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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的儿女一起关心并服侍 

大马边缘化群体——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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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

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

的 疆 界 ， 要 叫 他 们 寻 求 神 ... ” 

（徒 17: 26-27） 

从这两节经文的启示，陈牧师看到，

不单是在旧约，马来西亚的民族也有

自己的命定。我们生长的地方，所属

的民族，都是上帝定下来的。陈牧师

发现，不同人对原住民有不一样的看

法和称呼。若按照上述经文，以“原住

民”——原先居住在这地的民族（First 

Nation People）来称呼他们更合适。

从属灵的角度看，原住民这样的身份

意味着他们对这土地带有权柄和义

务，能带来土地保护及属灵复兴，也

会影响其他民族蒙福的位置。 

原住民是土地的长子  

 

 

 

陈伟强牧师分享三段指引他个人多年

在原住民服侍上的经文。 

一、上帝让原住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

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创 2:15）

亚当夏娃是第一个住在伊甸园的人，

被授权看管伊甸园。同样地，原住民

比其他民族更早住在我国这土地，某

程度上他们也被安排看顾这片土地。 

二、马来西亚的长子—原住民 

“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

去，好事奉我……”（出 4:22-23）陈

牧师领受到以色列是列国的长子，而

土地也有其长子。对陈牧师来说，我

国的原住民就是马来西亚土地的长

子。他相信，若列国连结以色列会蒙

福，那在土地的启示上，我们（其他

民族）连结原住民也会蒙福。因此，

若我们能够对齐上帝的心意，与土地

的长子连结，我们就会进入祝福。 

三、原住民是守城门的人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

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

要进来！”。（诗篇 24:7）原来有一

种“门”是可以迎接主耶稣进来，而原

住民有这拥有权可以开启这属灵的

“门”。过去我们常看到种族间若有争

议，比如“滚回中国或印度”类似的

话。但当原住民说话的时候，却不会

引来这类反驳。在当年马来西亚成立

之时，带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的主要

领袖都是原住民，是他们坚定马来西

亚的立约，这些都记在宣誓石上。陈

牧师因此坚信原住民是守城门的人。 

最后陈牧师劝勉：我们可能给的不多，

陪伴的时间也有限，但我们依然可以在

国度里与原住民像家人般的同行（原汉

同行）。当我们看见原住民真正的身

份，尊荣他们为土地的长子，藉着他们

站在对的位置，我们将一起承受土地的

祝福，迎接神荣耀的国降临。 

 

 

原汉同行 

内容摘录自向东服务异象分享祷告会

(31/5) 的 分 享 人 之 一 陈 伟 强 牧 师  

（亚庇灵粮堂主任牧师、沙巴原住民

团结协会协调员、COSA 沙巴基督教

事务委员会署理主席）。  

 



 

透过聆听，才真知道什么是神

为你一生量身打造的丰盛计划、精彩

蓝图、奇妙命定！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

们，他们也跟着我。”（约10: 27）。

自从认识主耶稣，我们熟读及默想圣

经，透过神的话语，安静聆听祂的声

音；我们也透过祷告与敬拜，在任何

境况中与上帝对话。这样的属灵操练

被称为生命的侍奉，是属神的儿女

（羊）一辈子的服侍，无人能替代！ 

要了解沙巴或其他地域的原乡人，我

们就要如法炮制地沿用聆听法则，腾

出时间来用心与原住民深入交往。唯

有透过心与心的真挚交流，以主耶稣

的爱来接纳彼此之间的差异，才有可

能听到长子在这片土地上的心路历

程。以此，我们才能跨越许多文化与

心思差异造成的藩篱，拉近原汉之间

的关系！ 

 

原汉同行古道上的 

 

执行长的话 

Part 2 

黄恩德牧师 

此文延续上一期文章 

原汉同行古道上 

的新发现 (Part 1) 

第二 

透过省察，才真知道一路走

来，你经历、遭遇好与不好的过去，

都有神相伴的恩典足迹！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

向耶和华”（哀 3:40）。与大牧者交

往，神儿女最难学懂的功课就是反

省。我们要效法马利亚常来到耶稣的

脚前，安静聆听、反复思想，并让真

理的灵引导，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先责备自己。如此认真省察的信

徒必定在灵程路上收获甚丰，心灵也

预备好沃土让神的话与异象着陆。 

原汉同行的旅途，华人信徒需要学会

反省，在过往与原住民交往的古道上

是否冒犯或伤害了对方。记得在 2013

至 2014年间，我们为华人信徒制造机

会，为过往先祖在原住民当中所流无

辜人的血、所掠夺的土地、所剥削的

福祉而悔改。如此诚恳的致歉与和好

的属灵操守后，我们仿佛经历到神为

我们打开了一道道门，让我们能与原

住民主内家人团契与共享。不单打开

事工连接的门，更是打开了原汉两个

族群彼此间的心门！哈利路亚！ 

 

。。。待续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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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南族 (Penan)是居住于砂拉越与

