 

首场培训在今年七月份掀开序幕，在线上进行。两场培训共迎来46间7979
全人关怀站，187位志工参与。透过新增设的工具“粮食不安全经验量表”，
提升志工鉴定案主需要的知识。经过培训，志工们开始懂得分辨求助者是
否真的需要食物，或其他。

“线上陪读班就要你”线上交流会   31/7

共29位陪读班老师参与，分享和交流举办线上陪读班的调整、策略、时间管理、学生分配，教学平台以及
生命教育的进行等。透过线上交流会，期待更多线上陪读班开办，在疫情中继续扶持弱势儿童。

6月师资培训营

物资发放  - 关丹

物资发放  - 怡保

物资发放  - 槟城 物资发放  - 芙蓉 物资发放  - 山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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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难家庭救助

透过全马7979全人关怀站的受训志工，
关怀访视社区内因突发事件而陷入困境的家庭， 
给予心灵慰助，经评估审核后发放
为期1至4个月的急难救助金 
（每月200至300令吉）与必要之关怀援助。

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

发放

RM236,445.40
急难救助金

资助与关怀

236户 
经济弱势家庭

槟城 
72个案

玻璃市
2个案

雪隆 
48个案 森美兰

1个案

柔佛
31个案

沙巴
20个案

霹雳
19个案

彭亨
16个案

吉打
11个案

吉兰丹
2个案

砂拉越
14个案

7979全人关怀站和个案分布

在所有资助与关怀的弱势家庭中，76.3%
个案未就职，主要原因包括残/伤/重病
（30.0%）和因疫情工作受影响（22.2%）

 州属 个案数 
槟城 72 

雪隆 48

柔佛  31

沙巴 20

霹雳 19 

彭亨 16 

 州属 个案数
砂拉越 14 

吉打 11 

吉兰丹 2 

玻璃市 2 

森美兰 1 

总个案数 236

2021年6月1日，我国再次实施全国防疫封锁措施，经济恢复中的弱势家庭再次受挫。
因此，6月至8月间，急难救助金的申请明显增涨。

每月服务量与新申请

20
年

10
月

20
年

11
月

20
年

12
月

21
年

01
月

21
年

02
月

21
年

03
月

21
年

04
月

21
年

05
月

21
年

06
月

21
年

07
月

21
年

08
月

21
年

09
月

18 15
10

15 13 16 12 11

29

49

29
18

新申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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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旱后的及时雨
当我走访这家庭的路途
中，停好车子，再徒步
穿过小巷，才抵达他们
简陋的房子。我原担心
要如何鼓励、安慰身处
困境中的他们。但我却
看到他们面带笑容地分
享教会如何关心、帮助
他们，包括为他们申请
急难救助金……

秀华（化名）在一家酒楼厨房当临时工人；丈夫是建筑工地的地板铺
设工人，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今年20岁的女儿小梅（化名），患上
家族遗传性肾疾病，从15岁就开始，每星期三天的洗肾，让她无法正
常出外做工。小儿子其中一只脚板不建全而无法久站，故也不能出外
工作。平时全家人一起接一些家庭代工在家里工作，一家靠着微薄的
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因着实施行动管制令（MCO），秀华与丈夫的工作皆受影响。加上这
时候，女儿转院洗肾，一笔不小的交通费更是雪上加霜。

甲洞神召会颂恩堂7979全人关怀站一直以来的关心与探访，让教会即
使在MCO期间无法见面，也透过电话了解到秀华一家的经济困难，为
他们申请了4个月的7979急难救助金。救助金犹如及时雨，舒缓他们
的经济压力，帮助他们坚强走出困境。

未来仍有一段艰辛的路等着秀华全家，但他们以乐观和感恩的心态生
活。现在，教会定期关心、鼓励和陪伴他们，令他们心中倍感温暖。

阅读完整见证：https://www.7979.org.my/emagazine2106/03

展望

2022年计划推出“线上录
影课程”，让已接受培训的
7979全人关怀站，随时重
温“7979志工访视培训”或
培训新志工。另外，7979
将借由“进深培训系列”，
支援关怀站更有效进行个
案管理，传授所需技能，
以帮助案家缓解压力、解
决问题以及改善其社会关
系。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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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兒童陪讀
弱势儿童是指来自经济的弱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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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课业的辅导、生命教育和家庭关怀服务。

