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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的话

原住⺠

的最佳拍档
教育改⾰之旅

⻩恩德牧师

希望之桥彼岸的
原乡⼈可否还安好？

六⽉初带着⼀⽀访宣队探访沙巴内

陆。⻋队靠近第三个村落，带路的

同⼯将⻋⼦停靠河旁，原来这个村

落需要⾛过⼀座吊桥，再步⾏⼀⼩

段乡间⼩路才能抵达。⾛在希望之

桥上端，才勾起我⼋年前到访的记

忆，⼼⾥也惦记村落的原乡⼈是否

安好？⼋年前我与同⼯来为第⼀所

在原乡⼈中设⽴的陪读班（Kelas
Teman Baca）开幕，⼋年后我⼈坐
在陪读班课室中与管理层及陪读班

⽼师⼀同交流。⼋年下来，⼈事已

⾮。这陪读班的确为村落⾥头的幼

⼉园孩⼦及⼩学⽣提供了⼀个温习

及健康活动的平台，然⽽这所陪读

班也因多事之秋的村落⾯临不少的

挑战与打击。

原乡⼈的孩童是否
仍有可持续的起跑点？

我邀请到访的教育专⼈向⽗⺟与⽼

师短讲并传递教育的重要性。交流

时段，家⻓与村落领袖趁机向访宣

队员惯性地索求地⽅发展上的需

要。⽿中听到原乡⼈熟悉的申

诉：“我们需要更多的阅读材料”，
“我们需要更先进的器材来提供孩童
们教育”， “陪读班的场所需要更坚
固的防⽔堤防”……但我的⼼却为这个
村落两家教会的勾⼼⽃⻆、不愿意

资源共享、不愿意合⼀，领袖的徇

私与管理不当⽽极度难过！午饭期

间，接待我们的其中⼀名教会领袖

透露，近⼏年在不到⼀百⼾家庭的

村落，已经有超过⼆⼗个基督教的

家庭皈依回教。村落的陪读班与幼

⼉园⾯对严峻的考验，除了新⽣代

与⼈才不断外流，称职合格的⽼师

与持有异象及负担的领袖皆是可遇

不可求！过去两年瘟疫带给村⺠经

济及健康上的威胁与打击，更是让

原本为原乡⼈孩童建⽴永续的启蒙

教育之路越加崎岖不平！

汉⼈的后代是否
看⻅还教育债的契机？

当华⼈⽗⺟正在为孩⼦惆怅该送往

华⼩或国⼩，在家教育或私⽴学

校，还是国际学校⽐较好的同时，

沙巴原住⺠的⽗⺟⼏乎看不到孩⼦

的起跑点。⼆⼗⼀世纪的当下，⼤

⻢许多偏远的原住⺠村落仍然没有

幼⼉园的设⽴，即使有也是极其贫

瘠与简陋。更甭说⼩学，中学或⼤

专教育的擢升机会，对原乡⼈来说

就等同奢望！我邀请你与我⼀同去

⻅证这群主内家⼈的不平等际遇，

亲⾝⾛⼀趟，你才有机会被他们的

缺憾震撼你我的奢华。我再说，华

⼈对教育的热忱与看重绝对是弥补

原乡⼈教育上遗憾的关键伙伴。现

在就是华⼈教会还债的契机，⾄少

我认为华⼈基督徒是原住⺠教育⾰

命旅程中同⾏的最佳拍档！

奉主的名邀请你

⼀同来促成原汉同⾏！



从事教育⾏业的⼈都晓得，按着年

龄分班有助于⽼师编制教学计划，

也能提升学⽣的学习率。因此，学

校往往都会安排同个年龄层的学⽣

在⼀个班级上课。但沙巴内陆教会

所设⽴的学前教育中⼼⾯对师资不

⾜的窘况，只有1或2名原住⺠教师
需同时兼顾3个年龄层的学⽣。⽼师
们⽆法集中教导，学⽣们没办法好

好学习。这导致⽼师们逐渐失去教

学的成就感，学⽣们没能打好学习

基础，升⼩学时容易跟不上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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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
站
起
来之前

