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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大马今年5月再
度落实全国封锁。在7月至8月期间，新冠
肺炎确诊人数从千起跳，再跃升至万，屡
创新高。死亡人数也直线上升，可以说几
乎每个人都有认识的人确诊。

今年7月初，我出席由医院事工资讯平台
的林庆祥医生召集的非正式会议，分享彼
此应对疫情的情况。当时，林医生提出一
个方案，透过设立社区安全屋，以阻断感
染链。此会议后不久，我们听到的确诊者
不再是谁的谁，而是身边认识的朋友和家
人了。

再过不久，我收到戒毒中心、老人院和神
学院爆发感染群的消息。由于隔离中心爆
满，同工也接到友人询问有否安全隔离之
处。

眼见疫情严峻，为了防疫和抗疫，7979同
工在多方打听和筹备后，推动了一项应灾
方案：7979爱-隔离。教会将动用空置的
教堂或会友的产业，来设立社区安全隔离
屋，接待居家环境不允许安全隔离的密切
接触者，以阻断家庭及社区的感染链，减
轻医疗体系的负荷。服务内容涵盖提供三
餐、辅导协谈、心灵关怀及其他服务。

这是一项相对高风险的方案，因为所接待
的密切接触者，可能已经受感染。不过，
在安全隔离屋检测转阳，总好过在家里证
实确诊。尤其是对于低收入户B40群体，
家居空间往往不足；或是家中有高风险群
体，可能因无法做好防疫措施，而导致家
中多人同时感染。隔离将造成收入减少，
令生活大受影响，再加上检测费等开销，
让人徒增精神压力。

教会把主日学课室转换成
安全隔离房间

安全第一，照足SOP

经过多场方案分享，感恩有大马真爱家庭
协会支援心灵关顾的服务，以及多地教
会一起配搭筹设社区安全隔离屋。截至10
月，在亚罗士打、大山脚、北赖、怡保、
巴生谷、马六甲、永平、关丹、亚庇和山
打根，共有18间教会设立了21间社区安全
隔离屋，43间房间投入服务，接待超过58
人。这数目或许不值一提，但背后牵连的
是每个家人的宝贵生命，无从议价。

更难得可贵的是，教会和志工们的愿意付
出。他们在各自的社区，甘心接待有需
要的人，除了布置入住环境、打点日常三
餐和生活用品、定时致电关心等，事后还
打扫和消毒。也要特别感恩，许多人得知
这方案计划后，愿意腾出空置产业供教会
用作隔离屋。同時，医生、从事消毒业务
者、辅导员、慈善事工组织志工等人士，
自愿挺身而出提供服务。有一热心弟兄捐
赠共43台5L制氧机及配件、600个测氧仪
器、10,000个口罩及1,000件PPE，大部份
运往医疗体系相对贫弱的沙巴，支援当地
教会。目前，制氧机已分配至沙巴亚庇、
山打根、芙蓉、关丹、大山脚、吉打及吉
隆坡。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无论是什么患难、困苦、逼迫、饥饿、危
险、刀剑，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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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预备好
的凉水

										这次，轮到我了吗？”雨婷（化名）
在隔离酒店里，独自胡思乱想。

昨天，得知自己曾近距离接触确诊患者后，雨婷
心里虽感害怕，但尚且还算镇定。做了新冠肺炎
检测，确保自己没有确诊后，她打电话给家人，
然后安排到酒店隔离。原本在朋友家住的雨婷，
现在不好回去了；家中的爸爸年事已高，也更是
不敢回家隔离。虽然检验了并没有确诊，但万一
真把病毒带回去怎么办呢？

没过两天，雨婷收到了叔叔的来电。叔叔是沙巴
巴色会孟家达堂的教会主席。最近，教会正好参
与中文大会呼吁的设立“巴色会·爱·安全隔离
屋”计划。虽然还没正式开放，但教会却立即让
雨婷入住隔离。因为雨婷住的隔离酒店位于郊
外，一个女孩子在那里实在不太安全。

就这样，雨婷在隔离的第五天，就被安排入住了
教会的隔离屋。

几天前，孟加达堂进行会议时，教会决定要开设
隔离屋，随后便马上着手筹备。在设置隔离屋的
当儿，叔叔接到了雨婷的来电。了解她的情况
后，叔叔便和教会商讨让雨婷入住隔离屋。