陪读班运作状况

疫情缘故，陪读班运作状况不稳定。今年5月，政府实施“全面行管令”，10间陪读班因
此受影响进入暂休，4间陪读班及时转至线上，继续服务经济弱势儿童。随后，又有两
间陪读班也跟着转至线上陪读。其他陪读班虽进入暂休阶段，但老师们仍然私下关怀
受助家庭和孩子，在课业或粮食补助上给予协助。

陪读班　　线上陪读班

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

补助了

14间
儿童陪读班

资助了

177位
家庭经济弱势儿童

共发放

RM132,913.74 
辅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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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陪读班

转至线上陪读班的7979全人关怀站，透过Zoom或Whatsapp视频通话继续陪伴他
们完成当天的课业，也使用谷歌课室检查孩子们的作业。刚开始时，老师们都会
细心教导孩子们如何使用线上工具，以确保他们都能完成学校的作业。自从转至
线上，陪读班老师便依据孩子们的网课时间和网络状况而调整陪读的时间。除了
督导孩子们完成功课，也会腾出15至20分钟时间陪孩子们聊天。此外，有些老师
则会在Whatsapp群组分享食物制作链接，让孩子和家人一起学习烹饪技巧，打
造互动的机会。

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

小浩（化名）是新山柔佛再也异象基督教会7979全人关怀站陪读班的第一批学
生。教会认识小浩时，正援助他家里的经济困难，续而带到陪读班与儿童会中。

当时，小浩四年级，因为有陪读班老师的关心陪伴，很喜欢来教会。小朋友们一
起学习做功课，让他感到不孤单。虽然不乏小男孩的顽皮，但是功课每次都准时
完成。同年，小浩的成绩也明显进步，从班里第27名进步到第10名。

后来家里发生变故，小浩经历两次转校，变得无心向学，学业受到了影响。陪读
班老师依然不放弃，陪伴小浩完成小学，升上中学；也陪伴着他们一家度过家里
的难关。几经周折，小浩一家经济逐渐步入轨道，也信主受洗了。

10年过去，小浩是第一批陪读班男生中，唯一仍在就读的孩子。

阅读完整见证：https://www.7979.org.my/emagazine2103/03

展望

这两年，随着推广认真看待对儿童虐待的醒觉，每间陪读班都设有“儿童保护政策”。这
不仅提升陪读班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有关保护儿童的知识，各教会也可以因此沿用在其他
服侍领域。2022年，计划设立陪读班线上签到表和各种线上表格，好让数据可以电脑
化，清楚分析各班的成长与近况。另外，今年拟定的中学陪读班方案因疫情展延，故
2022年会继续这计划，扩大受惠年龄到13至18岁的经济弱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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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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助家庭状况

▪ 每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RM769.56。

▪ 9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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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5%，独居老人占14.98%

亲送服务

2017年至2021年间，73间7979全人关怀站动员超过300名
志工，执行26次亲送食物包给经济弱势家庭。

2017年，芙蓉开设第一个集散点，将吗哪物资聚集在一
起，由志工来到场索取物资，再亲送给他们。2021年，共
开设了8个集散点，包括芙蓉、槟岛、大山脚、怡保、关
丹、亚罗士打、山打根和亚庇。至今，已送出6339份食物
包，967户经济弱势家庭受助。

过 去 一 年 内 的 吗 哪 包 总 开 销 为
RM405,729.26 (87.90%)，加上
募集到的捐献物资按市价估算价
值为RM55,854.53 (12.10%)， 
共赋予吗哪包RM461 ,583 .79 
的总价值。全年一共派发3,203份 
吗哪包，平均每包价值RM152.69。
运作与行政费用并未列入此处。