沙巴内陆学前教育中心

自立前的挑战

林妙霞姐妹

当宝宝开始学会⾛路，

初步地玩游戏，并与⾝

边的⼈进⾏简单交谈

时，就是⽗⺟开始物⾊

幼⼉园的时候了。

⽗⺟都希望⾃⼰的孩⼦能够获得良

好教育。⽽城市的幼⼉园也不负他

们所望，编制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课

程，吸引他们带孩⼦报读。城市幼

⼉园的外观绚丽缤纷，内⾥设备⻬

全。课程编排井然有序，⽼师们也

具有教育知识和经验。相⽐之下，

远在沙巴内陆的学前教育中⼼，则

⾯对师资不⾜、资源短缺、管理⽋

佳和收⼊不稳等各种挑战。

改变，
突破师资不⾜的窘况

经过原住⺠⽼师们的反馈和与JPPS
同⼯们讨论，他们决定尝试编排新

的教课形式，分成核⼼教学和主题

学习。上半段学习时间，⽼师们可

以采⽤核⼼教学，教导学⽣学习⽣

字、阅读和写字。开始时，⽼师们

可以先教课，然后按学⽣们的年龄

进展分组复习和做作业。下半段学

习时间是主题学习。⽼师们可按照

每⽉主题教导孩⼦，之后再⼀起做

⼿⼯或进⾏其他课外活动。

经济赋能，
帮助学前教育中⼼

学前教育中⼼的启动基⾦和⽼师薪

⾦都由其他教会组织或个⼈基督徒

奉献⽀持。这是⼀项教育赋能，希

望随着内部运作越来越成熟，未来

⼀间间的学前教育中⼼可以独⽴运

作，不再依靠外来⽀援。但还没开

始独⽴以前，教育赋能的过程⼗分

不易。

学⽣的学费是每⽉⼗令吉。但并⾮

每个家⻓都帮⾃⼰的孩⼦交学费，

加上当地原住⺠教会收到的奉献不

⾜以分担学前教育中⼼的其他费

⽤。所以，原住⺠⽼师⽆法为学⽣

们购买好的教材、学习课本和作

业。这⼤⼤影响⽼师的教学效率和

素质。

曾经，为了提⾼学前教育中⼼的收

⼊，当地原住⺠教会开始计划种

植。但因⼟地素质不理想、缺乏农

业知识及管理层问题等，导致种植

计划停滞不前。后来，有位从事农

业专业的弟兄和他的团队，开始进

到偏乡教导原住⺠种植⽟⽶，希望

帮助他们经济增⻓。

虽遇困难，
仍坚持不懈

虽然JPPS同⼯和学前教育中⼼的⽼
师们⾯对各种挑战，但他们为了维

护下⼀代的教育和信仰坚持不懈，

经常以祷告寻求神，并在这事⼯中

突破和成⻓。

若涵盖2022年即将完成学前教育⽂
凭 课 程 （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的原住⺠
⽼师，共有61%⼈接受教育装备。
其他原住⺠⽼师则拥有其他课程⽂

凭（Other Diploma）、 ⻢来西亚
⾼级教育⽂凭（STPM）和⻢来西亚
教育⽂凭（SPM）。未来，JPPS也
会继续帮助更多原住⺠⽼师们接受

专业的教育装备，以提升沙巴内陆

学前教育中⼼的教学素质。另外，

JPPS同⼯也愿意与外界组织配搭，
帮助学前教育中⼼及其经济上的发

展。

有句古话：“授⼈以⻥，不如授
⼈以渔。” 帮助他⼈掌握知识和
能⼒是助⼈的⻓远之计，但这

赋能的过程并⾮那么简单。犹

如⼀个刚学习⾛路的宝宝，双

脚不稳时，便⼀屁股坐地。若

要再爬起来，就需要借助外

⼒。但只要给予⾜够耐⼼，多

⼏次跌倒时间，总有⼀天他便

可以⾃⼰站起来。

向东教育

201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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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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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间学前
教育中⼼。全⼈关怀团队⾃2014年
开始，透过⾦钱资助其中12间学前
教育中⼼。



