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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故事
文章

这是神
对他的呼召

吴加恩吴加恩

没有没有牧者，是沙巴内陆大部分原牧者，是沙巴内陆大部分原
住民教会长久的问题。信徒长期缺住民教会长久的问题。信徒长期缺
乏牧养，对圣经真理掌握浅薄，灵乏牧养，对圣经真理掌握浅薄，灵
命无法成长，而容易离弃信仰。命无法成长，而容易离弃信仰。

   三年前我初来乍到，认识了一   三年前我初来乍到，认识了一
位原住民牧者，名叫寨倪司传道位原住民牧者，名叫寨倪司传道
（Pastor Janis）。他来自兰腦乡（Pastor Janis）。他来自兰腦乡
镇里的某个村，也在当地SIB教会镇里的某个村，也在当地SIB教会
服侍，是一名认真教导圣经真理和服侍，是一名认真教导圣经真理和
栽培门徒的牧者。两年前寨倪司传栽培门徒的牧者。两年前寨倪司传
道完成神学教育学士后，决定继续道完成神学教育学士后，决定继续
修读教牧硕士课程。修读教牧硕士课程。

问及寨倪司传道为何坚持进修问及寨倪司传道为何坚持进修
神学，他表示神呼召他要留在神学，他表示神呼召他要留在
乡区教导真理。乡区教导真理。

   寨倪司传道曾受到西马教会的    寨倪司传道曾受到西马教会的 
聘请，牧养国语教会，他可获得不聘请，牧养国语教会，他可获得不
错的薪金和待遇。但他却选择回错的薪金和待遇。但他却选择回
应神的呼召，继续留在乡区教导真应神的呼召，继续留在乡区教导真
理。看见许多乡区教会没有牧者，理。看见许多乡区教会没有牧者，
好像羊群没有牧羊人，随时走迷了好像羊群没有牧羊人，随时走迷了
路。信徒缺乏灵性牧养和教导，开路。信徒缺乏灵性牧养和教导，开
始受到各种诱导改教。寨倪司传道始受到各种诱导改教。寨倪司传道
下定决心进修，装备神学知识和能下定决心进修，装备神学知识和能
力。盼望这能更有效地教导真理与力。盼望这能更有效地教导真理与
建立门徒，帮助原住民教会健康成建立门徒，帮助原住民教会健康成
长。长。

   部分时间教牧硕士课程一共所   部分时间教牧硕士课程一共所
需的费用约9000令吉。我们透过社需的费用约9000令吉。我们透过社
交媒体平台向华人教会进行筹募。交媒体平台向华人教会进行筹募。
感谢赞美主，神何等信实！短短三感谢赞美主，神何等信实！短短三
天，便筹到足够经费。感恩华人教天，便筹到足够经费。感恩华人教
会愿意分担，帮助寨倪司传道跨会愿意分担，帮助寨倪司传道跨
越经济上的挑战，坚守神对他的呼越经济上的挑战，坚守神对他的呼
召。相信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召。相信这也是神所喜悦的。

“如果身体某个肢体感到痛苦，“如果身体某个肢体感到痛苦，
全身也一同受苦。全身也一同受苦。

如果某个肢体得到荣耀，如果某个肢体得到荣耀，
全身也一同喜乐。”全身也一同喜乐。”

（哥林多前书 12:26 CCB）（哥林多前书 12:26 CCB）

吴加恩和Pastor J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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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执行长的话

黄恩德牧师黄恩德牧师

20212021年，疫情依然蔓延，弥迦学年，疫情依然蔓延，弥迦学
院选择在线上举办开学礼。当天我院选择在线上举办开学礼。当天我
所分享的信息《在弥迦学院十月十所分享的信息《在弥迦学院十月十
大发现》，与华人基督徒预备走向大发现》，与华人基督徒预备走向
原住民服侍的路上，有着异曲同工原住民服侍的路上，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我将透过4期向东快讯，与之妙。我将透过4期向东快讯，与
读者分享原汉同行旅途上的十个重读者分享原汉同行旅途上的十个重
大发现。正如耶利米书6：16大发现。正如耶利米书6：16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
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
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
息。。。”息。。。”

