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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全⼈关怀团队在草创初期，怀着⼀个异象使命，希望能够推动⼤⻢的教会关怀社

会，看⻅教堂墙外的需要，学习基督道成⾁⾝的榜样，将福⾳的触⻆伸向受边缘

化、处于弱势及贫穷的群体、家庭和个⼈。上帝带领全⼈在成⽴的⾸两年，因着

回应四川地震和台湾的莫拉克⻛灾，认识了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建⽴跨国关系

成为策略伙伴，並引进1919（“要救要救”）社会服务⽹络的模式，在⼤⻢成⽴
7979（“去救去救”）全⼈关怀救助⽹络。

 全⼈在2010年9⽉正式推介7979救助⽹络，⾄今已有10年。这10年来⻢不停蹄向教
会分享异象、寻求结盟，感谢天⽗，迄今在全⻢各州有136间合作配搭的伙伴教
会，称之为7979全⼈关怀站。我们向教会⽆私分享资源，给予志⼯培训，並提供
执⾏⽅案让教会⻢上有服务的系统和⽀援。7979的核⼼⽅案是 “急难家庭救助” ，
⽽ “ 重⼤灾难回应” 也是⼀直在推动的。2012年开始 “弱势⼉童陪读” ，2017年 “吗
哪⻝物银⾏” ，⽆⾮是希望教会有个合⼀的事⼯平台，连结资源发挥协作效应，
为教会的社区服务加值，朝向⾼关怀及⾼专业发展。

 ⽤⼀句话⼩结7979的⾸⼗年，是看到7979全⼈关怀站努⼒地实现爱。这爱不单是
停留在⾔语，更是付诸于⾏动: 时间、精神、体⼒、财⼒、物⼒，都是将基督的
爱向⿊暗与绝望处照耀的举动。在这实现爱的旅程，我们感激⼀起同⾏的伙伴，

也不断邀请教会参与，因为⼈⼈皆可实现爱，⼈⼈皆可7979。

 若您是教会教牧领袖，欢迎推动教会加盟7979救助⽹络的⼤家庭；若您是个⼈，
可出钱出⼒，让天⽗得荣耀，教会得好名声，⾃⼰充满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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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只当圣诞⽼⼈
⽂\郑百颂传道

犹记得新冠肺炎的新闻爆发初期，⼈⼼惶惶，有⼈感事态严重会造成⼤量伤亡事

件，有⼈抱着侥幸⼼理认为本地或可逃过⼀劫，也有⼈不以为然地既来之则安

之。毕竟重⼤瘟疫之灾百年⼀⻅，许多⼈都没有经历过，即使有，近代的SARS
和本地的⽴百病毒事件相对较属地⽅性的流⾏感染，不⾄于引发全城甚⾄全国封

闭管制。

 进⼊三⽉之际，多国沦陷，各地的疫情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也严峻有加，
7979便开始策划强化防疫的宣导教育。因为，预防⽐治疗好！我们决定往三⼤原
则下⼿：保持社交疏离、提倡个⼈卫⽣、营造关爱友善。

 政府宣布的⾏管令从18/3开始，然后进⼊第⼆阶段有条件⾏管，到如今复原期⾏
管令⾄31/12。这⼤⻢前所未有的⾏管令在公布后，⼀时之间⼤家⽆可适从。我
们也不断收到讯息，询问7979有什么⾏动吗？

谈到回应灾难，很⾃然地联想到去救灾。这是没错的。只是灾难回应是有周期

的，简略地可分为三部分：灾难发⽣之前、之中和之后。⽐较技术⽤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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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期循环不息，统称灾难管理。

谁是受惠对象？

他们有些什么需要？

受惠者本⾝有些什么资源？

有没有什么其他⼈/团体作出什么伸援了？
其他相关的问题

哪⼀个⽐较重要呢？都很重要。如果 i 做得好，ii就不会那么吃⼒，iii就更可以省
下很多功夫。这疫情很多⼈看到的是ii，都要去做 ii，这表⽰我们还算属于爱⼼社
会。但要救援救灾，是有基本准则和伦理需要遵守的。

在还未展开任何“救援⾏动”之前，⾸先要做的，就是勘察与评估(assessment) 。那
要勘察和评估什么呢？这包括：

1.
2.
3.
4.
5.