每当她寻求祂

莎⽐娜⽼师是沙巴兰瑙某间学前

教育中⼼的原住⺠校⻓，也是学

校⾥唯⼀的⽼师。

⾃2016年当地原住⺠教会领受异
象，与JPPS合作开办学前教育中
⼼，莎⽐娜⽼师就被委任成为学

校的校⻓。这间学前教育中⼼，

每年约有10位左右，包括四岁、
五岁和六岁的原住⺠学⽣报读。

然⽽这些年，她⼀直都找不到助

教，只能⾃⼰⼀个⼈不辞⾟劳地

管理学校各⼤⼩事。

        2021年初，莎⽐娜⽼师的⺟
亲患了严重的肾病。那时，⺟亲

因疼痛⽽⽆法站⽴和说话，甚⾄

⼀度陷⼊昏迷。弟弟将⺟亲送往

亚庇政府医院，医⽣诊断⺟亲的

肾功能严重损坏，康复机率渺

茫，甚⾄有⽣命危险。得知⺟亲

病况后，莎⽐娜⽼师的⼼情⾮常

沉重，即便回家休息也⽆法⼊

睡，泪流满⾯地向神祷告：“若我
⺟亲的时候到了，请赐我们⼀家

⼒量⾯对；若还不是时候，我们

便向神感恩，因为可以继续和⺟

亲⼀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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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比娜老师 

