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你一起

服务

向东

2022年

2022年3⽉



与神的⼉⼥⼀起关⼼并服侍

⼤⻢边缘化群体 - 原住⺠

事⼯策略

在经济和教育上赋能于原住⺠教会

赋能 EMPOWERMENT

与华⼈教会分享原汉同⾏的异象

醒觉 AWARENESS

连结华⼈教会⽀援原住⺠教会的需要

⽀援 SUPPORT

装备华⼈教会在跨⽂化的关怀宣教

电⼦

刊物

编委
发行人  黄恩德牧师
顾问     石安妮姐妹
编辑     李倩颖姐妹
执编     林妙霞姐妹
排版     李倩颖姐妹

培训 TRAINING

2022年

3⽉

地址 / 36-B (2nd Floor) Jalan
Anggerik Vanilla R31/R, Kota Kemuning,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电话 / +603 5122 1130
电邮 / info.ste@histeam.org.my
⽹址 / www.histeam.org.my

向东服务银⾏⼾头 /
Maybank 5127-8101-2599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弥迦学院银⾏⼾头 /
OCBC BANK 707129924-3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目录
执⾏⻓的话

01 2022年是向东服务的美好时机

主任的话

02 邀你⼀起向东服务

弥迦故事

03 我们⼀起在庄稼地的⽇⼦

事⼯代祷

05 为向东服务事⼯代祷



⽂/⻩恩德牧师

农历年⼗四（2⽉14⽇），⾸相拿

督斯⾥依斯迈沙⽐利公布和推介的

最新2020年⼤⻢⼈⼝及房屋普查报

告显示，我国⼈⼝有3,240万⼈，

⼟ 著 是 ⼤ ⻢ 的 ⼤ 多 数 族 群

（69.4%），华裔只占了23.2%。

仔细⼀看，⼟著当中其他⼟著（原

住⺠）其实占了12.2%。华⼈⼈⼝

每况愈下，但原住⺠⼈⼝却有上升

的趋势。原住⺠本就占⼤⻢基督徒

⼈⼝很⼤⽐例，华⼈基督徒其实越

来越需要与原住⺠⻓⼦（ Anak

Sulung）连结，成为这⽚⼟地

上“关键少数”的基督徒！这让我想

起沙巴的好兄弟陈伟强牧师语重⼼

⻓的⼀番话：“早期华⼈先辈远离家

乡，南下来到⼤⻢这个异乡寻找美

好的⽣活。内⼼常患有 ‘孤⼉’的受

害者情结。”⼏代以后，华⼈得以落

地⽣根。靠着耶稣，被神救赎恩典

救拔的华⼈基督徒得以脱离负⾯的

情怀与属灵包袱。我们应当谦卑承

认并竭⼒恢复原住⺠在这⽚⼟地

“⻓⼦”的属灵位份与权柄。⼤⻢华

⼈仿佛出埃及记12章38节说到的

“混杂多族的⼀群⼈”， 因为⻅证了

⼤⽽可畏的上帝真实与以⾊列⼈同

在，⽽跟着⻓⼦以⾊列⼀同出⾛埃

及。⼤⻢华⼈只要持续谦卑与神同

⾏并且刻意与原住⺠连结，相信我

们将⼀同⻅证更多神迹，也将⼀同

经历神所预备要赐下的复兴！

2022年2022年

是是
“向东服务”
的美好时机

执⾏⻓

的话

以⾊列⼈从兰塞起⾏到疏割

去，除了⼩孩⼦以外，步⾏的

男⼈约有六⼗万。⼜有混杂多

族的⼀群⼈和他们⼀同上去；

出12：37-38

农历新年期间的两则新闻，让我在

读着出埃及记的灵晨时光有许多关

于原住⺠⻓⼦的反省。

原乡长子真的需要兴起
并带动复兴

农历年⼗⼀（2⽉11⽇），负责国

会与法律事务的⾸相署部⻓旺朱乃

迪宣布，涉及1963年⻢来⻄亚协议

（MA63）的2022年联邦宪法（修

正）法令正式⽣效。这意味着沙巴

和砂拉越漫⻓争取与⻄⻢半岛享有

平等地位的春天真正临到。原本早

在1963年共同组成⻢来⻄亚时，就

可以与半岛同享联邦的地位与保持

宪法赋予的建国承诺，却因1976年

的修宪⽽拖延⾄今。苦等45年的沙

巴砂拉越⼦⺠，肯定深刻感受到以

⾊列⼈原本只需数⼗天就能抵达，

却绕⼤圈⼦⾛⾜40年才⾛到迦南美

地的⼼情！祈愿2022年是神恢复原

住⺠⻓⼦身份与地位的美好启动。

相信神要透过原住⺠带来的属灵复

兴，将随着联邦宪法恢复沙巴砂拉

越 “邦”与原住⺠的地位⽽启动！

Bangkit Anak Negeri & Pribumi!

