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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同行同行

古道上的

新发现

原原

（三）

执行长的话 11

文 黄恩德牧师/

透过顺服，才能真正体验向神透过顺服，才能真正体验向神
说YES到底的喜乐、满足、平说YES到底的喜乐、满足、平
安与蒙福！安与蒙福！

第四大发现第四大发现

顺顺服不单是每一位弥迦学员需要服不单是每一位弥迦学员需要
学习的功课，甚至是每一位认真跟学习的功课，甚至是每一位认真跟
随主的门徒，必学但却难以学懂的随主的门徒，必学但却难以学懂的
功课。功课。

	 一个月前，当我为安排周末	 一个月前，当我为安排周末
行程祷告后，古晋这个城市一直盘行程祷告后，古晋这个城市一直盘
旋在我脑海，我其实万般不情愿向旋在我脑海，我其实万般不情愿向
这个感动说YES。除了忙着来年高这个感动说YES。除了忙着来年高
峰会的节目制作，我同时间有好几峰会的节目制作，我同时间有好几
篇讲章、讲座及稿件（包括这篇）篇讲章、讲座及稿件（包括这篇）
还在酝酿中，但截止日期已近在眉还在酝酿中，但截止日期已近在眉
梢。	大儿子提醒，大马才刚解禁开梢。	大儿子提醒，大马才刚解禁开
放，机场肯定人潮汹涌，而且要去放，机场肯定人潮汹涌，而且要去
的目的地还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其的目的地还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其
中一州。自己心里嘀咕，为了一场中一州。自己心里嘀咕，为了一场
讲道，及约见一位对方致电邀约多讲道，及约见一位对方致电邀约多
次的事工支持者，是否值得？多年次的事工支持者，是否值得？多年
服侍的属灵操练，我带着满头的问服侍的属灵操练，我带着满头的问
号顺服神来到古晋。号顺服神来到古晋。

	 主日宣讲的教会是一家我未	 主日宣讲的教会是一家我未
曾拜访过的原住民教会。抵达目的曾拜访过的原住民教会。抵达目的
地后，该教会主任牧师致电交流，地后，该教会主任牧师致电交流，
我才发现这家教会非常活跃往内陆我才发现这家教会非常活跃往内陆
宣教及植堂。讲道后我与领袖交谈宣教及植堂。讲道后我与领袖交谈
才发现，这家教会其实正好是全人才发现，这家教会其实正好是全人
要带领短宣队伍深入探索砂拉越原要带领短宣队伍深入探索砂拉越原
住民教会的理想伙伴，灵里很深地住民教会的理想伙伴，灵里很深地
意识到，这家教会将是全人与婆罗意识到，这家教会将是全人与婆罗
洲基督教会（BEM）在去年九月签洲基督教会（BEM）在去年九月签
署合作备忘录后祷告的答案。感谢署合作备忘录后祷告的答案。感谢
主！主！

黄恩德牧师（左）与 Matthew 牧师（右）黄恩德牧师（左）与 Matthew 牧师（右）

	 三番几次催促我来古晋一定	 三番几次催促我来古晋一定
要见个面的事工支持者，带了另外要见个面的事工支持者，带了另外
两位主内肢体一同用餐。在我们相两位主内肢体一同用餐。在我们相
约的餐馆，一位小贩知道我是牧师约的餐馆，一位小贩知道我是牧师
后，要求我为近期缠绕她并需要出后，要求我为近期缠绕她并需要出
路的难题祷告。奈何这位小贩讲的路的难题祷告。奈何这位小贩讲的
乡话我听不懂，感谢神预备了第一乡话我听不懂，感谢神预备了第一
次见面的两位肢体通晓这位小贩的次见面的两位肢体通晓这位小贩的
乡话，现场充当我们的翻译，让我乡话，现场充当我们的翻译，让我
能顺利以祷告及协谈服侍这位处在能顺利以祷告及协谈服侍这位处在
绝望中的邻舍。赞美主！绝望中的邻舍。赞美主！