为何勘察与评估那么重要？回看⼤⻢2014年的⼤⽔灾，救援⾏动期间，⼏乎所有
灾区的⼈都表⽰矿泉⽔过剩，多到可以⽤来冲凉。好多善⼼⼈⼠和团体不知从何

听说灾区缺⽔，于是⼀窝蜂到处捐⽔⽽导致另⼀场“灾难”。这是缺乏全⾯评估勘
察和沟通协调的后果。援助若⽆法符合真正需求，就会造成资源浪费或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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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疫爆发初期，⼝罩和个⼈防护⽤品PPE也陷⼊混乱。那，应该怎样做好评估
呢？第⼀个问题要问的是：“如果我不帮他（们），他（们）会怎么办？”然后全
⾯地探讨最佳的⽅案。这涉及许多的沟通和协调。⻢来西亚卫⽣部的机制和系

统，是有世界排名甚⾄拿奖的。他们测试疑病者的⽐例⽐很多国家⾼，有相当完

善的追踪系统。有⼀天晚上有朋友向我拿卫⽣部的热线，因为怀疑有原住⺠村受

感染，很多⼈发烧咳嗽。结果隔天⼀早，卫⽣部的医疗队已经⼊村检验村⺠。因

此，在这情况下，我个⼈认为，这事真的要相信政府（是指卫⽣部⾥公务系统的

官员），因为只有他们有能⼒统⼀调派发放资源。我们⺠间组织（包括教会）的

⻆⾊，是填补政府应灾的空缺(gap)，有些事，政府可以做得更好就让她去做。有
什么事是⺠间组织（教会）可以做得更好的，我们就注重在这些事上。因为⺠间

组织若处理不当，恐怕好⼼做坏事⽽不⾃知。

 除此，要有效参与救援灾难，更关键的是灾前所做的部署⼯作。这包括做好备灾
⼯作、认识社区的B40、和参与灾难回应的团体连结、学习勘察和评估等等，当
要救灾时，就会降低碰钉和浪费资源的可能性。

 但愿基督教机构的应灾⼯作，能脱离危机回应和做慈善(送东西)为主，⾛向全盘
灾难管理的周期⼯作(包括防减灾教育和中⻓期的重建⼯作)。这样，当疫情或天
灾过去，⼤家都不再当⼀回事时，重要的部署和规划将仍然进⾏，社区关怀和经

营仍然会延续，⽽⾮静等下⼀轮灾难发⽣时再来扮演“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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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为了栽培孩⼦的未来，涉及的不单只是孩⼦，还包括成年⼈。⽆论是⽼

师、家⻓，甚⾄教育决策者。因为成年⼈给予的教育，将深深影响着未来医⽣的

医品、⼀所屋⼦的品质、甚⾄是未来政治领袖的⼼态。

7979⾃与教会开办陪读班以来，常常为教会提供教育培训，以让陪读班⽼师具备
更好的能⼒陪伴与教育这些国家未来栋梁。尤其陪读班学⽣的⽣⻓环境多数都存

在着疑难杂症，因此陪读班⽼师需要更细⼼与耐⼼。

今年5⽉，7979⾸次以线上读书会⽅式，连接全⻢不同地区的陪读班⽼师，⼀同
探讨⻩雯雯博⼠所著的《变⾊⻰教育》理念。

⼀场教育⾰命 ⽂\蔡欣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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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进⾏的⽅式分为⼆，⼀是线下，学员们先各⾃阅读或在Spotify聆听⻩雯雯
博⼠预录的两个单元，并列出⼀些问题；⼆是线上，每星期⼆学员们准时上线，

