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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的
意义

鸽子，代表

希 望 ~ 挪 亚 在
洪水后释放了一
只鸽子，不久它
带回一片叶子，
显示洪水正在消
退，希望正在来
临。

平安~全球性的
平安标志，表示
我们要传递和平
及修复关系的好
消息，以及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赐
下的真平安。

圣 灵 ~ 真 正 帮
助的源头来自圣
灵。人所能为的
有限，唯上帝是
无限。

红色~
代表基督舍身的爱。	

浅蓝色~
代表谦卑及服侍。

，去救去救

最后的 彷如救生圈，

为急难中的人带来一线
生机、一丝希望。

什么是

7979，谐音“去救去救”，是全
人关怀团队自2010年发起的救助网
络，透过在各教会设立的7979全人
关怀站，为社区提供全人关怀的救
助及社会服务。

急难家庭救助动员受训志工关怀访
视急难家庭，及时给予心灵慰助，
并分发为期1至4个月的急难救助
金。

弱势儿童陪读为经济弱势家庭的小
学生提供课业辅导、生命教育及家
庭关怀等服务。

重大灾难管理建构回应机制，培训
志工在重灾期间伸援，以在短期内
恢复灾民的生活秩序。

吗哪食物银行动员教会的志工，为
贫穷及弱势家庭提供粮食辅助及生
活上的关心陪伴。

社区紧急事件援助为教会所在社区
内突发的紧急事件援助。让教会成
为社区里的邻舍，邻里的希望。	

https://www.histeam.org.my/
https://www.facebook.com/histeam.malaysia
mailto:enquiry%40histeam.org.my?subject=
https://www.histeam.org.my/don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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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引小镇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南部，
这里的人口不多，华人人口更为稀
少。

城市生活林林总总，但小镇里居民
们的生活简朴，致使就业机会少。
为了生计，许多年轻人选择往外发
展，留下双亲和小孩在龙引。

龙引小镇的经济贡献多数源于园地
产业和渔业。龙引小园主主要靠着
种植油棕、香蕉、椰子和咖啡豆来
维持收入，使几代人得以在这里生
存。因为园地属于私人产业，这里
多数居民鲜少担忧生计，靠着种植
园地收入足够他们过活，只有少数
家庭因遭遇事故而陷入贫穷。

展开社区关怀事工

张美灵牧师在2019年12月始，负责牧
养龙引宣道所（教会）。她原想在教
会展开一系列宣教工作，预留一些预
算，却在开始之际遇上行动管制令，
迫使长居居銮的牧师无法来到龙引，
长达两三个月。

行管令初期，有位弟兄有可以派发的
物资，便询问了丽莉姐妹。丽莉曾任
龙引村村长，想到派发物资可以协助
有需要的人，便参与了首次派发物资
活动。后来，张牧师决定把教会原本
预留活动的费用用于派发物资。教会
从原本的10份物资，增至30份。因
为派发物资，使得教会能接触龙引社
区，社区关怀事工就此展开。

2020年7月，政府逐渐放宽行动管制
令，牧师回到龙引要做的第一件事：
和丽莉姐妹一同探访领取物资的家
庭，借此认识和关心他们的情况。

                    你一点，我一点

2022年2月，龙引宣道所设立了7979
全人关怀站。丽莉姐妹成为教会的志
管人。教会借着7979服务方案“急难
家庭救助”与“吗哪食物银行”，继
续关心这些家庭。截至2022年为止，
教会共帮助7个家庭。

别看教会规模很小，只有十多位会
友，他们在服事上可谓是总动员。“
让他们在最能发挥自己专长的角色上
服事，是最有效的。”丽莉姐妹跟我
们分享。在教会里服事，包括主日崇
拜的工作或平日关怀的探访，对他们
而言都是服事。有些弟兄姐妹适合处
理文书事务，有些适合上讲台，有些
腾不出时间，只有短暂一天的休息时
间，但他们也愿意利用那一天探访他
人。由于弟兄姐妹彼此配搭，教会才
能继续进展事工，甚至目前正筹备找
寻新的会所。

“越忙的人越懂得安排他们的时间，
因为他们知道一天里什么时间，是可
以腾出来的。一两个小时的空档肯定
是有的，就看他要怎样利用了。”丽
莉姐妹分享，她坦言自己没有一份正
职的工作。行管令期间，自己在家照
顾母亲和两名孙子，算是能自由行
动，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所以她能
四处去探访家庭。她也表示，愿不愿
意服事，就看那人是如何利用空档时
间，是躺在家中休息，亦或是关心有
需要的人，全看那人有多愿意。教会
里的弟兄姐妹，多数都愿意献上自己
的空档时间服事。