耶利米先知宣讲的背景极其可悲！耶利米先知宣讲的背景极其可悲！
神的百姓拒绝受教，反而是他们的神的百姓拒绝受教，反而是他们的
仇敌完全听从神的命令。六章9-15仇敌完全听从神的命令。六章9-15
节中，百姓坚持犯罪的原因有二，节中，百姓坚持犯罪的原因有二，
一是“不行”（16节）善道；二一是“不行”（16节）善道；二
是“不听”（17节）警告。他们既是“不听”（17节）警告。他们既
不肯学习历史、也不敢面对现实，不肯学习历史、也不敢面对现实，
而是沉溺在肤浅安逸的自我麻醉。而是沉溺在肤浅安逸的自我麻醉。
古道也就是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预古道也就是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预
言所指示的道路，神百姓的历史已言所指示的道路，神百姓的历史已
经证明，那是唯一的“心里必得安经证明，那是唯一的“心里必得安
息”（16节）之路。息”（16节）之路。

若我们访问“原汉同行”这条古若我们访问“原汉同行”这条古
道，在途中用心打开属灵的眼睛察道，在途中用心打开属灵的眼睛察
看、竖起属灵的耳朵聆听，并带着看、竖起属灵的耳朵聆听，并带着
谦卑的心顺服上主的牵引，我们不谦卑的心顺服上主的牵引，我们不
难会有以下的重大发现；难会有以下的重大发现；

全人最初顺服圣灵的感动，往东方全人最初顺服圣灵的感动，往东方
（沙巴）去服侍，是带着一颗单纯（沙巴）去服侍，是带着一颗单纯
的心。我们刻意花上一年时间，安的心。我们刻意花上一年时间，安
静走访沙巴各大城市及内陆乡区，静走访沙巴各大城市及内陆乡区，
察看神在这片土地上，多年来透过察看神在这片土地上，多年来透过
许多先贤“道成肉身”的服侍。果许多先贤“道成肉身”的服侍。果
然不出所料，我们见证了神在原然不出所料，我们见证了神在原
住民当中奇妙的作为。我们也惊讶住民当中奇妙的作为。我们也惊讶
欢呼神在沙巴所成就的美事。我们欢呼神在沙巴所成就的美事。我们
的心才得安慰，并在灵里头得享安的心才得安慰，并在灵里头得享安
息！息！

透过安静，才真知道一路来透过安静，才真知道一路来
你所相信、敬拜、跟随的这你所相信、敬拜、跟随的这

位神是谁！位神是谁！

第一大发现：第一大发现：

。。。。待续。。。。待续



疫情下的
弥迦学院

如何开课

33弥迦弥迦
新闻新闻

李伟骏李伟骏

2020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大爆
发，我国政府首次公布施实“行动发，我国政府首次公布施实“行动
管制令”，国民陷入一阵恐慌。弥管制令”，国民陷入一阵恐慌。弥
迦学院服侍团队也多次召开紧急会迦学院服侍团队也多次召开紧急会
议，商讨第三届即将开课的事宜。议，商讨第三届即将开课的事宜。
起初，服侍团队做好最坏打算，暂起初，服侍团队做好最坏打算，暂
停课程或另寻方案，但神却为我们停课程或另寻方案，但神却为我们
开路，第三届学员不仅顺利完成开路，第三届学员不仅顺利完成
培训，我们今年也迎来8位学员报培训，我们今年也迎来8位学员报
读第四届，并在2021年4月正式开读第四届，并在2021年4月正式开
课。  课。  

疫情下，活动范围受限制；疫情下，活动范围受限制；
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 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 
不断变更，学员前往学院路不断变更，学员前往学院路
程坎坷。程坎坷。

  今年开学，8位学员从各自家乡  今年开学，8位学员从各自家乡
飞往亚庇。第一位学员抵达时，遇飞往亚庇。第一位学员抵达时，遇
上沙巴州新实行的移民政策，遭拒上沙巴州新实行的移民政策，遭拒
入境。获此消息的服侍团队犹如热入境。获此消息的服侍团队犹如热
锅上的蚂蚁。除了呼吁祷告，服侍锅上的蚂蚁。除了呼吁祷告，服侍
团队也寻找各种方法，希望学员不团队也寻找各种方法，希望学员不
会被送回西马。感谢神，将近10小会被送回西马。感谢神，将近10小
时的周旋，学员顺利过关。几天时的周旋，学员顺利过关。几天
后，所有学员也顺利抵达，准备开后，所有学员也顺利抵达，准备开
学。学。

