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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
动起来
文/蔡欣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大家都尽量“自我
隔离”时，有一群人在这非常时期，看见身边许
多邻舍因行动管制令（MCO）失业而生活拮据。
这群人开始走出“安全区”，到受困邻舍当中关
怀他们的需要，这群人就是新山新生教会7979
全人关怀站的会友。“因为MCO，我们派发物
资，这帮助我们融入社区。没有MCO，我们不
知道原来身边有人没有饭吃……”陈国财传道表
示，当大家都有工作时，自然以为大家生活得
不错，不需特意关怀。但当MCO来临，身边许
多人失业后，才发现许多家庭平日里生活本就
拮据，陷入困境后日子更是难上加难。
新生教会坐落在新山百万镇，这里的居民以新
加坡工作者居多，这小镇是他们往返新加坡工
作的一个站点。有少数在本地工作、生活环境
基础欠佳的居民较为贫穷。以往教会为了要更
深入社区，每年都举办一场嘉年华会，让社区
居民前来共同欢乐。但教会与社区邻舍建立的
关系，就如同嘉年华会当晚所燃放的烟花，转
眼即逝。
“教会的使命就是服事社区。”2020年10月，新
生教会秉持这使命，设立了7979全人关怀站，
借着有系统规划的服事方案走入社区。教会
为了更深入社区，便开始进行“让爱动起来”行
动，指派教会小组关怀不同的家庭。成立7979
全人关怀站以来，教会14个小组，从20岁到60
岁，将近70人都参与其中。即使不是每个弟兄
姐妹都是长期参与，但大家都在自己能力范围
内，尽了一份力。这种传递爱的关怀，不仅将
爱传给社区，同时也把一个完整的信仰生活传
给教会会友，让他们也能经历施比受更有福。“
如果活不出这样的生命，就等于是白白来世上
一趟。” 雪玲姐妹分享到，社会关怀能让刚信主
的 朋 友 更 了 解 完 整 的 基 督 信 仰 —— 不 单 单 只 是
爱自己和参与教会聚会，而是要把耶稣基督的
爱传扬出去，并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
最后，陈国财传道分享了这段经文。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
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
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 约翰福音 13:34-35 —
自2019年开始，这段经文就一直在他脑海中浮
现。他总以这段经文教导会友彼此相爱，别人
才能认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当你关怀一个家
庭，他的邻居看见了，就会好奇怎么有人来关
心他们。当他们了解后，就会发现‘原来是基督
徒’。”只有以实际行动去建立关系，社区才能真
正地领受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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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轨 的
一趟火车，无论快慢，终究会抵达
终点。但若不小心在途中脱轨了，
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继续前行。
除非这时候有人愿意停下来伸出援
手，将火车头摆正，火车才能回归
正轨继续前行，不至于停在半路陷
入绝境。

救
助
文/
蔡欣仪

晓梦（化名）与丈夫育有8名孩子，在新山某个组屋
区租了一间小房子居住。晓梦的丈夫从事建筑业，
虽然赚得不多，但知足的他们并没有缺乏。房子空
间虽小，一家人都睡在一起，但他们简单平凡的生
活，也是另一种幸福。
自2020年以来，三番几次的行动管制下，晓梦的
丈夫失业了，一家人只能靠微薄的积蓄勉强生活。
在这段期间，晓梦怀上了第8胎。原本是值得高兴
的事，但行动管制却迟迟不见尽头，所剩的积蓄也
寥寥无几。晓梦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想着“就算大
人能挨饿，但是小孩不能，何况还有个即将出生的
宝宝。”
疫情期间，很多善心人士经常会送来干粮食物，让
晓梦一家不至于陷入绝望。
同一时期，晓梦接到一通来电，对方是新生教会
7979全人关怀站的雪玲姐妹。他们想探访晓梦，
以关心她家里的需要。锦上添花本就不多，雪中送
碳更是少见。晓梦一家既感激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但同时又担心陌生人前来探访是否安全，毕竟反复
的疫情让人担忧。
第一次探访晓梦，教会便为他们申请7979急难家
庭救助金。一个月300令吉，为期4个月，虽然金
额不多，但也算是久旱逢甘雨。
这段时间，晓梦一家与教会越来越亲近，特别是孩
子们会主动与教会志工聊天，圣诞节时也到教会收
取礼物。每个月，雪玲姐妹会带小组的姐妹一同探
访晓梦，每次都带上奶粉和纸尿片，或一些新鲜蔬
菜。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教会小组成员已和晓梦
一家成为了朋友，探访时带的物资就是他们对晓梦
一家真诚的关心。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腓力比书2：4）