	 我在古晋写着这篇文章，来	 我在古晋写着这篇文章，来
了猫城两天终于明白神为何要牵引了猫城两天终于明白神为何要牵引
我在这个时间点探访这座城市。除我在这个时间点探访这座城市。除
了完成预先安排好的任务，神还让了完成预先安排好的任务，神还让
我这趟旅程有预想不到的惊喜与收我这趟旅程有预想不到的惊喜与收
获。我不单有机会与阔别数年的同获。我不单有机会与阔别数年的同
乡老友与主内家人叙旧团契，神还乡老友与主内家人叙旧团契，神还
让我无心插柳地约见了一位疫情前让我无心插柳地约见了一位疫情前
刚领受异象，要动员教会走向原住刚领受异象，要动员教会走向原住
民的华人牧者。我与这位牧者初次民的华人牧者。我与这位牧者初次
见面却一见如故，我们在不同的时见面却一见如故，我们在不同的时
间点领受同一个负担，相信神已经间点领受同一个负担，相信神已经
在为我们铺设一起服侍原住民的前在为我们铺设一起服侍原住民的前
路。路。

正如耶利米书7：23说：正如耶利米书7：23说：

“……你们当听从我“……你们当听从我
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的话，我就做你们的
神，你们也做我的子神，你们也做我的子
民。你们行我所吩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
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的一切道，就可以得
福。”福。”

简言之，简言之，
顺服神的吩咐是神儿女爱神最真实顺服神的吩咐是神儿女爱神最真实
的表现与标志。的表现与标志。

				阿们？				阿们？
  

。。。。待续		。。。。待续		

点击阅读点击阅读
“古道上的新发现（一）&（二）”“古道上的新发现（一）&（二）”

点击阅读点击阅读
“古道上的新发现（一）&（二）”“古道上的新发现（一）&（二）”

https://www.histeam.org.my/uploads/2/4/7/8/24788289/%E5%8F%A4%E9%81%93%E4%B8%8A%E7%9A%84%E6%96%B0%E5%8F%91%E7%8E%B0_1_2.pdf
https://www.histeam.org.my/uploads/2/4/7/8/24788289/%E5%8F%A4%E9%81%93%E4%B8%8A%E7%9A%84%E6%96%B0%E5%8F%91%E7%8E%B0_1_2.pdf
https://www.histeam.org.my/uploads/2/4/7/8/24788289/%E5%8F%A4%E9%81%93%E4%B8%8A%E7%9A%84%E6%96%B0%E5%8F%91%E7%8E%B0_1_2.pdf
https://www.histeam.org.my/uploads/2/4/7/8/24788289/%E5%8F%A4%E9%81%93%E4%B8%8A%E7%9A%84%E6%96%B0%E5%8F%91%E7%8E%B0_1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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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谁谁
愿愿意意

接
下

原汉同行
的火炬

文 吴加恩弟兄/

时时光飞逝，弥迦学员的乡区实习光飞逝，弥迦学员的乡区实习
来到了尾声。这三个月，他们住在来到了尾声。这三个月，他们住在
原住民乡村里，尝试去认识原住原住民乡村里，尝试去认识原住
民，体验当地的生活，也学习如何民，体验当地的生活，也学习如何
服事原住民。我相信这样的原汉同服事原住民。我相信这样的原汉同
行经验，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会是非行经验，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会是非
常难忘。他们的实习结束后，我将常难忘。他们的实习结束后，我将
带他们去见一些人，一些我在沙巴带他们去见一些人，一些我在沙巴
服事四年所认识的属灵领袖，他们服事四年所认识的属灵领袖，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原汉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原汉
同行的美好见证。我希望弥迦学员同行的美好见证。我希望弥迦学员
能够认识这些原汉同行的前辈，聆能够认识这些原汉同行的前辈，聆
听他们原汉同行的生命见证，能更听他们原汉同行的生命见证，能更
具体地看见这些华人基督徒如何长具体地看见这些华人基督徒如何长
期委身于服事原住民。期委身于服事原住民。

第一位我所敬佩的原汉同行第一位我所敬佩的原汉同行
前辈——林其兴传道（Pas-前辈——林其兴传道（Pas-
tor Lam Kee Hing）。tor Lam Kee Hing）。

