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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踏⼊元旦，⼤⻢半岛多地，如柔佛、彭亨、登嘉楼、吉兰丹等，皆因东北季候⻛连续⼏
天的强降⾬⽽引发了⽔患。许多要道因⽔淹⽽⽆法通⾏，切断了陆路交通，甚⾄孤⽴了⼀些内陆

市镇。

7979启动应灾机制，与多地教会联系，密切关注及收集灾情演变的情报。有些地区虽然受灾，
当地教会及社区尚有能⼒应付；也有⼀些灾区请求⽀援，却因道路中断，⽆法前往。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瘟疫仍在全国肆虐，当时⼀周内三破单⽇确诊⼈数的纪录，让我们更加谨慎

地进⾏应灾计划，避免加剧疫情造成⼆度灾害。此次应灾的⾏动计划包括清洗、消毒、和粮⻝物

资的发放。

彭亨 淡⻢鲁和⽂德甲

1⽉9⽇，⼀⽀15⼈的志⼯队伍抵达，以淡⻢鲁福⾳堂为基地，回应淡⻢鲁和⽂德甲⼀带的
重灾区。隔⽇早上参加线上崇拜后，来⾃⼋打灵喜信堂、淡⻢鲁福⾳堂、全⼈同⼯和志⼯

共23⼈启程到⽂德甲Taman Sempalit进⾏清洗⼯作。现场因淹⽔3⽇⽽弥漫着酸腐⽓味。
受灾⼾都在忙着移除浸坏的家具、床褥、电器及其他物品，当居⺠看到弟兄们个个勤奋能

⼲，再加上配有强⼒喷⽔器械，都要求我们帮忙清洗。两天共清洗和消毒了18⼾。

11⽇，⾸相宣布新⼀轮的⾏动管制令，我们评估形势后决定⼗⼆⽇撤离。撤离当天，兵分
三路，⼀⽀队伍去清洗⼀⻓者的屋⼦，⼀⽀队伍收拾基地和配备，另有专⼈传授当地志⼯

正确使⽤强⼒⽔机和排除故障的⽅法。我们留下配备⼯具，由当地教会接⼿。⽽在关丹的

志⼯团也答应过来⽀援，因为彭亨州仍可以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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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鲁，新村Kg. Sri Temerloh 有7⼾共11家⼈受严重影响。⽔⼀退，居⺠和村⺠们都协
⼒清洗。我们送上卫⽣包和⼲粮包以⽰慰问。

13和14⽇，淡⻢鲁福⾳堂的志⼯们在⽂德甲和淡⻢鲁发放卫⽣包和粮⻝包，其中包括Kg.
Batu Kapor, Tmn Muhibbah, Tmn Bunga Raya, Tmn Mentakab Indah, Tmn Changel。发
放过程中，志⼯发现⼀些仍有需要的家庭，于是动员清洗了⼀间房屋，同时紧急寻求关丹

团队的⽀援。16⽇，20位来⾃关丹众教会（⻓⽼会荣恩堂、恩主教会、赞美教会、
KBM、⻓⽼会达⼠宣道所、佳⾳浸信会)的志⼯，连同淡⻢鲁福⾳堂的3⼈，在⽂德甲Tmn
Mentakab Indah 协助清理和清洗7间⾮常严重受灾的屋⼦，同时也派发了32包⼲粮和⽶，
稍微舒缓灾⺠连⽇来的⾟酸。

登嘉楼 ⽢⻢挽

关丹有⼏位志⼯在1⽉8⽇前往登嘉楼⽢⻢挽勘察⽔灾情况，发觉多区的房屋泡浸⽔中3
天。当地居⺠要求帮忙清洗及援助，关丹团队招募了来⾃⻓⽼会荣恩堂、达⼠⻓⽼会、恩

主教会、佳⾳浸信会和沙仑教会的35名志⼯，于9⽇前往⽀援⽢⻢挽⻓⽼会，展开“⽢⻢挽
爱⼼⾏动”，共洗了13间屋⼦。

12⽇，20名来⾃各教会的志⼯回到那⾥协助清洗三间屋⼦和帮忙三⼾搬⾛⼤型物件，同时
跟进探访和慰问，派发⽶及⼲粮给30⼾的贫困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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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 加亨原住⺠部落

