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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满足的爱
01

文/蔡欣仪

沙巴山打根阿爸Love复兴中心7979全人关
怀站坐落在一个靠山区的工业区；山区里住
着一群贫苦人家，教会常常“跋山涉水”
地去关怀他们。阿爸Love复兴中心的牧师
JACKSON说道：“送物资给个案时，不是要
上山，就是要下坡；有时还提着沉甸甸的物
资，穿过一条小路，深入林间才能将物资送
到他们手中。”但是牧师没有知难而退，继
续做主工。因他深信，末世时，唯有天父的
爱能满足人；只有天父的爱，可以修补贫苦
家庭心灵上的破碎。

山区里的住家

十多年前，牧师心里总有个感动。每当灾难
发生，各个慈善团体前往灾区援助。但是，
救恩的十架在哪里？牧师想从事关怀事工，
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让上帝的爱传遍。

使牧师进行关怀事工的契机，始于一场火灾。
一位土著在夜里找到牧师，并向牧师请求援
助。那场火灾烧光村里仅有的6户基督教家庭
的房子。一夜之间，29人失去了住所。牧师
接到求助后，赶紧联络弟兄姐妹，捐出家里
的旧衣物，并自掏腰包购买干粮给灾民们。

收到物资后，灾民向牧师提出一项要求：“
我们还有一项要求，可以给我们6户家庭，每
户一本印度尼西亚文的圣经吗？没有圣经我
们不能敬拜。”牧师和在场的弟兄姐妹听后
很感动。在经历一场劫难后，身无分文的他
们不是要财物，乃是一本圣经。事后，牧师
买了圣经送给他们。

“10多年前，我们还不是一间教会，只是
一个中心，让周遭的基督徒可以来这里敬拜
上帝。”起初，牧师领受异象，单纯凭着信
心，开办一间中心，使之成为敬拜所，同时
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辅导，为众人服事和祷
告。牧师也不时地举办布道会，邀请外地讲
员分享不同的主题信息，来祝福社区。

我们只有一项要求

耶稣能帮助他们

教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怀社区中贫苦家庭
孩子的需要，当中以单亲家庭的孩子和孤儿
居多。教会不只辅导小学生的功课，也教导
他们学习其他语文和进行生命教育。如今，
在教会长大的这些孩子达五六十位。

2019年，教会设立7979全人关怀站。原开始
计划推动7979弱势儿童陪读班，马来西亚突
然爆发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紧接
着，行动管制令接踵而至，一直耽搁7979陪
读班事工。但关怀行动没有因此中断。疫情
爆发之际，贫苦家庭几度陷入困境。2020年
7月，教会在疫情之中，毅然实行7979吗哪
食物银行事工。他们借着吗哪食物银行走入
贫苦家庭当中，关心、陪伴他们渡过艰难时
期。

每次派发吗哪食物包，都是牧师和个案培养
感情的机会。透过聆听、分享和祷告，彼此
建立了似家人般密切的关系。每个个案特别
期待教会每两个月一次所派发的食物包。不
只为了那一袋袋的食物，更因为有人可以来
陪伴、鼓励他们，使他们对生活充满盼望。
虽然很多个案未信主，但他们知道，这时刻
只有耶稣能帮助他们。

“虽然他们很穷，但还是会请我们吃东西”
，牧师带着欣慰和感恩说道。每次在牧师前
来探访时，个案会准备一些食物，或者特地
留着自家门前种的辣椒、水果，来接待和送
给牧师。

去年在疫情冲击下，教会挑选了较为贫苦的
家庭，帮他们申请吗哪食物银行。有了每两
个月一次的食物包，以及教会一位经营饭馆
的弟兄，把剩余的饭菜打包让牧师免费派
送，这些贫苦家庭方能在疫情中渡过艰难的
日子。