第二位我所敬佩的原汉同行第二位我所敬佩的原汉同行
前辈——涂恩友院长/牧师。前辈——涂恩友院长/牧师。

 Pastor Lam是弥迦学院的老 Pastor Lam是弥迦学院的老
师之一，也是我个人的属灵督导。师之一，也是我个人的属灵督导。
他教导了我许多属灵功课，指导我他教导了我许多属灵功课，指导我
如何更好地与原住民同行。Pastor 如何更好地与原住民同行。Pastor 
Lam来自柔佛，出生于贫苦的家Lam来自柔佛，出生于贫苦的家
庭。中学毕业后，进入马来亚大学庭。中学毕业后，进入马来亚大学
修读经济学士。在大学期间面对人修读经济学士。在大学期间面对人
生绝望，试图自杀了结生命，却蒙生绝望，试图自杀了结生命，却蒙
了上帝恩典，重生得救，成为基督了上帝恩典，重生得救，成为基督
徒。大学毕业后，他获得银行的录徒。大学毕业后，他获得银行的录
取，拥有大好前途，但他却选择顺取，拥有大好前途，但他却选择顺
服神的呼召，加入福音机构（读经服神的呼召，加入福音机构（读经
会Scripture Union）成为全职同会Scripture Union）成为全职同
工。之后，他在一间教会做牧养的工。之后，他在一间教会做牧养的
服事。这期间上帝让他有机会接触服事。这期间上帝让他有机会接触
西马彭亨州的原住民族群，这也是西马彭亨州的原住民族群，这也是
他开始服事原住民的起点。他开始服事原住民的起点。

 后来上帝带领他去到沙巴， 后来上帝带领他去到沙巴，
在一间原住民教会牧养，谦卑与在一间原住民教会牧养，谦卑与
原住民同行。牧养教会十年后，原住民同行。牧养教会十年后，
他看见原住民教会的一个重大需他看见原住民教会的一个重大需
要——原住民教会的领导需要被要——原住民教会的领导需要被
提升，以及栽培更多年轻原住民领提升，以及栽培更多年轻原住民领
袖。于是，他放下牧养的工作，创袖。于是，他放下牧养的工作，创
办了一个机构（Cornerstone Re-办了一个机构（Cornerstone Re-
sources Berhad），其使命乃是要sources Berhad），其使命乃是要
提升、装备和赋能于原住民教会领提升、装备和赋能于原住民教会领
袖，让原住民教会被兴起，发挥她袖，让原住民教会被兴起，发挥她
的潜能，完成她的命定。林传道在的潜能，完成她的命定。林传道在
原住民教会中受到原住民的尊敬与原住民教会中受到原住民的尊敬与
爱戴，因为他真诚与原住民走在一爱戴，因为他真诚与原住民走在一
起，陪伴和爱护他们，就像一个有起，陪伴和爱护他们，就像一个有
为父之心的牧者拥抱原住民教会。为父之心的牧者拥抱原住民教会。

吴加恩弟兄（左）与林其兴传道（右）吴加恩弟兄（左）与林其兴传道（右）

弥迦学员与涂恩友牧师/院长（右）弥迦学员与涂恩友牧师/院长（右）

 涂牧师院长是沙巴神学院的 涂牧师院长是沙巴神学院的
创办人及院长，他也是弥迦学院的创办人及院长，他也是弥迦学院的
顾问之一。他二十五岁毕业于香港顾问之一。他二十五岁毕业于香港
神学院后，当地教会邀请他留在神学院后，当地教会邀请他留在
香港服侍，然而神却呼召他回到沙香港服侍，然而神却呼召他回到沙
巴，而他和妻子顺服神的差遣，一巴，而他和妻子顺服神的差遣，一
同进入沙巴北部的偏僻内陆地区，同进入沙巴北部的偏僻内陆地区，
服事当地贫穷的原住民群体，牧养服事当地贫穷的原住民群体，牧养
当地的原住民教会。夫妻俩人谦当地的原住民教会。夫妻俩人谦
卑地与当地的龙古斯族群（Run-卑地与当地的龙古斯族群（Run-
gus）住在一起，从事跨文化宣教gus）住在一起，从事跨文化宣教
超过十多年之久。超过十多年之久。

 在他与沙巴原住民同行的过 在他与沙巴原住民同行的过
程中，他看见原住民教会严重缺乏程中，他看见原住民教会严重缺乏
传道人，迫切需要培训更多原住民传道人，迫切需要培训更多原住民
传道人或牧者来牧养原住民教会。传道人或牧者来牧养原住民教会。
因此，他凭信心顺服神的呼召，勇因此，他凭信心顺服神的呼召，勇
敢创办沙巴神学院（Sabah Theo-敢创办沙巴神学院（Sabah Theo-
logical Seminary），主要为了培logical Seminary），主要为了培
训更多原住民传道人，因为在当时训更多原住民传道人，因为在当时
并没有一间培育原住民传道人的神并没有一间培育原住民传道人的神
学训练中心。沙巴神学院是马来西学训练中心。沙巴神学院是马来西
亚首间以马来文教学为主的神学亚首间以马来文教学为主的神学
院。无可否认，这是涂恩友院长为院。无可否认，这是涂恩友院长为
本土原住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本土原住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
一。之后，涂院长也曾担任马来西一。之后，涂院长也曾担任马来西
亚巴色会的会督，带领沙巴华人教亚巴色会的会督，带领沙巴华人教
会连接于原住民，推动华人教会去会连接于原住民，推动华人教会去
关心原住民群体。关心原住民群体。