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你有多留意身边的邻舍
呢？当大家都有工作，三餐温饱满足时，我们
难以发现身边人的困境，也不会留意他们是否
不小心“脱轨”了，需要有人帮忙拉他一把。当
晓梦的家庭遇上突如其来的行动管制，生计顿
时陷入绝境，宛如脱轨的火车。这时候，就需
要有人愿意停下来，伸出援手拉他一把。
当新生教会其中一个小组组员了解晓梦一家的
情况后，便即刻行动去关怀。在疫情冲击的这
两年里，小组组员当中不乏失业者，但他们在
认识晓梦后，心里开始充满感恩，原来自己还
有能力关心他人。“我很感恩，我的组员愿意主
动去关心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受益
者，因为他们的生命被激励起来了！”雪玲姐妹
分享到。
谈起晓梦一家，让雪玲姐妹欣慰的是晓梦丈夫
说的一句话，“谢谢你们愿意来帮我，我相信你
们是无私的。有一天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愿意
参与你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简单的一句话，
里面包含了晓梦一家的感恩，也代表着他们对
教会所作的认可，同时让教会知道，教会一直
以来在社区里的关怀行动，真的能让社区感受
到爱，感受到教会真心的帮助。“希望最后我们
能把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这一
位真神，在心灵上也能得到更多安慰与平安！”
现在，晓梦的丈夫已开始工作，一家的生活慢
慢恢复正常。虽不能马上回到最初那样，但只
要一家能够继续平安健康地生活，就是最大的
祝福！

回归正轨的火车即使行驶得再缓慢，
最后也会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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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欣仪

福伯的生活，就像在海中不幸打翻的船只
在大海里拼命挣扎，只希望能抓住一块浮木

在 新山某个社区里，住着一位独居老爷爷，大

家都叫他福伯（化名）。福伯今年73岁，在他那
个年代，许多家庭的孩子都辍学，能完成学业
的人并不多，福伯有幸完成了高中学业。他很
健谈，也喜爱分享。
福伯的家，是父母以前留下来的一间老屋。一
房一厅的布局，对独居的他来说，足矣。平
时，他总把家里打扫得整洁干净。一日三餐也
很简单，一碗白米饭，加一粒鸡蛋。
福伯曾经患癌，一场手术导致他左眼近乎失
明，平日里只靠右眼观看这个世界。他也是一
名摄影师，用手里的相机记录着世界，平时也
靠着摄影教学维持生活。现在的他，需要每天
使用眼药水，避免右眼也失明。
晚年若能一直这样简单地生活，对知足的福伯
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2020年，随着行动管制令落实，他的学生慢慢
减少，生活开始入不敷出，每天使用的眼药水
也开始负担不起了。
福伯的生活，就像在海中不幸打翻的船只，在
大海里拼命挣扎，只希望能抓住一块浮木，让
自己得以生存。新山新生教会7979全人关怀站
的出现，就像是福伯抓住的一块浮木。教会透
过一位姐妹认识了福伯，并帮助他申请7979急
难救助金。
每一次探访，教会都为福伯带上一些物资。有
时候是鸡蛋，有时候是白米，又有时候是食
油。甚至，有弟兄姐妹奉献金钱，给福伯购买
眼药水。
“讲到‘感恩’，我这样生活已经好几年了。每天
都是一碗饭配一粒鸡蛋，很知足了……”当教
会弟兄姐妹跟福伯分享《福气临门》时，他带
着笑意说到。迈入晚年的他，不再执着于生活
中许多事情，只要健健康康的活着，就很感恩
了。
经过这次“翻船”意外，福伯的生命经历了很大
的转变。与教会接触后，他认识了耶稣，也做
了决志祷告。“我不认识谁是上帝，也不认识耶
稣，但我从你们身上看见耶稣。”福伯跟一位志
工分享到。这鼓励了教会弟兄姐妹，要让人感
受到耶稣的爱，就必须付出实际行动去关心他
人！
志工与福伯分享《福气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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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郑百颂传道