不仅如此，去年因着上帝的恩典，教会收到
一笔来自砂拉越的奉献。教会将这笔经费购
买干粮，派发给150多户家庭，当中包括非
法外劳区的个案。

只要上帝供应，有人奉献，
教会就去做

教会的弟兄姐妹，多数是从个案信主后到教
会，因此教会会友多来自贫苦家庭。他们住
在山岜区里，没有交通可以来教会，靠着弟
兄姐妹帮忙服侍载送。“如果教会有自己的
一辆福音车，就能载送弟兄姐妹来教会崇
拜，也能平安载送陪读班的孩子。”牧师期
盼教会能拥有福音车。

愿教会能一直在社区里宣扬上帝的爱，如同
教会的名字：让社区感受天父的爱，并不断
扩张事工，使教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希
望教会可以成为社区里属灵的“专科医院”
，为人们带来盼望，透过上帝的手完成末日
收割的工作。让国度、生命和家庭都得到复
兴。”牧师表示，以事奉的心做上帝的工，
凭着信心去生活。只要上帝供应，有人奉
献，教会就去做。因为上帝能使无变为有，
使贫苦变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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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隧道

就在尽头
希 望

月珠的故事
我在忙着准备今天的午饭，丈夫因为瘫
痪，躺在家中无法动弹。家里一片脏乱，毫
无宁静。三个孩子把家中的东西丢来丢去，
我简直无能为力。

三年前，丈夫瘫痪成植物人，家里生活的支
柱瞬间坍塌。我辞去工作，在家专心照顾丈
夫。每天，我为着各种家务事和孩子忙转，
所幸有亲戚愿意资助，能应付家里基本的开
销。

从前，我因忙于工作，忽略了教育孩子，以
致孩子们现在性格叛逆。他们不只调皮捣
蛋，也常常不做功课，在学校已成为问题学
生。奈何自己接受的教育程度不高，对于管
教孩子，我不知如何是好。

2019年，一间华文小学提供了一份需要陪读
的学生名单给阿爸Love复兴中心7979全人
关怀站。于是，教会同工探访这些孩子，月
珠家的孩子也在名单上。在探访中，教会听
到了月珠的故事，便为她申请7979吗哪食物
银行，以此帮补家用。一次次派发吗哪食物
包，教会与他们有了更深的认识。教会已成
为月珠心灵上的扶持，孩子和教会的关系逐
渐变得密切。

7月份的吗哪食物包

不明白不等于坏小孩

月珠的三个孩子，分别是9岁的志伟（化名）
、7岁的子婷（化名）和4岁的志宏（化名）。
教会看见孩子需要大人的陪伴与教导。纵使因
为疫情，陪读班迟迟未能开班。教会也希望孩
子能得到陪读的机会，便决定带志伟到教会，
由牧师和同工教导他写作业。

在陪读的过程中，教会更认识志伟这位孩子，
也发现志伟不像别人口中所说的，是如此不听
话的“坏小孩”。志伟只是不明白很多东西，
不知怎样完成功课。后来，沙巴疫情严峻，再
次执行行管令，牧师只能藉着视频会议软件，
在线教导孩子。

子婷和志宏看到哥哥的转变，开始自动自发做
功课。他们也渴望到教会的陪读班，因为有人
关心陪伴、教导与鼓励他们。牧师答应他们的
请求，并表示只要他们听话，以后有机会就带
他们到教会的陪读班。

这一年，三兄妹变得认真学习，主动完成学校
课业。子婷更常在功课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时，主动以WhatsApp请教牧师。孩子们皆出现
转变和成长，妈妈看到他们，从当初调皮、捣
蛋变成会自动自发做作业，听话的好孩子。月
珠为此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照顾丈夫。

能与你们聊天，我很高兴

月珠那瘫痪成植物人的丈夫，只能转动双眼。
每次派发吗哪包时，牧师为他祷告，他都有反
应，甚至发出声音。同时教会为他申请Alpro
大专基金会（Alpro Foundation）的Metabol-
ic Basic营养奶粉。摄取充足营养后，月珠丈
夫的气色明显改善，以往便秘的问题也得到缓
解。月珠很感恩能获得营养奶粉的资助，因为
自己没有收入，没有能力购买配方奶粉。