⼀起讨论与分享，最后写下读书⼼得。

在Spotify预录单元⾥，⻩雯雯博⼠以第⼀⼈称述说孩⼦们的转变故事，让⼈对此
的印象与体会更为深刻，也更能享受读书会的学习。

《变⾊⻰教育》线上读书会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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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雪云⻓⽼娘（基督教昔加末⻓⽼教会）

透过《变⾊⻰教育》的学习，我发现原来可以透过有规律的体能运动，来帮助孩

⼦们培养及保持毅⼒。此外，⽼师也需要教导孩⼦如何采取⾏动坚持下去。在这

之前，⽼师必须提供⼀个让学⽣不害怕被拒绝或在能⼒不⾜的情况下，安全地进

⾏毅⼒锻炼和战胜失败的环境。本周，我的新学习是游戏也可以成为训练孩⼦们

的元素之⼀。只要经过不断模拟和⽰范，为学⽣预备适合的学习⼯具和他们所需

的教导，学⽣必定能坚持并熟练地完成任务。

以下是实践计划：

我可以设计⼀些团队活动，如：分组制作学习⼯具（字卡），让学⽣能够有学习

⼯具来⾃学等。有架构的环境将帮助孩⼦更有效地学习。⽼师需要让孩⼦明确知

道课堂⾥的各种规则（when/what/how/who），以让学⽣在安全及舒适的环境下，
安⼼及专注地学习。我提醒⾃⼰，⽼师必须持续演练直到学⽣不再需要被提醒，

也能明⽩并在班上⾃在地活动，不再因为犯规⽽被教训。 

学员⼼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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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丽（居銮⻓⽼会佳⾳堂）

在陪读班与孩⼦短暂相处的时间⾥，我反思，学术表现和⾏为表现究竟哪个更重

要？我们注重的是知识传授，还是在孩⼦们⼼中建⽴品格？⽗⺟的溺爱和疏于教

导，促成了孩⼦的⾏为偏差和霸道，可悲的是，家⻓还继续⼀味的偏袒。 《变
⾊⻰教育》提醒了我，越来越多⽗⺟转⽽从孩⼦⾝上寻求慰藉，不惜⼀切代价来

满⾜孩⼦的要求。

⽗⺟的过度溺爱导致孩⼦缺乏向上动⼒、责任感、创意、基本⽣活技能、耐⼒、

荣誉感和辨识能⼒。为了使孩⼦⾼兴，⽗⺟为孩⼦扫清他们⽣活上的障碍，但却

导致孩⼦更容易破碎及退缩，相较于其他孩⼦，需要更多的成⻓时间。

最终孩⼦将会变成精通课本知识，但却思想幼稚的成年⼈。⾝为⽼师，我们的任

务是帮助孩⼦们朔造品格，并让孩⼦具备能⼒重新出发。学习了这课，我发觉孩

⼦们最需要的是有⼈倾听他们的⼼声。每⼀个孩⼦都是未被琢磨的宝⽯，我提醒

⾃⼰不再⽤有⾊眼镜来看待任何⼀个孩⼦。上帝派我们来以神的爱及智慧发掘、

雕塑这些宝⽯，好让他们变成⼀颗颗闪闪发亮的钻⽯！ 



以教育开启⾰命

教育⼯作，虽⽆法培育孩⼦未来世界的事物，但却在他们⼼中深埋影响的种⼦。

若每位教育者（⽼师与家⻓）都能帮助孩⼦预备⼀些技能，将来他们就有能⼒⽴

⾜于职场与社会，甚⾄改变社会⾛向。

有别于以往⻩雯雯博⼠亲临现场的形式，透过书中所提及的⼀项技能 – 善⽤科
技，这次读书会得以进⾏，并连线⾝在美国的⻩雯雯博⼠给学员们培训。同样

地，在陪读班⾥，⽼师们若能够借助科技，将世界各地的⼤⼩事物带到孩⼦⾯

前，将能⼤⼤增加孩⼦的⻅闻。

感谢主，因着读书会让⼤家⼀起阅读与学习，建⽴相同理念，学员们开始成为推

⾏陪读班⽅案的核⼼志⼯，⽴志把优质教育实践在经济弱势的孩⼦中，⼤家更是

盼望在陪读班复课后，将《变⾊⻰教育》实践在7979陪读班当中。

欲了解陪读计划或参与读书会

欢迎联系慧欣013-7917979 或 upcclass.7979@histeam.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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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回应的好管家 ⽂/Matthew · 图/林佩婷

