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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望看⻅原汉同⾏，

即原住⺠教会和华⼈教会如家⼈般

携⼿同⾏，在基督⾥彼此扶持，

同⼼合⼀兴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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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关怀团队（以下简称“全⼈”）
领受“向东服务”的异象，即上帝要
全⼈动员华⼈教会去关注和服侍⼤

⻢被边缘的群体——原住⺠。于
是，我们开始动员华⼈教会⾛向沙

巴原住⺠。我们借着短宣与访宣带

领华⼈教会拜访原住⺠偏乡，看⻅

他们的需要；我们也连结华⼈教会

去⽀援乡区学前教育的教师薪⾦。

若从⻓远⽬标来看，偏乡原住⺠最

⼤的需要并⾮不断被⽀援，⽽是被

赋予能⼒得以⾃⽴⾃⾜，活得有尊

严和⾃信，不再需要⻓期依赖外界

的 援 助 。 因 此 ， 赋 能

（Empowerment）是向东服务
⼀个⻓远的事⼯策略和⽅向，盼望

透 过 社 区 发 展 （ Community
Development），为偏乡原住⺠
社区带来转化，脱离贫穷。向东服

务的赋能计划锁定在三个层⾯：

    灵性（Spiritual）
    教育（Education）
    经济（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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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若要藉着社区发展达到以上的赋能

⽬标，我们需要有更多⼈愿意⾛进

原住⺠当中，⻓期委⾝于当地的社

区发展⼯作。这意味着华⼈教会不

只是以“服务”的⽅式，更是愿意
以“同⾏”的姿态，与原住⺠⾛在⼀
起。这就是“原汉同⾏”的意思。

2018年，我们开始了弥迦学院，
为要培训和装备更多华⼈基督徒，

尤其是年轻⼀代，委⾝于原汉同

⾏，参与原住⺠赋能的⼯作。

在这⾥我要建议社区转化的三个赋

能原则（Process，Potential，
People），帮助我们与原住⺠的
同⾏中，赋予能⼒给原住⺠群体。

从上述原则来看，「原汉同⾏」的

赋能其实就是⼀种⻔徒训练

（discipleship），在当中涉及到
信任关系、发挥潜能、建⽴⻔徒。

但这项⼯程并⾮容易和简单，因为

赋能是⼀个耗时耗⼒的过程，它需

要我们的耐⼼、信⼼、等候、坚

持。我祷告⼤⻢华⼈教会看⻅原汉

同⾏的异象，愿意委⾝与原住⺠同

⾏，参与社区转化的赋能事⼯。

原汉同行的赋能

许多时候我们看重「成果」多于

「过程」，但这个原则提醒我们：

过程才是最重要的。重点不在于我

们的计划是否成功，⽽是即使计划

最终失败，我们（原住⺠与华⼈）

是否在过程中有所学习和成⻓。

我们不该过多聚焦在原住⺠的缺乏

和所⾯对的种种问题上，⽽是要以

上帝的眼光发掘他们个⼈或社区所

拥有的潜能和资源，⿎励并帮助他

们发挥和善⽤这些资源，去解决他

们的问题，满⾜他们的需要。

这个原则提醒我们，⼈本⾝才是赋

能最重要的⽬标，因为事⼯的最终

⽬的，乃是要看⻅更多的原住⺠被

建⽴和兴起，能领导他们的社区，

并且成为其他原住⺠社区的祝福。

我们看重「成⻓过程」(Process)
⽽不仅是「计划成果」(Product)

赋能原则（一）

原汉同⾏的⽅式：陪伴、聆听、同在

焦点：建⽴信任关系

我们看重「发掘潜能」(Potential)
⽽不仅是「发现问题」(Problem)

赋能原则（二）

原汉同⾏的⽅式：肯定、参与、合作

焦点：建⽴⾃信能⼒

我们看重「栽培⼈才」(People)
⽽不仅是「完成事⼯」(Project)