吗哪包总价值 

RM405,729.26

RM55,854.53

总开销　　物资捐献

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

受助经济弱势家庭共

741户
受益人数达

2591人

69间
7979全人关怀站

送出

3203份
食物包

价值共

RM461,5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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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牌燕麦，航向弱势家庭

荣幸获得Federal Oats Mills Sdn. Bhd常年赞助，透过吗哪食物包把营养燕麦送
到弱势家庭手上。全年共捐赠1,300包燕麦，分别惠及西马各个集散点超过700
户的吗哪受惠家庭。 

Kuok Foundation Bhd &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8B2 Malaysia region 2 携手助弱势

Kuok Foundation Bhd常年定期的食物派发，帮助了不少北马的弱势家庭。透过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8B2 Malaysia region 2牵线，吗哪食物银行有
幸能获得98份捐赠物资，于1月份派发予98户在北马的吗哪受惠家庭。

être Patisserie 烘焙出爱心的香气

感谢être Patisserie本着回馈社会的爱心，特别制定爱心面包配套售卖，并将其
盈利全盘资助吗哪食物银行提供基本粮食和日常用品。一共筹获大约10份的物
资于3月份派发给怡保区的吗哪受惠家庭。

Makan Kongsi 2.0 资源共享拯救社区

Makan Kongsi 2.0，一项由社会企业The Good Kitchen及人权组织Engage联办的项
目，透过Bersih 2.0在基金方面的监督，负责募集款项，并用于各个非政府组织的救
援团体之援助对象。吗哪食物银行有幸成为受惠单位之一，透过一共RM18,200.00
的款项，帮助我们在山打根及亚庇在7月份疫情期间的吗哪受惠案家。

Waz Lian Foundation与Hotel Sentral Group暖心响应举白旗

2021年6月份，举白旗运动在大马崛起。Waz Lian Foundation慷慨回应社区的
需要，共捐赠280份物资于吗哪食物银行。9月份由吗哪食物银行志工派发给
280户吗哪受惠家庭。

感谢各大企业组织和个人的支持、捐赠和赞助，让此方案可以帮助更多经济弱势家庭

企业/组织 个人
Nirwana Hypermarket Sdn. Bhd Mr. Tan Chee Seng and friends

Farms Sdn Bhd Mr. Stanley

Ken Chong Food Industries Sdn. Bhd Mdm Chin

QL Agroventures Sdn. Bhd 黄莲花女士

LOHAS 林可铭牧师

Prolific Quality Sdn Bhd 黄侯民传道

鲜汇 Mr. Sky Soo and friends

Quality Hero Corporation Sdn Bhd Ms Julia Koo

Kinabalu Pharmacy 神山药剂 De Angel Team

Agri Bioculture Venture Sdn Bhd Ms Jo Lau

STF Agriculture Sdn Bhd 范志兴夫妇

The Bountiful Eye Foundation

New H Group

槟榔屿韩江中学妇女组

万里望爱心之家老人院 (Persatuan Kebajikan Love and Care 
Menglembu Perak)

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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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助家庭状况

▪ 每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RM769.56。

▪ 9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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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5%，独居老人占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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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2年计划巩固集散点的服事团队，各区有四人为理想，根据不同的职务以达到全面性的运作。
若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适合的仓库，将在另一座城市开设新集散点，祝福社区中的弱势家庭。
另外，明年计划推行吗哪食物银行的“线上个案管理系统Case Management System (CMS)”，帮助
7979全人关怀站有效进行个案管理，减少人为失误。

不离•不弃

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家里连冰箱沙发也没有。7979吗哪食物银行派发这天，马来西亚浸信会生命
堂7979全人关怀站的志工一如既往的带着食物包到他们家，不料却连家门也进不去……

“当我们到达那个花园时，看到入口处已经被高高的铁丝网圈和重重铁链围着。”志工说到。于是志工立
即致电案主，才知道该区已列为加强行管令(EMCO)区，被封锁了。无奈之际，志工只好静观其变，先
到别家派送吗哪包。