柔佛加亨（Kahang）内陆的原住⺠部落，⼤⾬导致五年来最严重的⽔灾，冲毁道路，切
断许多原住⺠对外的通路。积⽔迟迟不退，⼜碰上⾏动管制，双重打击⽣计，情况很糟糕

很紧急。

我们⽀援在居銮的伙伴恩福浸信会连同居銮众教会⼀同应灾，以粮⻝援助4个原住⺠部
落。⾄14⽇，成功派发给48⼾Kampung Air Pasir的家庭。17⽇，Kpg. Kuala Sengka的26
⼾⼈家只能派⼈坐舢板过来领取。18⽇曾⽔淹⼗尺的地放⽅终于⽔退，可往Kg. Sg. Tuba
派发粮⻝给27⼾，及Kg. Tewowoh24⼾，共125⼾。

感谢⼋打灵神召会喜信堂，动员旗下⽣命特区的9名学员参与淡⻢鲁和⽂德甲的⾏动，並为我们
连结了⼚家Linaco和 Munchy‘s Food等，募集了超过200箱的饮⽤⽔、椰⽔、罐头、饼⼲等，並
安排交通于1⽉9⽇和10⽇运抵淡⻢鲁供发放。

当地教会淡⻢鲁福⾳堂有7位姐妹也抽空到基地来分装援助物资，共100包卫⽣包（含⽑⼱、肥
皂、⽛膏⽛刷、消毒液）和107包⼲粮包（饼⼲、罐头、⼲⾯）。

也谢谢志⼯ Tracy姐妹和王志强弟兄，他们的经验和委⾝为此⾏动带来很⼤的帮助。

我们也感恩，关丹的志⼯团队⾃动⾃发，众教会同⼼合⼀地⽀援东海岸，及之后淡⻢鲁的灾区。

7979伙伴教会直凉基督教会也援助5个原住⺠部落共690⼾。在服侍该社区的牧者Noryas传道的
牵线下，教会于13⽇及17⽇动员16志⼯⼈次发放⽶粮和⻝⽔。物资由善⼼⼈⼠托付加上教会肢
体奉献购买所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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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灾难的美事

 每次发⽣⼤⽔灾，最重要及最关键的救灾⾏动是勘查灾情。最前线第⼀⼿的资讯和消息，牵动着
接下来的部署和⾏动计划。⼀些现实的考量，如道路是否能通？当地有何缺乏？当地是否有应灾

能⼒？当地是否有⼈邀请或接待我们？等问题都需先理清。在灾变初期，我们接到双溪热⼒、⽠

拉⽴卑、林明有灾情，但基于通往该地的公路被⽔切断，⽆法通⾏，爱莫能助。

 
在讯息瞬间变化的当⼉，此次⽔灾让我学习的功课是“等候主”。过多的资讯轰炸很容易让⼈急
躁，或出于竞争动机草率⾏动。感谢主，我有⼀班同⼯保持清醒，以祷告和等候寻求上帝的开

路。感谢天⽗，祂带领我们到有需要的⼈和区域当中，让教会在基督⾥与受苦者同在，彰显主

爱。

 
最令⼈兴奋的，莫⾮是接到志⼯们分享的⻅证。原本坐困愁城的灾⺠，因教会志⼯的合⼒协助清

洗，感激⼜感动。

 
有位独居⽼伯，家⾥堆积许多物品，⽔灾造成垃圾遍布屋⼦，环境相当恶劣，志⼯们竭⼒清洗。

离开前⽼伯忽然说道：“你们的耶稣真好。”
 
灾区住着不同种族的⼈，华巫印裔都有。他们很感谢志⼯们的帮助，有⼈领路视察社区坏境，介

绍⽐较需要帮忙的受灾⼾。志⼯⾛在巷⼦慰问或询问有何需求时，居⺠都很乐意回应。

 
除了灾⺠，对志⼯来说，参与这样的⾏动也很有意义。团队之间越服事越有默契，不辞劳苦完成

清洗⼀家⼜⼀家。看得出⼤家都很喜乐。回应灾难，是最好的团队与⽣命建⽴。

 
志⼯当中有⼀些是上了年纪的⻓⽼们，很钦佩他们⾝体⼒⾏的态度。没错，志愿服务是实践信仰

的管道之⼀，是放下⾝份，不求回报，谦卑服事的舍⼰付出。社区因教会有爱，变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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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救灾⽇记及回忆录