月珠很感恩，有吗哪食物银行供应食物包，使
家人不愁吃喝；同时，配方奶粉让其丈夫摄取
足够的营养，孩子也变得听话懂事。“我们的
关系就好像是家人一样”，牧师一再强调，并
常为此感到欣慰，“孩子们时不时发信息给我
们。每次派发吗哪食物包，他们更是迫不及待
地想见到我们，与我们聊天，分享他们这两个
月所经历的事情。”

穿过黑暗隧道，光明就在尽头

疫情反复不断，对月珠一家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期一年，每两个月一次的吗哪食物包到了期
限，教会依然为月珠提出第二次申请。危难当
头，教会没有放弃月珠一家，毅然陪伴他们渡
过这段日子，犹如一起穿过最黑暗的隧道，相
信光明就在尽头。这样的援助，不单单是外在
的援助，更成为精神上的最大支柱。

Alpro大专基金会研发
Metabolic+Basic营养奶粉

欲申请或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络：
7979社服处 010-797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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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的恩典
夜深，张玮（化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
经过一条黑漆漆的山岜小路，正是回家的路。
一弯明月高挂在夜空，如一盏路灯，照亮人们
前方的道路。

终于到家了，前面是一间有些破烂的小木屋，
里面的两间房间，是亲戚供给张玮一家7口的
住宿。回到家，太太和孩子们围着饭桌吃着晚
饭。张玮赶紧洗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一起
坐下与家人享用晚餐。

张玮是一名罗厘司机，并靠着这份工作养活了
一家7口。但一场意外，打破了这看似简单的
幸福。张玮的手因此受伤，无法驾驶罗厘，而
失去了工作。

生活本不易，“意外”悄悄来临，对张玮而言
是雪上加霜。即便如此，他也不能轻易放弃地
努力赚钱，因为肩负太太和孩子们的生计问
题。于是，张玮和太太开始售卖凉茶。每日清
晨，他们准备30份的凉茶，到附近的工业区进
行售卖。如果在当天成功卖出所有凉茶，他们
能赚取六十令吉。

某天，张玮家里有客到访，对方自称是阿爸
Love复兴中心7979全人关怀站的牧师。交谈
中，教会了解张玮家中的情况，便帮张玮申请
7979吗哪食物银行。张玮没有想到，一次教会
的探访，竟改变家里的困境，就如初萌芽的小
草，在土里钻了出来，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

张玮记得，第一次的探访，牧师就突然表示要
为他的手伤祷告，他也没拒绝牧师这番好意。
说来奇妙，张玮久伤不愈的手，在牧师祷告后
不再疼痛，甚至能再次将手举得很高。张玮一
家为此欢呼雀跃。

2020年3月，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蔓
延，加上行动管制令在全国实施。张玮一家的
生计又再次面临考验。幸好，教会在这时期，
及时送上吗哪食物包。一大袋的食物干粮，在
张玮眼里，犹如从天而降的礼物。

时间飞逝，张玮也已收过二三次的吗哪包。每
一次教会来探访，都和张玮一家聊天，为他们
一家祷告。

虽然吗哪食物包能帮补张玮一家，但食物的分
量仍不足以喂饱他们一家7口，使得张玮负担
不起健康的饮食。他常常以白饭配酱油，让孩
子们填饱肚子。教会在探访中发现了这件事。
之后，张玮不定时地收到牧师送来的熟食，有
肉有菜，孩子们终于可以吃健康的食物，获得
均衡的营养。

张玮一家感受到教会的关心，感谢在这艰难时
刻有教会的扶持和陪伴。

吗哪食物银行的派发是为期一年，但是教会再
次为张玮申请。在这艰难的时刻，教会继续牵
着张玮的手，一同走下去！疫情后，迈入下一
趟旅程，张玮一家的生活一定会出现转机！

7月份的吗哪食物包

这篇文章源自阿爸Love复兴中心一位吗哪案主
真人真事的故事。

这一年里，案主一家经历了许多事情。在教会
牧师们的陪伴与关心下，他们坚强面对生活。
案主更因为太太曾处于生死边缘，便向耶稣祷
告：“耶稣，我们不认识祢，但我求祢，救救
我的太太”。耶稣回应了张玮的祷告，使太太
康复出院。他亲身经历了这神迹，后来一家信
主受洗。

