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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整理/丰雨

前一阵子，网络疯传一个视频，关于某大学讲师质问一位
学院生，为何仍使用手机上课，而非手提电脑。当得知该
名学院生家境困难后，这名讲师讽刺他，叫他让姐姐把金
链卖了换取电脑。不单如此，讲师还说自己在求学时期不
会与B40（低收入群体）同学同坐，因为他们经常分心，无
法专注于学业……

常听人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
有能力靠自己准备，更不容易遇上机会。我们应该远离他
们？还是成为一个给予别人机会的人呢？

本团队采访记者走访峇株巴辖和怡保的两所华小，收集疫
情在过去2年对学生所产生影响的资讯，也顺道采访当地开
办7979弱势儿童陪读方案的陪读老师，了解学生的实况。
另外，还向儿童心理发展学博士陈燕婷副教授请教，深入
探究学生的需要和处境。

网络——没有是困扰，有了也烦恼

刘老师表示：“虽然大部分学生都出席网课，但功课的呈
交率相当低。”张老师补充：“就连平时在实体课表现优
异的学生，有时也没呈交功课。”

涂老师说：“学生已逐渐习惯在家的上课模式，比较轻松
随意且功课少，因此出现学生返校后变得懒散的现象。” 
接下来，朱老师分享道：“部分学生的家庭背景比较复
杂，家长忙于应付生计，难以兼顾孩子的学业，再加上
孩子也难以专注上课，因此非常需要有人关心他们的课
业。”

李副校长回想起一些弱势家庭的处境后表示：“原本家庭
条件欠缺的学生，如今需要各种配备如电脑、平板或电
话，加上网课需要大量的互联网数据，对许多家长来说，
真的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一些面临失业或生意欠佳
的家长，更是雪上加霜。” 所幸，校方为他们申请了网课
配备的补助，也为困难家庭送上物资。

“有一个家庭，爸爸癌症过世，妈妈是越南人，学生连续
数周都没上课。于是，校长安排我为他们签办网络配套。
后来发现上网数据总用得很快，一查之下才发现，原来是
因为他使用上网数据来看越南戏！”吕老师好气又好笑地
分享她在帮助学生时的有趣经历。

“难怪两份功课，却用了4小时才完成！”怡保以琳福音堂
陪读班的倩雯老师告知，遇过一名学生一边上课，一边上
优管（YouTube）。曾经，还有学生告诉洁芝老师，他上网
课时很专心并没有做其他事，但是上课一阵子后却开始慌
神和发呆了。

黄老师表示，校方曾经介入一位女同学在网络上误交损友
的事件，这件事惊动了校方和家长。陈博士回应：“儿童
在情绪和情感上需要适当抒发，若长时间没办法表达，可
能换来过于冷漠或太过热情的极端表现。”

网络的花花世界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当缺乏自律的小学
生拥有一架可以上网的手机，身边却没有人督促他，后果
将不堪设想。

别用成绩和绩效来赶羊

陈博士提醒：“由于学生在网课中缺乏发问和回答的机
会，加上极少互动环节，因此在他们语言基础及认知方面
将大吃一亏，成长速度较为缓慢。”

虽然如此，梁洁芝老师表示，上网课也不全是坏处，至少
对课业表现弱的学生有两大好处。由于功课较少，学生也
不必隔天交功课，陪读班老师可以按照学生的学习进度施
教，确保学生能掌握和吸收。这两年来，学生和老师都可
以在不用“赶羊”的情况下，好好地学习和教学。

“老师在学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必须从小灌输
学生设目标和方向，也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从事教育界18年的李副校长循循善诱地说。她补充：“
我们不能只以成绩评估学生，而是应该从多方面评估，比
如艺术、技能和品格。华小如今也不再按照成绩分班级，
主要考量是不以成绩来标签学生。每个学生有各自的强弱
项，都可以透过引导，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发挥。”

在怡保某所华小任教约20年的洪老师向我们说：“可以造
就学生，是一种成就。他们有太多否定的声音了，所以当
学生有进步，她就会夸张地赞美。”洪老师小时候来自弱
势贫困的家庭，成绩也不理想。但在6年级那年，她遇到
了好老师给予机会，这改变了她的一生。如今，她也想要
成为这样的老师。她希望孩子记得，当没人欣赏他们的时
候，曾经有那么一位老师会赞美他。