？？？

8位学员都顺利抵达啦

   2021年4月24日，弥迦学院第四   2021年4月24日，弥迦学院第四
届线上开学礼，也是8位学员初次届线上开学礼，也是8位学员初次
与其他领袖、教会和事工支持者见与其他领袖、教会和事工支持者见
面。学员们以马来语自我介绍，再面。学员们以马来语自我介绍，再
献上一首马来文诗歌。导师带领和献上一首马来文诗歌。导师带领和
70位出席者一同见证，学员们立志70位出席者一同见证，学员们立志
遵行上帝在弥迦书6章8节的教导，遵行上帝在弥迦书6章8节的教导，
并与原住民同心同行。最后，大家并与原住民同心同行。最后，大家
同心为学员们即将到来的培训祷同心为学员们即将到来的培训祷
告。结束前院长吴加恩弟兄表示，告。结束前院长吴加恩弟兄表示，
弥迦学院的培训非常需要代祷，他弥迦学院的培训非常需要代祷，他
呼吁出席者也在私祷中纪念。呼吁出席者也在私祷中纪念。

 线上开学礼结束后，培训正 线上开学礼结束后，培训正
式开始。开学的第一项挑战，就是式开始。开学的第一项挑战，就是
要学会使用马来文圣经。盼望不熟要学会使用马来文圣经。盼望不熟
悉经文或马来文的学员们能经历新悉经文或马来文的学员们能经历新
的突破!的突破!

学习使用马来文圣经

弥迦学院第四届开课啦！弥迦学院第四届开课啦！

弥迦学院弥迦学院

OCBC 707 129924 3

mymicahcentre
admin@micahcentre.my

010-2162602 / 019-6030687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erhad 



新冠新冠疫情爆发至今长达一年半，疫情爆发至今长达一年半，
我国多次实施行动管制对抗疫情。我国多次实施行动管制对抗疫情。
人民行动范围受到限制，沙巴内陆人民行动范围受到限制，沙巴内陆
的短宣行程也被迫暂停。虽然和原的短宣行程也被迫暂停。虽然和原
住民接触的机会大大降低，但关怀住民接触的机会大大降低，但关怀
与服侍的心志却没有减少。与服侍的心志却没有减少。

  2021年4月15日，我们首次举办   2021年4月15日，我们首次举办 
《向东服务原汉同行》线上交流祷《向东服务原汉同行》线上交流祷
告会。聚集过往的短宣队员和支持告会。聚集过往的短宣队员和支持
向东服务事工的肢体，探讨如何在向东服务事工的肢体，探讨如何在
疫情中关怀沙巴内陆原住民。感谢疫情中关怀沙巴内陆原住民。感谢
神的带领，线上交流祷告会共迎来神的带领，线上交流祷告会共迎来
21位来自11不同宗派的教会参与。21位来自11不同宗派的教会参与。

   以分享向东服务异象和事工进   以分享向东服务异象和事工进
展开始，每个出席者重温服侍焦展开始，每个出席者重温服侍焦
点。接着同工们轮流带领交流环点。接着同工们轮流带领交流环
节，大家便积极参与提供远程距离节，大家便积极参与提供远程距离
的关怀点子。由于不是每个乡村都的关怀点子。由于不是每个乡村都
有通讯网络，所以目前只能与可以有通讯网络，所以目前只能与可以
接收通讯的内陆原住民传达关怀并接收通讯的内陆原住民传达关怀并
保持联系。保持联系。

   我们也为沙巴内陆原住民教会   我们也为沙巴内陆原住民教会
面对的挑战祷告：通讯网络不发达面对的挑战祷告：通讯网络不发达
导致线上教育困难重重、缺乏牧者导致线上教育困难重重、缺乏牧者
领袖、回教化危机及Allah字眼带领袖、回教化危机及Allah字眼带
来的影响。即便是线上交流和祷来的影响。即便是线上交流和祷
告，出席者仍深刻经历圣灵大能的告，出席者仍深刻经历圣灵大能的
同在。我们深信行动管制虽限制教同在。我们深信行动管制虽限制教
会的活动范围，但祷告的大能能够会的活动范围，但祷告的大能能够
超越地理的限制。超越地理的限制。