在林其兴传道和涂恩友院长在林其兴传道和涂恩友院长
的身上，我们看见活出弥迦的身上，我们看见活出弥迦
书六章八节的信仰见证书六章八节的信仰见证

  —— 行公义，—— 行公义，
好怜悯，好怜悯，

谦卑与上帝同行。谦卑与上帝同行。

 他们为年轻一代留下美好的 他们为年轻一代留下美好的
信仰榜样、原汉同行的美好脚踪。信仰榜样、原汉同行的美好脚踪。
这些原汉同行的前辈，用尽他们一这些原汉同行的前辈，用尽他们一
生在本土跨文化宣教上默默耕耘的生在本土跨文化宣教上默默耕耘的
属灵遗产，我们这一代是否有人愿属灵遗产，我们这一代是否有人愿
意起来去继承，去接下他们手中的意起来去继承，去接下他们手中的
火炬？火炬？

我祷告，愿上帝藉着弥迦
学院的事工，在华人教会中
兴起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原汉
同行的异象，愿意踏上跨文
化宣教的行列，走入原住民
群体，与他们同心同行。

弥迦信息



原来原来
这才是

真正地

放下自己放下自己

这才是
文 李倩颖姐妹/

9月9月15日中午，沙巴连续降了两15日中午，沙巴连续降了两

小时大雨。一位导师正在办公室上小时大雨。一位导师正在办公室上

网课，另一位导师则与8位学员呆网课，另一位导师则与8位学员呆

在原住村民的家中。那是他们在乡在原住村民的家中。那是他们在乡

区实习时所住的房子，屋主一家如区实习时所住的房子，屋主一家如

今已搬到城市居住。 今已搬到城市居住。 

 导师看到住家前的水沟浸 导师看到住家前的水沟浸

水，觉得不妥，就与一位学员走到水，觉得不妥，就与一位学员走到

河流附近探查周围环境，不料惊讶河流附近探查周围环境，不料惊讶

发现河水暴涨，开始与河岸齐平。发现河水暴涨，开始与河岸齐平。

导师即刻吩咐那位学员赶紧回到住导师即刻吩咐那位学员赶紧回到住

宿，紧急通知大家准备撤离，但其宿，紧急通知大家准备撤离，但其

他学员们却以为他在开玩笑。直到他学员们却以为他在开玩笑。直到

导师回来，表情严肃紧张地命令学导师回来，表情严肃紧张地命令学

员赶紧收拾时，学员们这才察觉事员赶紧收拾时，学员们这才察觉事

态严重。态严重。

河水暴涨，开始与河岸齐平河水暴涨，开始与河岸齐平

这时，这时，

一位原住民一位原住民

穿着救生衣走过来……穿着救生衣走过来……

驻足在学员们的住家门口，并告知驻足在学员们的住家门口，并告知

大家出去的路因淹水而遭封锁，随大家出去的路因淹水而遭封锁，随

后带着大家另辟蹊径，另行一条经后带着大家另辟蹊径，另行一条经

过油棕园的路。这条路水淹至膝过油棕园的路。这条路水淹至膝

盖，学员们背着背包小心翼翼地跟盖，学员们背着背包小心翼翼地跟

着那位原住民的步伐，穿过几片树着那位原住民的步伐，穿过几片树

林，再爬个小斜坡，最后抵达避难林，再爬个小斜坡，最后抵达避难

所（即当地原住民教会）。 所（即当地原住民教会）。 

 学员们被分配到几个原住民 学员们被分配到几个原住民

家中留宿。经过大半天的精神耗家中留宿。经过大半天的精神耗

损，大家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心来安损，大家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心来安