缔造一个学习的空间

峇株吧辖恩典堂陪读班老师说：“之前MCO（行动管制令）
期间，孩子在家时一直吃，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孩子来陪
读班享用午餐和茶点，让家长省去很多饮食开销，尤其是
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的家庭。有时，还有弟兄姐妹爱心奉献
一些特别的食物，让孩子们享享口福。”

“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从早上起来就玩电动直到晚上。” 
洁芝老师无奈地告诉我们。但当学校和陪读班恢复实体课
后，他又开始积极学习了，并且还会主动告知老师自己在
哪个科目上需要多加强。倩雯老师更是感慨万分地说：“
他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龄，如果现在不读书就是浪费时
间，太可惜了。” 老师们晓得能陪伴学生的时间相当有
限，因此认为小学时期就需要打好根基和建立好习惯。

洁芝老师告知，当一些教友看到陪读班学生可以认真花几
个小时做功课，也想让自己的孩子来，但碍于条件不符合
而被婉拒。陈博士也强调：“同侪社交互动非常重要，儿
童需要透过与人的互动和观察来彼此学习。” 因此，当孩
子无法自律学习时，如果有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班同学一
起学习，加上老师的陪伴和督导，我认为学习习惯将更容
易建立起来。

注：  1. 华小老师一律以匿姓称呼   2. 陪读班老师则使用真名

7979弱势儿童陪读方案，7979弱势儿童陪读方案，
正是一个为小学生准备机会的地方。正是一个为小学生准备机会的地方。
全人关怀团队从2012年开始7979弱势儿全人关怀团队从2012年开始7979弱势儿
童陪读方案，并推动至今。童陪读方案，并推动至今。
弱势儿童陪读方案为学生提供课业辅导、弱势儿童陪读方案为学生提供课业辅导、
生命教育及家庭关怀。生命教育及家庭关怀。

欲了解更多7979弱势儿童陪读方案的详情，

给他们一次翻身的机会，请点击以下链接：

www.7979.org.my/companionshipclass.html

弱势儿童陪读弱势儿童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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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愿愿意意

我我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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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吗
陪陪伴伴
成成长长

“很多青少年都很叛逆……”、“孩子上了中学就会学
坏……”

你是否曾听过以上言论，或曾说过这些话，亦或是自己本身
就是别人口中的“叛逆孩子”？

年龄介于13到18岁的孩子，正处于中学时期，在这个阶段往
往想要探索世界与认识自己。他们虽有自己的想法，但却还
未完全成熟独立；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想要一探究
竟，开始出外寻找。这时候，家长便觉得孩子们变得“不听
话”、“叛逆学坏”了。

当孩子           时当孩子           时长长大大

怡保以琳福音堂7979全人关怀站开办小学陪读班已长达9
年，陪伴了许多弱势贫穷家庭的孩子完成小学。老师们用心
教导，不仅是学业，更是为孩子的品格打好基础。小学毕业
后，师生聚少离多，为了不让这份珍贵的感情消散，老师每
个月都会聚集孩子们一起团契，分享彼此的生活。老师发现
孩子们家中大多没有理想的学习环境，有很多诱惑导致孩子
们无法专心学习。2021年，以琳陪读班决定开办中学陪读
班，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空间，让他们做功课与复
习。

“当孩子小学毕业后，我们常觉得可惜，为什么不能陪着他
们上中学，担心他们会误入歧途……”以琳陪读班何倩雯老
师说到。开办中学陪读班，除了提供学习环境，更重要的是
在他们探索世界与认识自己的过程中，陪伴与教导他们分辨
是非对错，从而建立他们。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陪伴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陪伴

“中学生跟小学生不一样，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
的一片天空。” 以琳福音堂志管人洁芝分享，中学生处于
不大不小的年龄阶段，他们以为自己是大人，但又未完全成
熟，这阶段的孩子往往跟家人的关系不好。但来到中学陪
读班，孩子们从小和老师培养关系，本着对老师的信任与安
心，孩子们对老师无所不谈，从学业、家庭、甚至爱情。老
师不单教导他们功课，也引导他们去思考，引领他们正确的
价值观。也正是因为孩子们愿意分享，老师才能及时纠正错
误的观念。

“我只希望他们能建立良好品格，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只
要他们勤力、诚实、负责任，以后就不会是社会上的寄生
虫。”洁芝最后说的这句话声犹在耳。