事后，志工心系这家庭，想到每拖延一天，案家就多煎熬一天。于是志工按捺不住，赶在太阳下山前再
度到访该区。志工请案主派两个孩子来到封锁边界领取物资。隔着铁丝网圈，志工把物资一样一样从空
隙中传递进去，孩子们再把物资装箱搬回家中。隔着网圈看着孩子们感激的表情与坚强的背影，志工感
到无比心酸，却也带着满满的感动离开。

志工随后在电话跟进中得知，案主全家8位家庭成员都确诊，最小的孩子仅有7岁。但在这急难中，值得
感恩的是，早在2020年尾，教会已经开始带着吗哪包援助这个家庭，即使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封锁，教会
依然对他们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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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灾难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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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应灾行动 
半岛大水灾

从元旦开始因东北季候风连续几天强降雨，引发半岛
多地发生水患。柔佛、彭亨、登嘉楼、吉兰丹皆沦
陷。2021年1月9日至12日八打灵喜信堂、和全人同工
组成15人的先遣志工队入驻淡马鲁，与淡马鲁福音堂
的肢体一共清洗及消毒了19户位于文德甲和淡马鲁的
民宅。尔后，淡马鲁福音堂志工们发放卫生包和粮食
包给贫困灾民，也因此发掘了还有民宅未被清洗，1
月15日关丹志工团队与淡马鲁福音堂的肢体合力协助
7间严重受灾的屋子清洗和派发了32包米和干粮。

2021年1月10日来自荣恩堂、长老会达士宣道所、恩
主中心、佳音浸信会和沙仑团契的肢体组成关丹志工
团队前往支援甘马挽长老会，共清洗了13间屋子。次
日接续探访和慰问他们，以鉴定有需要进一步援助的
家庭。2021年1月12日关丹志工团队壮大，20名来自
荣恩堂、恩主中心、佳音浸信会、赞美教会、KBM
的志工参与“甘马挽爱心行动2.0”。当日再清洗3间屋
子，帮忙3间民宅搬物件，并派发30份米及干粮给30
户的贫困灾民。

2021年1月14日柔佛加亨水灾，淹没部分道路，居銮
恩福浸信会以粮食援助 5个原住民部落的148个家庭
共602人。

2021年1月27日彭亨直凉基督教会以粮食援助5个部落
的 690 户原住民家庭。

新冠肺炎

继续与大马众教会共克时艰，“7979 COVID-19 特
别辅助”继续开放申请，支援非伙伴教会陪伴因疫
情而陷入困境的家庭， 给予心灵慰助。

1 月 进 行 了 支 援 槟 城 隔 离 中 心 专 案 ， 除 了 捐
款 ， 亦 有 马 来 西 亚 联 合 差 传 促 进 会 捐 助 5 0 套 
PPE，Watchm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WIN) 
赞助 2500 包10gm 的高品质银蜂蜜，並有Alpro 
Pharmacy和 Ee-Lian Enterprise（M）Sdn Bhd 
以特惠价供给1200支维他命C及1200个便当盒，
及热心人士捐献的游戏盘棋等休闲用器具。

8月间，随着确诊案数不断增加，医疗系统紧绷，
发起了“7979爱•隔离”方案，鼓励教会设立社区
安全隔离屋，在所属社区接待需要隔离但住家环
境无法安全隔离的人，以阻断家庭及社区的感染
链，减轻医疗体系的负荷。感谢主，在亚罗士
打、大山脚、北赖、怡保、巴生谷、马六甲、 永
平、关丹 、亚庇、 山打根，共17间教会（包括全
人）设立了20间社区安全隔离屋，约43间房间投
入服务。

与此同时，承蒙一热心支持者捐赠共43台5L制氧
机及配件、500个测氧仪器、一万个口罩及一千件
PPE，大部分运往医疗体系相对贫弱的沙巴，支援
当地教会的防疫及抗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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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紧急事件援助