顿自己。当晚的晚餐，是一碗再平顿自己。当晚的晚餐，是一碗再平

凡不过的即食面，但对正在逃难中凡不过的即食面，但对正在逃难中

的弥迦学员而言，这已经是最美味的弥迦学员而言，这已经是最美味

和丰富的一餐了。和丰富的一餐了。

能吃到食物，能吃到食物，

他们格外珍惜！他们格外珍惜！

 水灾的缘故，村里许多地方 水灾的缘故，村里许多地方

停电，也没有干净的水源。学员们停电，也没有干净的水源。学员们

换上衣服，铺好睡袋，盖上破洞的换上衣服，铺好睡袋，盖上破洞的

被单，紧合着双眼希望能赶快度过被单，紧合着双眼希望能赶快度过

又冷又累的夜晚。有些学员甚至累又冷又累的夜晚。有些学员甚至累

得一躺下就打呼，有些则辗转反得一躺下就打呼，有些则辗转反

侧，失眠一整夜。侧，失眠一整夜。

这份疲累，一直延续至第二天……这份疲累，一直延续至第二天……

 “灾区的水退了！” 这是村 “灾区的水退了！” 这是村

里的人到处传播的消息。正享用早里的人到处传播的消息。正享用早

餐的学员在听到好消息后，纷纷打餐的学员在听到好消息后，纷纷打

算回住家休息。就在这时，某个村算回住家休息。就在这时，某个村

民号召大家，为受灾较严重的原住民号召大家，为受灾较严重的原住

民清洗房子。学员们心中十分不情民清洗房子。学员们心中十分不情

愿，但因着服侍，还是带着疲惫的愿，但因着服侍，还是带着疲惫的

身躯，选择踏出舍己的脚步，前往身躯，选择踏出舍己的脚步，前往

灾区。 灾区。 

 这脚一踏出，便连结了从没 这脚一踏出，便连结了从没

说上话的几个原住民家庭。他们是说上话的几个原住民家庭。他们是

天主教徒，住在较靠近河流的地天主教徒，住在较靠近河流的地

方。这次水灾，他们房子的破损最方。这次水灾，他们房子的破损最

为明显。众学员来到他们家中，铲为明显。众学员来到他们家中，铲

走泥土、搬走枝叶，希望让他们能走泥土、搬走枝叶，希望让他们能

尽快重返家园。有了这次的连结，尽快重返家园。有了这次的连结，

每当学员们经过那几间家，不再每当学员们经过那几间家，不再

只是与他们四目相对，而是停下车只是与他们四目相对，而是停下车

来，予以嘘寒问暖。来，予以嘘寒问暖。

 “疲惫中，仍要学习舍己” “疲惫中，仍要学习舍己”

，这是8位弥迦学员和他们的导师，这是8位弥迦学员和他们的导师

在这场灾难中最宝贵的学习。原在这场灾难中最宝贵的学习。原

来，真正地放下自己，不是舒服来，真正地放下自己，不是舒服

的，但内心却是富足的。的，但内心却是富足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位原住民弟兄的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位原住民弟兄的
出现，他带着我们9个人从快被淹出现，他带着我们9个人从快被淹
水的住处，穿过树林、竹林，涉过水的住处，穿过树林、竹林，涉过
涨水地区直到安全的地方。感谢他涨水地区直到安全的地方。感谢他
们的接待，让我们有地方住，不至们的接待，让我们有地方住，不至
于流离失所。第二天，我们清洗了于流离失所。第二天，我们清洗了
两家被河水和泥浆袭击的房屋，很两家被河水和泥浆袭击的房屋，很
高兴我们能帮上忙。说真的，过程高兴我们能帮上忙。说真的，过程
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是丰富且平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是丰富且平
安的。安的。

虽然很疲惫，

但是心里是丰富且平安。

真正地放下自己

     尽力帮助他人…

众学员来到他们家中，铲走泥土、搬走枝叶…众学员来到他们家中，铲走泥土、搬走枝叶…

陈秀蓉：

吴其原：

当初得知隔壁村因水灾受到严重影当初得知隔壁村因水灾受到严重影
响而需要帮忙时，我确实非常疲响而需要帮忙时，我确实非常疲
惫，但我还是祈求上帝赐予我力惫，但我还是祈求上帝赐予我力
量。到了那里，实在是惨不忍睹，量。到了那里，实在是惨不忍睹，
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就把疲惫和情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就把疲惫和情
绪都放在一旁，先专注服侍。当我绪都放在一旁，先专注服侍。当我
感觉快要不行的时候，上帝派导师感觉快要不行的时候，上帝派导师
带来KFC为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带来KFC为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
重新振作起来。这段经历，让我学重新振作起来。这段经历，让我学
习了很多宝贵的功课，其中一项就习了很多宝贵的功课，其中一项就
是真正地放下自己尽力帮助他人。是真正地放下自己尽力帮助他人。
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够，需要多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够，需要多
多向耶稣学习，实践行公义，好怜多向耶稣学习，实践行公义，好怜
悯，谦卑地与主同行。悯，谦卑地与主同行。

弥迦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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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每当我们去短宣的时候，