“孩子在教会学习如何祷告，自己也在父母出
外卖凉茶时，向神祷告：‘耶稣，求祢帮我们
快快卖完凉茶’。如此单纯的祷告，让案主
一家经历了几次的恩典和获得从神而来的祝
福。”牧师表示，有次案主遇到善心人士以50
令吉买了5杯凉茶，也遇过客人以200令吉买完
其余的10杯凉茶，让案主早点收工回家。

每次案主到教会所在的工业区卖凉茶时，一定
会经过教会和牧师打招呼。案主家里没有安装
网线，行管令期间也无法到教会聚会，他们每
次见到牧师便询问几时可以参加聚会。他们如
此学习的态度，让牧师倍感欣慰。

7979吗哪食物银行特别鸣谢赞助



弱势儿童陪读

第八届师资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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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说
心语

文/秀仪

“叮咚！”收到爱人快递来的包裹，薇薇兴奋地

拆开，原来是一本五彩斑斓的绘本啊！翻开绘本，里面

充满各种色彩，一页又一页，有绿色、蓝色、黑色、红

色等等，好漂亮啊！绘本虽美，但里面的文字不多，让

薇薇烦恼该如何对小朋友“看绘本说故事”？

“对了！下星期的师资培训营正是以绘本为主题。去听

听到底有什么内容吧！”薇薇心想。

生命教育的4个面向
6月1日至2日，第八届7979师资培训营在线上
举行，主题为《绘说心语》。共有59位分别来
自15间7979全人关怀站的陪读班老师，一同走
进“绘本世界”。文桥传播中心陈仰芬老师带
领学员们重温生命教育的教学特色。除了课纲
中的体现，更包含多元艺术、思考教学、关怀
陪伴和体验教育，至于绘本则恰恰是思考教学
的一环。陈老师亲自示范，带领学员走进绘本
世界。她以动人的声音、不同的角色扮演，让
学生投入绘本故事，成为书中主人翁，走过一
个又一个奇幻故事。“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
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路加福音
2:52）”，圣经中这段经文更是带出生命教育
的四大面向：智慧、身量、神的喜爱，和人的
喜爱，从基督的信仰观点探讨生命教育。

绘本基本分为四大类，可根据不同需求为孩子
们选择。

此类绘本除了让人更深入认识自己、欣赏自己的优点，

并接纳自身的缺点，同时也让读者明白建造自己需要时

间。代表作有《我的小眼睛》和《大卫不可以》。

第一类型
人与自己

第二类型
人与人

这类绘本着重于让读者看见团体生活中的爱与尊重，接

纳别人与自己的不一样，并学习换位思考。代表作则有

《打打》和《最讨厌的人》。

第三类型
人与环境

此类绘本主要为了让人们发现，现今物质文明社会的影

响、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环境的变化，并宣导社会关

怀。代表作有《宁宁忘记了》和《水公主》。

第四类型
人与信仰

这类绘本让读者了解到生命之美、死亡，和造物者对人

类的爱。代表作则有《不听话的狐獴》和《奶奶的时

钟》。

言教不如身教。要说好绘本，秘诀在于先调整
好自己的内心，做好榜样，绘本首先要触动的
是分享者的内心。然后，透过绘本的细节，反
映孩子们的心声，并借此代入圣经价值观。这
能塑造孩子的生命，也能重整分享者的生命。
陈老师分享到：“每个分享者身上，都会有两
本绘本，一是老师手中的绘本，二是老师自己
本身”。分享者的情感流露将会触动孩子的内
心，使他们深深牢记在脑海中，就像种子撒在
泥土里，一天一天在心中慢慢发芽成长。