意外的收获

教会关心和陪伴这些家庭，并不是只
是嘴上说说，而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他
们，透过方案提供的物资，并花费时
间和精力去陪伴他们。在陪伴他们的
过程中，丽莉姐妹常常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不仅感到有人关爱他们，更能
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第一位点头说要相信耶稣的个
案，我到现在还感到意外。”丽莉姐
妹分享，在关心陪伴那位个案的过程
中，并不是一帆风顺。起初，个案刚
相信耶稣，就认为只要有祷告，生病
就会得到痊愈，但并非如此。奇妙的
是，丽莉姐妹探访关心个案的这段期
间，常常会为他三叉神经痛祷告。近
期他们发现，个案已许久没有再说三
叉神经很痛了。原来在不知不觉间，
个案就痊愈了。或许，个案看见教会
弟兄姐妹们的信心，与感受到他们的
关心而选择相信耶稣吧。

“第一次因为关心一个人，让他们听
到了福音，接受了福音，这让我们很
高兴。”丽莉姐妹开心地说着……采
访已进入尾声，但关怀工作依然继续
着，还有很多故事在等待发生中。但
愿这些点滴都能感动人心，让人感受
到不一样的爱与信心。

故事始于

第一次
派发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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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姨（化名）刚把熟睡的孙子从房间
里抱出，让他在客厅里继续晨睡。刚
安置好孙子，就听见一声巨响，屋顶
瓦片被狂风吹断，砸向地板。位置正
好是孙子平日在房中晨睡的地方。

李姨一筹莫展，因为屋顶坍塌的维修
费用昂贵，幸好身边有些亲友向她伸
出援手，帮着李姨筹款。李姨有一位
认识许久的朋友，名叫丽莉，平日都
会到李姨家探望，也常向李姨“打”
伙食。

这天，丽莉来到李姨家，听说屋顶塌
方，便为李姨联系申请援助的管道，
找寻相关的资源。同时，因为丽莉是
龙引宣道所7979全人关怀站的志管
人，所以教会不忘帮李姨申请7979急
难救助金。虽然这笔经费不多 ，但在
李姨东拼西凑，积少成多的情况下，
筹齐了维修款项。

日常的陪伴，
是重要的存在

这次突发事件，不是丽莉第一次陪在
李姨的身边。以往，李姨家中发生什
么事，丽莉都尽所能地去帮助她。就
像在行动管制令初期，丽莉也不忘关
心李姨。

李姨总会帮补儿子一家，不仅是因为
他们住在一起，更是因为李姨想减轻
他们的负担，儿子、媳妇的工资不
多，想要照顾两个孩子，养活一个家
不容易。所以在行动管制令初期，他
们家也捉襟见肘。丽莉顾念着他们一
家的需要，想着能协助他们减轻生活
负担，便赠送一些外界资源和教会准
备的物资。

这些日常的陪伴，已让丽莉对李姨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虽然不信，
     但不阻拦

李姨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也不会
因着丽莉是基督徒而排斥她，反而成
为了朋友。李姨的媳妇婷婷（化名）
从小在教会中长大，很想回到教堂，
但李姨会因为不同的信仰，而有所顾
忌。在和丽莉相处的过程中，她们互
相认识了解，也感受到丽莉时常的关
心。“只要他们开心，他们要去教会
就去吧！”，李姨慢慢敞开心扉后，
觉得只要媳妇开心，想要去教会也无
妨，便让她带着孙子一同去到教会。
今年五岁的孙子，至今依然没开口说
话。但他来到教会，跟着孩子们一起
玩游戏、追逐、唱诗歌等，好开心。

对于丽莉而言，在教会里做关怀事
工，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经历上帝的
爱，听到美好的福音。但在关心他人
时，丽莉不以这为目的。即便他们不
愿来到教会，丽莉也真诚地对待他
们，视他们为朋友。“对许多人而
言，许多宗教都有在做着慈善工作。
但是我们不要灰心，看谁能动（关
心）得比较久。”丽莉表示，她认为
长久真心地去关心和陪伴对方，便能
真正地帮助到他人，才能感动人心，
让人感受到耶稣的爱。最后丽莉说
到，当他们有困难时，我们都在他	们
的身边，足矣。