莎比娜老师 

以祷告走出生活风暴 

以祷告走出生活风暴 

       随着前⼏年我国政府多次讨
论推⾏幼教⽼师需持有相关⽂凭

的课题，JPPS也加紧脚步送原住
⺠⽼师们修读学前教育⽂凭课

程，莎⽐娜⽼师正是其中⼀位。

与其他正接受装备的⽼师⼀样，

她每次上课都须⻓途跋涉离开偏

乡到城市去。⼀路颠簸⼏个⼩时

泥路，再⾏驶⼏个⼩时的泊油

路。眼前的挑战，却不及这两年

疫情突然来袭、⺟亲患严重肾

病、怀孕时确诊、丈夫孩⼦和学

前教育中⼼的学⽣们接⼆连三地

⽣病。

        同⼀年，莎⽐娜⽼师也怀上宝
宝。但她的⾝体虚弱，较容易⽣

病，因此得频密进⾏检查。2022年3
⽉初，她如往常到诊所例常检查的

时候，发现PCR检测结果呈阳性。原
本三个星期后就是预产期，但因确

诊必须提早剖腹⽣产。这时，她想

起曾在新闻看到某位艺⼈怀孕7个⽉
时确诊，剖腹⽣下宝宝后的三天不

治。她⼼⾥忧愁，感到害怕，但她

仍向神祷告。感谢主保守她顺利⽣

产，宝宝健康没有确诊。

        我国政府因疫情多次施实⾏动
管制，莎⽐娜⽼师也⽆法到学院上

课。虽然她可以在村⾥上⽹课，但

停电的时候就没办法继续上课。有

⼀次，刚好碰上线上考试时忽然停

电，她使⽤的通讯⽹络也中断，⽆

法参与考试。那时，她慌张得快哭

出来，不知怎么办好。恰好朋友的

⼿机通讯还可以连接⽹络，她才能

顺利完成当天的试卷。

回顾这两年发⽣在她和家⼈⾝

上的经历，她不禁赞美神的恩

典。即便⼀次⼜⼀次⾯对⽣命

中的难题，她却⼀次⼜⼀次经

历上帝的保守和同在。眼前，

还是有教育⽅⾯的挑战等着她

去应对，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她信靠神的⼼更加坚定了。

林妙霞姐妹

向东故事



- 刘刚男弟兄

4

访宣
日记

阔别两年，全⼈关怀团队（全⼈）

再次举办沙巴内陆访宣之旅。

今年六⽉初，全⼈组了⼀个访宣

队，除了两位全⼈同⼯，还有七位

分别来⾃雪隆区、槟城和关丹的弟

兄姐妹，⼀起到内陆拜访偏乡原住

⺠。访宣成员多数从事教育⾏业，

⽽访宣的⽬的是考察和评估全⼈认

领的学前教育中⼼。希望借由⼏位

多年在教育界服务的经验，提升学

前教育中⼼的事⼯发展。

虽然访宣的⽬的焦点在服事学前教

育中⼼，但这⼀趟下乡之旅，对⻓

期在城市⽣活的成员们来说，是⾛

出⼼理的舒适圈，重新检视⾃⼰的

信仰⽣命。

当我看到原住民的时候，我发

现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

没有尽力地帮助受难的肢体。

神的供应是足够的，但因不公

义和抢夺导致有人变成贫穷。

这趟访宣之旅，神再次提醒我

敬拜不能只局限在教堂的四面

墙里。回想我们每个星期都在

四面墙里重复同样的敬拜仪

式，甚至疫情来袭我们都没有

醒悟，让我感到痛心。

突破常规是必然
的

访宣，让我贴近神，也提醒我
实践爱神和爱邻舍的大诫命。
因此，我要突破生活的常规循
环。雅各书1：22说道，“只是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为了要在神
国度里侍奉，让圣经的知识指
引我生活的脚步，突破生活常
规是必然的。祷告求主赐我力
量和智慧来做神的工。

-�Dr.�Lydia�Foong

虽然我知道这世界不完美，贫富悬殊的问题处处可见。但当我亲自拜访沙巴内陆的偏乡原住民时，我才意识到这般大的差距竟然发生在我国。不单只在健康、社会和经济层面，也包括心灵上的差距。我希望我可以参与服事，尽我能力缩短这份差距。如今，我正向神祷告，祈求神指引我的脚步。

我想缩短这份差距

另外，我也意外发现内陆

的原住民们很慷慨，也愿

意在我们遇到难题时帮助

我们。若没有他们，我们

的访宣之旅可能就不会那

么顺利。



2022年预算
RM197,100

100%

事⼯拨款
RM59,402.17

30.14%

收到奉献
RM226,900

115.12%

向

东

近

况

2022年5月-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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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0日-12日

沙巴基怀（Malaysian Care）前来给予
同⼯和实习⽣进⾏财务管理课程导师培训

（Kursus Kewangan Inklusif）。我们
希望能把这项课程带进⼀些原住⺠偏乡，

以提升他们在财务管理⽅⾯的醒觉与教

育，为未来要进⾏的经济赋能计划铺路。

5月
14日

同⼯们陪同SIB Kiapu的教会领袖与会友
⼀起去参加养殖⽆臭猪（odorless pig
farming）的培训。培训之后，他们对此
养殖项⽬有兴趣，同⼯将继续跟进。

5月
23日

原汉同⾏第三场线上分享《如何在领导上

赋权于原住⺠》，专题讲员为林其兴传道

（Pastor Lam Kee Hing）。之后来⾃
⼤⻢巴⾊会⻩忠良会督（Bishop James
Wong）分享关于该宗派如何在领导上赋
能于他们国语部的原住⺠教会牧者。