这次的培训营旅途，学员们都表示开拓了不少
视野。不仅看见绘本里充满色彩画面的故事，
更是带着深厚含义，让听者、读者都可以有更
多联想。学员们纷纷感谢陈老师，在有限时间
里倾尽所能，引导大家欣赏及分析绘本。同
时，陪读班老师们也不忘感谢全人，在幕后支
援和管理，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全心投入帮助
和服事陪读班的孩子。

“谢谢您教导我很多圣经真理，当我害怕想退缩时，您

就说您是我的靠山；当我哭着说没有爸爸时，您说您是

我属灵的爸爸。牧师，谢谢您！您的恩情我无以回报，

愿上帝亲自回报您的辛劳。”

“你总是很温柔且很尽责地教导学生，你的胃不好，每

两个小时需要吃些东西。你也很怕冷，时常在陪读班要

挨冷。有时候，学生功课繁多，你就忙起来没时间充

饥。谢谢你的牺牲！”

“谢谢你鼓励我学习新科技，使用网络教学，虽然我是

电脑白痴。記得有一次，我忙碌至身心疲惫而对你无

礼，请你原谅我。”

纵然隔着冷冰冰的荧幕，老师们一句句的真情
告白，令荧幕前的大家红了眼眶，流下温馨的
泪水。疫情虽隔离了人与人的距离，但心与心
的距离却依然紧密。这一刻，我坚信，若非神
的灵在我们当中，亲自带领我们去经历这人手
所不能成的事，岂能成就？

“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劳
力；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警
醒。”诗篇 127:1

信仰、人、环境、自己

撒在土里的“绘本”种子

学员的回馈

师说心语

让我们一起携手，跟随上帝的脚步
一起在服事的道路上继续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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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态
（6月至8月2021年）

文/蔡欣仪

7979首个
线上志工培训（访视）

以往，7979都会为刚成立7979全人关怀站的教
会，提供实体8小时的7979志工培训（访视）
，让教会能在服事个案时，运用基本的技巧与
知识。

疫情反复，7979让教会多一个参加培训的选
项，就是“线上志工培训（访视）“。线上的
授课，让更多教会能够及时受培训，加入社区
关怀的队伍。6月26日至27日，第一场线上培
训顺利举行，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兵南邦堂
共55志工参与，顺利结业！

7979首个吗哪食物银行
初阶志工培训

7979自2017年启动吗哪食物银行事工，已有4
年。一同服事的教会与志工越来越多，个案数
也不断攀升。7979专为初阶志工筹备一场培
训，为他们注入新知识，以巩固志工的服务精
神与专业。

今年唯两场吗哪食物银行初阶志工培训，分
别在7月10日和8月14日线上举行。第一场培
训，7979邀请了亚庇区11间教会，共98名志工
一同参与学习；第二场培训，共35间教会，85
名志工一同接受培训。

7979季会
教会是特殊儿家庭的祝福

8月28日，第二次的7979季会在线上举行。本
次的主题为“教会是特殊儿家庭的祝福”，陈
丽红老师在当中分享如何服事特殊儿和他们的
家庭。60名7979志工一同学习，并知晓养育特
殊儿，是整个社区共同的责任。

当，特儿面对治疗、复健、也面对不友善的眼
光和霸凌时……

当，其家庭，面对经济压力、家庭关系紧张
时……

当，其手足，面对额外的责任、被忽略时……

丽红老师呼吁大家要更多认识特儿，并从自己
开始改变观念与态度。我们的爱、接纳、友谊
和福音必然使他们在社会走得更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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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帮它攀爬!
文/丰雨

望着一支支冰冷冷的篱笆柱子，心里幻想着
如果都长满绿叶黄花，会是多么有生气啊！

从朋友那里弄来了几颗黄瓜种子，埋在土里试
着能否长成。几天过去，幼苗长出，而且生长
速度比我想象中快。

黄瓜属于攀爬型植物，需要架子或柱子支撑。
之前看朋友准备了一些小布条，在那儿东绑
绑，西绑绑，好奇的我在心想，难不成它自己
不会爬，还要我们帮吗？

这回轮到自己种黄瓜，才真弄明白了！幻想和
现实总有差距，本以为它会自然攀爬得整整齐
齐，谁知总会有一两棵不听使唤，长得乱七八
糟，看得我不顺心。以为它往左攀，谁知往右
爬。最后实在忍不住，便开始剪起家里的破布
条，为它们“指引方向”。