第⼀次参与灾难回应，是2014年的东海岸⼤⽔灾。还记得在2015年1⽉7⽇的凌晨，收到教会弟
兄的信息，说7979招募志⼯到吉兰丹赈灾。当时，在应灾⼯作上的我是零经验，因没有清单上
所列出的⼀些装备，所以打算预备好两天后才出发。后来被告知急需⼈⼿，所以当天匆匆忙忙地

收拾和购买所能买到的装备，第⼆天凌晨就到指定地点，和⼀群陌⽣的队友会合后共⻋出发到吉

兰丹。那是我第⼀次到吉兰丹，吉兰丹给我的第⼀个印象是⻩⾊的，因为映⼊眼帘的尽是⼀⽚凄

凉，被洪⽔没顶过的树林、街道和房屋。

 
⼀个⽉半跟随7979赈灾直到⼤队收队，让我吸取了很多⾮常宝贵的经验，但觉得⾃⼰所懂的很
不⾜够，要更扎实的知识，就必须参与正规的培训。于是那年参与了两次IDRN（国际救灾⽹
络）培训和CREST（慨施）的Basic Disaster Response Camp培训；后来再从CREST志⼯成了全
职同⼯⼏年，到过中国昆明和⻢来西亚多处协助备灾和应灾培训。⼏乎每次培训，我都负责 “抗
洪” 的课题。当然，在吉兰丹的赈灾体验和各种⻅证列⼦，是必定分享的重要资料。

2014年吉兰丹救灾

07



今年1⽉9⽇，刚好七年，我再次跟随7979回应疫情下的⽔灾。疫情下赈灾多了⼀些顾虑和警
惕，⾃⼰的装备也⽐以往更谨慎了。过去不管跟随哪个团队，我都在灾区做清洗⼯作或分发物

资，但这次我被安排留守在指挥中⼼协助，负责志⼯福利和个⼈安全配备。赈灾不只是拿起扫把

去洗屋⼦那么简单，许多画⾯顿时在脑海⾥打转 - 队友出队前和归队后的⼯作流程、旧⼈去新⼈
来的接应传承、撤离前的速成志⼯训练、当地伙伴的交接和撤离后的动员与配搭等等。感恩以前

跟随7979到吉兰丹⼀个多⽉的赈灾期间，那刻⻣铭⼼，成了 “⽣活习惯” 的⼯作流程，使我能很
⾃然地留意出队前的安全装备和归队后的善后⼯作，后来⼏年培训的锻炼，也使我能熟练地关注

配备⼯具的预备和事前事后的打点。这次在指挥中⼼协助不会感到劳累，没能随队友到灾区做清

洗，感觉谦卑服事的⼤家都⾟苦了！

这次回应淡⻢鲁⽔灾，我们是先遣部队，所以⾯对了很多不确定性的挑战。抵达当地伙伴教会淡

⻢鲁福⾳堂后，我们迅速地做指挥中⼼的各岗位安排和灾区勘察。因为疫情进⼊紧急状态，政府

可能随时宣布⾏动管制令，我们还不确定会否⽐计划中提早撤离。最后，在团队⽤⼼的预备、当

地伙伴教会的完善设备和空间及⼤家同⼼合⼒的配搭，让我们在政府宣布⾏管令前，顺利地全部

安排妥当。我们撤离但不撤退，因我们留下各样配备，让当地伙伴教会淡⻢鲁福⾳堂接棒继续积

极动员协助灾⺠。灾⺠们为着赈灾团队放下⾝份、不求回报、谦卑服事、及舍⼰的付出即感动⼜

感激。 荣耀赞美归于主！

每⽇出队前必须做详细的简报（Briefing），以加强执⾏任务时的默契和效率。 
指挥中⼼配备⼯具负责⼈和队⻓点算配备⼯具和机械。队⻓和队友领取全副个⼈安全

装备。 
执⾏任务时所有配备⼯具和机械，必须正确穿戴和使⽤，以确保⾃⾝和团队的安全。

⼯作流程系统是执勤期的“⽇常⽣活习惯”

出队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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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中⼼实践系统性的⼯作流程管理，能帮助达到完好的⼯作默契和⾼效率的⼯作素

质。系统性的分⼯合作习惯也能帮助整个团队尽早⽤餐、简报/汇报、会议、团契和休
息，达到⾝⼼灵的保护。 
教育和⿎励每个队友只负责清理⾃⼰的配备⼯具，以避免⼀⼈或少数⼈连⽇操劳耗尽

精⼒及⾝⼼灵过度劳累，导致负⾯情绪⽽影响团队的和⽓和⼠⽓。独⽴⾃理和互助合

⼒使团队间的默契成熟和谦卑。完善⾃⼰、成就别⼈，团队就能全速前进。

教育和传授各种技能，包括机械操作知识给队友/志⼯，以便旧⼈去新⼈来时，或当地
伙伴团队接⼿时得⼼应⼿，接应传承教育让系统继续操作流畅，从⽽加强⾼效率的表

现和活泼的精神，使接下来的跟进⼯作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成就荣神益⼈的使

命。

⾼效传承系统

1.