让孩子           面对未来让孩子           面对未来学学习习

小时候写作文，我们都写过“我的
志愿”，无论是“老师”、“医
生”、“科学家”、“太空人”
等，都是成长路上的方向，指引着
我们努力的目标。无论长大后是否
如愿，我们都曾有过美丽的梦想。

场景转换到现今，许多孩子的梦想被科技“扼杀”。先进设
备与过多资讯导致孩子们不再思考自己的未来，而是沉迷于
当下的玩乐。不仅如此，21世纪的孩子常常被学业成绩“压
垮”，读书是为了追逐优异成绩。孩子们渐渐失去学习好奇
心的同时，也失去了“方向感”与“危机感”。

2021年，大马教育部宣布全面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
为了让孩子全方位均衡地学习与发展，不再为成绩而活。长
远而言，取消UPSR利大于弊。但对应届考生却有所不公。“
取消UPSR后，校方需要以孩子平日里学习的表现来评估，但
两年来频密的网课，执行这项评估本就是一项挑战。”一位
在教育界18年的学校副校长与我们分享道。

我们的未来怎么办我们的未来怎么办

此外，副校长也表示，学校会在孩子升中学前，进行一项辅
导问卷，以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现在的孩子太乐天知命
了，遇到事情往往不知道如何处理，丝毫没有危机感。孩子
们对于未来也没思考，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些什么。”对于
没有目标的孩子，老师能透过引导，避免他们上了中学误交
损友。

同一时间，另一位C老师也向我们坦言，担心孩子因为语言
环境而排斥不去学校。“中学老师常反馈说，华小的学生上
了中学无法掌握国语。我担心他们会因此辍学，或因学习不
好而品行学坏。”弱势贫穷家庭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获得
的资源与资讯本就不多，若遇上 “坏朋友” 将很容易误入
歧途。

青少年对于是非黑白的界限依然不清晰，当他们在探索世界
时，需要有人在旁引导。以琳中学陪读班的学生伟聪（化
名）曾对陪读班老师说，上网课时，全班只有寥寥数位同学
出席；当老师收作业时，全班就只有他一个人交功课。“从
小伟聪就来到陪读班，建立了良好品格。他知道上课和完成
作业是他的责任，纵使其他学生不做，他也很勤奋努力完成
作业。” 洁芝分享，希望可以在孩子们中学时段建立他们，
迷茫的时候引导他们。课业成绩非主要，良好的品行才能让
他们立足未来。

好好学习跟不上  还能是                 吗学习跟不上  还能是                 吗学学生生

“你6年级还不努力读书，上了中学想怎样过？”、“到现在还不会背乘法表，以后怎么办？”陪读班林老师再次苦口婆心地劝说小康（化名）。

小康安静地站在那里，听着林老师说话，默默流泪。自此之后，小康有了微妙改变。

小康开始刻苦学习，用一星期把乘法表背熟。林老师每天发的学习影片，小康都会用心去学习，马来语听写也从0分进步至六七十分。

小康的进步获得林老师称赞，求知欲不知不觉也提升了。今年小康升上中学，虽然国文不及格只能上预备班，但他不再逃避学习，而是主动询问与寻求帮助，让陪读班老师倍感欣慰。

小康是峇株巴辖恩典堂爱加倍陪读班的学生，今年刚升中
学。他从4年级开始就来上陪读班，小学毕业后老师也格外
关心他。小康升中学前的假期，都会参与陪读班学校假期
的课业辅导，老师也会帮他打点升中的事情。爱加倍陪读班
Hannah老师坦言，自己曾经也是预备班学生，所以会特别想
关心他们。她也表示，中学老师常以国文缩写传简讯，自身
都有点难理解，何况是刚上中学的小康。

生存与学习之间的两难生存与学习之间的两难

相比他人，弱势贫穷家庭孩子的求学之路充满波折。学习较
弱的孩子更是因着家中没有理想的学习环境、以及家长的
忽略，而跟不上学习进度。现遇疫情，全国进入“网课”模
式，他们更是陷入两难。“吃饭都没有钱了，买什么网线配
套上学。”一位陪读班孩子的家长曾对老师说，在生存与学
习之间，他们只能选择生存。

其实孩子都想好好学习，碍于欠缺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他们
跟不上同学的学习进度。以琳福音堂洁芝曾分享，中学陪
读班的孩子都是主动回来的，因为他们在家里找不到读书动
力。孩子们都有求知欲，若没有合适的学习环境，不仅影响
学习进度，还会导致他们放弃
学习。中学陪读班就能提供他
们一个学习环境，让一班孩子
在一起做功课与复习，总好过
独自一人努力。