虽然隔离屋还在准备中，但所幸被设置成隔离屋
的是牧师楼，本就有住房，里面的设备一应俱
全。添购了一些卫生用品后，叔叔就把雨婷接来
隔离屋入住了。

就这样，沙巴巴色会所设立的隔离屋，在还未预
备好时就迎来了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入住
者。

‘‘

隔离屋设立的开始
沙巴确诊病例高居不下，病毒就像是一阵
风，无孔不入地吹进每家每户，越来越多
家庭有人确诊。

沙巴巴色会正愁不知如何是好时，就接到
7979全人关怀团队的呼吁，参加“7979爱
隔离”分享会。很快地，就有一些堂会同
意参与，在各自地区开设隔离屋。这包括
亚庇区、斗亚兰区、以及山打根区，共3
个地区，设立11间隔离房间。其中，有把
空置已久的主日学课室开放，设置成5间
隔离房间的；也有弟兄姐妹把空置的店屋
改造成隔离屋。另外，也有堂会开放牧师
楼来接待需要隔离的人。

“真正做决定的是那些教会执事会，他们
愿意把空置的建筑开放，才促成隔离屋的
落成”	总筹张玉芬牧师分享道。一个事工
的落实，不单单靠硬体设备，更是在人力
上有人愿意一同服事。在确定要设立隔离
屋时，教会中有8人组成2支团队。其中一
支是执行组，负责处理隔离屋的大小事；
另一支团队则是筹委会，一切大小决定都
由他们负责，包括财务。不论是采购、清
洁、消毒及膳食等，大家群策群力、奉献
自己的一点力量。就像是基督的身体，大
家各尽其职完成上帝的工作。隔离屋亦是
如此，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并无法落成；
但把大家集结在一起，只用了短短3天时
间，就将9间隔离屋设立好。

“很感恩教会，在我困难的时候愿意帮助
我。”雨婷说到。当她知道自己要隔离
时，心里很害怕；知道身边有人确诊，也
怕自己受感染。除了害怕，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快点隔离，不
好传染给家人。”原本雨婷是在郊外的一
家隔离酒店里，后来搬到了教会的隔离
屋。“很开心啊，我觉得教会那边比较安
全。”在教会时，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致电
关心。隔离期间，刚好遇上雨婷生日，教
会还特意送了蛋糕给雨婷为她庆生。

还未预备好的凉水

沙巴巴色会“大费周折”地设置隔离屋，
但上帝却奇妙地在他们还未预备好的时
候，将一位需要隔离的小女孩带到他们当
中。若他们以“还未预备好”而拒绝接
待，那是不是失去了服事小子的赏赐呢？
上帝要我们做的服事，往往不是等我们预
备好了才开始。教会在一切都预备好了
后，上帝就没再把人带来了	。你说这可惜
吗？我看不然，上帝总是有祂的美意，就
如同经文一般，接待了一个小子，也是会
被上帝纪念与赏赐。

在未来，隔离屋终将结束。但社区里依然
有各式各样的需要，教会依然要准备好，
走出四面墙进到社区里，将一杯杯凉水，
递给每一位小子。

（*10月采访结束后，教会又接待了3位入住者。）

无论谁，只因门徒的名，就算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小
子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
赐。” 马太福音 10:42

隔离屋设施

教会送的蛋糕

隔离时的“美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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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在我孩子确诊、甚至连家人都不

理会我们的时候，只有你们还愿意收留我们。” 

爱莹（化名）带着哭腔，在电话里头对小组组长说
道。随后，组长把这段内容分享出去。大山脚浸信会
7979全人关怀站的志工美凤姐妹听到这段话后，感到
十分欣慰，自己又帮助了一个家庭。

爱莹一家几口住在一间小房子。小儿子不幸确诊新冠
肺炎后，一家人就成了高风险的近距离接触者。因
此，房东不再出租房子给他们，让他们立即搬走；亲
戚也怕惹上麻烦，不愿理会他们。

无处可去的爱莹感到彷徨无助，独自坐在车上哭泣。

恰好，教会小组有弟兄姐妹认识爱莹，在了解他们的
情况后，决定施以援手。就这样，确诊的小儿子被送
往政府隔离中心，而爱莹一家在教会的安排下，入住
了教会设立的隔离屋。一时间，爱莹一家从经历流离
失所，到找到了落脚处，终于能安心度过隔离期。