华人教会真的需要
谦卑与原住民同行

2022年⼀⽉，我匆匆⾛访沙巴与砂

拉越的各城各乡——出席弥迦学院

第四届学员的毕业礼、拜访沙巴北

部原住⺠的代祷勇⼠、与砂拉越

BEM原住⺠领袖的交流与团契。我

灵⾥头深深感受到，这是沙巴砂拉

越的关键时刻。你我不要错过这个

向东去服务的美好时机！

Bangkit Anak Negeri & Pribumi!

不要错过向东服务的美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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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年不⻅的原住⺠朋友Pastor Xystus相⻅欢

与沙巴北部代祷勇⼠Pastor Jensey及同⼯茶叙

与砂拉越BEM总会原住⺠领袖交流弥迦学院的原住⺠同⼯Suria

拜访美⾥郊外原住⺠领袖的凤梨园



若教会有感动要⽀持并参与原住

⺠的宣教事⼯，我们⿎励教会的

牧者领袖们到访沙巴原住⺠偏

乡，亲身地实地考察，与原住⺠

教会领袖接触和交流，了解当地

的处境和需要，察验神要藉着教

会在哪⽅⾯的事⼯与原住⺠同

⾏。

⽬前沙巴已开放⼊境给已接种疫

苗的⼈⼠。若你从未参与和体验

过跨⽂化宣教，我们欢迎教会成

⽴短宣队到沙巴，进⼊原住⺠偏

乡，体验跨⽂化宣教。在这⾥，

短宣队可以接触原住⺠，认识宣

教⽲场，与宣教同⼯对话。呼吁

您⾛出教会四⾯墙，亲身⾛过⼀

趟跨⽂化宣教的体验学习之旅。

东
服务

主任

的话

邀你一起
向东

⽂/吴加恩弟兄

向东服务的使命，是要推动⼤⻢的

华⼈教会，⾛向跨⽂化的整全宣

教，关⼼和服事被边缘的原住⺠群

体，与原住⺠教会同⾏，渴望看⻅

原住⺠被转化和兴起，渴望促成华

⼈与原住⺠教会的合⼀。

纵然2022年仍处在疫情不定的笼

罩，我们仍坚定于神所托付的使命

和任务。透过多⽅⾯的策略去推动

原汉同⾏，我们邀请您与我们在这

福⾳的事⼯上有份。您可以如何参

与和贡献于其中？以下我们提供七

个项⽬，我相信当中肯定有您可以

参与的部份。

短宣体验学习

访宣观摩考察 

下乡志愿服务 
我们邀请您来⼀趟下乡志愿服

务，贡献你的时间精⼒、恩赐才

⼲；教导⼉童圣经、参与陪读

班、带领年轻⼈、关怀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技能训练等等。别浪

费上帝给您的资源，让上帝使⽤

您成为祝福原住⺠的管道。

弥迦学院
跨文化门训 

在跨⽂化宣教上，单单有感动和

热忱是不够的。若要⻓远和有效

地服侍原住⺠，您必须接受训练

和装备。弥迦学院为您提供这样

的培训，建⽴⻔徒⽣命，训练跨

⽂化的适应⼒，提供宣教⽲场的

服侍经验，盼望培育更多年轻⼈

成为称职的宣教⽲场⼯⼈，与原

住⺠同⾏。

原汉同行
专题分享

︵
两
个
月
一
次
︶

今年我们荣幸邀请林其兴传道主

讲⼀系列的赋能专题，关于如何

在灵性、经济、教育、健康、社

群、领导⽅⾯去赋能予原住⺠教

会。透过这位服侍原住⺠超过30

年的牧者经验分享，我们盼望能

帮助华⼈教会更多地看⻅原住⺠

教会的需要，以及可以如何参与

在赋能予他们。欢迎您参与！

资助原住民
教育事工 

赋能予原住⺠其中⼀个有效的策

略，乃是教育。我们与沙巴SIB

宗派的学前教育事⼯合作，认领

多间乡区教会幼⼉园，资助教师

的薪⾦以及幼⼉园的基本设备。

我们也在乡区设⽴陪读班，在课

业上帮助弱势的原住⺠孩⼦，同

时让孩⼦们的品格得建⽴。我们

呼吁您在⾦钱上资助原住⺠教育

的事⼯。

原汉同行
种子基金
（Tabung Benih） 

今年我们设⽴了种⼦基⾦，希望

更多地援助原住⺠的经济需要，

扶持他们度过艰难时刻。这项基

⾦将⽤于资助贫困牧者、赞助神

学教育、协助急难家庭、资助经

济赋能项⽬等等。今年我们希望

能筹募到RM40,000，我们呼吁

您在奉献上⽀持这项种⼦基⾦。

若上帝感动您参与以上任何事⼯，

请与我们的同⼯联络。

上帝祝福您！

010-2162602（Isaac Goh）
012-4240118（Carol Lim）

我们一起 向向东东服服 务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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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当求庄

稼的主打发⼯⼈出

去收他的庄稼。

“

老妇女的呐喊

2021年12⽉，还距离⼀个⽉就要结

束弥迦学院的培训。2位导师带着8

位学员，踏⼊沙巴兰瑙地区的原住

⺠偏乡，进⾏为期三周的短宣。他

们学习谦卑随着主的脚踪，深刻体

验何谓⼈如同⽺没有牧⼈⼀般，进

⼀步明⽩耶稣的感慨。以下是学员

们的服事⽇志…

要收的庄稼多，

做⼯的⼈少。
“

”

”

直到隔天凌晨四点半，他起床爬到

常与主谈天的地⽅，带着愧疚对主

说：“主啊，若灵修时间过后这个感

动还在，那我就找时间去他们的家

做祝福祷告。”