天空乌云密布，
转眼便是狂风暴雨。
乡村里的老式木屋
默默经受着暴雨冲刷，
奈何年久失修，
屋顶瓦片坍塌了。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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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雨
位于柔佛新山的新山真理长老教会，
多年一直极力推动社区关怀事工。因
而得知，能为社区提供全人关怀救助
及社区服务的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
（简称“7979”）。为了让会友有更多
的机会接触社区关怀事工，新山真理
长老教会设立7979全人关怀站，期盼
透过7979急难家庭救助方案，接触社
区的居民，帮助有需要的人；教会亦
透过7979弱势儿童陪读方案，认识
陪读班学生的双亲，并与他们成为朋
友。

7979服务方案不只成为新山真理长老
教会与社区的桥梁，更为生活面对困
境的家庭带来一场及时雨缓解困境。
莉莲（化名）正是这场及时雨的受益
者。莉莲是位单亲妈妈，她靠自己的
双手抚育儿子——小张（化
名）长大。后来，小
张因一场意外，从
此瘫痪在床，莉莲
就此背负庞大的生
活开销，生活陷入
拮据。

白日，莉莲骑着摩托车到临近住家的
工厂上班，放工后回家当儿子的护
工。日子过得相当忙碌，一切的辛酸
尽在不言中。小张知道母亲辛劳的付
出，但爱在心里口难开。母子俩的互
动矛盾，时常发生口角。当莉莲整日
为了生活而劳碌奔波时，岂料获知工
厂即将搬迁的消息。这晴天霹雳的消
息，顿时让她惊慌失措——她不能失
去这份唯一获取收入来源的工作。她
急需寻找弹性上班又临近住家，且只
需靠骑摩托车就能抵达的工作。莉莲
的邻居与新山真理长老教会有联系，
知道教会或许能帮莉v莲解决眼前的
危机，便建议莉莲找教会帮忙。教会
了解莉莲一家面对的困境后，便委派
志工晓婷关心他们。

起初，教会为莉莲一家
提供补助金，了解她将
失业后，便为她向7979
申请急难救助金。善解
人意的莉莲原不想收下
这笔救助金，告诉教会：	
“我现在工作和公司还没
搬。所以你不用帮我申请”
。她说，可能别人比她更需
要这笔经费。尔后，在教会
持续的帮助下，她靠着这笔

急难救助金，缓解“燃眉急”，生活
顿时变得较松懈。

其实莉莲从未向其他机构或管道申请
援助金，包括自家人；她只收下教会
为她申请的这笔急难救助金。因为她
不懂申请援助金的管道，加上忙碌的
生活促使她无暇寻找其他资源。她表
示，在教会协助她的过程中，让她备
受尊重。此外，基于她儿子是名长期
病患，情况较为复杂，鲜少有机构愿
意帮助他们。

教会为莉莲申请急难救助金的小小举
动，让彼此的生命从此有了连接。教
会每一个或两个星期去拜访莉莲，也
为莉莲寻找合适的工作。母子间的关
系，因教会的介入，得到改善。小张
在教会带领下相信耶稣基督，并鼓励
母亲和他一起相信耶稣。现在，小婷
和莉莲成为好朋友。

	
			或许一场雨，无法滋润每个大地；
			但是一场雨，能及时扑灭一团火；
			这是及时雨，急难救助金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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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教育》线上读书会

第三届即最后一次《变色龙教育》
读书会，于2023年1月10日圆满进
行。7979陪读班的老师们透过这次
书中的主题，学习与学生父母正面沟
通的方式，并与他们合作，引导孩子
的成长。此外，书中也提及要以中立
的心态，记录孩子的行为。其中一位
老师分享：“有一位孩子不想做功
课，就一直上厕所的。我就记录他
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之后跟孩子沟
通，孩子现在上厕所的次数就慢慢
减少了。”	 老师们听见了，纷纷提
出想要开始为陪读班孩子做这样的记
录，同时观察孩子的行为，希望能够
透过这样的方式更认识孩子，对症下
药，教育孩子。