在大马，每年12月，东北季
候风带来的雨量常引发水患。
2021年12月中旬，气象局预报大马半岛受热
带低气压影响，而连续下几天大雨。这样的天
气、季候风，以及涨潮期，致使半岛五个州属
多地大水泛滥成灾。巴生谷一带发生50年以来
最严重的水灾。

等水退，送救援
当传出水患的消息时，正值周末伊始，圣诞节
前一周。连续下了2天的雨，多地传出灾情，
越来越严重。7979应灾机制随即启动，12月
1 8 日（周 六）下 午 ， 同 工 前 往 仓 库 索 取 清 洗 工
具和配备，以备水退后能在第一时间行动。岂
知回程时，水已淹没道路，四处塞车，短短15
分钟车程，同工花了三个小时才脱困。当天晚
上，重灾区雪州莎亚南的太子园传出水淹至一
层楼。我们陆续接到求救讯息，包括有人受
困、断电失联……他们当下除了拨打官方紧急
热线，也无法可施。
隔天，政府似乎无法及时救援，许多民众和非
政府组织已出动船只自行施援。7979有两艘
船只在新搬迁不久的仓库，该地也遭洪水包
围，路口水深也被警方封锁。直到下午，我们
才安排到罗厘驶过路障，到仓库载送船只和引
擎，并交由在地伙伴们使用。

赈灾日志
与此同时，陆续收到各地教会讯息，
有向我们求助的教会，也有想挺身而
出的教会。有一间处于灾区的教会，
有高达90%会友受灾。大家都想在
第一时间帮助灾黎。于是，启动各项
应灾作业，从视讯会议到调动工具配
备、招募志工到采购物资；虽是周
末，也要做工。

周一

关丹先遣部队
率先动员应灾

收到消息：我们新的仓库淹
水，水位高约半尺。水退时，
要马上处理受影响的机械和物
件。这一天，大部分灾区退
水，关丹先遣部队率先动员应
灾。

周二

蕉赖11哩信义会
清洗灾区行动

2位同工住在蕉赖十一哩信义
会，以便勘察和部署应灾。当
地同样面临50年来最严重的水
灾。同时，在巴生多个地区采
取清洗灾区的行动。原本已请
假的全人关怀团队同工，也自
愿取消年假，纷纷归队，投入
应灾工作。

周三

太子园勘察灾区

与莎亚南福音中心的Dex长老
和Ian长老会面，同往太子园勘
察灾区。洪水仍未全退，我们
先洽谈应灾行动的计划。今天
也是冬至，天不作美。

周四

清洗莎亚南
福音中心

更多志工投入
服务

太子园的水已退，动员志工前
往清洗莎亚南福音中心，以充
作基地，展开未来一周的清洗
行动。教堂亦受灾，被水淹至
7，8尺，2间店面变成一片泥
泞，共花了一天半清理灾区。
另一批志工也清洗附近的恩惠
之家老人院。我们也同时接到
位于彭亨州淡马鲁的消息，当
地的洪水已经有如年初般严重
了，邀请我们协助。

周五

有更多志工投入服务，各处的
应灾行动因而展开了。

人才招聘

7979灾难管理处专员
2021半岛大水灾

更多详情

请电邮
hr@histeam.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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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围观 不如
文/
郑百颂传道