2.

3.

指挥中⼼配备⼯具负责⼈和队⻓点算配备⼯具和机械。

队⻓和队友随配备⼯具清洗站的顺序，按着谨慎⽅式分⼯清洗和消毒⼯具和机械，排

列晾⼲待明天再⽤。 
队⻓和队友随配备⼯具清洗站的顺序，按着谨慎三部曲分⼯清洗、过⽔和消毒各⾃的

个⼈装备，整⻬排列晾⼲待明天再⽤。（塑胶⼿套内外抹⼲，内部反外，夹起⻛⼲。

布⼿套拧⼲，夹起⻛⼲。⽔鞋鞋头向上，倒挂晾⼲。外套滴⼲，内部向外，晾起⻛

⼲。）⼯具部时时保持整⻬清洁，让每⽇出队顺利。

每⽇必须做详细的汇报及检讨（Debriefing），以改进和加强团队的默契和效率。

归队后

1.
2.

3.

4.

应灾时的“⽇常⽣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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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随着7979《实现爱》微电影进⾏拍摄，我们来到了新⼭柔佛再也异象基督教会（JJVC），与
陈爱珠传道进⾏了⼀段“知⼼”采访，聆听着⼀段10年来不离不弃的扶持故事，⻅证着上帝的美好
作为。

2012年，JJVC透过当地⼀间华⽂⼩学的⽼师认识了⼩浩（匿名）和⼩浩妈妈。得知他们在⽣活经
济上⾯对困难后，JJVC便前往⼩浩的家探访。然⽽，⼩浩妈妈却将⾃⼰封闭起来，把所有⼈的好
意都拒之⻔外。

问：向⼩浩⼀家提供帮助时，⼩浩妈妈如何作出回应？

答：记得第⼀次前去探访，看到⼩浩⽐⼀般同龄孩⼦还要瘦⼩，他在我们与妈妈谈话时静

静地坐在⼀旁旁听。当时我们想伸出援⼿，却遭到妈妈的拒绝，她还说了⼀句话：“⼩浩
跟到她，是他运⽓不好！”。

虽然⼩浩妈妈拒绝接受帮助，但是教会并没有放弃这个家庭，转⽽开始关⼼⼩浩，带⼩浩上教会

的⼉童会。

2013年，教会正式开办7979陪读班，⼩浩成为第⼀批陪读班学⽣。这⼀年来，陪读班⽼师的关
⼼与陪伴，让⼩浩不再感到孤单。他喜欢参加教会的⼉童会和陪读班，因为这⾥有朋友陪伴，放

学后也可以⼀起学习做功课。不再如从前，以往他总是独⾃⼀⼈回家，没⼈作伴。值得欣慰的

是，⼩浩的学习成绩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惟好景不⻓，⼀年后⼩浩的家⾥发⽣了⼀些变故。妈妈开始⽇渐消沉，每⽇烟不离⼿、滥服安眠

药终⽇昏睡，以此来逃避⾯对现实，更是“放养”⼩浩，对他不闻不问。家⾥的情况导致⼩浩的⽣
活陷⼊⼀⽚混乱，作息⽇夜颠倒经常熬夜，学业也渐渐跟不上。为了逃避⽼师的责备，⼩浩开始

逃学，慢慢地也缺席陪读班。

陪读班⽼师们发现后，⼀直尝试联络⼩浩妈妈，但都⽆功⽽返。⼏经周转终于联络上妈妈，她答

应会督促⼩浩好好上学。但不久后，碍于没有能⼒继续缴交房租，⼩浩⼀家被迫搬家。这⼀搬，

就离教会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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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段时间，教会是怎样陪伴他们的？