与此同时，教会在接待了爱莹一家入住隔离屋后，组
长也开始与爱莹一同为租房的事祷告。爱莹也积极跟
房东商量，希望他再把房子出租给他们。某天，组长
在偶遇爱莹的房东时，也再次与房东谈起租房事宜。
最后，房东终于答应再将房子出租给爱莹一家。

在隔离期间，教会经常邀请爱莹一家参与教会崇拜与
小组活动，令他们一直感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关怀。“
我早前曾接触过福音，虽然仍没信主，但现在我觉得
只有基督徒会不计成本、无条件地帮助我。”爱莹最
后说到。

槟城大山脚社区，除了爱莹一家，这里还
有着许多同样面对各种困境的弱势贫穷家
庭。因为疫情，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有
的甚至失去工作，生活相当拮据。疫情变
得严峻后，处在基层打拼的他们，为了生
计不得不出外工作。相比可以居家上班的
人，他们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更大，属于
高风险人群。

今年9月，教会开始进行“7979爱隔离屋”
事工，设立了3间住宅，共6间隔离房间。
自开办隔离屋以来，教会共接待了22位入
住者 ，当中以教会会友居多。这些会友当
中，多数是以往教会服侍社区的个案，在
信主后到教会参加崇拜的弱势贫穷家庭。
他们的居住环境往往是小住处，一大家庭
住在一起。若不幸有一位家人确诊，将难
以在家里进行隔离。教会开设隔离屋后，
首先开放给教会会友，而他们当中有需要
隔离的，就成为了优先的受惠者。

*接待入住者人数截至10月采访时

有些人一听到“隔
离”这二个字，就会
感到莫名紧张及害
怕。对此，教会使出
妙招，以“美食”来
缓解他们的忧虑。每

一天，教会的膳食组都预备佳肴。虽不是
什么山珍海味，但这些用心准备的美食，
能缓解人们在隔离时的焦虑情绪。另外，
教会也安排了两支心理辅导团队，服事这
群隔离中的人们。

“弱势贫穷群体，是特别需要看重与照顾
的。非常感恩隔离屋这项事工的出现，让
他们在疫情中，能在一个安全空间进行隔
离。” 教会同工若琪姐妹分享道，她本身
也是隔离屋的其中一位入住者，因为服事
而接触了确诊者。对于教会开始隔离屋事
工，她十分感恩。因为隔离屋不仅让需要
隔离的人有个合适的去处，更让他们在隔
离时感受到上帝的爱。

尔后，同样也曾入住教会隔离屋的莉莉传
道也分享到，“如果我们是信主的，在隔
离期间可以有更多时间跟神在一起，不好
吗？这也是一种祝福。” 她相信，隔离屋
的设立，为那些没有足够空间进行隔离的
人，带来了希望与帮助。

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

-诗篇91篇4节

此外，开设隔离屋需要大量人手，单单是
清洁、打扫与消毒，就需要许多人的帮
忙。教会在这方面，聘请了一些因疫情而
失业的人，虽然工钱不多，但至少能让他
们有份工作，至少能糊口。不仅如此，教
会也购买了大批防疫用品，如口罩、血氧
仪等。若有人需要物资，教会将免费派
送，以此回应疫情的需要。

隔离屋环境与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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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造成社交的种种困难，所有
人都在远距离联络感情，即使是住在
自己地区的朋友，我们也为了避免疫
情的传播而选择不见面。在疫情间大
家都痴痴地想念和等候与亲朋好友重
聚的日子。我们没有想过以往简单的
聚会，如今看来是如此难能可贵。

在这疫情里，7979陪读班也面对种种的
限制和困难。没有实体陪读的日子，陪
读班的老师们很难了解学生的近况。渐
渐地，大家的面孔也开始变得陌生了。
于是6间教会决定开始他们的线上陪读
班，好让学生的课业可以不落后，也保
持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密切关系。她们是
甲洞神召会颂恩堂、宣道会蒲种堂、芙
蓉福音堂、日叻务全备福音布道中心、
以琳福音堂和怡南基督教长老会。虽然
过程中有着一番泪水一番心酸，但老师
们的努力还是能看到雨后的彩虹。“以
前数学很差的，现在很好了，还会照顾
人”学生面带笑容满有成就感地倾诉
道。同时一位学生含蓄地说道：“老师
像……妈妈一样地关心我”，如同把自
己蕴藏已久的秘密说出来。