汶莱的游牧原住民，是现存少数的

原住民之一。直到二次大战后传教

士进入前，多数的本南族仍以游牧

采集为生。他们住在非常偏远的森

林里。他们仍属未得之民，只有

5%的基督徒。在他们当中大约有

60 间教会，但 95%的教会没有牧

者牧养，因为要进到他们当中的路

途遥远，需步行数小时才到达，而

且牧者薪金低，又被这民族排斥。  

本南族群的识字率很低，不是每个孩

子都有机会受教育，甚至有好一些人

连身份证都没有。 

 

 

 

 

 

 

 

 

 

 

因此，叶政播弟兄和团队专注于服

侍当地的青少年，特别是住在学校

宿舍的学生，向他们传福音，提供

生命培训、圣经教导、品格塑造，

栽培他们成为能够使他人作主门徒

的基督门徒。据叶弟兄说，本南语

圣经已停止印刷近十年。因此，他

们提供本南语的有声圣经播放器供

他们使用，然而这不是免费的。  

 

 

 

 

 

 

叶弟兄及团队也做家访，在有需要

时派送食物给他们。每次进到他们

当中都非常艰辛和充满挑战，也常

面临极大的属灵争战，如车子抛锚

等。但所付出的都是值得，因为这

些原住民是我们天父所爱的。  

 

 

 

 

 

 

 

 

 

 

 

 

 

 

 

 

原汉故事  

叶弟兄呼吁我们要一起关注本

南族群，如他曾被《马可福

音》8 章 34 节所感动，因着经

历了神的爱，他愿意舍己，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进到

本南族群体中服侍他们。  

 

 

内容摘录自向东服务异象分享祷告会

(31/5)的分享人之一叶政播弟兄。  

叶政播弟兄来自砂拉越美里。2014 年清楚

上帝的呼召——服事本南族。2017 年加入

GCGC 成为义工。2018 年放下国际公司岗位

投入原住民事工。2021 年七月份加入美里

福音堂半职宣教同工。 

 



 

       情下人人居家避疫，就连添购日

常用品，也只能一人外出。出门前，

拟定购买数量、预备地方储存、戴上

口罩防护，再战兢启动车子引擎，已

是每户家的自发新常态。防控疫情，

人人有责，住在山上弥迦学院的 11

位导师和学员也不例外，导师们在下

山购物这件事上做了些微调整。 

从弥迦学院开车下山，山路崎岖不

平，近半小时的车子摇晃后，才抵达

超市。因行动范围只能在住家方圆十

公里，局限了选择超市的范围，导师

只能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日常用品。在

行管令实施初期，人民多次恐慌购

买，有时造成城市居民面对食物短缺

的威胁。但对乡里大部分原住民来

说，并不构成问题。导师们发现，多

数原住民都有耕种，拥有自己的农作

物。尽管行管令不断延长，原住民还

是可以透过种植自供自养，但是否能

维持家庭经济收入，就另当别论了。 

 

 

 

 

 

 

 

距离弥迦学院 15 分钟不到的路程，

有间原住民教会。每周主日，弥迦学

院 11 位成员都会前往当地教会，与

他们一同敬拜。导师得知，有些原住

民家庭无法将蔬果运到小镇巴刹售

卖，大大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就决

定改换购物路线，选择支持我们土地

的长子！没想到这样的改变，不仅减

少导师们下山的次数、避开人群拥挤

的场所，更是可以以便宜的价格购买

新鲜蔬菜、帮助原住民增加家庭收

入，还可以借此拉近彼此的关系。 

 

 

 

 

 

 

 

这段经历，让导师们再思跨文化的服

侍。有时候它不只是每周一次的例行

聚会；更多时候，它是一段关系，是

彼此生活上的交集。就像耶稣借着自

己让世人得以和天父修复关系，而在

这里华人和原住民都是神的孩子。因

此，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彼此帮补、服

侍、建立和造就，为的就是荣耀神！ 

 

从会友到

弥迦故事  

 “为了避免到人多拥挤和空间密闭

的场所，我们尽量减少下山次数，

转而光顾邻近原住民家庭，向他们

购买蔬菜和水果，维持在山上的生

活。没想到这样的改变，让我们从

每周一次只在教会见面，进展成朋

友，甚至是家人般的关系。” 

故事提供 / 李伟骏 ∙ 编辑 / 李倩颖 

换条路线 

疫 

某位导师说，“从前只因主日崇

拜，我们一个星期见他们一次。

如今却因为向他们买菜，我们有

更多机会聊天，有时他们还特意

留我们吃饭。没想到我们的关系

可以从普通友好，进展成朋友，

甚至是家人般的关系。对我们来

说，这就是原汉同行的美丽！” 

 



 

2010年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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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着为沙巴原住民孩子

争取良好的幼儿教育起步，维护下一

代的信仰，在内陆和当地教会配搭，

开办了 90 间学前教育中心。 

我国疫情从去年至今未好转，带给人

民许多生活上的困难，乡区的原住民

孩子也不例外。学前教育中心负责人

Rumba 女士表示，她和团队在 2020

年 3 月首次获知乡区的学前教育中心

被迫停课，顿时不知所措。当时上帝

藉着以赛亚书 60:1-2 中的“兴起发光”