康俊（化名）自小父母离异，和爷爷奶奶、姑婆还有姐姐住
在一起。小学时期，康俊每天的乐趣就是在放学后把书包丢
在家里，功课也不做便骑上脚车往外跑，也经常到网吧打游
戏。

某一天，当奶奶听到康俊表妹介绍怡保以琳福音堂7979全人
关怀站开办的陪读班时，便让康俊参加，希望他能好好学
习，不再到处游逛，更不再去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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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青年 的生命的生命

握紧拳头的“愤怒少年”握紧拳头的“愤怒少年”
刚来到陪读班时，康俊5年级。

起初，康俊不以学业为重，所以当老师让康俊完成功课时，
他不能接受，握起双拳表示不满。小拳头因为握得太用力
而泛红，康俊像是受了委屈般努力地隐忍，默默在一旁生闷
气。从此，康俊便被冠上“愤怒少年”的外号。

在陪读班的日子久了，康俊看着身边同学们自动自发地完成
功课，不爱做功课的他一个人待着也觉得无聊，便开始跟着
大家做功课了。

除了功课，康俊的品格也是让老师头疼不已。因着康俊结交
的朋友圈都有着坏脾气、骂粗口等习惯，因此康俊便理所当
然地形成这样的品格。

“圣经说，我们用同一张嘴巴赞美神，又用同一张嘴巴去讲
污秽的话咒诅别人，你觉得这样合宜吗？”洁芝老师在听见
康俊骂粗口时，就会如此教导他。康俊慢慢地不再骂粗口，
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敬畏上帝的生命在他心里开始萌芽。

希望我可以上中学希望我可以上中学

年尾学期结束，陪读班学生需要填写一张反馈表格，表述自
己一年里的收获与成长。

“改变不好的行为”、“比较专心”、“脾气变得温和”
、“得到老师关心与帮助”等，都是康俊在呈上的表格里选
择的收获与成长。曾经不注重学业的他，完成功课都难如登
天，如今却让老师感到欣慰，更是写下“希望我可以上中
学”。在陪读班里，虽然康俊的成绩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
但他开始发现学习的重要，并加以重视。

两年很快过去，康俊从小学毕业了。由于国语不及格只能上
预备班，这一年康俊依然参与陪读班。上了中一后，下午班
导致康俊无法继续参加陪读班了。

洁芝老师不想因此断了3年的感情，坚持每个月把上了中学
的陪读班孩子们约在一起团契，康俊就是其中一位。从彼此
分享的生活境况中，老师发现康俊在学校里结交到一班朋
友，大家说粗口、不爱读书、每天都会跑到网吧打游戏，康
俊的品格再次被影响。

那段时期，康俊常常晚归，甚至需要奶奶骑着脚车到处寻找
他。奶奶着实无奈，只好找到陪读班老师帮忙。

感恩的是，虽然康俊叛逆的行径不断，但他还是肯听劝。

“康俊，我知道你想要出去和朋友玩，但是你不能到半夜还
不回家。这样奶奶会担心你的。”洁芝老师找到康俊，耐心
地与他谈话。

往后，康俊答应每天会在傍晚6点回家，不再让家人担心。
同时，他每个星期也愿意来到教会参加团契，相比起网吧，
他愿意来教会，奶奶相对安心。

原来他悄悄长大了原来他悄悄长大了

后来，康俊转为早上班，教会也开始中学陪读班。老师再次
邀请康俊回到陪读班，但是康俊拒绝了。这次，不是因为贪
玩，而是担心家中老迈的爷爷奶奶。他们时常会腰骨痛，平
日里制作凉水贩卖是需要大量体力的。康俊想要留在家中帮
他们，再陪着爷爷运送凉水。老师们觉得康俊忽然之间长大
了，相比他不来陪读班的可惜，这份孝心更是让人感动。

2021年，康俊18岁，在教会完成了洗礼仪式，也是以琳福音
堂陪读班第一位洗礼的孩子。今年刚考完SPM，虽然学业成
绩不一定能如愿，学习能力相比他人也不算快，但康俊愿意
学习也愿意尝试各种挑战。

“生活环境有时候未必如你所愿，如果环境一直不改变，我
们就要学习去适应。”这是洁芝老师对康俊的教导。适应能
力很重要，若环境不能改变，就要学习去适应，才能更好地
生存下去。

