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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汉同行

三三、四十年前，在彭亨州的某个
丛林中，林其兴传道（Pastor Lam 
Kee Hing）与一个基督徒男子一
起回应一群原住民的求助。那次的
帮助，开启了林传道对原住民的爱
戴，进到他们当中服侍，直到今天
他都与原住民建立持久并友好的关
系。

这几十年，林传道牧养原住民教
会、修读神学教育，并到沙巴神学
院担任讲师。因为看到原住民的
领导力需要提升，便于2004年开
创Cornerstone Resources Ber-
had，提供资源以鼓励、装备和强
化马来西亚各地原住民牧师和领
袖。

2021年7月19日，原汉同行分享祷
告会在线上举行，迎来40位华人基
督徒参与。这一次的主题讲员林其
兴传道，借着他多年的服侍经验，
与出席者分享现今马来西亚原住民
的挑战，并提供合适的回应策略，
让华人教会在与原住民同行的路
上，避免弄巧反拙。

谁是马来西亚原住民？谁是马来西亚原住民？

原住民教会

文章整理 / 李倩颖姐妹

原住民教会

很重要很重要

 马 来 西 亚 原 住 民 遍 布 在
半 岛 、 沙 巴 和 砂 拉 越 ， 分 别 称
为“Orang Asli”、“Anak Neg-
eri”和“Orang Asal”。根据
2017年我国人口统计，马来西亚
大约有370万原住民，占总人口
11.8%。

共有18个族群，归为三大类： 
Semang 、Senoi和 Proto-Malay 。

以往他们都是泛灵论者， 
但在21世纪部分原住民开始改教。

原住民是贫穷的民族，有81.4%原
住民处仍在贫穷线以下。

他们的教育水平很低，49.2%是
文盲，只有40%完成小学教育程

度，每年辍学率约有62%。

贫穷也影响到健康层面。因为居住
环境卫生因素，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浮现，如：肺结核、疟疾、腹泻病

和伤寒症等。

面对改教的问题。有宗教组织透过
教育、就业机会和物质要求原住民

改教。

半岛原住民半岛原住民
Orang AsliOrang Asli

1963年，半岛和沙巴、砂拉越联合
成立马来西亚时，沙巴基督徒人口
占41%，但现在降至26.6%。其中
因素包括：移居至澳洲、改教和许

多菲律宾外来移民。

沙巴原住民沙巴原住民
Anak NegeriAnak Negeri

共有42个族群，可分成200多种小
族群。最大的三大族群是 

Kadazan-Dusun、Bajau和Murut。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砂拉越基
督徒占39.06%，是唯一一个基督
徒占较大比例的州属。但同时，有

许多基督徒被改教。

Orang AsalOrang Asal

共有40个小族群。 
每个小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生活和语言。最大的族群是 
Dayak，而在Dayak之中最大的小
族群是Iban，占了总数的30%。

 因此，林传道的心志就是希
望赶快强化原住民教会，好让原住
民基督徒可以不受外界影响，同时
也可以影响其他族群。

原住民教会很重要原住民教会很重要

 原住民教会对马来西亚教会
的未来，至关重要。纵观整体，基
督徒占了马来西亚人口的9.2%，而
沙巴砂拉越的原住民基督徒就占了
其中的70%。这意味着，每9至10
个基督徒当中就有7位是原住民。
因着庞大人数及土著身份，原住民
在国家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砂拉越原住民砂拉越原住民

每9至10个基督徒当中就有7个是原住民。

 从正面角度来看，他们有着
影响马来西亚属灵氛围的潜能。自
1950年代经历了卷席婆罗洲的四次
属灵复兴，原住民非常渴慕神。他
们可以带动灵命成长与转化，也可
以为他们的地区带来社会经济的影
响力。此外，他们的土著身份有助
于他们在政府部门或公务官员当中
担任重要的职位，可以成为政治力
量和势力。所以，我们需要祷告，
求主兴起原住民基督徒有约书亚的
勇气或像但以理一样愿意在政治领
域服侍。

 而从负面角度看，虽然原住
民人数高，但无奈领导力薄弱，资
源缺乏。导致的因素很多，其中历
史可追溯到英殖民时期，外国宣教
士带到沙巴砂拉越建立教会，但却
没能赋能于原住民基督徒。在这些
宣教士离开后，西马教会也开始给
予援助。这是好的现象，但也暴露
了其中两大缺点，第一是以高姿态
的方式，出于可怜和同情，帮助他
们的同时控制他们。第二则是有救
济心态，常提供免费金钱和物资，
很少注重赋能，导致原住民更加贫
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算过很
多年，许多人曾给予帮助，但原住
民在各方面都没什么改变。