鼓励她，虽大地被黑暗笼罩，但耶和

华荣耀的光要显现照耀。于是她与同

工们藉着这经文，发信息鼓励老师们

要刚强，一起勇敢面对疫情所带来的

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她不失

对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仍在掌权。 

 

 

 

 

 

 

 

 

 

JPPS 赶紧召开会议并拟定计划，帮助

老师们在停课期间确保学生仍能继续

学习。他们建议老师们写好每周教学

计划，再呈上至总部，只要计划可行

便能通过。初步计划虽已拟定，但要

配合内陆的学前教育中心一同执行，

却是千辛万苦，因为好些学前教育中

心坐落在没有电源和网络通讯不发达

的乡区。在可收到电讯网络的乡村，

老师们可透过 WhatsApp 群组把每周

的功课表和作业活动发给家长。但对

于网络通讯较弱甚至没有的乡区，老

师们则需亲自步行，把每周功课交给

村长、家长或学生。一星期后，老师

会收集学生的功课，再派发新作业。 

 
 

 

 

 

2020 年尾，行动管制令解除，乡区

学前教育中心终于能如常开课。但好

景不长，6 月份疫情再次爆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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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去年

的经验，老师们不再束手无策，比较

晓得如何应对。即便如此，老师们仍

需面对巨大的困难与挑战，如：设备

不完善和通讯不发达等。我们呼吁您

在祷告中纪念，求主帮助老师们有智

慧和能力应对挑战。 

 

全人关怀团队与华人教会配搭，资助

JPPS 其中 12间学前教育中心，于兰瑙

县 (Ranau) 和必达士县 (Pitas)。若有

兴趣资助这些乡区的学前教育中心，

请联系林妙霞姐妹 012-424 0118 

 

逆境中的
沙巴内陆学前教育中心迎来新契机  

 

向东动向 

虽然疫情迫使老师们在教学上

做出调整，这却促成新的尝试

与契机，让老师与家长能彼此

配搭，帮助孩子们在家依然能

完成作业和学习。 

 

文章 / 林妙霞 ∙ 编辑 / 梁子恩 



 

动态  六月学校假期结束，但行管令再

次实施，学校无法开课，老师只能安

排功课让学生在家完成。两位陪读班

老师已经预备好，在遵守标准作业程

序（SOP）下，若学生遇到功课问

题，可以到老师家中请教。 

代祷 求神带领乡区孩子们的学习，可

以透过这些练习作业掌握基本知识。

同时，求神带领两位原住民老师，有

智慧教导孩子们功课。 

代祷
请为向东服务 

 

 赋能 / 乡区陪读班 

动态  第三场的向东服务线上异象分享

祷告会中，林其兴传道分享了原住民

教会的挑战，并与参加者一同为原住

民教会祷告。9 月 13 日将迎来第四场

的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欲报名者，

请联络 012-4240118）。 

代祷  求神带领这每两个月一次的线上

聚会，帮助出席者更认识“原汉同

行”，兴起华人教会主动关注我国被忽

略的原住民肢体。 

 醒觉 / 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 

动态  因行管令，学前教育中心无法如

常开班。乡区通讯不发达，网络设备

不足，老师无法线上教学，只能安排

练习作业，让学生们在家自行完成。 

代祷  求主保守老师不要失去信心，虽

然面对许多困难和挑战，依然能勇敢

面对。求主保守家长能与老师一同配

合，在家督促孩子完成功课。 

 支援 / 乡区学前教育事工 

动态 培训已进入第四个月份，学员们

也已适应培训的模式：纪律作息、简

朴生活、团队精神、属灵操练。马来

语学习与沟通是跨文化宣教训练中最

重要的训练之一，也是多数学员们的

挑战。透过每天用马来语来沟通、阅

读马来语圣经、背诵马来语经文、学

习用马来语诗歌敬拜、用马来语做灵

修笔记和祷告，学员们的马来语能力

渐渐有很大的进步和突破。 

此外，行管令让一些老师无法跨县到

弥迦学院教课，弥迦学院山上也无法

收到网络讯号，好些课程因此耽搁延

后，接下来到内陆乡区的实习也会受

到影响。三位同工兼导师唯有靠主应

对突发情况，尽所能地继续带领学员

进行所需的培训及安排可行的实习。 

代祷 求主带领弥迦培训在疫情中依然

顺利进行。请为弥迦的导师祷告，叫

他们不胆怯，因为神所赐的乃是刚

强、仁爱、谨守的心；求神赐给同工

有智慧做教导。也请为弥迦学员的身

体健壮祷告，一些学员的身体状况不

佳（胃痛、背痛、精神不足）。学员

即将在八月份中进入乡区进行实习。

求主开路和引导，让导师晓得在疫情

下做出明智的安排。弥迦学员也正凭

信心筹募接下来实习所需的生活费

(RM2000)。求神供应！ 

 培训 / 弥迦学院 

 

“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

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

感谢我的神。” (腓立比书 1:5)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