康俊即将步入社会，希望可以学习一门维修手艺维生。“希
望他不要成为社会的寄生虫，只要能自给自足，对社会而言
就是莫大的贡献。”洁芝老师坦言，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在
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生活，就不会破坏社会的安宁。

最后，洁芝老师对康俊献上祝福：“希望他能够继续敬畏
神，只要他敬畏神，他所做的一切事就不会变坏。”而这也
是陪读班老师对所有陪读班孩子最大的期望。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
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　神
形像被造的人．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雅各书3:9-10



冲不走的

2021年12月半岛大水灾，经济损失估计高达马币20亿。疫情
还未完全结束，半岛却遇上水灾，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灾后首两周，第一阶段的应灾工作着重在清洗灾区，旨在支
援灾区尽快回到原有的生活起居。7979与当地教会携手在6
个地点，动员918志工人次，清洗187户民宅、5间学校和幼
儿园、19间商店、3间教堂、1间老人院。

紧接着，7979开放水灾援助金供教会帮助有紧急需要的家
庭。7979透过8间地方教会，一共援助了290个家庭，这笔钱
帮助灾民各自添购所需物资。此外，居銮众教会也为当地
156户原住民申请食物包。水灾援助金及时支援地方教会，
向受灾居民献上关怀。

灾后的屋子需要多方修缮。斑驳的墙、被水浸的家电、家具
和寝具、还有无法及时抢救的交通工具、更换房子内外的插
座等都是一大笔的开销。但，并非每个灾民的家庭经济基础
有办法重建家园，对特贫受灾户或弱势家庭而言，这笔修缮
费是一笔沉重的费用。实在拿不出来的话，只好将就并小心
翼翼地避免触电、被尖锐处、松脱处弄伤。由于这些家庭需
要获得更多额外的资源，故此，地方教会成为资源流通的管
道之一。

文/郑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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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

家，每个人的避难所

7979家园重建计划与水灾援助金同时启动。教会经过评估，
介入经济弱势的低收入户、单亲或有身心障碍病患的家庭家
园重建的需要。其援助项目包括购买重建所需材料、修缮与
粉刷墙壁和屋顶或房子架构、采购家电和家具。截至4月，
透过 Grace Charismatic Fellowship、日叻务全备福音布
道中心 Full Gospel Mission Centre Jelebu、文冬福音堂   
Bentong Gospel Hall、Gospel to the Poor、FaithWorks，
已经有42户弱势家庭受惠。

水灾中被摧毁的家园水灾中被摧毁的家园

雨后，彩虹将要绽放

经历重灾的孩童，跟大人一样损失惨重。心爱的书包、课
本、文具、玩具等等，不知所踪或损坏。其实孩子比大人更
脆弱，因为他们不晓得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是关怀重点
对象之一。

7979透过关丹长老会荣恩堂透过水灾援助金关怀达士华小受
灾家庭，全校学生也获得MBS World购物券以自由选购益智玩
具、运动用品或文具。

毗邻莎亚南太子园的启明华小有
195个家庭的学生受灾其中。透
过家教协会，7979除了授予受灾
家庭大众书局礼卷以自由选购所
需用品，也送出内容丰富的儿童
应急包，灌输孩子防减灾的概
念。

儿童应急包儿童应急包

这场水灾，我因祸得福

因这场水灾，文冬福音堂结识了淦姐。水灾发生前半年，淦
姐失去了她的老伴，丧礼后儿子又回到常年打拼的城市，留
下淦姐独守老祖屋。

这木质祖屋空间很大，对寂寞孤单的淦姐更显为大。水灾那
天，五尺的水来势汹汹，掀开木地板、损坏墙身和家具、冲
走小型家电。文冬福音堂为淦姐申请了水灾援助金，以解她
燃眉之急。

眼看邻居们陆陆续续为自己的家园重建之际，淦姐在自己家
里需要步步为营，因为掀开的地板不但危险，而且地板和墙
身因水气而开始发霉、门框变形等架构性的问题。大面积的
损坏导致政党津贴不足维修所有损坏处，但是儿子的微薄薪
水远远不足，只好继续搁置它。

文冬福音堂再次向淦姐伸出援手。透过7979 家园重建计划，
补上淦姐不足的重建经费。崭新的水泥地、石灰墙和天花板
是那么干净、安全和安心。即使未来大水再袭，也经得起冲
击。邻居们赞叹淦姐的家焕然一新。