行动投入
每一次的应灾行动，总有新的学习和体验。
但也有特别的感动和领会。

顺服的回应
身为基督教团体，带着动员教会应灾使命，是需
要以属灵的原则和眼光去待人处事。在主前耐心
等候，深信主必开路。
我再次经历主的牵引。
首先，去年八月，忽然有感动要培训以装备同
工。因为很多同工从来没有，或者多年没有上过
防灾减灾及应灾培训课程。因此用了两个多月，
每两周一小时来上课。在课堂上触及的一些课题
和分享相关经历，能帮助团队使用“共同语言”，
更快达成共识。
第二，我们觅得一座靠
近办公室的仓库，将仓
库搬近办公室约三十公
里。原定12月用三周完
成搬迁，却十分顺利地
用二周提早搬完了。这个为后来调度船只、工具
和配备等作业，省下不少时间和路程。仓库后来
也受灾，但与重灾区比较，损失甚微。
第三，太子园重灾区是7979的邻舍，距离办公
室不超过10公里，是我们锁定关心、回应的地
方。水退第一天，与同工前往勘察时，却在关键
路口被截停。由于过多车辆造成堵车，我们被迫
打道回府。回程时，我告诉同工，我们该联系当
地教会。一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位于灾区的莎亚
南福音中心的Dexter长老的来电，询问配搭应灾
事宜。隔天会面时，我们一见如故，原来几天前
我们见过两次面，仅点头打招呼。我们原互不相
识，却能在此刻合作，算是神圣的相遇吧。
感谢天父，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报佳音 身体力行
这次的大水灾发生在圣诞节
之前，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但是，感恩，很多教会主动
寻找服事的机会。他们愿意
服务社区，以行动来报佳
音。教会长老问我：“在12月25至26日圣诞节和圣
诞主日，我们是否能继续动员服务？” 我答：“这
对我们来说，是史无前例。因为没有碰过圣诞节
期间赈灾的情况。只要教会肯，我们照常服务。”
后来发现，这两天，尤其是主日，是出现最多志
工的一天。

“新皮袋”赈灾
此次的水灾，是灾中灾。新冠肺炎还未过去，我
们面对双重挑战，可见的污泥垃圾和看不见的病
毒。因此，为了保护志工和受助者，在救灾过程
上要加入防疫SOP。感谢志工们都很合作，谅解
我们实施一些新的措施。正如政府为对抗冠状病
毒疫情，提出的口号“Kita Jaga Kita”。

每一次赈灾，都出现不同状况，与不同的人配
搭，就面对不同的需求。这次也不例外。有一晚
开会时，大家提出很多问题，我突然脱口而出
说，回应灾难，是一次又一次的“排障”（ 指排除障
碍）， 灾 黎 在 排 障 ， 我 们 也 在 排 障 ， 大 家 都 在 排
障。所以，遇到难题或障碍，我们就用当下最好
的办法解决之。

教会与社区的互动
太子园属于城市大型住宅区，曾经在90年代发
生过大水灾。这地区由于邻近工业区，住着许多
劳工家庭。因受疫情影响，本元气大伤，再来水
患，真是破屋更遭连夜雨，许多人顿时陷入经济
困境。在这里，可一窥城市贫穷，汽车泡水后因
没能力维修而遭搁置的现场、家电损毁后无从添
购，甚至因房屋长期失修，即使清理后仍无法安
全入住等等问题。还有小孩的需求，他们仅有的
玩具、书包和课本等，也和大人一样失去所有。
除了物质，灾民心理层面的需求也有过之而无不
及。

在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
教会应如何介入？

我们鼓励教会要深入陪伴与关怀有需要的人。这
比起大规模，蜻蜓点水，慈善式的援助来得有
效。教会可认领一个社区，按照自身的力量集中
关怀。我们或许无法帮助每一个人，却能帮助周
遭受灾的邻舍，尤其是贫穷和弱势的家庭。但是
这样的模式需要人持续关怀至少2个月。紧急救援
期如清洗和派发物资容易找到志工，而进入恢复
生活及重建期时，则比较难找到人手。所以我希
望教会和基督徒，要把应灾当成中长期的事工。
我们或许不是第一个到灾场，却可以是最后一个
离开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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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态

（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

张菲倩律师为7979志工
提供免费法律质询
志工在服事社区邻里时，发觉某些个案家
庭常会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其中包括劳资
遣散、罚单罚款、被诈骗、公民权等等。
为了让志工们更好地帮助个案，7979特邀
张菲倩律师来为志工进行免费法律咨询，
透过闭门会议*为深陷法律疑问的案家解
惑，以理解自身的最佳利益。
2021年12月11日，第一场的法律咨询顺利
进行。盼望这项服务能继续为7979全人关
怀救助网络的教会与案家解惑。
*闭门会议出席者包括案家本身