在过程中，大多数陪读班的老师都面对
相同的困境，就是对电子设备的操作不
熟悉。然而为了继续陪伴学生在学业和
心灵上的成长，老师便鼓起勇气面对及
克服自己最困难的地方。“坦白说我是
电脑白痴，但很感谢有位姐妹愿意教我
电脑，我才鼓起勇气开始线上陪读班。
我也很感恩在疫情里我学到了一样新的
东西，又能够使用它来教导学生。”宣
道会蒲种堂的钟雪梅老师说。在这疫情
下我们看见老师们并不想因着疫情的限
制而失去陪伴这班学生的机会；而是想
让学生们知道，即使在疫情下，老师的
爱并没停止过。

7979线上陪读班教课

相比与实体，学生
在网课更能勇敢地
交 流 和 互 动 。 也
许是少了众人的聚
焦，学生能够自如
地表达。以前实体
时，学生会比较害
羞、担心自己的回
答有误。现在的网

课促进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他
们还会提前进网课，只为了和老师们聊
聊自己的生活近况，询问老师课业上的
难题。藉着这个线上的机会，间接地把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引进了更深层的层面
里。在线上陪读班，学生们也学会了时
间观。为了准时上陪读班，有些学生会
痴痴地守在线外旁等老师的视频来电。
可见学生在疫情间的孤单感让他们迫切
想在线上陪读班里与同学以及老师们相
聚。

老师们都很感恩在这段时间还能继续服
侍这班学生。虽然疫情使人疏离，但也
因着爱，使人心灵融合起来。老师们希
望服侍陪读班的团队能够扩大，好让更
多学生有机会接受陪读班的服侍。同
时透过陪读班来接触不同的华小，使社
区能够得到祝福——一个使人摸得着的
爱。

开启线上陪读班也是一个让孩子能够打
稳基础的机会，使他们不会忘记以前学
过的知识。经过线上陪读后，老师们很
开心看见学生成绩个个都有进步，这是
对老师所付出最大的安慰。在细心灌
溉学生的灵命中，也看见他们会牢记着
圣经的教导。每当同学生病时，他们还
会认真地代祷，彼此慰问和鼓励。“你
们要亲近上帝，上帝必亲近你们”，有
位学生分享道。这就像一颗芥菜种萌芽
在孩子心里，一个简单的教导，却是真
实、在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它成为学生
的引路灯，在他们面对生活中的问题
时，可以藉着所学到的真理去应对和做
选择。

7979线上陪读班老师与学生们

04



7979救助挑战是7979全
人关怀救助网络为大马
贫穷和弱势群体发声的
体验和醒觉运动。自
20 2 0年开始，因着疫
情，我们将户外骑脚

踏车项目转至在家体验贫苦的活动。由2
人组成的挑战队伍，3天的居家体验成为
弱势家庭，为了弱势家庭筹募至少300令
吉。今年的主题为“绝境求生” ， 让参加
者们不只体验成为弱势家庭，也学习在绝
境中想办法维持生计。此活动共迎来131
支挑战队伍（262人）接受挑战。

“请问我可以用抱枕代替枕头吗？

要不然我不能入睡。”

“请问我可以把剩下的水留到第二天使

用吗？”

“什么？只能吃碳水化合物食物或

蔬菜？这太虐待人了吧！我不要炒

饭里没有鸡蛋和胡萝卜。”

3天居家贫苦挑战
17-19/09/2021
筹款日期

17-30/09/2021

以上是今年7979救助挑战参加者听完
挑战解说后，提出的疑问和反应。接
着，7979部门主任郑百颂传道说： “我们
都是一班蒙福的人，因为我们可以选择想
吃的食物。请问贫穷家庭有能力选择自己
想要吃的食物，甚至饱餐一顿吗？” 挑战
队伍听后，顿时寂静片刻。这段勉励和反
思的话，将伴随挑战队伍迎接接下来连续
3天的贫苦挑战。