看着这几棵黄瓜藤，按着我规划的路线展开绿
叶、开着小黄花，心里真舒畅。

奇怪！为什么有些藤总是软趴趴往下垂，需要
用布条扶持，另外一些则可以自己攀呢？观察
后发现那些“软骨”的藤，是我早期强制扶持
和改换方向的；而可以自己圈着篱笆生长的
藤，都是早期独立生长的。

难道黄瓜也好像人一样，扶持惯了便产生依
赖？那岂不是好心做坏事吗？老实说，我也不
是出于好心，乃是出于私心，就想看着它如我
想象的方式成长，心里才高兴。原来，害了它
们的罪魁祸首是我！ ！ ！

黄瓜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了一次经验，下次便
知道要先让它自己学会攀爬。如有需要，才助
它一“布”之力。时间一晃而过，那批被我折
腾的黄瓜也安息了，如今又栽培了新苗。

但如果它是人，那我不就害惨了他吗？

助人者，一不小心，就不自觉希望成为受助者
的依赖，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更严重
的，还会阻止他寻求其他援助，独霸个案。长
期下去，个案可能会变得“软趴趴”，觉得没
有努力的必要，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瘫痪”
的个案。

助人自助，就是助人者帮助个案自己帮助自
己。有些事情，只要稍作指点，让个案自己完
成便可。有些资源或资讯，可以让个案自己去
探索、去寻求，并从旁提供协助。这样一来，
个案才能变得独立，有能力靠自己攀爬生命的
柱子，牢牢地、踏实地生活。

助人自助再助人——当个案有了经验后，还能
成为下一个受助者的助人者。那么新的幼苗，
便能继续有人扶持，健康成长，结出绿叶黄花
及果子。

后记
刚开始要帮黄瓜藤定位时，用了尼龙绳子
来绑，结果伤了瓜藤，后来才改用柔软的
布。助人者助人时，用柔软的心、柔软的
话语及柔软的语气，才不会伤害个案哦！



7979也在寻找着新资源

我们需要一个同工团队，为着贫穷弱势的家
庭，一起伸出援手。

你是我们要找的人！

招聘详情：
histeam.org.my/job-opportunities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
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腓立比书 4:19）



活动预告板
(9月至12月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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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线上挑战营

7979救助挑战2021《绝境求生》
9月16日正式开始！

虽然报名已结束，但你依然可以捐献支持。

  汇款至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MayBank 512781012599

或者选择

Touch N Go 
电子钱包转账

请注明：
79VChallenge

捐献者
请填写此表格

我负责挑战，你负责捐款！
我们一起为大马弱势家庭献一份力！

2021全国志管人大会

2021年全国志管人大会来了！

亲爱的7979伙伴教会，这里有个提前预告！
今年的专题和工作坊课题，分别由张菲倩律
师和医院事工资讯平台 Hospital Ministry
Resources (HMR)为大家分享。

当然不例外，借着其他环节我们有更多iCL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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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 与伙伴分享的机会

报名表格

现在就把10月20日，23日和30日
预留给7979的家人吧！

详情联系慧欣 010797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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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旗可以
不再高挂

文/黄恩德牧师

三番五次的封锁行动无法有效抑制疫情，导
致新确诊病例攀高不下。人民不堪疫情带来的
沉重打击，有越来越多人走投无路。当权领袖
似乎不知人间疾苦，人民苦等的援助姗姗来
迟，使劳苦大众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近期，甚
至有绝望的灵魂选择走上自杀的不归路。

前一阵子，民众发起白旗运动，纷纷开始“自
救”。曾几何时，象征投降的白旗变成人民三
餐不济、求救的讯号？我心中百感交集，一方
面对大马人民互助的精神感到庆幸；另一方
面，身为社工的我深知派发食物只能暂时纾解
困境，却治标不治本。实际上，协助急难个案
与家庭脱离困境，需要一个全面策略来提升案
主的生活能力。过程中的陪伴、跟进与问责操
守，都在考验我们是否有心把好事做到位。