7979伙伴教会若想
预约法律质询

7979新仓库
尼西仓库
全人终觅得一靠近办公室的仓库。
谢谢新、旧业主的无私分享，让我们以免
租金的方式存储置放灾难回应的工具、配
备、器械、船只等，以及吗哪食物银行的
物资等捐赠品。
12月初，我们用了2周从安邦顺利搬迁至
莎亚南。从此每趟车程节省1小时，来回省
时2小时。
搬迁新仓库的作业，得蒙牧者中心的5位壮
汉帮忙搬运等粗重工作，以致能比原定期
限提前一周处理完毕。
也为此感恩，因为乔迁新仓库10天后，雪
隆区就面临大水灾，正好派得上用场。

第119场
7979志工培训（访视）
自2020年3月行管令后，志工培训大部分
都在线上进行。直到2022年1月22日万众
睢 睢 ， 是 全 马 第 1 1 9 场 7 9 7 9 志 工 培 训（访
视），在美里卫理公会怀恩堂实体进行。
当天，一共来了37位参加者接受培训，预
备自己成为一名正式的7979志工，准备进
入一个个急难家庭的门户。7979同工终于
不用对着电脑向一个个格子说话了。参加
者积极地参与，一问一答的环节，让场面
的温度不断上升。讲员也提醒志工需要注
意自身保护，标准作业程序也不可疏漏。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参加者不单在早上时把这歌词唱在嘴边，
更是定意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活出来。

吗哪食物银行
2022年第一次发放
2022年一月，7979吗哪食物银行共发放
了533包吗哪食物包，当中包括22个新个
案。
恰逢农历新年，7979特意在这次的发放添
加了年饼，让每户领取吗哪食物包的家庭
都能感受新年气氛。
本次的发放，7979吗哪食物银行获得东
方日报的赞助，以金钱方式赞助了400份
的物资，惠及在芙蓉、槟岛、大山脚、怡
保、亚罗士打、及关丹的案家。

7979服务统计表

更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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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不动
眼看
文/丰雨

炎 热的下午，两位志工走进一间屋子，扑鼻而来

的气味，穿透着口罩。一道微弱阳光从窗外射进
屋子，勉强照亮半间房子。从昏暗的光线中，仍
能清楚看见灰尘在空中飞舞。行走在仅容纳一人
通行的走廊上，两旁的杂物不规则地摆放，让人
一度以为走进荒置的仓库。两位志工坐在老奶奶
身旁，和她畅谈。他们听老奶奶述说她年轻时的“
威水”史，娓娓动听。
“Aunty，让我们来帮您洗厕所吧！”。志工爱心
发问，希望获得这位独居老奶奶的允许。“不用
啦！我的厕所很肮脏。”奶奶不好意思地回答。“
没关系，让我们来帮忙。”志工的态度坚持。“
啊！”厕所传来尖叫声，原来有一只老鼠经过那
里。
“Aunty，您的家很暗，也不通风，让我帮您打开
窗口吧！”。 “千万别碰，那窗口坏了，开了就不
能关上。” 奶奶紧张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Aunty，您的家很多东西不能使用，我们下星期
可以帮您拿去回收。”奶奶若有所思地望着其老伴
留下的遗物，再望向超过半个世纪没人碰过的儿
童玩具和用品。“这些东西陪了我很多年，丢了就
什么都没了……”

整齐和清洁，是居住环境的基本要求。整齐可
以让心灵平静，做事情有效率。清洁可以使心
情舒爽，百毒难侵*。 但，基于许多原因，导
致一些弱势及贫穷家庭的居住环境，如以上主
人翁那样，非常不理想。因此，疾病、贫穷和
恶习等随之缠身，并一代接一代。
这几年，疫情肆虐，缺乏个人和环境卫生意识
的人民，也导致许多密集和卫生条件差的地
方爆发感染群。疫情教会我们一件事，就是要
常常保持个人卫生，即常洗手、出门回家要冲
凉、消毒及保持空气的流通等等。即使有天疫
情已消失，我们仍然可以打造一个健康和卫生
的环境。
然而，提升人们的防护意识的醒觉需要时间。
如果我们走进别人家时，可以先了解和观察
对方的生活习惯和情况。如果有需要，再凭智
慧，提供适当的意见和帮助他们改善居家环
境。当对方不愿意时，我们必须尊重对方的选
择，别让对方难堪，正如以上Aunty与志工的
互动。
7979志工服务伦理之一：尊重受助者之意愿，
未征得受助者的同意，不得采取任何干预受助
者身心灵之行为。
*《福气临门-新生机》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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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作永远）
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 传道书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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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板
7979护理器材
辅助方案
7979长久以来都备有 “护理器材辅助方案” ，
让教会能够为社区中有需要的人借取一些护
理器材，如拐杖、轮椅，护理床等。
如今新冠肆掠，为了更好的支援教会，7979
增加了制氧机、测氧仪等护理器材，让教会
可以有效地去服务社区。
护理器材单：