援助教会介入社区内突发的种种紧急事件(如:
风灾、火灾、水灾等)，让教会成为社区里的邻
舍，邻里的希望。

2021年回应行动

• 3月24日透过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
支援Kg Pa'Derong, Bario 8户火灾灾民重
建家园，为灾民添购寝具和厨具。

• 7月21日透过Neighbours Global Network 
介入白沙罗区11 户即将面临断粮的城市贫
穷家庭提供粮食援助。

22

展望 
9月到10月间，因为季候风的转换，在沙巴一直都下了异常大
雨，並造成严重水患。2022年，我们希望能让沙巴的教会认识
并委身社区灾难风险管理 (CBDRM) ，以减少当地因常见灾难(
如水灾、风灾、地震)在农作物、财务及生命的损失，同时在亚
庇设立灾难回应及管理中心，强化当地教会备灾与应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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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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东服务 • 原汉同行

赋权
Empowerment

乡区陪读班

醒觉
Awareness

“原汉同行” 
异象分享祷告会

访宣 • 短宣

向东快讯

 

支援 
Support

学前教育中心

培训
Training

弥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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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迦学院 
  mymicahcentre 
 admin@micahcentre.my
 010-2162602 

向东服务
www.histeam.org.my
info.ste@histeam.org.my
 010-297 9638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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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神的儿女认识原住民以及他们的历史，我们两个月举办一
次“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从不同讲员身上学习“原汉同行”，以预
备教会有智慧回应原住民的需要。同时，我们也为身处弱势的原住
民群体所面对挑战守望祷告。相信在人不能时，神依然掌权，祂能
保护原住民免于疾病与饥饿。每两个月一次的电子版《向东快讯》
也会把“原汉同行”的理念和事工进展分享给华人教会，好让对方定时
收到与原住民有关的消息。

乡区陪读班因疫情受影响，一间决定全面暂停直到疫情好转，另一
间则以分组形式继续帮助原住民学生学习。9间学前教育中心如常运
作，惟在6月时，我国施行全面行管令，被迫停课至今。

7月间，接到好些沙巴内陆牧者的求助电话，得知他们因疫情被要
求放无薪假，面临着家庭经济危机，需要食物上的援助。另外，
好几个原住民村因爆发冠病感染群而面对封村，村民无法自由进
出村庄，也急需食物援助。感恩，透过转介与社福团体“Makan 
Kongsi 2.0”合作，我们为他们申请食物包，共支援95位牧者及
518个原住民家庭。

今年4月，我们也迎来8位新生报读第四届弥迦培训。疫情中，许多
计划被迫作出调整，但课程还是顺利进行。

明年，待疫情好转，希望能探讨“电工基础课程”、“领袖训练课
程”和“养峰计划”，赋能于原住民提高经济收入和提升领导力。
在经济援助上，计划设立“原住民紧急救济基金”和“原住民牧者
教课津贴”。透过线上读书会阅读《机智的好撒玛利亚人》，培训
华人教会有效帮助原住民。

原
汉
同
行

2021年，
疫情在我国
继续蔓延，

我们还是
无法跨州拜访
沙巴内陆原住民。
但这不影响
华人教会继续认识
和服侍原住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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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迦学院
第三届线上培训结业礼      3/1

第三届弥迦培训于2020年12月31日正式结业。感谢主，所有的6位学员都顺
利完成整个培训。我们于2021年1月3日为他们举行线上结业礼。

第三届线上见证分享会     1月，2月

分别举办了两场线上分享会，由第三届的6位学员分享，他们参与弥迦培训
的生命见证，也借此机会为第四届招生做宣传。

第四届弥迦培训正式启动     21/4

第四届有8位学员参加，来自西马半岛，以及沙巴和砂拉越。4月24日举行线
上开学礼，邀请约70位牧者领袖与弟兄姐妹出席，祝福学员。

“原汉同行”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    

  15/4, 31/5, 19/7, 13/9

每两个月一次，邀请讲员分享原住民的需要和挑战，传递“原汉同行”理念，并
一同为原住民的需要祷告交托。分享祷告会在线上举办，平均出席人数为40
人。

线上访宣（香港黄埔堂）      10/8

与来自香港黄埔堂的9位牧者领袖，举办线上访宣，分享关于沙巴原住民的需
要和事工，也介绍弥迦学院所做的培训。

第三届线上见证分享会 

第三届线上见证分享会 

原
汉
同
行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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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迦4天3夜挑战营     21-24/6