答：妈妈最终敞开⼼扉，不再⼀直拒绝我们。那段期间他们需要搬家，便来找我们帮忙。

再后来⼩浩需要转校，我就陪着他们到教育局和学校去申请处理转校。我们也开始给予他

们经济上的援助，帮他们申请教会的援助⾦。

就这样，⼩浩⼀家安居下来。教会不惧远距离，时常到他家探访，也载送⼩浩来⼉童会。后来，

教会⿎励⼩浩妈妈搬回教会附近居住，以便能更好地陪伴和扶持他们。⼩浩妈妈找到教会附近的

租房后，就去教育局帮⼩浩申请转校回原来的⼩学。

搬回教会附近之后，教会开始⿎励⼩浩妈妈出去⼯作。但⼩浩妈妈因視⼒⽋佳，加上⻓时间没有

到外⼯作，⽽害怕重返職場会不被接受或無法適應。所幸在听了传道⼀番“真⼼”的劝说后，她決
定为了孩⼦⿎起勇⽓⾯对⽣活，教会也幫助她找到了新⼯作。

问：当时是带着怎样的⼼情去和妈妈谈话？

答：其实当时我说话时已是不温和了，更是带着⼀点“责骂”的语⽓，因为真的太难了。他
们⼀直处在艰难的情况，他们难受，我们帮助他也相当难受。只希望⼩浩妈妈能快点站起

来⾯对⽣活，为了孩⼦⽽努⼒。如果妈妈不站起来，我们想要帮助她也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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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觉得如此扶持这个家庭，究竟值得吗？

答：不是说值不值得，我相信教会每⼀位服事的弟兄姐妹在付出时，都没有想过值不值

得，或计较是否有同等的回馈。我们只是顺服上帝放在⼼⾥的感动，是上帝带领这个家庭

成⻓的。

因着JJVC在10年前不离不弃地扶持⼩浩⼀家，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感⼈的故事可以述说。

受访者/陈爱珠传道
采访/郑百颂传道、蔡欣仪
⽂/蔡欣仪

经过⼀番兜兜转转，⼩浩⼀家逐渐步⼊正轨，随后也信主受洗了。⼩浩是第⼀批陪读班男⽣中，

唯⼀还在就读的孩⼦；⽽妈妈也开始在教会服侍。现在的她，常怀着着感恩的⼼，也很愿意分享

这个⻅证让更多⼈知道。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个⺟亲带来极⼤的影响。从⼀开始的负⾯影

响，到后来妈妈坚强地⾯对⽣活，所带来的正⾯影响，也让⼩浩能继续求学。

 
谈起这段故事，爱珠传道曾⼀度涌上泪⽔。忆起当初，她承认确实有疲惫沮丧的时候，因为这个

家庭确实是需要花费很⼤⼼⼒去扶持他们。若他们坚持不愿⾃助，教会也使不上⼒，⼼有余⽽⼒

不⾜。

陈爱珠传道 ⼩浩（匿名）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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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有棵桑树，结果⼦的时候适逢⾏管令期间。每⽇清早及傍晚都是摘果⼦的最佳时候。

果⼦还未成熟时，绿绿⾊，⽑茸茸，看起来像条⽑⽑⾍；果⾊转红后还未成熟，味道带酸；要等

到紫⿊⾊了才可以摘，这时最⽢甜。对于种植，我⼀窍不通，甚⾄连仙⼈掌都养不活。但这⼏个

星期摘桑葚的经验，取了⼩⼩⼼得，从中帮助我更了解个案或受助者。

这和我们看受助者或个案的情况有点类似，乍看之下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能⼒，但事实

不然，只是被隐藏，有待我们⼀起发掘。⽽且，他们多是经过不少磨练和险境的⼈，

⽣命多了⼀份坚韧。

隐藏中的宝藏

相⽐桑葚，桑叶来得明显⼤。那天和我⼀起摘果的伴说：“你有发现⿊⿊的果⼦都躲在叶
⼦后⾯吗？”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难道果⼦真的会和我们玩躲猫猫吗？难道不是因为躲
在叶⼦后⾯的果⼦多次逃过了⼩⻦的视线，才悄悄地酝酿成熟？