淦姐对文冬福音堂延凯执事说“这场水灾，我因祸得福”，
她还说“我要好好利用我这大厨房，来来来，我欢迎教会
用来做小组聚会，如果你们愿意，欢迎你们常常来我家聚
餐。”

虽然儿子不常在身边，虽然屋子经历大水灾。不过因祸得福
的淦姐收获了“新房子”、喜乐和友谊。

7979 家园重建计划……

崭新的水泥地、石灰墙

和天花板，即使未来大

水 再 袭 ， 也 经 得 起 冲

击……



新动态
…………2022年3月至5月…………

更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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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 爱·隔离
7979新动态1

2021年启动“7979爱·隔离”防疫抗疫计划，得到大马真爱
家庭协会支援，为近距离接触提供心灵关顾服务。同时，分
别来自亚罗士打、大山脚、北赖、怡保、巴生谷、马六甲、
永平、关丹、亚庇和山打根等18间地方教会也设立了21间社
区安全隔离屋，即有43间房间可接待有需要的人。

除了透过社区安全隔离屋接待有需要的人，7979服务热线和
7979面子书专页则为求助的公众解答与确诊或隔离的咨询，
让求助者掌握资讯，尽快做出妥善安排。

虽然马来西亚于4月1日开始把冠病过渡到地方性流行病    
（Endemic）的阶段，部分社区安全隔离屋将结束运作，不过
7979服务热线 010-7979 919 将继续服务。

雨后彩虹
7979新动态2

滂沱大雨冲散了许多人的家园，连带着孩子的心也备受影
响。

为了让孩子们更快恢复学习状态，7979重启“雨后彩虹”计
划，与MBS World合作以购物券模式赠送文具和书籍等。关
丹长老会荣恩堂为达士华小的受灾家庭申请水灾援助金，476
户受灾家庭，学前班到2 年级共177位学生，各有RM30的购物
券；3年级到6年级班的 277位学生，各得RM50的购物券。恰
好MBS World靠近学校，学生放学就可以顺路去购买喜欢的玩
具、文具、运动器材和书籍等。 

莎亚南太子园的启明华
小有195户家庭的学生
受灾其中。透过家教协
会，7979支援每间家庭
RM100令吉的大众书局
书卷，同时间也送出内
容丰富的儿童应急包。
其中的物资包括：维
他命C，防疫用品，哨
子、灯、雨衣等等。应

急包，在灾难来临之际可以一“抱”就走。

吗哪食物银行
7979新动态3

5月22日晚，7979举办了一
场线上吗哪食物银行初阶
志工培训，2地区、14间教
会，超过60名志工参加。

由于吗哪食物银行是一个
长期陪伴的旅程，并非一
次性的慈善行动。借此培

灾难发生前，为自己和家人

预备一个应急包应急包吧！

GET IT NOWGET IT NOW

吗哪食物银行初阶志工培训

新吗哪袋面世

随着物资的增加，吗哪物品的
体积有时不负承载。原本的橙
色袋子常有“太重”或“装不
完”的情况。因此，7979为每
个个案新增了多一个吗哪袋。

新增版吗哪袋：
- 蓝色版本
- 尺寸稍小
- 装非食品或密封食品之用途

建议使用方法：建议使用方法：
可将日常用品或罐头食品装进蓝色吗哪袋；易碎/易漏食品则
装进橙色吗哪袋。

感谢东方日报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刻
伸出援手，捐赠400罐维他命C给予
7979西马六个集散点的案家。

感谢Alpro Foundation的支持，提供
优惠的价格、高品质的维他命C。

感谢New H Group、Betty yee、Bro T. 
H和Eve Loo的爱心，常常记念怡保区
的案家，捐赠多样吗哪包物资。

感谢匿名厂商捐赠苦荞面，为案家
增添营养。

吗哪捐赠者

7979新动态4

7979服务统计表

吗哪食物银行已启动5年，目前全马各地共有8个集散点。随
着教会走入社区的步伐，7979正筹备着两个新的集散点，既
雪隆地区和柔佛居銮。

训，7979帮助委身于此的教会志工更深入认识吗哪方案、有
能力鉴定案主的缺粮状况、提升志工的探访与助人技巧。相
信透过教会志工的专业服务，案家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益。

大人小孩都需要！



“铃……铃……铃……”	“铃……铃……铃……”