4天3夜的挑战营（Mission Camp），目的是帮助学员勇敢面对生命中的挑战。除了专题讲
座“恢复”，也有克服挑战和障碍的团体活动，操练勇敢和团队精神。

进入实习服事阶段     8月，9月

经过将近4个月的培训，学员于8月16日正式进入第二阶段的培训：乡区实习服事。我们安
排学员驻扎在附近乡区（Kg Kaiduan），在导师的带领下与当地原住民教会配搭，一起服
事当地的需要。

参与水灾后的赈灾行动     9月

9月份沙巴进入雨季，带来大量雨水，导致亚庇与附近一带的城
市与乡村连连遭遇水灾。我们邀请全人关怀团队的7979部主任郑
百颂传道给予赈灾救助培训，之后学员有机会在当地乡区进行水
灾后的清洗工作，协助清洗当地灾民的家园，以及小学。

参与食物援助派发行动     9月

透过与Makan Kongsi 2.0的合作，为当地因感染群而被封锁的乡
村家庭申请食物援助。共派发食物包给附近的3个乡村，帮助接
近100个家庭。

弥迦4天3夜挑战营弥迦4天3夜挑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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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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情停课新契机

随着行动管制令在去年年尾解除后，学前教育中心终于可以如常开课。
但好景不长，今年6月沙巴的疫情再次爆发，政府实行加强式行动管制
令(EMCO)，学前教育中心再次被迫停课。

2 0 2 0 年 ， 有 了 第 一 次 因 疫 情 被 迫 停 课 的 经
验 ， 沙 巴 婆 罗 洲 基 督 教 会 的 学 前 教 育 委 员
Jawatankuasa Pendidikan Pra-sekolah SIB Sabah 
(简称JPPS) 快速拟定计划，帮助学前教育中心的老
师们在停课间仍帮助学生继续学习。

执行的部分较为挑战。因为好些学前教育中心坐落
在没有电源，网络通讯不发达的乡区里。虽然疫
情迫使老师们在教学上做出调整，但这却促成了

新的尝试与契机，让老师与家长们能彼此配搭，帮助孩子们在家完
成作业。

展望

希 望 可 以 找 到 合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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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

共认领

9间
学前教育中心

已支出 

RM93,720 
 供13位老师薪金

受惠孩子共

128位 1名
学前教育中心老师

进修学前教育文凭课程*

*(这是三年的课程以部分时间进行
第二年的费用是RM 6,17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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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希望待疫情好转，孩子
们 可 以 回 到 陪 读 班 学
习。开始维修陪读班建
筑物的硬体设施，如：
安装电源、风扇和电灯
和修好篱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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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区陪读班老师 Cikgu Wanna（左），Cikgu Yen（右）

疫情中运作状况

疫情在我国仍然严峻，古达Kg. Garau乡区陪读班学生的家长非常担忧，不
敢让他们的孩子上陪读班。因此，经过执委和老师商讨之后，他们决定全
面暂停陪读班的运作。

兰瑙Kg. Mangkapoh乡区陪读班的两位老师为了帮助学生在停课中仍能
继续学习，决定让陪读办继续运作。为了配合标准作业程序 (SOP)，老师
们做了一些调整，将学生分成4位一组，分别到老师的家学习。原是一个
星期3天的陪读班，因着调整变成每天都开班。学生按照老师们分配，在
指定的时间前往目的地学习。每次到陪读
班，学生们需佩戴口罩，大家保持一米
距离。

7月，疫情更加严重，村内开始有人确诊。
执委和老师们决定暂停陪读班直到严谨的
管制令结束。过了几个月，确诊的居民慢
慢康复，村内的确诊情况也逐渐好转。10
月第二个星期便恢复陪读班运作。 分组在家进行陪读