赋能原则（三）

原汉同⾏的⽅式：教导、训练、授权

焦点：建⽴使命⻔徒



弥迦培训的⽣活⾮常有纪律。早上5
点半起床，6点半⼀起灵修后吃早
餐。这⾥的⽣活⾮常充实，星期⼀⾄

四上课后我们就去种植。虽然忙碌，

但我还是能找到时间安静亲近神。对

我来说，这是最享受的时光。

每次我亲近神，都能感受到⾔语⽆法

表达的平安和喜乐涌⼊，在灵⾥与神

交往。不管什么鸡⽑⼩事，我都会告

诉祂。我知道祂在等待我向祂倾述，

⽽祂也⾮常乐意倾听我。感谢神让我

有机会学习成为敬拜者以及为别⼈代

祷。透过敬拜和为别⼈祷告，我也更

加亲近神。我⾮常喜欢与神亲近的时

刻，⾃⼰被神深深吸引，越来越渴慕

神的话语。

在乡村实习的三个⽉，我认识了⼀位

原住⺠妇⼥，⼤家都叫她海伦妈妈

（Ibu Helen）。她待我如⾃⼰的亲
⽣⼥⼉，⾮常疼爱我。有⼀段时间，

为了帮她处理农作物，我清晨3点半
就起床随她到巴刹，忙完回家已是下

午2点多。我确实感到累，但想到这
是效法基督，学习帮助他⼈的需要，

我顿时就不觉得累了。反⽽有⼀种重

新得⼒的感觉涌上⼼头，经历神所赐

的⼒量。

海伦妈妈总是觉得我帮了她很多，除

了不断向我道谢，她还经常买好吃的

给我。她对我的爱令我⾮常感动，这

让我看⻅乡村⺟亲单纯和善良的⼀

⾯，没有怀疑和成⻅。我希望我也可

以像海伦妈妈⼀样，效法耶稣，爱⼈

如同爱⾃⼰。三个⽉后，乡村实习告

⼀段落，我⾮常舍不得她！

神的话语吸引我

带
着
在
弥
迦
经
历
的 一切

我回来啦

文/骆丽宝

2021年四⽉，我到弥迦学院接受装
备，与神建⽴亲密关系，再到原住⺠

乡村实习三个⽉。

她待我如女儿，我舍不得她

那位原住民妇女很想念上帝

除了乡村实习，我也有机会到兰瑙内

陆探访当地村⺠。我们探望⼀位曾是

基督徒的⽼婆婆，她因⼀些缘故改教

了，再也⽆法进⼊当地教堂。当地的

教会也没有⼈敢去探访她，这让她感

到⾮常孤单。那天和她聊完后准备离

开时，她突然哭了。她呐喊着说她很

想念上帝，谢谢上帝派我们来探望

她。看到当下的情景，我也哭了。这

件事给我很⼤的反思，我想更多为这

些原住⺠来祷告，尤其是他们的灵

命。我希望看⻅他们的灵命得到喂

养。上帝也给我有这样的⼀个感动：

希望⾃⼰可以留下来，去教育及陪伴

他们。

今年四⽉，我再次回到沙巴，以实习

⽣的⾝份参与向东服务事⼯，学习去

陪伴和服侍他们。请你为我祷告，让

我在服侍中更多依靠祂，经历祂。

“弥迦学员接受10个⽉的培训后，要
如何帮助他们活出⼼中欲服侍的负

担？”是弥迦导师这⼏年⼀直在思考
的问题。通常学员们结业后，都回到

⾃⼰熟悉的领域，开始忙着上课或⼯

作。有些学员虽想继续在原住⺠当中

服侍，却没有找到适合的机会。因

此，今年导师们作了⼀个决定，就是

邀请对服侍原住⺠有负担的学员，再

次回到弥迦学院成为实习⽣，参与在

向东服务事⼯。感谢神，这次共有三

个学员前来报到！

向东
实习

2

今年四⽉丽宝再次回到沙巴

实习时遇烤⼭猪



我是弥迦学院第四届的学⽣，感谢上

帝透过祂的带领以及感动，让我成为

向东服务的实习⽣，借此来装备⾃⼰

和学习去服事原住⺠。

我会想加⼊这个团队，更多的是因为

我想要为沙巴原住⺠——这⽚⼟地的
⻓⼦做些事情。虽然我不知道我能够

为他们做什么，但就算是最⼩的事

情，只要能为了上帝去服事他们，我

也愿意。

⽬前我的服事主要是跟着⼀位同⼯进

到兰瑙的原住⺠乡村前线，去做⼀些

资料收集的⽥野调查⼯作，更深⼊地

了解当地的情况和需要。这对我来说

是个很⼤的挑战，因为我并不擅⻓与

⼈打交道，也没有这⽅⾯的经验。

这是我⼈⽣的⼀个转折点，我希望⾃

⼰能够在这段时间⾥更多认识上帝，

更加成熟，⽆论是在与⼈的相处或者

与上帝的关系，都希望⾃⼰能够更谦

卑，成为合神⼼意的仆⼈。我也希望

在这段时间，⾃⼰能学习依靠上帝去

清理⾃⼰⼼⾥⾯的垃圾，好让我可以

更专⼼服事上帝。

这是我对⾃⼰的⼀些⼩期望，希望主

⾥的家⼈们能够在祷告中纪念我。

跟随同工
到前线

我们也
回来啦！

我的实习
 从种植开始

弥迦学院结业礼后，我到原住⺠乡村

暂住两个⽉，然后再回到弥迦学院实

习⼗个⽉。这⼀次回到弥迦学院，我

不再以学员的⾝份接受装备，⽽是以

实习⽣的⾝份开始参与服侍。