愿老师能像变色龙，并带着服事陪读
班的初心、能随机应变、有上帝的爱
心与不断增进的技能，应对孩子的千
百万状态。

居銮“水中送粮”
马来西亚面对东北季候风第三波
的连续大雨，导致柔佛州遭受严
重的水患。位于加亨的原住民村
Kampung	 Sengka和Kampung	 Air	
P a s i r的族长，向原住民牧师P r .	
Mailer	 请求援助，因为有72户277村
民需要粮食援助。

由于水位高涨，切断所有陆路交通，
预计距离水退还需几天的时间。
因此，在居銮众教会支援下成立的
7979社区服务团队，立即展开行动
采购物资、分包及运输到灾区边缘，
由原住民操船前来领取及分发。

“防灾减灾，我最厉害”，7979全
人关怀救助网络（简称“7979”
）14位全职同工和志工带领共和华小
大约832位学生在讲座结束后一同喊
的口号。

2月7日早上，7979受邀到位于巴生
的共和华小举办儿童防灾减灾讲座。
讲座按照学生的年级，即一至三年级
和四至六年级进行，分为四个环节，
根据自然界元素（电、火、水、地震
+土）教导学生如何保持危机意识，
以减少灾难来临时性命及财物的损
失。讲员是两位7979全职同工和两
位志工。她们不只分享信息，也带领
学生玩游戏，让他们透过模拟游戏学
习防灾知识。

最后，7979特地赠送印有“防灾减
灾，我最厉害”精致的礼物：赠予每
位学生。

7979同工和

志工合影

派发物资给灾民	

乘着舢板派发救援物资

高年级学生全体照

“小海啸”将板屋夷为平地	

《变色龙教育》书

派发吗哪包
和食物
1月，即吗哪食物银行的发放月，恰
逢华人农历新年。7979在各地教会
志工和集散点区域委员们的极力配合
下，赶紧在新春前派发吗哪包，让
全国各户案家能过个好年。与此同
时，7979为案家特别送上年饼，增添
喜气，也让案家暖心。7979同工带来
的年饼为吗哪包锦上添花。他感谢来
自各教会在新春忙碌期间，愿意拨冗
宝贵时间，积极参与和配搭，使派发吗
哪包顺利进行；谢谢7979同工的安排，
助于他们更有效率完成“任务”。

另外，Secret	 Recipe赞助7979全人
关怀救助网络840块小蛋糕。1月19
日，7979同工将这些蛋糕转送给雪
隆区浦种宣道会爱心陪读班、甲洞神
召会颂恩堂陪读班及甲洞宣恩堂的社
区服务计划。学生们收到蛋糕后，喜
不自禁，纷纷向同工道谢。期盼在这
佳节，有爱的日子，让我们用行动关
注有需要的群体们。

除了Secret Recipe赞助可口的小蛋
糕，Munchy’s也送来了一批物资：
饼干和爽脆可口的零食。7979将这
些物资进行分配，大部分物资被分
配在一月份吗哪食物银行的发放中。
有188位学生统统在新年间收到了
Munchy’s赠送的饼干和零食！更是
有陪读班老师在新年期间，将红包
送到学生们手中，以示祝福！辛苦
所有志工/陪读班老师们努力派送礼
物啦！这次的物资一共让527户家庭
（吗哪案家）和188孩子（陪读班学
生）手中拿满礼物，脸上挂满笑容！

小小蛋糕，
令人垂涎
三尺。

儿童
防灾减灾
讲座

学生按照志工的指示，
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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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态
（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

山打根“小海啸”毁村
救助行动

2022年圣诞节期间，海水涨潮卷起	
“小海啸”巨浪袭击山打根，致
使许多板屋受毁。2 0 2 3年 1月2
日早上， 7 9 7 9与山打根区联合
教会配搭，共24位志工到了7哩
Batu Putih和3哩Dewan	 Harmoni
灾民临时的安置区，派发12 0包
奶粉和部分婴孩用品物资。这是
灾民们第二次被重新安置的地方	
（之前的地点因学校开学不便继续使
用），所有志工们在派发物资时面对
了案家已经搬离、外出工作不在等等的
情况，也致使部分物资有待领取。据了
解，灾民只能在这临时安置点暂居1个
月，所以寻找住处是他们当下最大的需
要。为此，志工们会持续跟进他们的需
要和去向，希望能够协助他们尽快恢复
生活。	