都需要问自己几个严厉的问题：都需要问自己几个严厉的问题：

两两个月前，林其兴传道（Pastor 个月前，林其兴传道（Pastor 

Lam Kee Hing）在“原汉同行异象Lam Kee Hing）在“原汉同行异象

分享祷告会”中分享大马原住民教分享祷告会”中分享大马原住民教

会的重要性。以“东马和西马原住会的重要性。以“东马和西马原住

民的背景”开始，他帮助弟兄姐妹民的背景”开始，他帮助弟兄姐妹

明白，现今原住民生活仍然面对巨明白，现今原住民生活仍然面对巨

大挑战的原因。大挑战的原因。

9月13日晚，林传道再次受邀成为9月13日晚，林传道再次受邀成为

讲员。他透过观察其他基督徒的讲员。他透过观察其他基督徒的

服侍与自己早期在服侍中所犯的错服侍与自己早期在服侍中所犯的错

误，整理并分享几个服侍原则与有误，整理并分享几个服侍原则与有

效的策略。效的策略。

（一）太多慈善，太少赋能（一）太多慈善，太少赋能

胜过挑战
原住民

原汉
同行

帮助
整理 李倩颖姐妹/

“透过我们的服侍，他们是否变得自“透过我们的服侍，他们是否变得自
信、独立，或拥有了新的技能？”信、独立，或拥有了新的技能？”

“他们的灵命有没有因此更加成熟，“他们的灵命有没有因此更加成熟，
领导力是否提升？”领导力是否提升？”

“他们的教育水平是否有提高、经“他们的教育水平是否有提高、经
济状况得到改善、卫生健康明显进济状况得到改善、卫生健康明显进
步？”步？”

“我们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感觉良“我们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感觉良
好，但对他们真正得到帮助的又有多好，但对他们真正得到帮助的又有多
少？”少？”

服侍中常犯的服侍中常犯的

          三个三个错误错误

很多教会或机构都会组短宣队拜访很多教会或机构都会组短宣队拜访

原住民，通常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或原住民，通常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或

几天。他们会带着食物和生活物品几天。他们会带着食物和生活物品

进去，也会为他们建造房屋以及厕进去，也会为他们建造房屋以及厕

所设施。短宣结束后，他们都非常所设施。短宣结束后，他们都非常

开心，也会与身边弟兄姐妹分享服开心，也会与身边弟兄姐妹分享服

侍经历。我们可能因服侍而感觉良侍经历。我们可能因服侍而感觉良

好，但其实所做的事情，真正对原好，但其实所做的事情，真正对原

住民有帮助的屈指可数。甚至我们住民有帮助的屈指可数。甚至我们

可能没有留意到自己制造了不少问可能没有留意到自己制造了不少问

题。我们非常努力地帮助原住民，题。我们非常努力地帮助原住民，

却忘了教导和训练原住民帮助自己却忘了教导和训练原住民帮助自己

的族人。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的族人。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不断给予会导致原如授人以渔”，不断给予会导致原

住民产生依赖，向他人要求更多。住民产生依赖，向他人要求更多。

送东西给原住民本身不是一件坏送东西给原住民本身不是一件坏

事，但因短宣通常一年只举办一次事，但因短宣通常一年只举办一次

或就只有一次，它更像“属灵旅或就只有一次，它更像“属灵旅

游” (Spiritual Tourism)，难以游” (Spiritual Tourism)，难以

对原住民带来长远的影响。对原住民带来长远的影响。

异象分享祷告会讲员——林其兴传道异象分享祷告会讲员——林其兴传道

（二）太多爱心，太少问责（二）太多爱心，太少问责

大部分基督徒都富有爱心，慷慨大大部分基督徒都富有爱心，慷慨大

度。在慈善的事上给得多、给得度。在慈善的事上给得多、给得

急，也给得随意。每当我们开心地急，也给得随意。每当我们开心地

分享，原住民就会欢心领受。但如分享，原住民就会欢心领受。但如

果我们只是给予，却没有要求他们果我们只是给予，却没有要求他们

问责，就会造成一系列新的问题。问责，就会造成一系列新的问题。

比如物资多寡影响着短宣队受欢迎比如物资多寡影响着短宣队受欢迎

的热度、物资分配不均导致原住民的热度、物资分配不均导致原住民

之间产生嫉妒、养成依赖或等待被之间产生嫉妒、养成依赖或等待被

资助的心理并缺乏责任感。曾经，资助的心理并缺乏责任感。曾经，

林传道多次免费提供物资给原住林传道多次免费提供物资给原住

民，但最后发现他们并没有使用，民，但最后发现他们并没有使用，

甚至生灰尘了。甚至生灰尘了。

除了爱心，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带除了爱心，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带