 认识社区的⼈

在灾难发⽣之前，必须先好好了解社区中的居⺠（特别是弱势群体）。当灾难发

⽣时，情况会很混乱，因此难以辨识真正有需要的⼈在哪⾥。若没有事前预备，

即使寻获求助者，也会因着对他们了解不⾜或未完全信任，⽽⽆法带来有效的帮

助。

事前进⾏评估

完善的评估能帮助我们正确的看⻅灾⺠的真正需要。切记不能以假设去推断他们

的需要。如果提供不适合的救灾物资，则可能会制造垃圾和空间管理问题，带来

的弊⼤于利。

灾难回应的好管家 ⽂/Matthew · 图/林佩婷



灾难回应的好管家 ⽂/Matthew · 图/林佩婷

积极发展社区

学习灾难管理的最终⽬的是为了使灾⺠们能够独⽴应对灾难，⽽不再依靠教会或

组织。因此教育他们有关防减灾的知识尤其重要，并⿎励他们积极参与⾃⾝社区

内的发展。



疫情之中依然实现爱 ⽂/蔡欣仪

2020年对⻢来西亚⽽⾔，原是⼤家翘⾸以盼的宏愿年，却在⼀开始被笼罩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袭击，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不安与恐慌情绪⽆处不在。⼤⻢也在次

波疫情爆发时，于3⽉18⽇展开⾏动管制，以控制疫情扩散。

3⽉26⽇，7979重⼤灾难管理处开始实施紧急应变指挥系统（ICS），并在7979原
有的⽅案中，衍⽣出COVID-19应灾策略“特别辅助⽅案” ，即【急难家庭救助
COVID- 19特  别辅助】和【吗哪⻝物银⾏COVID-19特别发放】。

吗哪⻝物银⾏在这次疫情中的特别发放，是由教会主导搜寻所需的物资、协调和

确保⻝物派发顺利交付到案主⼿中。派发的⻝物包分为两⼤类：价值⼀百令吉的

⼲粮，以及价值两百令吉的餐盒；皆为期⼀周。

随着经济领域的逐渐开放，6⽉14⽇起7979 COVID-19应灾策略已停⽌接受申请。
在过去三个⽉的回应灾期⾥，吗哪⻝物银⾏COVID-19特别发放共帮助了2619⼾家
庭度过难关，也透过教会的服侍，让爱实现在疫情中。

疫情之中依然实现爱 ⽂/蔡欣仪



远在东⻢依然看⻅需要

当⾏动管制令开始实施时，全⼈关怀团队驻沙巴的同⼯⻢上关⼼以往⼀直搭配、

协助内陆原住⺠服侍的志⼯们，关⼼并询问沙巴内陆原住⺠的情况。⽅才知道，

因为⾏动管制，原住⺠们⽆法外出⼯作，甚⾄因难以购买粮⻝⽽陷困。随后，志

⼯们开始⾃掏腰包买⽶送给原住⺠，但由于需求过于庞⼤，令他们难以负担。

得知志⼯和原住⺠的情况后，驻沙巴的同⼯开始牵线将7979 COVID-19应灾策略
的“特别辅助⽅案”延伸⾄东⻢，当中包括吗哪⻝物银⾏COVID-19特别发放。最初
获得援助的有四个乡村，每个乡村⾥住着10⼾⼈家。