后来，透过当地志工持续探访中得
知，临时安置区7哩Batu	Putih的48
家灾民因水源不足而面临缺水，引起
日常生活许多不便。因此在志工们安
排联合教会主席邱牧师于1月10日下
午，将96箱5.7L的饮用水送给他们，
每个家庭获得2箱饮用水。1月14日
早上，志工到Dewan	 Harmoni	 派发
卫生包给当地灾民，也按照家庭孩子
的需要给与合适的奶粉和尿片，减轻
27户（多数家庭成员超过5人）的生
活重担。

由于暂居在这里的灾民都是非公民，
故，很难获得政府援助的资
源。除了政府，也有其他
机构和民间
团体陆续援
助 物 资 。
在 别 人 的
需 要 上 看
见 自 己 的
责 任 ， 超
越 国 籍 身
份 地 位 以
实际行动来
回应，这是
值得感恩的
事。

吉兰丹水灾援助行动
2022年12月，临近吉兰丹州瓜拉吉
赖的	 Kuala	 Pertang地区遭遇严重水
患，水淹5至15尺，影响4个甘榜，
共107户。12月19日，7979与吉兰
丹救灾平台（KELANTAN	DISASTER	
RELIEF	 NETWORK，KDRN）配合
勘察后，决定认领，并援助此地区。

2023年1月4日，7979团队在该地发
放煤气灶具、电饭煲、床单被、饼干
和卫理公会救援赈灾事工（MCRD）
赞助的食物包。天不作美，但村民发
挥互助精神，乱中有序地以感恩的心
和愉悦的心情，领取援助物资。

接下来计划与当地领袖继续沟通如何
强化当地的防减灾管理，尽可能降低
受灾程度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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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决定你的高度”，你认同这话
吗？对于一个“高度”(身高)不过150
公分的我来说，凡可以提升“高度”
的，我都愿意尝试。当然，这“高
度”更多是指“眼光”与“深度”的
层面。

面对生活中挑战的事，我们可能抱持
几种态度——接受、逃避、反击、静
观、改变自己等等。《福气临门——
新态度》将事情分为两类：一、无法
改变的事实；二、有能力改变的事
情。

平静接受事实

	 一天，走在全马数一数二大的夜市
中，人山人海，但出现在我眼前的非
山也非海，而是一面面的“人肉墙”
。150公分不到的身高，在人挤人的
夜市里，能看见的只有路人的背后与
肩膀。但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的身
高，并为着可以在巴士座位上站直及
走过一些又低又狭窄的空间而感到自
豪。无法改变的事实包括一些与生
俱来的条件，例如：家庭、性别、种
族、身高和基因等生理元素。对于无
法或不能立刻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
平静地接受事情的真相；若能学会欣
赏这些事实，更佳。

      

      勇于改变

搬家了！小美用了半天的时间，从A
座搬了去B座。望着更宽敞的空间及
宽大窗户投进的光线，她躺在床上，
累坏了，嘴角却露出满意的笑容。几
天前，当小美得知可以选择搬或不搬
家的时候，马上涌现懒惰的念头。若
选择保持原状，虽然可以省去搬家的
力气，却要在狭窄的空间里生活。纵
然，选择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暂时
让人感到些许的不适，但之后获得的
回报及喜乐肯定是双倍。因此，当我
们有能力改变事情的时候，就要勇敢
地去改变。	

分辨“接受”和“改变”

如何分辨什么事情是需要接受，什么
事情是需要改变？这才是最考功夫
的，因为有一些事情看起来无法改
变，但又有改变的可能，只是需要一
些时间。论到身材样貌，有人认为这
是天生的，但我们看到有的人能透过
适当的管理身材得到改善。除了外在
因素，内在如性格，也不只是与生俱
来。我们也能透过后天的努力塑造
和培养良好的品格。如果未能分辨事
情，就先尝试改变吧！倘若尝试后仍
无法改变事情，才平静地接受。

你愿意接受吗？

你愿意改变吗？

不管接受或改变，都需要具备一颗愿
意的心。与其在那儿自怨自艾，或怨
天尤人，还不如说一句：“有上帝帮
我，我愿意。”想想身边有什么事情
困扰自己或身边的人，今天就换个态
度：提升高度。从此，你的视线不再
是望着人的背影，而是更广阔的世
界。

注：《福气临门——新态度》作者为夏忠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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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
    周边