疫情导致的急难情况因人而异，必须深入了
解，找出箇中错综复杂的导因，从而对症下
药。若要为急难家庭带来实质的改变，就不能
止步于满足生活基本需要。而是要延申至关注
他们的情感与财务管理，提供人际与社交方面
的支援，甚至是填补灵性深处的渴求。耶和华
的旌旗不单单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条件，神还借
着祂儿女对个案的长期陪伴、无条件的舍己、
以及称职到位的服侍，让急难的邻舍经历主里
的跨越与跨胜！

基督依然掌权胜利

白旗飘扬的空气弥漫着不少消极负面的思绪，
看似无止境的疫情让人开始怀疑人生：难道我
真的就被这场瘟疫打倒？难道我这辈子的努力
就这样付诸东流？难道那老魔鬼真的透过瘟疫
成功偷窃、杀害、毁坏？非信徒被这瘟疫乌云
笼罩，而基督徒却必须在一片乌烟瘴气中，看
到云上太阳。神的儿女要笃信，基督依然坐在
宝座为王掌权，至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诗篇60：4节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
以为真理扬起来”。 这场瘟疫导致大马子民
伤痕累累、苦不堪言；敬畏神的子民需要以爱
为旗，将基督的爱遍布各城各乡。举白旗者因
瘟疫受到惊吓、沮丧，甚至被死亡的灵牢牢捆
绑，他们需要听到基督徒以真理扬起的凯歌。
身为基督的精兵，让我们以神的话语成为盼望
缘由与行动的根据，用真理与神不变的应许，
来宣告基督受刑罚带来的安慰、基督受鞭伤带
来的医治、基督复活带来的盼望。

知难而进的服务

早在四年前，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已开展《
吗哪食物银行》方案。7979志工辛勤地让爱走
动在大城市之际，发掘到越来越多的城市贫
穷户与急难家庭。其中主要是以单亲家庭、
独居老人与失业下岗人士居多。过去短短两年
内，吗哪食物银行的个案急速增长。在2018
年，7979在2个城市动员伙伴教会开展事工。
如今，事工已扩展至全马上下的8个城市，从
89个受惠家庭到目前超过550个家庭。

疫情当下，我们与7979伙伴教会协手服侍庞大
的“瘟疫灾民”。受训志工在面对着各样挑战
与行动管制时，依然奉主耶稣的名知难而进，
跟进个案的急需。他们希望能为案主提供整全
的关怀，即每两个月一次亲送到府，连续派发
一年。

合一的拧绳，天父的欢喜
我诚恳呼吁，大马华人教会在基督耶稣里，与
全人关怀团队同心同行，善用7979的方案与资
源，一起服侍周遭的急难家庭。由“教会、全
人、社区资源”三股力量合成为一的绳子，为
主做合一的见证。真正可以服侍的白日并不
多，末世的需要极迫切又真实。倘若可行，让
我们不单只流于表面的合作，而是竭力保守圣
灵里的合一；不重叠宝贵资源，努力做善行的
好管家。这艰难的服侍之行将不再孤单，天国
的资源可以共享，服务也可以到位，讨天父的
欢喜！

我单纯相信，只要神的子民愿意奉主的名去救
去救，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
稣里，使我们一切的需用都充足！阿们！

若你希望更多举白旗的急难家庭，因基督徒预
先的介入而不再“投降”，请你带着爱回应我
们的急需：

投身全时间的服侍
回应时代的需要
欢迎您联络我们的人事部同工
美慧（+6012-6858118）
一起成为神国度的关怀宣教士

欲在您所属城市
开展吗哪食物银行
预备加入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
成为伙伴教会
欢迎联络百颂传道（+6012-3158219） 

欲捐献您的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Maybank 512781012599
请将汇款单据发给
014-265 5178 (Admin Whats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