“我们想要听到神的话语，想要学习

更多！但这⾥没有牧者能够在真理

上教导我们，看着信徒们逐渐流

失，真的很担忧……”她露出深遂渴

慕的眼神，缓缓地说出内⼼的渴

望。

当我们⼀路⾏驶到内陆时，原住⺠

的⽣活形态⼀幕幕呈现在眼前。天

还未亮，⽗⺟就到园地耕种；孩⼦

上学路翻⼭涉⽔，放学回家亦是如

此。乡区⽣活单⼀淳朴，不如城市

繁忙喧哗。

弥迦

故事

⻢太福⾳9章35⾄38节记载耶稣殷

勤服事的脚踪，他⻢不停蹄地⾛遍

各城各乡传福⾳，并服事有需要的

⼈。他怜悯困苦流离的⼈如同⽺没

有牧⼈⼀般，也感慨地对⻔徒说：

我我
们们
在

庄庄
稼稼
地地

他们想学习更多！

的
日
子⽂/弥迦学员

编辑/李倩颖姐妹

但在这群⼭环绕的⼤⼭⾥，⼜有哪

位牧⽺⼈愿意来牧养？想到住在城

市的我们虽然什么都不缺，但却没

有她追求神的那份坚定，真是惭

愧。

逐家探访，是我们在村⾥的主要活

动之⼀。

那团驱不散的火

某天下午，进⾏家访的时候，有位

学员有感动要为该户家庭做祝福祷

告。他犹豫了⼀下，最终还是没有

开⼝，就跟着其他队员离开了。虽

然⼤伙⼉都离开了屋⼦，但他⼼⾥

的感动仍旧挥之不去，成了⼀团驱

不散的⽕，在灵⾥不断地燃烧。

早上⼗点，感动依旧还在。得到出

外的许可后，他就独⾃步⾏到那间

原住⺠的家去。虽然他们没在家，

但那位学员依然遵照⼼⾥的感动，

拿出⽔瓶再奉主耶稣的名，⽤⽔洁

净他们家的篱笆和⻔，并祝福和宣

告主的宝⾎厚厚浸透这个家和⼟

地，保护着这⾥为主所种和所做的

⼀切。

祷告结束后，他⼼中恢复平安。

⻢太福⾳9：38

村⾥有位原住⺠婆婆曾是⼀名基督

徒，但⽆奈家庭经济拮据，迫使她

决定改教信奉伊斯兰，成为穆斯

林。从此，她再也不能踏进教会，

不能和其他基督徒⼀起敬拜神。教

会也没有⼈前来探访她，这让她感

到⾮常孤单。

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所以学员们更

多地想为原住⺠祷告。祷告他们不

仅可以扎根在真理，也兴起来服事

⾃⼰的族群。但在这之前，希望有

更多外来的服事团队可以留在村⾥

帮助原住⺠明⽩真理，甚⾄是将更

多的读经材料带到村⺠当中。

弥迦导师不时会拜访这位⽼婆婆，

所以当我们来到她家探访时，⽼婆

婆很快地就来迎接我们。我们聊了

⼀段时间，准备离开返回住宿时，

⽼婆婆站在⻔⼝沉默不语，伤⼼地

哭了起来。她声泪俱下地对主呐

喊： “Tuhan, aku sangat rindu

Engkau！（“上帝啊，我很是想

你！”）

家庭探访

家庭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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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某个村庄，⻋⼦在⼀间⽊

制教会前停下。下⻋后，教会的妇

⼥领袖便出来迎接，带我们四处看

看。这间教会没有牧者，但有⼀班

热⼼的妇⼥们每周都坚持侍奉。妇

⼥领袖分享，她不曾接受神学装

备，仅靠着⼿上拥有的⼀本圣经和

2019年出版的⻢来⽂《灵命⽇

粮》，就站在讲台上战兢地分享主

⽇信息。



我们呼吁你
勇敢地回应神的邀请