   首次线上交流祷告会的参加者   首次线上交流祷告会的参加者
表示，自己进一步得知沙巴内陆表示，自己进一步得知沙巴内陆
原住民的情况，并将在教会祷告会原住民的情况，并将在教会祷告会
中提出，让更多肢体一同记念。同中提出，让更多肢体一同记念。同
时，为了让华人教会能持续收到并时，为了让华人教会能持续收到并
关注沙巴内陆原住民的消息，我们关注沙巴内陆原住民的消息，我们
每两个月将举办一次《向东服务原每两个月将举办一次《向东服务原
汉同行》线上异象分享会。期待透汉同行》线上异象分享会。期待透
过这样的聚会，拉近华人教会和原过这样的聚会，拉近华人教会和原
住民教会的关系，也达到跨文化的住民教会的关系，也达到跨文化的
宣教与服侍。宣教与服侍。

44

原汉同行

线上交流祷告会

之 林妙霞

欲参与线上异象分享会
林妙霞 012-4240118

向
东
动
向

行动管制虽限制教会的活动行动管制虽限制教会的活动
范围，但祷告的大能超越地范围，但祷告的大能超越地
理的限制。理的限制。



诚邀您为诚邀您为
向东服务代祷向东服务代祷

事事工工

代代祷祷

乡区陪读班乡区陪读班

动态动态  透过通讯网络关心并引导2位原透过通讯网络关心并引导2位原
住民老师执行乡区陪读班，赋能力予住民老师执行乡区陪读班，赋能力予
他们教育下一代。他们教育下一代。

代祷  代祷  求神赐下信心、智慧及创意给求神赐下信心、智慧及创意给
原住民老师。资源虽有限，仍以爱持原住民老师。资源虽有限，仍以爱持
续陪伴村里的孩子。帮助他们在教育续陪伴村里的孩子。帮助他们在教育
上成长，培养好品格。上成长，培养好品格。

动态动态  沙巴内陆访短宣因疫情被迫暂  沙巴内陆访短宣因疫情被迫暂
停。透过《向东服务·原汉同行》线停。透过《向东服务·原汉同行》线
上异象分享祷告会，继续向华人教会上异象分享祷告会，继续向华人教会
传递“原汉同行”异象，聚集更多肢传递“原汉同行”异象，聚集更多肢
体关注并关心原住民。体关注并关心原住民。

代祷代祷    求神带领每两个月进行一次的求神带领每两个月进行一次的
线上聚会，帮助出席者更明白“原汉线上聚会，帮助出席者更明白“原汉
同行”异象，兴起华人教会主动关注同行”异象，兴起华人教会主动关注
我国被忽略的原住民肢体。我国被忽略的原住民肢体。

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线上异象分享祷告会

学前教育事工学前教育事工

动态动态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经济低迷，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经济低迷，
位于偏乡的原住民仍需外界支援。透位于偏乡的原住民仍需外界支援。透
过向东服务，华人教会认领学前教育过向东服务，华人教会认领学前教育
老师薪金，维持幼稚园的运作。老师薪金，维持幼稚园的运作。

代祷代祷 求神赐老师们智慧与力量，在 求神赐老师们智慧与力量，在
疫情中，仍遵守防疫措施并教育原住疫情中，仍遵守防疫措施并教育原住
民孩子。全人关怀团队会开始筹募老民孩子。全人关怀团队会开始筹募老
师薪金，求神带领并供应。师薪金，求神带领并供应。

弥迦学院弥迦学院

动态动态 弥迦学院第四届共有8位学员， 弥迦学院第四届共有8位学员，
年龄介于18至44岁，来自东西马。4年龄介于18至44岁，来自东西马。4
月21日，他们平安抵达沙巴培训中月21日，他们平安抵达沙巴培训中
心，开始跨文化宣教门徒培训。心，开始跨文化宣教门徒培训。

代祷代祷  求神透过此培训塑造和更新每求神透过此培训塑造和更新每
位学员的生命，明白神在他们生命中位学员的生命，明白神在他们生命中
的计划和命定。求神赐智慧予导师们的计划和命定。求神赐智慧予导师们
来教导和陪伴学员们。来教导和陪伴学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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