 除了历史因素，原住民本身
也有族群之间的竞争和政治立场不
同的对立。这衍生到教会中，信徒
之间分成两派，在选择原住民领袖
时特别显著。他们花很多时间和精
力举办活动，却鲜少建立信仰根
基。倘若负面情况持续不变，他们
就会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如轻易改
教和觉得教会生活乏味。

帮助他们克服挑战帮助他们克服挑战

 下一期快讯会跟大家分享华
人在与原住民同行中经常犯的错
误，建议采取的原则和方式。若您
想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的快讯
吧！

欲参与线上异象分享会
林妙霞 012-42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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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加恩弟兄文 / 吴加恩弟兄

目目前，我国疫情依然严峻，几乎前，我国疫情依然严峻，几乎
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包括乡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包括乡
区原住民。区原住民。

	 透过对周围乡区的观察，并	 透过对周围乡区的观察，并
与所服事的原住民谈话，我们发现与所服事的原住民谈话，我们发现
疫情带给他们的两个挑战，就是孩疫情带给他们的两个挑战，就是孩
子的教育学习，以及信徒灵命缺乏子的教育学习，以及信徒灵命缺乏
喂养。喂养。

	 由于许多乡村的通讯网络不
顺畅，尤其是较偏僻的内陆地区，
那些需要上网课的乡区孩子们便无
法有效地学习。因此，老师只能和
家长联系与配合，透过WhatsApp
群组交代学生每星期需要完成的课
业，并由家长监督孩子的学习进度
和自律。然而，这样的方式对那些
原住民家长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
战，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家
长。	

	 而回到乡区里的大专生，也
经常面对网络中断的困扰，特别是
在下雨天。因此，他们有时候只好
跑到更高的地区或山上，寻找更稳
定的讯号，才能好好地上课或交功
课。

	 行动管制令实行几个月以
来，教会都被迫暂停所有聚会和宗
教活动。网络的不稳定也让乡区
教会无法如城市教会般，改成线上
聚会；而多数的乡区信徒也都无法
积极参与线上聚会。一些原住民牧
者依然未习惯在线上来牧养信徒。
种种情况相叠，信徒的灵命渐渐冷
淡、信心软弱、更缺少了建立彼此
关系的团契生活。

	 乡区原住民教会的信徒	 乡区原住民教会的信徒
大多都是来自同一个乡区，他大多都是来自同一个乡区，他
们都住在不超过3或5公里的们都住在不超过3或5公里的
范围里。因此，乡区里开始有范围里。因此，乡区里开始有
一些传道人采用无线对讲机一些传道人采用无线对讲机
（walkie-talkie）与信徒家庭（walkie-talkie）与信徒家庭
保持联系，以便进行基本的牧保持联系，以便进行基本的牧
养工作，如慰问、代祷、讲养工作，如慰问、代祷、讲
道。目前，弥迦学院购买了6道。目前，弥迦学院购买了6
台无线对讲机，让学员在实习台无线对讲机，让学员在实习
的乡村里以此服事当地信徒。的乡村里以此服事当地信徒。
然而，这样的通讯方式需要双然而，这样的通讯方式需要双
方都拥有一台无线对讲机，这方都拥有一台无线对讲机，这
也意味着每一个信徒家庭都需也意味着每一个信徒家庭都需
要一台，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要一台，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
有能力购买。有能力购买。

	 而华人教会可以如何协助他
们度过这些难关，与他们同行？除
了继续在代祷中记念他们的需要和
所面对的困境，我们可以赞助每个
信徒家庭一台无线对讲机，好让这
些信徒家庭仍能继续保持联系、得
到牧养。我们也可以资助孩子们线
上上课的电话网络费，好让他们可
以有稳定的网络继续学习。若您有
感动来资助他们的需要，请与我们
联系。（联络号码在最后一页）

原住民的生活

吴加恩吴加恩
弥迦学院院长弥迦学院院长

院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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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转介，向东服务有幸
接洽Makan	 Kongsi	 2.0计划。
这计划是一家得到Bersih	 2.0支持
的组织所启动，由“愿景工程” 
（ENGAGE）以及“良善厨房”
（The	 Good	 Kitchen）共同策
划，目的是确保社会中最脆弱的一
群人士，在行管期间能获得基本生
活必需品，没有人因此挨饿。我们
联系了原住民领袖，了解他们的情
况后，共为95名原住民牧者申请
Makan	 Kongsi	 2.0食物援助金，
希望缓解他们食物短缺的问题。