“这么快下课了吗？”5年级甲班的子晴问道。

“不是啦！会不会是火灾？”坐在隔壁的益俊犹疑了片刻回答。

“不可能啦！有也是火灾演习罢了！”子晴漫不在乎地说。

“那要不要逃？”益俊再次确认。

“等我收拾书包一下才过去啦！不用紧张的。

随后他们跟着大队慢条斯理地走到集合点，并开心地说起周末出

游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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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景是不是有点熟悉？至少在我学生生涯里的火灾演
习，就是这样度过的，而且记忆中不是每年都举办，有时还
真的以为提早下课呢！

记忆更清晰的一次的逃难经历，是在我大学时期参加的野外
生活营。晚餐后，我们都入住中午搭好的帐篷，准备体验在
森林里过夜。

半夜，刮起大风，树上发出“滋滋”怪声。大伙儿正睡得
甘甜，突然听到教练们大喊：“Lari	Lari	（快逃！快逃！
）”。

“Lari,	cari	apa！”（快跑！找什么！）教练们拉开嗓子
拼命喊叫！

“Lari,	jangan	ambil	bag!”（快跑，别拿背包！）教练们
在安全的亭子里向我们大喊！

“啊！快醒来，跑啊！”睡眼朦胧的我们，马上醒来探头帐
篷外发生什么事，一片混乱后就马上冲出帐篷。这次并不是
演习，而是林里的树枝一条条折断，掉落在我们支搭好的帐
篷附近。

逃到亭子里后，教练点算人头，确定没有人留在帐篷了，这
才安心。他让我们都睡在长椅上，等到天亮才打算如何处
理。

望着不远处的营地，大风继续萧萧地吹，树枝折断的声音此
起彼落，就像遇到空袭的村民，子弹如雨般落下，大家赶紧
逃进了“防空洞”。

稍微定心后，瞄了大家脚下的拖鞋（全场的人都有穿拖鞋）
，再看一下赤脚的自己，无奈，到底我的鞋去了哪里。心
想，若不是教练大喊，“快跑，找什么！”，肯定会把鞋子
穿好才逃，不会落得如此尴尬。

当时和我同个帐篷的同学说，她原本来得及拿书包一起逃。
谁知，听到教练大喊不要拿背包，于是用最快的速度把书包
放回帐篷，然后继续逃往小亭。

睡意随着一阵阵的傻笑声后偷偷来袭，让人分不出是笑到眼
睛咪成一条线，还是睏到打不开。当晚，我们竟然在那不到
一尺宽的长椅上，睡到天明。

经过一番检查，才得知森林里的树被白蚁侵蚀，所以变得脆
弱，经不起大风。所幸无人受伤，只是虚惊一场。

Lari! Lari! 快逃！快逃！

每当和别人说起此事，都换来听众的狂笑，觉得当时的我们
很傻，应该要这样，那样才对。

逃难时不忘记找鞋穿、拿背包、手机，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
反应，只能听从指示，把带出来的背包冒险地放回去帐篷
里……我想，当时我们这些下意识的动作，也许也是很多人
的现象。

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多数人来不及马上冷静思考和采取行
动，只能用本能地回应。因此，要在灾难时可以做出正确的
回应，不断的演习显得非常重要，并且必须让人行成习惯，
直至闭着眼睛都可以做到的地步。

正因如此，虽然每次飞机上空服人员向乘客示范安全的指示
如出一撤，我都不厌其烦的看，只期望突发状况发生时，不
会再重复大学时期那样的无助和彷徨。

不管是火灾、水灾、风灾和飞机事故等，都可能随时发生在
我们身边。宁可千日无灾，不可一日不妨！做好准备，或许
还可以帮助身边的人。

我们需要你！

有兴趣成为
7979重大灾难管理专员？

你有需要吗？
成为“我的防减灾交流平台”	
会员!
持续更新防减灾和逃生知识，
保护你和你所爱的人。

欲知更多
联系慧欣010-797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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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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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习惯教科书类的学如果你不习惯教科书类的学
习，反而倾向走进服侍者的习，反而倾向走进服侍者的
反思和生命来装备自己，隆反思和生命来装备自己，隆
重向你推荐陈欣洁博士与学重向你推荐陈欣洁博士与学
生张盈一同编辑的著作《谦生张盈一同编辑的著作《谦
卑同行--赤足走過的5年》卑同行--赤足走過的5年》
，本书记录他们创办且委身，本书记录他们创办且委身
其中的赤足自愿服务小组（其中的赤足自愿服务小组（
简称赤足）在中国大陆偏远简称赤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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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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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多地反思和谦卑自己。