在⼀所位于亚庇的难⺠学校，学⽣因难⺠⾝份⽽不获政府补助，加上城市开销庞

⼤，令学校⾥两百多位学⽣的家庭陷⼊急难。驻沙巴的同⼯和⼀位上帝派来的天

使志⼯⼀同采购⼲粮，并前往难⺠学校派发⼲粮给学⽣和其他弱势群体，如独居

⽼⼈、因⾏管令⽽失业者及⽆法获得政府辅助者等。

由于需求过于庞⼤，同⼯们必须仔细审核每项个案申请，申请者以原住⺠、外劳

和难⺠居多。获得政府补助的家庭将不被纳⼊批准名单中，以确保资源送到最迫

切需要的家庭。同时，同⼯们也协助他们检查和申请除了7979以外的援助。感谢
主，在整个援助的过程中，这些弱势家庭都平安度过了⾏管令，当中⽆⼈确诊。

疫情之中依然实现爱 ⽂/蔡欣仪



疫情之中依然实现爱

 疫情当下，吗哪⻝物银⾏原有的发放虽受⾏动管制限制，但并未因此停下脚步。
5⽉的吗哪⻝物银⾏发放期，为了⽅便各教会的服侍，7979将原定计划调整，转
由各教会为各⾃案主采购⻝物包。透过这种⽅式，教会能在采购前再次询问及了

解每个个案在疫情期间的个别需求，并采购⻝品。这些调整在疫情期间满⾜了案

主们的真正需要，使他们不⾄于因⾏动管制⽽难以获得所需⻝品。另外，这也让

教会与个案保持紧密联系，更加了解个案，让教会更有效地服侍个案。

原定于3⽉21⽇⾸次发放的关丹场次，却
因为政府于3⽉18⽇实施⾏管令⽽遭受影
响，让7979同⼯们⽆法亲到现场发放物
资。关丹区委们因为⾸次发放就遇上冲

击，令他们感到⼿⾜⽆措，故决定暂停关

丹场次的⾸次发放活动。

然⽽，本就是贫困与弱势家庭的个案，在

遇上疫情和⾏动管制的双⾯夹击下，相⽐

平常⼈想必更是雪上加霜。教会看⻅他们

的需要，⼀致决定不再展延发放⽇，并着

⼿拟定标准作业程序(SOP)与防护措施。

3⽉27⽇，教会进⾏了关丹场的⾸次吗哪⻝物银⾏发放。教会志⼯们坚守10公⾥
的出⾏范围和保持社交距离，同时也提倡吗哪⻝物银⾏＂亲⾃送到府＂的精神，

尽责地将⻝物包送到案主⼿中。

 时过境迁，7979同⼯从7⽉开始恢复以往的发放流程，将吗哪⻝物银⾏亲送到府
的精神传递给教会。这⼀次，7979不仅前往芙蓉、怡保和槟城的集散点，还来到
关丹⻓⽼会荣恩堂这个全新集散点，将物资分发给教会志⼯，完成了关丹场第三

次的吗哪⻝物银⾏发放。

疫情之中依然实现爱 ⽂/蔡欣仪



 7979吗哪⻝物银⾏在⼤⻢半岛北部继续扩张，继槟岛和⼤⼭脚后，如今在吉打亚
罗⼠打设⽴北⻢区第三个集散点。

 
吉打州设⽴集散点意味着吉打和玻璃市两州的志⼯⽆需再⾈⻋劳顿前往槟城⼤⼭

脚领取物资。这让教会在派发吗哪包时既省时⼜省⼒，教会志⼯可在领取物资当

天，就把吗哪包送上⻔给个案。

 
吉打亚罗⼠打的⻢来西亚浸信会⽣命堂，早在2018年10⽉开始以吗哪包服务社
区。接着两年亚罗⼠打全备福⾳堂、玻璃市加基武吉赞美中⼼也先后加⼊，⽬前

共有30个“吗哪包”个案。即⽣命堂浸信会(12个)、全备福⾳堂(6个)，以及加基武吉
赞美中⼼(12个)。
 
亚罗⼠打集散点于今年7⽉19⽇⾸度举⾏发放⽇，並将于11⽉举⾏吗哪⻝物银⾏
推介礼 （点击了解更多详情），届时将邀请各教会及地⽅领袖等参与其盛，⼀
同⻅证⽗神在此事⼯上的⼤能作为。