7979救助挑战解说会

根据我国2020年统计局数据报告：大马有
693,800户贫穷家庭和78,000户极度贫穷
家庭。贫穷家庭的月收入低于RM2,208，
极度贫穷家庭的月收入则是贫穷家庭的一
半，低于RM1,104。为了让挑战队伍体验
贫穷，他们连续3天都得在饮食、梳洗和
睡觉等三方面的生活习惯受到限制。今年
大会增设了 “每日揾食” 环节，让挑战队
伍使用劳动、体能、手艺、胆识和知识，
体验贫穷家庭如何透过自己的能力赚取隔
天的生活费。挑战队伍可以按照自己的能
力，选择要完成的内容，以改善自己的体
验。

3天居家贫苦挑战

挑战心得
7979_VC021恩典的记号

在这三天的挑战当中，我们“模仿”着那些贫困人们的
生活模式。我们放弃高台暖枕而选择躺在硬邦邦的地
上；我们放弃了山珍海味而选择了最基本的食物；我们
放弃了自由用水的权利而选择了只用一桶水；我们放弃
了先进的洗衣机而选择了用双手洗衣。上帝不也放弃祂
最爱的独生子而选择了我们吗？这就是一种最美丽的“
选择”，让我学习更谦卑，更顺服上帝的旨意。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
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4
：12）一个人挑战容易放弃；两个人可以
互相鼓励；两百多人就可以产生极大影响
力。大会在面子书设立“挑战勇士互动
区“，让挑战队伍发布挑战过程的贴文和
其心得。挑战者可从其他挑战者发表的贴
文中，了解对方挑战的过程，从而激励彼
此要完成“任务”，也感动朋友圈的人
愿意捐献金钱。救助挑战所筹的款项都
会归入7979服务基金。7979服务方案包
括急难家庭救助、弱势儿童陪读和吗哪
食物银行。今年的筹款目标是50万令吉
（RM500k），而在短短半个月的挑战期
间，一共筹获RM 510,163.32。

7979_VC064 The Jongs

感恩我们有幸可以参与这项活动，也感恩我们难得走出
了教会的四面墙，真正的参与援助活动。毕竟，太多东
西，很容易一夕之间成为口号胜于实践。此活动再激励
自己，不要常看自己没有的事物，而是看别人所没有的
事物。希望自己在脸书上分享的贴文，可以在来年激励
其他弟兄姐妹参加。

7979_VC030求生组

透过这次的挑战，我对“生活”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过
去很多时候，人都为了“想要的生活”劳碌奔波，最后
失去健康与自由，这值得吗？生活难道不能“够用”就
好，知足常乐？感恩有机会参与这三天的求生挑战，我
盼望在这三天所领悟的，不要只是让它停留在这里，而
是成为我日后生活的提醒。

杨荣花姐妹
7979_VC030求生组

刚开始得知这个活动时，我就一心想要接受挑战。问了几个
姐妹是否要组队参加，她们都拒绝。后来，我家里发生了很
多事。儿子病危住进加护病房、丈夫身边的工人确诊冠病和
我们购买的土地出现排水问题。那时，我心里非常着急，天
天活在恐惧中。然而，神怜悯我们一家，许多弟兄姐妹为我
们祷告。后来，儿子逐渐康复，丈夫也没有确诊。在活动开
始的前一天，还有两个小时就要报名截止时，忽然有位姐妹
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参加。我不懂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
答应和她一起接受挑战。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可以帮助有需
要的人！

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帮助人

每一支挑战队伍，都有他们挑战的故事与感
动。最后他们把自己挑战的过程和领受集结在
一起，为大马弱势贫穷家庭献上自己的一份心
力。无论是身体力行的参与挑战，或是金钱上
积少成多的捐献，都是一种非凡的体验！今
年，我们挑战了；明年，你准备好了吗？

文/Jowee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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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至11月）

吗哪食物银行的赞助

单月份是吗哪食物银行的发放月。今年最后两
次发放，全马共8个集散点，逾60间教会，派发
超过1000份吗哪食物包，让至少580个家庭免受
饥饿之苦。每次的派发都有赖于大众捐款与赞
助商的物资赞助。

9月，7979收到赞助商Waz Lian Foundation共
280份干粮的供应。

10月，7979荣幸获得Mr DIY赞助价值超过3,000
令吉的日常与防疫用品。同时不忘鸣谢长期赞
助船长牌燕麦的Federal Oats Mills Sdn. Bhd.
，在疫情间仍与我们一同守护弱势家庭。