本书售价 本书售价 RM 29RM 29
如欲购买，请扫描：如欲购买，请扫描：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aCkL5j-
DUF7VmyXPEO3F4C6353S1P7BhtQIWwN-
lr3h8/edit?usp=sharing

案家债务缠身，举步艰难。教会可以怎么做？
信用卡、房租、房贷、车贷、赌债，甚至被爱情骗子逼到去
借大耳窿、借银行贷款、亲友不待见，时时刻刻被债务追得
身心疲惫……
案家摇摇欲坠的收入来源无法支撑沉重的支出，他向你表
示“急难救助金不够用”。

服侍弱势家庭一段日子后，这样的案家你一定不陌生。
你可知道教会有什么办法陪伴这些家庭吗?

曾仪生牧师曾仪生牧师的教会处在闹市一角，街坊常常慕名上门求助，
其实黑道白道都有解决之道！当城市贫穷的需要日益增加，
请为自己和案家学习多一项技能吧！

周边



三月份安息假结束前，我按照心里感动去拜访那些在我安静
祷告时出现的一张张脸孔。一个人开着车往半岛的北部奔
驰。为何要开展这趟旅程？我也着实摸不着头脑。当横跨东
西大道来到东海岸，里数逼近两千公里，回头看我才发现原
来一路刻意拜访的对象，都是生命走到濒临点，身患绝症或
正在接受临终关怀的朋友。一路聆听他们分享如何抗战顽
疾，或者如何调整自己面对生死关头的故事，我庆幸自己顺
服感动出现在他们当中，才不至于错过与他们交心的黄金时
刻，与他们同享“心灵鸡汤”。

回程路上，整理朋友同工铺满泪水与恩典脂油交汇的路径，
不难发现这些生命勇士的身边都拥有一些（至少一位）天
使，且不离不弃地陪伴他们。这些天使可以是自己的伴侣、
孩子、亲人，也可以是非亲非故的牧师传道、小组成员、医
务人员，甚至是定时定点出现的送餐人员（Food deliverer 
）。这些天使或许不晓得，他们花时间并用心刻意安排的出
现与陪伴，其实都在这些与病魔交战的生命中默默留下了恩
典的记号。不管是送上餐饮、医院复诊、祷告祝福，病人呕
吐后的善后等看似不起眼的举动，都深深触动我这些走过死
荫幽谷的朋友。相信这些善意及默默付出的陪伴举动也触动
了阿爸天父！

这趟旅程我不经意约了几位参与7979课后陪读班的老师吃
饭。当他们不经意地聊到陪伴孩子的那些日子，我发现他们
的眼神充满着爱意，不时闪烁着泪光。他们告诉我，曾经陪
伴的孩子虽已离开陪读班进入中学，这些孩子还与他们保持
联系。他们分享孩子们在陪读班经历的转变，从不学无术到
勤奋好学、从满嘴脏话到谦逊有礼，从不敢有梦到勇于谈
论“自己的未来不是梦”。甚至还有一位陪读班的老师告
诉我，因去年尾的水灾，他走入了一群难民的社区，看到
一群流离无助的孩子，看到为他们设立跨文化陪读班的异
象。2022年，这家用马来文的陪读班因此诞生。

全人自2012年与伙伴教会开展的弱势儿童陪读服务不知不觉
进入第十年。当初的感动就是希望能够让城市里头没有能力
送孩子去补习班的基层家庭，把孩子送来邻近的7979全人关
怀站。这些家庭不单是经济上捉襟见肘，时间上也是无力陪
伴孩子温习、手停口停的弱势家庭。这场漫长瘟疫造成的两
年封城与行动管制，却封不住我们陪伴弱势孩童的心志。许
多陪读班也应顺封城措施而转型到线上开设陪读服务。我在
此要向全马扛起陪读班老师角色的志工们发出由衷的谢意与
敬意。谢谢你们多年来默默地付出与陪伴，这十年你们造福
了数千位孩子与他们背后的家庭，上帝必纪念! 

文/黄恩德牧师文/黄恩德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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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的

是何等的佳美

看哪，陪伴的脚踪是何等的美与善！
天父！无论我身处人生的高峰或低谷，
感谢祢不离不弃，时刻与我同在。

圣灵加力让我也能如此陪伴那些祢让我遇见的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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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