报名加⼊第五届的
跨⽂化⻔徒训练

 
神有更美好的计划

为你预备
欢迎你报读弥迦学院！

 
预知更多详情

请点击
 

我们正在招募年轻⼈加⼊跨⽂化宣教⻔徒训练，
以实际⾏动去关⼼和服侍原住⺠，

体验与原住⺠的同⾏，经历与神的相遇...
 

 如果你是：
 ■ 刚中学或⾼中毕业，想要更成⻓，开拓

     视野，更经历神，寻求神前⾯的呼召...
■ 想踏出⾃⼰的舒适圈，经历与神相遇，
     品格被塑造，信⼼被提升...
■ 想更多服事神，但却不晓得如何开始...
■ 想要更确定神呼召你进⼊全时间服事...
■ 对宣教有负担，想进⼀步体验和装备...
■ 对原住⺠事⼯有负担，想有实际的服事...

跨⽂化关怀宣教⻔徒培训

2022年第五届弥迦学院招⽣

训练装备年轻⼈服侍原住⺠

招⽣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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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报名

http://shorturl.at/iuCW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ibxUEglSJcIUOAqGK5QjVUgJYdmsVde/view?usp=drivesdk


      感谢主带领⼋位弥迦学员顺利

完成跨⽂化⻔徒培训，于1⽉9⽇举

⾏结业礼，为第四届弥迦培训划上

句号。

      感谢主，今年有三位弥迦学员

想继续留在沙巴，以事⼯实习⽣的

身份参与原住⺠的事⼯。求主保守

他们的⼼志，预备他们的身⼼灵，

带领他们整个实习的服事。

      第五届培训已开始招⽣，求主

感动和呼召更多年轻⼈愿意来报

读，愿教会⿎励和差遣年轻⼈⾛向

跨⽂化宣教，服侍原住⺠。

      求主保守每⼀个幼⼉园和陪读

班的原住⺠⽼师和孩⼦们，让他们

免于Omicron病毒的感染。根据卫

⽣部的数据，沙巴确诊⼈数依然居

⾼，⽽很多乡区的原住⺠还未接种

疫苗加强针。

      求主赐给每位幼⼉园与陪读班

的⽼师有从主⽽来的智慧和能⼒，

⽤爱⼼和耐⼼去教导和培育敬虔的

下⼀代。

      第⼆场的专题系列将于3⽉21

⽇举⾏，探讨原住⺠的经济挑战，

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赋权予他们。求

主恩膏讲员林其兴传道，使他能清

楚地传讲内容，以帮助参加者更加

了解原住⺠所⾯对的挑战。

      因疫情⽽搁置了两年的短宣和

访宣计划，将在今年重新启动，带

领华⼈教会到访沙巴原住⺠的偏

乡，亲身体验与学习更多跨⽂化宣

教，促进原汉同⾏的异象。纵然⽬

前疫情仍然不稳定，但我们求主保

守和带领，让我们筹划着的短宣或

访宣都能顺利进⾏。

事⼯与
代祷

为向东向东服务

代祷代祷
弥迦学院

乡区幼儿园 / 陪读班 

原汉同行专题系列 

短宣 / 访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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