弱势贫穷家庭要不挨饿，每一份的赞助与捐献
都举足轻重。

2021全国志管人大会

11月3日，2021全国志管人大会圆满结束！配
合全国防疫措施，大会再次使用线上聚会，让
所有7979伙伴教会一同参与。虽大家相聚于线
上，却丝毫不减兴致。今年，大会以4天分成6
个阶段，让180位来自54间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
络的教会志工参与其中。

大会所预备的环节项目依然秉持着7979聚集元
素iCLAPS，即ideas 得到新的点子、Connect 连
结朋友/伙伴/资源、Learn 学会新的事物与技
巧、Appreciate 令你受激赏、Pray 促成更多代
祷契机和Share 与伙伴分享的机会。

特别鸣谢张菲倩律师及医院事工资讯平台(HMR)
抽空教导。张菲倩律师教导 “家庭法”、“大
马人民的法律权益”和“继承债务/遗产”；由
医院事工资讯平台(HMR)的林庆祥医生为大会
带来双主题，“你所爱的人病了，你可以怎么
做？” 及 “病人关顾无法普及，我有没有责
任？”。出席者皆收获颇丰，也让教会和志工
知道如何介入在病患和家属的需要。

《变色龙教育》读书会毕业啦！

经历8个月的风风雨雨，来自7间陪读班，13位
老师一同参与《变色龙教育》每月一次的线上
读书会，终于在11月25日结业了！透过阅读，
老师们开始深思，并发现应对学生的方式不太
恰当时，勇于做出调整。老师们开始在当天日
程结束后，整理并写下回顾与反思，从中了解
哪些方法管用或否。这有助于老师们区分教学
和私人的生活，为当日日程划上句点。同时，
老师们也学习跟家长合作与交流，以达到最佳
教育孩子的目的。

改变就在每个细节中，进步并非从无到有，而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盼望《变色龙教育》这本
书的内容照亮老师们在陪读班的方向，永续向
前行。就如变色龙一般，继续同化、适应、应
变、进行文化交融，并做出改变。透过不断地
自我提升，帮助孩子充满自信，迎向无限展望
的未来，发挥更深远的影响力。

明年，我们再会！

急难家庭救助 线上个案管理系统 (CMS)

过往，从申请、审核到批准急难救助金，我们
都使用大量纸张以保存个案资料。

为了减少使用纸张，7979开始启动线上个案管
理系统（CMS）。这不仅环保，还达到教会与
7979的个案资料共享，同时做到个案管理。
7979急难家庭救助方案的审批工作，已经全面
转为线上操作。审批工作更有效率，时间花费
也大幅度缩短。

2022年，7979计划让7979吗哪食物银行方案的
审批工作也纳入CMS里，让有参与在此方案的教
会，可以更有效率地达到个案管理。



需懂的事
灾难救助志工

文/
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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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答答，清早窗外下着倾盆大雨，
天气阴凉。旱季已过，即将迈入年尾雨
季。屋外种植的蔬菜也因为雨水饱满，
快速生长，收成可观。然而，对于低洼
地区的居民，每每到了年尾就开始担心
水灾。他们最害怕半夜突然下大雨，一
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被浑水环绕，睡床成
了一座“孤岛”，处于厄境。

数年前，我首次担任回应水灾的志工管
理人，后来被派往前线动员志工。当
时，因着多个地区的水灾十分严重，媒
体不断报导，民众也反应热烈。我们的
手机铃声不断响起，纷纷收到志愿者的
来电，表示想回应灾区的需要。

灾场的志工形形色色，需要我们花费精
力与他们沟通，包括分配工作。然而，
一些心智成熟的志工，做起事来得心应
手，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灾区的工
作。我就列出四个灾难救助志工需注意
的事项。

1 视情况做调整

“计划赶不上变化”，身处灾区，可说日日有惊
喜，天天受刺激。面对已拟定好的计划，常因
着灾情和需要做出调整。因此，志工要有心理准
备，随时随机应变，并且遵从指挥官的指示，
因为他/她会提供更全面的资讯和做出正确的决
定。 

了解自己的极限

志工想为灾民做多一点事，付出多点心力是正常
现象。但志工要了解自己的极限，三餐定时、水
分充足、休息及纾解情绪是基本的需要；若忽略
这些，到头来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影响自
己和救灾行动。如果身体有特殊的疾病或问题，
需提早通知。唯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极限，别人
可不容易看得出哦！