着高人一等的心态服侍原住民。因着高人一等的心态服侍原住民。因

为原住民受教育程度不比城市人为原住民受教育程度不比城市人

高，经济收入较低，容易被视为可高，经济收入较低，容易被视为可

怜的弱小者。加上原住民较含蓄，怜的弱小者。加上原住民较含蓄，

人前沉默寡言，让人觉得容易被操人前沉默寡言，让人觉得容易被操

控。我们需要提防高人一等的心态控。我们需要提防高人一等的心态

包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包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对他们最

好、没有尝试理解他们、没有询问好、没有尝试理解他们、没有询问

以及没有跟他们有深入的交谈。由以及没有跟他们有深入的交谈。由

于我们是资助方，他们更不敢提出于我们是资助方，他们更不敢提出

疑问或勇于纠正。因此过了多年，疑问或勇于纠正。因此过了多年，

原住民依然原地踏步。原住民依然原地踏步。

林传道强调，这是他多年服侍的经

验，读者或许持有不同看法，但仍

可作参考。另外，他也分享服侍的

基本原则，包括：（一）尊重他们

为利益相关者，而非受助的弱小

者；（二）先咨询他们的领袖，而

非操控他们；（三）帮助满足他们

的需要，而非想要；（四）有目的

性地给予，而非冲动性；和（五）

秉持带来转化和帮助他们成长的心

态，而非拜访几次就离开。

最后，林传道也分享几个成功帮助

强化原住民的模范，他们的服侍激

励着林传道，而林传道也希望借此

鼓励出席“原汉同行”异象分享祷

告会的弟兄姐妹。

欲参与线上异象分享会欲参与线上异象分享会

林妙霞 012-4240118林妙霞 012-4240118

不要只是口述，而是要从旁指导。不要只是口述，而是要从旁指导。

以开发鱼池为例，若只是口述，就

是召集一班原住民，告诉他们开发

鱼池的步骤，然后准备材料给他

们。三个月后回来看，别说鱼池，

连个洞都没有。因此，在每个服侍

的过程中，我们都要从旁指导，与

他们一起一步步地完成才离开。

不仅仅是给予，更坚持问责操守。不仅仅是给予，更坚持问责操守。

不管是资金、种子、肥料、工具或

设备，仅仅慷慨地给予原住民所需

是不足的。我们需要建立问责的操

练，要坚持知道我们所给的资源如

何被使用。问责形式包括：呈上定

期报告、突击检查、收集正式收

据、账目和使用清单记录。

不停留在热忱，更要确保一致性。不停留在热忱，更要确保一致性。

人们很容易会因为有了新点子或新

的项目而感到很兴奋和充满热心。

有句很有名的马来成语，”Han-

gat-hangat tahi ayam”，按字

面翻译的意思就是“鸡粪的温度只

维持一下子”。为了确保我们能持

续地保持热心，就必须定期检查。

这包括：遵守规定的工作时间和方

式、所达成协议的标准操作程序和

规定的标准。

不照成依赖性，建立真诚的关系。不照成依赖性，建立真诚的关系。

正确的关系应该是同等的伙伴关

系，双方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与

原住民有关系的援助者，需要带着

爱心去理解他们，慷慨地给予和分

享，并尊重他们。

不要过于主导，乃要赋予拥有权。不要过于主导，乃要赋予拥有权。

长远来说，当原住民开始拿起拥有

权为生活与未来负起责任，我们给

原住民的援助才能带来转化和进

展。援助者的角色只是在他们身边

鼓励他们，赋予他们能力，装备他

们充分地发挥潜能，而不是让他们

成为只会说“是”的人，即容易听

从援助者的意思。

 林传道也提供了 林传道也提供了

            五项五项建议建议

（三）太多优越感，太少参与感（三）太多优越感，太少参与感

总结挑战与祷告总结挑战与祷告

对于有果效的服侍策略对于有果效的服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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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学员已完成他们的跨⽂化⻔徒培训。
我们邀请您⼀起在线上

⻅证这⼋位弥迦学员的结业礼，
并带着欢喜的⼼⼀同感谢上帝，

因祂带领这些年轻⼈⾛过跨⽂化的宣教旅程，
学习谦卑与原住⺠同⾏。

 
请留守我们的⾯⼦书和YouTube频道。

第四届弥迦学院结业典礼

⽇期：9 January 2022 （星期⽇）
时间：4:��PM - �:��PM

（线上直播）

点击以下标识进⼊⽹⻚：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QU26DZmjnSMPRvYnsZMhbg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935218837100528&id=17978028264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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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