对于个案，我们有时不敢聊得太深⼊，因为担⼼可能会带来伤害。但是，只要够勇

敢，与个案建⽴深⼊及真诚的关系，便能帮助他突破现况。就算受点伤也没关系。

往深处去探究

“爬上去树吧！如果爬不上，那就别摘上⾯的，这么⾟苦，不值得。”邻居看到我摘得那么
⾟苦，给了我诚恳的意⻅。个⼦矮⼩的我，确实觉得很吃⼒，可以略体会撒该爬桑树看耶

稣的⼼情。但我不⽢⼼，眼看肥美的果⼦就在眼前，还是努⼒往上爬，摘了很多，同时也

因为树枝繁多，擦伤了⼿。

我们有时会很⾃然地把焦点放在个案眼前的问题上，但其实还有很多个案⾝边的资源

是我们忽略的，⽐如家⼈、邻居、朋友、职场/学校、社区等，都可以是⼀个助⼒。

多⽅发掘资源

好不容易爬上了树，被眼前满满的果实迷住了，只懂得伸⼿往前摘，摘啊摘就觉得很满⾜

了。停下时，发现⾝后也尽是果实，所幸腰⼒还⾏，也摘了⼀些。休息⼀下，呆望上⽅，

竟然⼜是果实，往下看竟然还有。“到处都是果⼦！”，忍不住喊了出来。这样360度的视
⻆，只有⾝置树⾝才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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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树上已没有果⼦，是修剪枝叶的时候；个案管理也有程序，有开档、服务和结案。

这次有幸观察桑树整个开花结果到修剪和等候的过程，领受满满。期待下⼀季的来临。

 
注：桑树是⼀颗宝树，营养丰富，从果⼦、叶⼦、树⽪、树⼲到树根都有不同的功能和效⽤。

当只看⻅⾃⼰的益处时，⼈的⼼就变得狭窄，但当有⼈⼀起共享的时候，那份满⾜⼤

于肚腹的饱⾜。当个案不单只领受恩典，也学习分享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富⾜。

共享中的喜乐

前⼀天因忙碌，错过了摘果的时间，⼼想今天肯定有满满的收获。谁知看到两个邻居不问

⾃取正在摘果⼦，⼼⽣不悦。谁知摘⼀个篮⼦的量就累了，再多也不⼀定有能⼒去摘。后

来想到可以分享的⼈，每次摘的时候，乐趣就更⼤了，因为知道有⼈在等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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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979吗哪⻝物银⾏⾸次发

2021年1⽉的7979吗哪⻝物银⾏发放，再次经历⾏动管制令的限制。但在经历了过去⼀年来的
各种限制与阻碍，志⼯们在⾯对SOP、发放程序调整及探访派发的社交限制时，都能沉着应对且
越做越出⾊。外在拦阻并不能阻碍志⼯的关爱与陪伴，案家仍然在疫情中获得志⼯的及时送暖与

援助。

与此同时，7979今年初接获⼀家投资商捐赠约13, 000包⽶粉，预计在今年内将这批物资分派给
吗哪⻝物银⾏的受惠个案及各个社会关怀机构。粗略估计，这能帮助超过400个案家及20个机构
⻓达1年之久。
虽处于疫情期间，但随着农历新年即将莅临，7979不忘与案家⼀同迎接新春到来。我们特意预
备了年饼给案家，⽽沙巴亚庇区的区委也爱⼼捐赠鸡仔饼和年糕给亚庇区的案家，为疫情下的新

年增添过年⽓氛。  
  “疫情爆发⼜遇上⾏动管制令，个案看到我们带物资来的时后⾮常开⼼。在交谈中，个案的情绪
明显开朗许多”，其中⼀位7979志⼯说到。在疫情期间，7979仍⽤⼼地为案家准备各种⽣活所需
物品，特别是在春节之际，也不忘送上年饼给予新年祝福，让他们感到暖⼼。

7979吗哪⻝物银⾏特别鸣谢赞助



与吉兰丹教会赈灾⽹络 KDRN 合作

灾难回应的管理是个周期，简分为防灾/备灾期、救灾期、重建期。

2020年12⽉，7979与吉兰丹教会赈灾⽹络 KDRN 合作，⽀援当地哥打峇鲁 Kg. Cina 村委会备
灾，赠送船只、引擎、划桨和救⽣⾐，以备发⽣⽔患之需。强化⾼⻛险地区的应灾能⼒，是降低

应灾成本和受灾害程度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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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哪⻝物银⾏关丹集散点推介礼