- 制氧机（新的器材）
- 测氧仪（新的器材）

- KN95 口罩（新的器材）
- 拐杖

- 助行器
- 坐厕椅
- 轮椅

- 护理床

制
氧
机
分
布
图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
赵崇冠弟兄 Ashton Teow
+60 16-466 5972

第9届师资培训营
7979第9届师资培训营来啦！
以往每届参与师资培训营的老师们都获得了
美好的体验与回忆，纷纷表示得到了学习与
鼓励！每年师资培训营都包含iCLAPS元素，
让老师们能在当中激发更多的点子（i-ideas）
、彼此连结（C-Connection）、接受培训与
学习（L-Learning）、彼此赏识（A-Appreciation）、互相祷告（P-Prayers），并分享经验
与故事（S-Sharing）。2022年师资培训营也
不例外！

i-ideas

L-Learning

C-Connection

P-Prayers

A-Appreciation

S-Sharing

今年，7979将在6月举办9届师资培训营，赶
紧拿出你的日历将时间留下来。老师们，万
勿错过一年一次的学习培训机会！
更多详情，请致电询问
朱秀仪姐妹 +60 13-791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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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
守望

缺口

文/
郑百颂传道

极端气候在全球多地出现。去年发生在12月中
的大水灾，主因不是季候风，而是热带低气压
带来超常的雨量。这热带低气压的形成，跟同
时发生在菲律宾的台风雷伊息息相关。这场水
灾在8个州造成54人死亡、2人失踪，经济损失
估计高达马币20亿。未来因气候引起的灾害会
越来越普遍，影响住在各个角落的人们。
在疫情还未过去之际，加上水灾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通常，媒体和公众的焦点和热潮一
结束，还有人关注灾黎的困境吗？受疫情影响
学业的弱势儿童，这2年就这样虚度光阴；当
国家的教育制度无法有效帮助孩子时，这些孩
子如何成长？未来许多“新常态”，将越来越考
验我们如何认知生命的意义，以及信仰如何影
响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现在很多人在谈元宇宙时代将会来临。这可能
是因为太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太多苦难，而
希望在另一个“宇宙”空间以自己向往的身份，
经历不一样的人、事、物。我认为，如果人类
无法在现实中多元的社会活出真、善、美，在
元宇宙里，也只能是充满虚假、片面和肤浅的
乌托邦。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做：
多多关心身边周遭活生生的人吧；
对周遭的弱势群体保持恻隐之心；
莫冷漠对待社会中的不公义事件；
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今天，我在网络上读到一句话：“这个世界并
不存在什么
‘个别事件’。我们生活的社会也
不存在什么‘个别案例’。只要社会发生任何事
情，都是属于这社会的一份子。” 你可能认为
这话过于偏激，正因保持明哲保身的态度，社
会上才发生许多悲惨险恶的事件。

社会是个共同体，
无人可独善其身。
若你住的地方“暗”，你也会“暗”；
若你住的地方“亮”，你也会“亮”。
让我们一起7979，去救去救。
在黑暗之处点一盏灯；
在无助之处伸出援手；
在缺口之处站稳守望。
一个人做不到，就一班人一起做；
一班人不够力量，就一群人来做，众志成城。
今年7979服务基金的预算再次超过百万令吉，
我们需要的志工和人力也有待加强。
我们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合一就有盼望！
我们能否有幸邀请您与我们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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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