请为
向东服务

代祷
乡区儿童陪读班乡区儿童陪读班

动态动态：10月初疫情好转，我们唯
一的乡区陪读班复课。然而好景不
长，10月中村里有人确诊，陪读班
再次被迫停课。感恩，目前当地的
疫情受控制了，已没有确诊个案；
陪读班在22/11（星期一）重新开
班了。孩子们可以回到陪读班上
课。

代祷代祷：：11月22日，学生们会回校上
课。求神赐智慧给这些孩子，可以
跟得上学习进度，愿意继续学习。
求神继续带领两位陪读班原住民老
师，在无法开陪读班的情况下，有
智慧地教导孩子们的课业。

动态动态：行动管制令导致学前教育中：行动管制令导致学前教育中
心无法如常开班。乡区的通讯不发心无法如常开班。乡区的通讯不发
达，网络设备亦有限，老师们无法达，网络设备亦有限，老师们无法
利用网络教学。目前老师只能安排利用网络教学。目前老师只能安排
练习作业，让学生在家自行完成。练习作业，让学生在家自行完成。

代祷代祷：求主保守老师不要失去信：求主保守老师不要失去信
心，能够勇敢面对许多困难和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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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家督促孩子完成功课。

乡区学前教育事工乡区学前教育事工

弥迦学院弥迦学院

支援原住民教会的需要支援原住民教会的需要

动态动态：8月中至11月中，弥迦学员：8月中至11月中，弥迦学员
在弥迦学院附近的一个原住民村实在弥迦学院附近的一个原住民村实
习，体验乡区生活，学习服侍原住习，体验乡区生活，学习服侍原住
民。虽然疫情笼罩，在遵守标准作民。虽然疫情笼罩，在遵守标准作
业程序之下，学员们走访该村，认业程序之下，学员们走访该村，认
识住在那里的原住民家庭，与他们识住在那里的原住民家庭，与他们
建立关系，并以神的话鼓励他们。建立关系，并以神的话鼓励他们。
感恩，这第二阶段的乡区实习已圆感恩，这第二阶段的乡区实习已圆
满结束。接着，学员们会进入兰瑙满结束。接着，学员们会进入兰瑙
内陆的原住民村服侍一个月，并预内陆的原住民村服侍一个月，并预
备结业。备结业。

代祷代祷： 求神保守学员们在进入另： 求神保守学员们在进入另
一个原住民村的服侍时，更有信心一个原住民村的服侍时，更有信心
地应用所学，成为当地原住民的祝地应用所学，成为当地原住民的祝
福。求神继续带领学员们结业后的福。求神继续带领学员们结业后的
去向，求神继续在他们心中动工，去向，求神继续在他们心中动工，
让他们有勇气把感动化为行动，一让他们有勇气把感动化为行动，一
生服侍主，成为神国的精兵。生服侍主，成为神国的精兵。

动态动态：：上一期向东快讯，我们有提
到原住民教会在疫情中所面对的牧
养困境，也呼吁华人教会能赞助
原住民教会购买对讲机（walkie 
talkie）给每一个家庭，让牧者能
够藉着对讲机去牧养和关怀信徒。
感谢主，有弟兄姐妹奉献一笔钱，
足够赞助22台对讲机给当地乡村的
一间教会。

代祷代祷：：求主赐下聪明智慧给每一个
乡村的原住民教会牧者和领袖，忠
心牧养主所托付的羊群，在疫情中
带领教会胜过挑战。

向东服务明年的计划向东服务明年的计划

动态动态：12月6日，我们举办最后一：12月6日，我们举办最后一
次的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也在当次的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也在当
中透露明年的计划。中透露明年的计划。

代祷代祷：求神感动华人教会愿意参与：求神感动华人教会愿意参与
其中，无论是亲身到原住民中服其中，无论是亲身到原住民中服
侍，或代祷，或金钱上的奉献等，侍，或代祷，或金钱上的奉献等，
让全人可以携手与华人教会一起原让全人可以携手与华人教会一起原
汉同行。汉同行。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完完

2021年1至9月财务报告2021年1至9月财务报告

向东服务向东服务

弥迦学院弥迦学院

收入RM193,120.00收入RM193,120.00
支出RM162,146.85支出RM162,146.85
待发款项RM30,973.15待发款项RM30,973.15

收入RM144,062.10收入RM144,062.10
支出RM96,322.49支出RM96,322.49
待发款项RM47739.61待发款项RM4773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