大马天灾接二连三，使灾民的财务性
命犹如风中之烛；灾难社会工作的需
要逐年增加。是时候未雨绸缪装备自
己。

如果你不习惯教科书类的学习，反而
倾向走进服侍者的反思和生命来装备
自己，隆重向你推荐陈心洁博士与
学生张盈一同编辑的著作《谦卑同
行——赤足走过的5年》，本书记录
他们创办且委身其中的赤足自愿服务
小组（简称赤足）在中国大陆偏远山
区赈灾关怀服务的见证记录、反思论
文与模式方法。

以文字一起经历他们从师生赈灾活动
到有纪律，有组织地服务于山区草
根。一路走来，与所有助人者一样，
他们产生很多的困惑和反思，同时也
收获很多甜蜜的喜悦、成长的幸福。
盼读者透过这些文章故事不但学习了
灾难社会工作同时也更多地反思和谦
卑自己。

活动预告板

《谦卑同行》

7979谐音“去救去救”，是全人关
怀团队自2010年发起，由各教会	
（或称7979全人关怀站）组成的救助
网络，为大马急难家庭提供全人关怀
的救助和社区服务。

欢迎支持“7979服务基金”，让7979
全人关怀站可以服务更多隐藏在社区
中的急难家庭。

凡指定捐款支持“7979服务基金”，
即可获赠以下的感谢礼，数量有限，
送完为止。

请支持 

服务基金
		

(A) 单次捐款RM200-299

即可获赠“精美午餐盒”和一
套“福气临门”红包封。

(B) 单次捐款RM300或以上

即可获赠一件“LET’S SHINE 
TOGETHER”T恤（任意M/L	
SIZE）和一套“福气临门”	
红包封	。

本书售价 RM29
如欲购买，请扫描

欲支持7979服务基金，

请阅览：

https://w
ww.7979.org.

my/7979lst.html

让你与我们一同陪伴弱势家

庭，越过生活困境的风暴，迎

向闪耀的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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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aCkL5jDUF7VmyXPEO3F4C6353S1P7BhtQIWwNlr3h8/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www.7979.org.my/7979lst.html
https://www.7979.org.my/7979lst.htm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aCkL5jDUF7VmyXPEO3F4C6353S1P7BhtQIWwNlr3h8/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文/郑百颂传道

迎向后疫情年代，大家都在尝试回到
之前正常的生活，追赶错过的时间和
机遇，把握可以自由行动的机会。因
此，路上的车子逐渐增加、商场回流
了人潮、外出旅行或回国探亲的人络
绎不绝。	

新一年，每个人有不同追求的目标。
最难得可贵的是，没有在疫情期间疏
忽所付出的爱心和关怀的举动，没有
忘记曾经帮助过的人。在这瞬间万变
的年代，不是自己先拼命向前迈进，
而是扶助有需要的人，陪伴他们一起
走。

最近的季候风而引发水患，似乎成为
年度常事，人民亦见惯不惯。灾难骤
然临到，连居所也无法安定。无论天
灾或人祸，这世间的苦难虽然不断，
却也处处彰显温情。在顺境时，我们
很少感恩，很少问和留意自己经历哪
些好事，享有哪些好处？但在逆境
时，很多人会问，上天为何偏偏让自
己遇到悲伤的事？在这顺和逆之间，
正是考验我们的人性：如何发挥互助
与悲悯的胸怀。

有一位牧师告诉我，疫情之后，回来
教会聚会的人数少了约40%。他不断
思考鼓励他们回到教会的方法。有一
天，他发现过去在行动管制期间，曾
经以食物包帮助的人数，与缺席实体
聚会的人数不相上下。他豁然开朗，
这正是教会应该继续关怀社会、服务
社区的因素。

圣经<希伯来书>10章25节“你们不
可停止聚会......”被广泛使用于劝勉
基督徒要回到教会聚会。但我更喜欢
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
励行善”。因为，不是人人都能配合
出席聚会的时间，但人人都能以爱心
行善！

看见
自己的
责任

在疫情后，我们应更珍惜生
命，也更把握时机，从个人
的急难、贫穷家庭的需要，
至社会的重大灾难，在他人
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后疫情时代，你我有责。

• 捐献请写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erhad
• 马来亚银行户口	512781012599

 7979拓展運作經費

 7979急難家庭救助

 7979弱勢兒童陪讀

 7979重大災難回應

 7979嗎哪食物銀行

请电邮告知捐献项目，
以便寄发收据。
finance@histeam.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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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

https://www.7979.org.my/don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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