他们快没 
食物吃了…

文 / 林妙霞姐妹文 / 林妙霞姐妹

	 在这期间，有些村庄爆发感
染群，政府因此加强行管令，原住
民便无法外出工作，失去经济来
源。原住民牧者在解自己的燃眉之
急的同时，也协助我们收集了其他
家庭的资料，以申请食物援助金。
原住民牧者获得全人关怀团队津贴
的车油费，代表村庄前往镇内的杂
货店购物，购买自己所需的同时，
也为村内求助的原住民家庭采购。

	 食物援助金虽然不多，但对
于欠缺食物的家庭来说，却是能够
解决他们紧急的需要，暂时度过难
关，尤其是那些失去收入的原住民
牧者。若疫情仍继续影响这些牧者
的家庭经济，我们有必要去探讨长
远的解决方案，帮助这些牧者在教
会奉献减少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自
助自立，仍有能力继续牧养信徒。

受惠牧者家庭

 哥打马鲁都麻洛巴洛地区

2929

SIB教会牧者和传道人

受惠牧者家庭

6666

10个原住民村

受惠原住民家庭

518518

今今年，政府宣布实施行动管制3.0年，政府宣布实施行动管制3.0
后不久，沙巴内陆原住民牧者就向后不久，沙巴内陆原住民牧者就向
我们求助。实体崇拜暂停一年有我们求助。实体崇拜暂停一年有
多，原住民会友的奉献趋近于零。多，原住民会友的奉献趋近于零。
这导致教会无法支付牧者薪金，有这导致教会无法支付牧者薪金，有
些堂会甚至要求他们放无薪假。原些堂会甚至要求他们放无薪假。原
住民牧者平均收入本就不到六百令住民牧者平均收入本就不到六百令
吉，现下更是没了收入，面临着家吉，现下更是没了收入，面临着家
庭经济的危机，三餐都出现问题。庭经济的危机，三餐都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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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过四个月培训装备，八月中，
弥迦学员进入乡区服事，开始了一
个新的阶段。目前，沙巴依然不开
放跨县，学员们只能被安排到附近
的原住民乡村，与当地原住民教会
合作配搭，一起服事当地的信徒和
村民。 

Learning（学习）Learning（学习）

弥迦学员
进村啦

借着乡区的服事，鼓励学员们谦卑借着乡区的服事，鼓励学员们谦卑
向当地原住民学习。无论是学习他向当地原住民学习。无论是学习他
们的语言（Dusun）与传统文化（们的语言（Dusun）与传统文化（
诗歌、舞蹈、食物、手艺），或是诗歌、舞蹈、食物、手艺），或是
聆听他们的历史与故事等等，相信聆听他们的历史与故事等等，相信
都能让学员们更欣赏与珍惜原住民都能让学员们更欣赏与珍惜原住民
文化的美。文化的美。

Experiencing（体验）Experiencing（体验）
学员们在乡区服事时，参与当地乡学员们在乡区服事时，参与当地乡
区的生活，更多体验他们的日常，区的生活，更多体验他们的日常，
，如割胶、种植、团契与简朴的生，如割胶、种植、团契与简朴的生
活。如此近距离的原汉同行，相信活。如此近距离的原汉同行，相信
学员们将更能体验在主里跨文化与学员们将更能体验在主里跨文化与
跨族群的美好团契。跨族群的美好团契。

Applying（应用）Applying（应用）
学员们在经过了一系列训练与装备 学员们在经过了一系列训练与装备 
如传福音、属灵操练、儿童教导、如传福音、属灵操练、儿童教导、
家庭探访、社区发展理念等等，能家庭探访、社区发展理念等等，能
够有智慧地将其应用在乡区服事中够有智慧地将其应用在乡区服事中
希望学员们借着更多的应用和实希望学员们借着更多的应用和实
习，能更多操练和发挥自身的恩习，能更多操练和发挥自身的恩
赐，在服事中更熟练与自信。赐，在服事中更熟练与自信。

Discipleship（门训）Discipleship（门训）
在服事人们需要的同时，学员们也在服事人们需要的同时，学员们也
不忘使人做主门徒的大使命。学员不忘使人做主门徒的大使命。学员
们学习带领当地教会的信徒，不论们学习带领当地教会的信徒，不论
是孩童或成人，都能在灵命上更成是孩童或成人，都能在灵命上更成
熟，忠心跟从耶稣，期盼看见当地熟，忠心跟从耶稣，期盼看见当地
教会产生更多愿意事奉神的门徒。教会产生更多愿意事奉神的门徒。