告诉指挥官自己独特办事的能力 

我们要人尽其才，方能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
半。如果你具备灾区里需要特别的能力，如懂得
操作重型喷水机、维修、水电工、驾驶罗厘、消
毒清洁、烹饪、辅导或照顾孩童等等，不妨先告
知指挥官，以让你可以发挥更好的才能，带来更
好的救灾效果。但有时，英雄也难免有无用武之
地，所以最后还是必须按照灾场的需要和考量为
优先。

2

3

告诉指挥官自己较喜欢的工作4

有些任务，无需个人特别技能，志工也可以主动
提出可以贡献的事项。曾经有位志工告诉我，要
在厕所预备并确保时时装满水的水桶，以防突然
制水。于是她成了“厕所官”，负责保持厕所的
卫生和有足够的水源。另外，有位志工常担心其
他人吃不饱，于是成了我们的“膳长”，每天计
算人头和确保有足够的饭菜。这里指的工作，一
般上是指非原定所分配的职务。

要当称职的灾难救助志工，除了以上提出的
四项，还包括事先准备、先衡量自己的能
力、了解安全守则等事项。

了解基本的灾难救助志工事项后，就准备您
的应急包，随时踏上灾难救助的路吧！相信
每一次的经历，都会帮助我们更懂得如何在
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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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板

09

应 急 包 是 在 灾 难 发 生 时 以 及 灾 难 发 生

后，用于维持生命的食品、水、急救用

品及简单的生活和自救互救的必须品。

捐献RM99
即可获得一个应急包

捐献后
请扫描填写表格

捐献RM49
即可获得7979实现爱荧光T-shirt 

存货有限！
快点来下单哟！

捐献后
请扫描填写表格



其实我们只是靠主鼓起勇气，预备空置
的产业，并打开门欢迎需要临时及安全
隔离空间的邻舍。隔离期间，我们为他
们提供饮食、陪伴关怀并为他们祷告。
从参与隔离屋肢体的分享，我领悟到在
疫情中接待邻舍可以提升我们对主的信
心与勇气，爱心趋向成熟。神在这个过
程中提醒我，这是教会在末世临近时，
无法选择、责无旁贷的服侍。这次是因
为瘟疫，我们需要腾出地方（空间）接
待邻舍；未来则将会因天灾、战争、逼
迫引来大量的难民潮。其实真正需要预
备的还不是隔离的空间，而是神儿女内
心的空处，即一颗愿意接待的心。到时
候只有两种角色让你我选择扮演，或是
提供接待的人或是渴望被接待的人。末
世光景，不法的事越发增多，人的爱心
却渐渐冷淡，教会若不要被至终审判者
责罚，像老底嘉教会那般不冷不热、以
弗所教会那般丢失初爱；其实也只有一
项选择，就是选择依靠圣灵的加力将冷
漠化为爱，让身边未信的人感受到上主
不离不弃的爱。对了，就是那种能够跨
越生死、跨越时空、跨越地理，在基督
耶稣里的爱。有爱就没有阻隔！

文/
黄恩德牧师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
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希伯来书13:1-2）

8月，大马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正往高
峰攀爬。身边被感染，或家中因有确诊
者而需要隔离的呼声，离自己越来越靠
近、也频密被听见。全人凭感动回应设
立安全隔离屋，先学习将空置的同工宿
舍转换成安全的隔离设施。同时，也加
紧与华人教会分享隔离屋的异象与操作
方案。教会牧者、领袖听了隔离屋的解
说后，反馈不一。感谢主的带领，全马
各地有18间教会与我们合作，一起设立
21间隔离屋来接待近距离接触确诊者的
邻舍。感激海外督导夏忠坚牧师的信任
与爱，率先将台湾救助协会一笔奉献注
入设立隔离屋的经费，深深激励我们团
队为主多走一里路的信念。回头看这隔
离屋方案，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过
去三个月，各地教会奉主耶稣的名接待
了58位入住者（截止10月尾）。入住隔
离屋的邻舍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我们
优先接待B40及经济条件较差的对象。感
谢神，我们有机会接待各族的同胞，包
括外劳及更生人。

7979拓展运作经费
7979急难家庭救助
7979弱势儿童陪读
7979重大灾难回应
7979吗哪食物银行

· 捐献请写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erhad
·马来亚银行户口
     51278101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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