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

2间
乡区陪读班，
(1间因疫情停课，

另1间以小组式运作)

资助

 2位
陪读班老师

8名
学生受惠

资助费用共

RM2,930
（包括老师津贴，教材和硬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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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共有

8位学员
报读弥迦学院

 林金彩 (33岁，砂拉越)、骆丽宝 (19岁，柔佛)、
 林湘怡 (18岁，柔佛)、谢隽睿(19岁，柔佛)、
 钟宜超(39岁，彭亨)、吴其原(24岁，沙巴)、
 黄乃隆(18岁，沙巴)、陈秀蓉(44岁，彭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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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0

我最喜欢的一门课…
在学院里，学员们经常被老师
们鼓励多花时间在神话语上的追
求和渴慕，并且尽量抽出时间读
经、祷告和灵修来与神亲近。我
非常喜爱和享受在早晨四点钟起
床，到户外对着星空来赞美和等
候神。实在是美好！

在一些基础课程中，例如：属灵
操练，门徒训练，服事的操练等
等，我得以温故知新、也从新的
角度去看和学习，获益不浅。我
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受造物保
育》（Creation Care）。这不
单指环保、资源回收，也包含了
我们跟上帝、跟人、跟土地和跟
其它生物的关系。还有神在这个
关系里对人的心意为何。真的有
趣！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看见。

祂从没缺席
感恩在老师的教导和指导下，让
我在身心灵上都有成长，再一次
确认自己是天父爸爸满有能力和
尊贵的孩子，因祂已赐下圣灵在
我心中，圣灵必引领我所行的每
一件事。在这里，我努力尝试去
做一些过去我会很抗拒和不太喜
欢的服侍，如领唱 ，主持 ，分
享见证 ，分享信息。但感谢神，
祂帮助我没有拒绝这些服侍，而
是先祷告寻求神。天父爸爸是信
实的，祂每一次都陪着我，从没
缺席过。

第四届培训启动
开学礼于4月24日在线上举行。

进入实体培训生活
学员正式进入实体培训：操练简朴和纪律，属灵操练，提升马
来语能力，以及圣经和服事的装备，也学习适应群体生活。

全国进入行管令
外来老师无法跨县到弥迦学院教课。学院位于郊外山上，没有
网线，无法进行线上教课。导师唯有亲自代课。

进入乡区实习阶段
因无法跨县，学员被安排在附近的原住民乡区进行实习，与当
地原住民教会配搭，学习去服侍信徒以及当地的村民。

食物援助和赈灾服侍
学员有机会参与食物援助包的服侍，帮助当地有需要的家庭。
当地也发生严重水灾，学员有机会去参与后赈灾服侍，协助清
洗灾民家园和当地小学。

服事当地原住民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和更深认识当地原住民，学员们进行的主要
服事有栽培青年信徒、家庭探访、建立家庭祭坛、社区服务。

培训正式结束
第四届的培训将于2022年1月9日正式结束，我们也会为学员
们举办结业礼。

4月

5月

6月
  |
7月

8月

9月

10月
|

12月

2022年
1月

学员
心得

培训
时间线 

我们期待这一届的学员在实
习的过程中，能够体验到原
汉同行的美好，并且上帝在
他们当中兴起愿意委身于原

住民事工的工人。透过这次在附近乡区
的实习服事，弥迦学院能够与当地乡区
建立更稳定的信任和关系，并且被接纳
成为乡区的一份子，展望将来能一起同
心发展这里的社区。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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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报告
2020年

2020 全年总收入  

RM3,769,802.35

2020 全年总支出  

RM3,766,328.09

2020年支出

向东服务  
25%

事工经费 
14%

重大灾难回应 
3%其他事工项目 

8%

7979专案 
50%

行政资源管理 
9%

教育醒觉通讯 
8%

待发事工款项 
28%

7979专案 
24%

向东服务计划 
10% 

重大灾难管理 
20%

其他事工支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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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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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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