这次学员们乡区服事的
四个方向和焦点（L.E.A.D）四个方向和焦点（L.E.A.D）

 因着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因着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
即使在乡村，学员们所能服事的范即使在乡村，学员们所能服事的范
围和形式依然有限，更是无法在教围和形式依然有限，更是无法在教
堂进行聚会。每个星期，学员们都堂进行聚会。每个星期，学员们都
会花上几天时间走访乡村各处，观会花上几天时间走访乡村各处，观
察当地的环境，并与所遇到的村民察当地的环境，并与所遇到的村民
们谈话、建立关系。有时，他们也们谈话、建立关系。有时，他们也
会去拜访当地的教会牧者和领袖，会去拜访当地的教会牧者和领袖，
更多认识他们的同时，也从中了解更多认识他们的同时，也从中了解
教会信徒的需要和情况。教会信徒的需要和情况。

 由于附近村庄有原住民确诊 由于附近村庄有原住民确诊
大约二十户家庭被迫居家隔离。弥大约二十户家庭被迫居家隔离。弥
迦学院导师和学员决定主动关心他迦学院导师和学员决定主动关心他
们的需要，借着申请到的食物援助们的需要，借着申请到的食物援助
金，购买并包装二十份食物包，包金，购买并包装二十份食物包，包
括一些防疫用品，透过村长派送给括一些防疫用品，透过村长派送给
他们。此外，学员们也写了祷告信他们。此外，学员们也写了祷告信
给每户隔离中的家庭，安慰和鼓励给每户隔离中的家庭，安慰和鼓励
他们。居家隔离的同时，这些家庭他们。居家隔离的同时，这些家庭
也与外界隔离，但这不能使他们与也与外界隔离，但这不能使他们与
基督的爱隔离，我们依然能藉着实基督的爱隔离，我们依然能藉着实
际的关怀行动，让他们体会到基督际的关怀行动，让他们体会到基督
的爱。的爱。

 求主继续带领弥迦学员，当 求主继续带领弥迦学员，当
他们走动在乡区里服事时，愿上帝他们走动在乡区里服事时，愿上帝
的爱也在乡村走动。的爱也在乡村走动。

弥迦
新闻

（SOP）（SOP）

文/吴加恩弟兄

，，

。。

，，



55事工与代祷

	 因着疫情严峻，从6月的学校
假期开始至今，乡区陪读班仍无法
进行。7月尾，村里有好几位村民
确诊，全村自行封村。乡区的小学
没有办法上网课，老师只能安排功
课，让孩子在家完成。

动态动态

请为向东服务

代祷
代祷

代祷
乡区陪读班

	 求神恩待这些乡区孩子们的
学习。虽然没有办法回校上课，但
依然可以透过做练习，掌握基本知
识。求神继续带领两位陪读班原住
民老师，有智慧在无法开班的情况
下教导孩子们的课业。

代祷代祷

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 

	 9月13日，迎来第四场《向
东服务·原汉同行》线上异象分享
祷告会。Pastor	 Lam	Kee	Hing与
大家分享了自己服侍原住民教会近
40年的宝贵经验与功课，希望华
人教会在与原住民同行的过程中，
能避免一些错误。他也提出了服侍
原住民当有的原则和方式，赋权予
他们。趁着国家即将欢庆马来西亚
日，与出席者同心祝福马来西亚，
并特别为原住民的需要祷告。

动态动态

	 求神带领每一位参与这线上
聚会的主内肢体，勇敢回应神放在
我们心中的感动，并愿意与原住民
同行。求神带领全人同工，赐智慧
及策略，如何与华人教会更实际地
服侍原住民群体。

代祷代祷

乡区学前教育事工 

	 行动管制令导致学前教育中
心无法如常开班。乡区的通讯不发
达，加上网络设备有限，老师们
无法利用网络来教学。目前老师只
能安排练习作业给学生在家自行完
成。

动态动态

	 求主保守老师不要失去信
心，能够勇敢面对许多困难和挑
战。求主保守家长能与老师一同配
合，在家督促孩子完成功课。

代祷代祷

弥迦学院
	 8月16日，弥迦学员进入第二
阶段的培训：乡区服事。因着行管
令的限制，学员无法跨县到兰瑙内
陆的原住民村。但感谢神，这次祂
带领学员到弥迦学院附近的原住民
村庄进行实习服事。他们会与当地
的原住民教会合作配搭，去体验原
汉同行的生活。

动态动态

	 求主带领和保守学员的实习
过程，在疫情不稳定和行动管制令
的限制下，依然能够进行他们的服
事，并且与当地原住民彼此守望。

向东服务联络人	（Whatsapp）

代祷代祷

-	完	-

石安妮	010-297	9638
吴加恩	010-216	2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