我喜爱与⼤⾃然亲近，也甚喜爱种

植。所以⽬前，我的⼯作岗位注重在

种植和美化环境。希望在不久后能够

出产⼀些对提升健康有帮助的农产

品，为原住⺠的弟兄姐妹们带来帮助

和⽣机。

但要在⼤⼭⾥种植并不容易，距离更

是⼀⼤挑战，⽐如寻找资源，买农具

等等都费时费⼒。与在平地种植相

⽐，⼤⼭⾥的⾍害更多，杂草更茂

盛。变化多端的天⽓也影响农作物的

⽣⻓。此外，我的年龄和体⼒也是⼀

个挑战，有时会出现⼼有余⽽⼒不⾜

的状况，真的需要求主赐予我能⼒和

智慧管理。

教育也是我的负担

另外，我在原住⺠村居住的时候，看

到新⼀代原住⺠⽗⺟虽认同追求知识

的重要性，却没有能⼒把孩⼦们送到

更好的学校就读。我⾃⼰也曾是⼀名

⼩学⽼师，所以我看到原住⺠孩⼦求

学过程如此艰⾟，我感慨万千。

醒觉和教育也是我的负担，希望以后

我能在这个⽅⾯出⼀点棉⼒。⽆论是

有关改善⽣活或者是与主亲近的课

题，我希望可以在这个领域帮助他

们。盼望这第⼆次回到弥迦学院，我

能够找到合适⾃⼰的服事焦点，借此

好好地发挥、尽⼼地服事主。

文/陈秀蓉

文/陈秀蓉 & 吴其原

文/吴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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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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东
近况与代祷

1月份

第四届弥迦学员毕业礼，8位学
员完成培训，顺利毕业。

第⼀场原汉同⾏专题分享，探讨

如何在灵性上赋权予原住⺠。

第四届弥迦学员毕业礼

2月份

第四届弥迦学员⻅证分享会，6
位学员分享他们在弥迦培训的经

历和⻅证。

透过原汉同⾏种⼦基⾦，资助⼀

位乡区牧者每⽉的⽣活津贴。

3月份

两位第四届的弥迦毕业⽣（陈秀

蓉、吴其原）加⼊向东服务，成

为实习同⼯。

第⼆场原汉同⾏专题分享，探讨

如何在经济上赋权予原住⺠。

与 沙 巴 基 怀 （ Malaysian
Care）商讨在兰瑙乡区进⾏财务
管理培训课程，在经济上赋权予

当地原住⺠。

同⼯Suria、实习⽣陈秀蓉、同⼯Timothy和实习⽣吴其原

与沙巴基怀（Malaysian Care) 商讨

4月份

弥迦同⼯培训：如何成为更好的

督导（Mentor）。
同⼯Timothy带领实习同⼯吴其
原⼀同到兰瑙的三个乡村做探访

⼯作，会⻅村⾥的领袖，进⾏实

地考察并收集资料。

⼜有⼀位第四届弥迦毕业⽣（骆

丽宝）加⼊向东服务，成为实习

同⼯。

乡区考察

右为实习⽣骆丽宝

为向东代祷

1. 向东服务同工团队

感谢神，今年带领三位弥迦毕业⽣

（陈秀蓉、吴其原、骆丽宝）加⼊

向东服务，成为实习同⼯。求主带

领他们整个实习的过程，能在服事

中更成⻓成熟，勇敢发挥个⼈恩

赐，谦卑与团队同⼼配搭，找到未

来服事的⽅向和呼召。

2. 第五届弥迦跨文化门训

弥迦学院第五届⻔徒培训将于六⽉

份正式启动。求主感动更多华⼈年

轻⼈参加这个培训，预备每个参加

此培训的年轻⼈，在过程中更经历

神、被装备去服侍，更深地体验跨

⽂化的服侍，谦卑与原住⺠同⾏，

并愿意委⾝于跨⽂化宣教。

3. 乡区发展赋权计划 

今年其中⼀个乡区赋权计划，就是

希望透过财务管理基础课程，教导

原住⺠家庭关于管理家庭财务的基

本概念，如建⽴储蓄习惯、家庭预

算、⼗⼀奉献等等，帮助原住⺠成

为⾦钱的好管家。求主带领这项计

划能够顺利进⾏，也预备每个参加

的原住⺠家庭能从此课程中获益。

4. 乡区儿童陪读班 

今年其中⼀个发展⽬标，就是提升

陪读班的基本硬体设施，如安装电

源、⻛扇、电灯、建造厕所、维修

篱笆、更换地毯等等，希望能为陪

读班的孩⼦们提供更舒适的学习环

境。求主为我们预备所需的费⽤，

让整个⼯程能够顺利完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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