5月
27日-30日

同⼯进⼊兰瑙内陆进⾏拜访与考察，也为

六⽉份的访宣做预备⼯作。

弥迦学院第五届跨⽂化⻔训正式开课，⼀

共有五位学员参加，来⾃吉隆坡、柔佛、

砂拉越与沙巴的教会。

6月
1日

6月
4日
经过两年的疫情后，今年弥迦的开学礼终

于恢复实体，于弥迦学院⼭上进⾏，约有

40⼈出席，⼀起⻅证新学员踏上这趟跨
⽂化之旅。全⼈于傍晚举办⼀场沙巴同⼯

聚餐，也邀请全⼈的同路⼈与⽀持者⼀同

来团聚交流。感激Annie Chong姐妹的
爱⼼接待，开放其住家，并亲⾃下厨预备

丰富⻝物来成就这场爱宴。

6月
4日-8日

沙巴访宣：这次访宣由⻩恩德牧师组队，

邀请七位来⾃西⻢的弟兄姐妹参与，当中

有两位从事教育的专业⼈⼠。这次的访宣

队主要是拜访兰瑙地区的三个原住⺠偏

乡，对当地教会的幼⼉园和⼉童陪读班做

考察，盼望在未来能参与原住⺠的教育赋

能。

代 祷

事 项

1. 弥迦学院第五届⻔训：感谢上帝带
领五位年轻⼈参与这次的培训。求主

帮助新学员适应新环境与⽣活，在这

趟⻔徒之旅与神相遇，经历⽣命的翻

转。同时接受装备服侍原住⺠，并学

习谦卑与原住⺠同⾏。

2. 同⼯与实习⽣：6⽉份⾄9⽉份，同
⼯们与实习⽣将专注在弥迦培训的服

事。求主在同⼯团队当中保守他们合

⼀的⼼，赐下属天的智慧、恩膏与能

⼒去带领弥迦学员，并能成为他们效

法的榜样。求主保守同⼯们凡事都安

全和健康，热⼼服侍主。

3. 为着弥迦学院附近的⼀个乡区原住
⺠教会代祷（Kg Kiapu）。由于该教
会⽬前没有牧者，因此在讲道和牧养

⽅⾯的服事⾮常缺乏。求主赐同⼯智

慧与能⼒，使我们晓得如何服侍该教

会的信徒，装备教会领袖，看⻅该教

会有更整全的成⻓。

4. 兰瑙乡区的服侍：四⽉份开始，我
们的同⼯开始进⼊兰瑙⼀带的乡区进

⾏深⼊考察。⽬前同⼯固定进⼊当地

服事，包括带领⻘少年的灵命成⻓，

与当地领袖建⽴关系，以及商讨可发

展的计划项⽬。

学前教育中心老师
个人代祷事项

1. Cikgu Sabina除了在幼⼉园教课和
在 SIDMA College修读幼教⽂凭课
程，她也需同时照顾孩⼦和刚出⽣的

宝宝。求主赐她智慧和⼒量，保守她

有健康的⾝⼼灵。另外，特别纪念她

的家⼈，尤其是她的⺟亲，每⽉⼀次

都需要到医院去洗肾和拿药。求主保

守看顾家⼈健康平安。

2. Cikgu Ata从去年⾝体就开始虚
弱，会⼀直咳嗽，有时甚⾄咳出⾎。

看了医⽣和吃药都未⻅好转。求主怜

悯、保守和医治她，让她的⾝体早⽇

康复。

请为我们代祷

财 务 报 告

向东服务事⼯基⾦
（包括赋能计划和原汉同⾏种⼦基⾦）

2022年

同⼯薪⾦
2022年预算

RM95,120
100%

收到奉献
RM16,576.63

17.43%

已拨薪⾦
RM34,593.15

36.37%

弥迦学院

1⽉⾄5⽉

2022年预算
RM226,348

100%

收到奉献
RM78,365.66

32.64%事⼯拨款
RM40,527.60

17.90%

感谢您的记念和代祷
若要奉献⽀持我们，请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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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后，请将单据发给 014-265 5178
(Admin Whatsapp)



线上专题分享
Online Topic Sharing 

for Indigenous People

Pastor 
Lam Kee Hing

18 JULY 2022

MONDAY

原汉同行

原住民面对的        挑战
如何在教育上赋权于原住民

主办单位 Organizer

8:00-9:45pm

免费参加，欲报名欢迎联系 

Carol 012-4240118 

Journeying Together HanYuan

Free Registration. Please contact

教育

Education Empowerment

Dr. 
Ng Kee Chuan

SPEAKERS:



购买⼆⼿⻋供事⼯⽤途 

全⼈关怀团队欲购买多⼀辆事⼯⻋

（4WD），供同⼯⻓期在原住⺠乡区
服事的交通需要。由于如今⻋⼦市场

缺货，⻋⼦价格也提⾼不少。因此，

我们祷告并希望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愿

意出售，或奉献⾦钱供给我们去购买

来祝福我们在原住⺠乡区事⼯的需

要。

以下是我们对⻋⼦的条件： 
1. ⻋龄：5年以内。若是10年以内的
⻋龄，⽽其条件仍良好，我们也会考

虑。

2. Gear: Auto 或 Manual 都可。
3. ⻋款：Hilux, Triton, Isuzu
4. ⻢⼒：2.5 或以上
5. 价格：RM50k to RM90k

在这段找寻⼆⼿⻋的当⼉，若你有

4WD可暂时借给我们使⽤三个⽉（7
⽉⾄9⽉），我们也⾮常欢迎。

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
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
足。（腓立比书 4:19）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