吗哪⻝物银⾏持续扩展

北⻢区设⽴第三个集散点
⽂/ ⻩美意

7979动起来 ⽂/ ⻩美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慈善单位都⾯对物资及捐款的骤减。感谢神，透过糕

糕在善慈善团体联合热⼼商家Federal Oats Mills Sdn Bhd 雪中送炭，赠送43箱共276
包⻨⽚给7979吗哪⻝物银⾏9⽉份的发放。
 
同时，也感谢Lion Club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8B2 Malaysia Region 2的协助，7979吗哪
⻝物银⾏9⽉份北⻢北海区和⼤⼭脚区获得Kuok Fundation Bhd提供的60份吗哪⻝物
银⾏物资和1500粒Massimo⾯包。这些物资受惠于60个家庭，1500粒⾯包则是派发
给当地7979伙伴教会所服侍的个案。

7979动起来 ⽂/ ⻩美意

雪中送炭的捐助
⽂/陈爱蒂

⾮常感谢Federal Oats Mills Sdn Bhd 在吉打区加强⾏动管制期间，特别增送24箱⻨
⽚，⾜以让我们发放吗哪⻝物包于吉打区域的案家们。



遇⻅合⼀ 竭⼒去救
⽂/⻩恩德牧师 · 全⼈关怀团队执⾏⻓

为合⼀，再竭⼒⼀点……再争⽓⼀点……
“⽤和平彼此联络，竭⼒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以弗所书4:3

好⼏次听到他⼈对于全⼈关怀团队（7979）的理解时都认为我们是⼤⻢基
督教的“慈济”。说实在，每当听到如此的对⽐，⼼头总是百感交集。⼀般
⺠众看到的或许是全⼈与慈济表⾯上的⼀些共同之处（都有涉及灾难回应

并动员志⼯去服务社区），实质上两个组织的之间还是存在着⼀些明显差

距的。⽽之所以会百感交集，是因为当⾃⼰分析及反省后发现，⽐较起慈

济在动员⼤⻢佛教徒（甚⾄⼀般⺠众），基督徒志⼯在活跃度、委⾝度、

合⼀及向⼼度，与华⼈教会资源整合及共享上，实在有待改善，也需要向

主忏悔，并虚⼼向慈济学习。

 7979全⼈关怀救助⽹络在⼤⻢已经有10年，我们向主单纯的祈望，关怀贫
困的⾏善领域能展现教会的合⼀，神⼉⼥之间的相互扶持能讨阿爸的欢

喜。现今频繁发⽣在世界各地的重⼤灾难都仿佛在提醒着我们，没有⼀个

⼈或单位能够独⾃应对末世频密的天灾与⼈祸。2020年这场世纪瘟疫
（COVID-19）对于积极应灾并极⼒带动教会将近12年的全⼈来说是⼀次充
满挑战及全新体验的旅程。感谢众教会与主内家⼈的⽀持，我们能够在短

短三个⽉内筹募到72万令吉应灾款项。截⾄6⽉20⽇，透过135家的7979伙
伴教会及⾮伙伴教会，我们成功协助近300个家庭获得急难救助⾦（RM800-
RM1,200）的援助，超过3,300次的资源派发，让将近13,000受惠总⼈数获得
价值RM100-RM200的⻝物供应，365个组织及372⼈获得我们送出的卫⽣包
（⼝罩与消毒液）及20个关怀组织获得度过⾏动管制期的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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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弱地翻到⼤⻢慈济的⽹站查看（截⾄5⽉30⽇），他们总共将筹募到灾款兑换
成1,050,380个医⽤⼿套；623,771个医⽤⼝罩；318,619套医⽤防护（防护⾐、隔离
⾐、头套和鞋套）；284,095防护⾯罩；30,251份蔬⻝；28,703次关怀补助；21,143
个布⼝罩等救灾物资与服务。我⽆意吹捧他⼈来灭⾃家威⻛，但我内⼼确实希望

借助他⼈的付出，他⼈的合作精神来提醒⼤⻢基督徒，我们还有许多的不⾜，还

有许多进步的空间。⾃满于当下只会让我们停滞不前，⽆法对灾⺠做出更⼤的贡

献。我感恩这场瘟疫敲醒了许多过去不冷不热的教会与领袖，发动或热⾎地回应

⼴⼤灾⺠的呼声。但应灾过程中我同时也相当伤感，因为⽬睹资源的重叠及关系

的疏离依然重复出现，只因为还是有教会、宗派、组织各⾃为政，各忙各的，互

不往来。这么多年来，基督徒在⼤⻢如此多元性社会中如何建⽴基督⾝体合⼀这

天⽗挂⼼的事上，⼏乎还是原地踏步，难有具体的进展。

 我⼼⾥常纳闷为何我们⽆法做到如慈济⼀般，全体⼀条线，⼀条⼼的资源整合？
我不会天真幼稚到去向往政治上的统⼀，也不会悲观⾃怜到以为合⼀是天⽅夜

谭。每⼀次的重灾回应中，我都会⾃我省察⼀番，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骄傲⾃

满导致我们对⾃⼰拥有的资源与成绩单沾沾⾃喜？是不是我们太过于⾃我中⼼导

致我们丧失了欣赏他⼈，与他⼈沟通及合作的本能？是不是我们过于⾃负及好胜

⽽导致我们不断追求他⼈的认可与掌声，⽽对神的叹息与圣灵打算赐下的神圣不

满⾜完全置之不理？我们都需要彻底悔改，在神的教诲下痛定思痛，尤其是教会

界的领导层。求主饶恕我们的⽆知与短视。靠着我们⾁体与⾎⽓是不可能成就的

事，但圣经应许靠着圣灵合⼀就有可能。

倘若我们可以再竭⼒⼀点……倘若⼤⻢基督徒可以再争⽓⼀点……
为着合⼀，竭诚献上。诚⼼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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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7979 e杂志 赢奖品

欢庆7979⼗周年，举办了⼀系列活动，名为________。

3

1

2

4

5

有奖游戏

游戏题目

灾难回应的周期循环不息，统称________。

透过有规律的________，可以帮助孩⼦们
培养及保持毅⼒。

吗哪⻝物银⾏的服务精神是________。

感谢捐助者________的捐助。

神秘礼物

游戏奖品

限量10份



          看7979 E-杂志 赢奖品

          游戏规则
   1. 按赞7979脸书专⻚
   2. 分享7979脸书上 有奖游戏 帖⼦ (设置公开)
         ***2020年11⽉10⽇晚上8时正，7979⾯⼦书将发布该帖⼦
         https://bit.ly/34YAFiT
   3. 阅读7979 E-杂志，根据 E-杂志⽂章回答问题
   4. 完成这份Google Form，即完成参加
         https://forms.gle/KiZBDE54BcBBYXVR8

        获奖条件
   1. 回答问题全对
   2. 分享7979 有奖游戏 帖⼦得最多Like

         游戏奖品
   1. 神秘礼物 10份

游戏截⾄⽇期是30/11/2020（星期⼀）
我们会在07/12/2020（星期⼀）公布得奖名单

**所有解释权归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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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哪⻝物银⾏

 

 *请注明所要奉献的项⽬

汇款⾄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hd
MayBank 512781012599
SWIFT CODE (国外汇款): MBBEMYKL

单据连同您的中英⽂姓名、联络资料 (电邮&电
话号码)，并注明事⼯项⽬ (7979
CIF/UPC/DRR/MFB) 传⾄
 +60142655178 / finance@histeam.org.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