回顾2020年，因事⼯不断扩⼤，全⻢各地有越来越多贫穷需求被看⻅。 7979吗哪⻝物银⾏新增
设了4个集散点，分别坐落在彭亨关丹、吉打亚罗⼠打、沙巴亚庇和⼭打根。
同年11⽉21⽇，7979全⼈关怀救助⽹络（以下简称“7979”）欢庆10周年，在彭亨关丹的新集散
点--关丹荣恩堂⻓⽼会举⾏了⼀场吗哪⻝物银⾏推介礼。除了感谢所有出席的教会；也感谢沉春
祥议员、关丹牧者团契“华⽂联合会”及吗哪事⼯罗⾥的捐赠者⻩兴鸿弟兄的出席，以及星洲⽇报
记者到场⻅证与报道。⽽推介礼中最精彩的部份 -- 推介仪式，则由沈春祥议员及⻩兴鸿弟兄主
持。

7979吗哪⻝物银⾏特别鸣谢赞助



过去10年以来，7979全⼈关怀救助⽹络（以下简称“7979”）以从事急难救助、家庭关怀、社区
服务及重灾回应等事⼯，来回应社区中急难、弱势与贫穷家庭的需要。当中更是不乏家中有疾病

患者的个案，他们不单单⾯临三餐不饱的困境，⼤部份也需要⼀些特殊辅助品来减轻⽣活负担，

例如成⼈纸尿⽚等。

家中有病患的贫穷家庭，往往难以顾及病患的营养摄取，因简单的三餐就已让他们负担颇重。在

缺乏所需营养的情况下，家⾥病患不仅⽆法获得良好的照顾，病情更可能会进⼀步恶化。

2020年，7979 有幸连接了Alpro⼤专基⾦会（Alpro Foundation），成功帮助9 位单靠配⽅奶粉
摄取营养或进⾏导管喂⻝的个案，申请了Metabolic+Basic营养奶粉。 Metabolic+Basic营养奶粉
是由饮⻝治疗师和营养师团队专⻔研发，是为了让⻓期喝奶粉的特殊病患获得基本⼜全⾯营养，

且可负担⽽诞⽣的配⽅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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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捐款⼈关系管理

每个⽉领取4包Metabolic+Basic营养奶粉的7979个案⼩花（匿名），在饮⽤数个⽉后，⾝体状
况获得明显改善。碍于从⼩患上肌⾁萎缩症⽽导致发育不良，他⼀直⽆法开⼝说话，常年来更只

能⻓期卧床。如今在获得均衡营养摄取后，13 岁的他体重从原本⼗⼏公⽄增加了将近 5 公⽄，
并且能开⼝学习发声。⽽另⼀位7979个案⼩娟（匿名）在饮⽤了Metabolic+Basic营养奶粉⼀段
时间后，感觉整个⼈更精神有活⼒。

感谢Alpro⼤专基⾦会，让这些个案获得免费的Metabolic+Basic营养奶粉，让他们获得⾜够的营
养摄取，更减轻了⼀⼤笔经济负担。 Alpro⼤专基⾦会研发Metabolic+Basic营养奶粉，是为了帮
助这些有需要的家庭。当您申请免费营养奶粉时，饮⻝治疗师将根据每个个案的需求，来决定是

否适合此配⽅奶粉。

筹募与资源执⾏员

诚意聘请
成为全⼈的对外的公关

推动社会企业责任（CSR）
与资源连结

策划筹款活动

策划市场⾏销

预备公关资讯: 
事⼯数据&报告

附上申请表格

欲申请或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络：

7979社服处 010-797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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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9全⼈关怀救助⽹络（以下简称“7979”）成⽴10年以来，他们的存在就像是坚韧的⼩草⼀
般，铺满全⻢各地，在每⼀个社区当中努⼒地做盐做光。他们是弱势贫困群体的“英雄”⼈物，他
们是7979全⼈关怀站（伙伴教会）的志⼯们！
 
为了⿎励、肯定与感谢这群不辞劳苦的志⼯，7979展开了⼀个全新的⽅案——《7979志⼯奖励
辅助⽅案》（以下简称“7979志⼯奖励”）。盼望能以此来对他们说声“谢谢”……

在我们的社区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群⼈，在⼈看来他们很“傻”……

“傻”得只懂付出，将⾃⼰的时间、精⼒与精神奉献出来，却丝毫不抱怨，更是常苦中作乐

“傻”得别⼈避之不及的肮脏⻆落，他们迎⾯⽽上，只为将⼀丝温暖的烛光，在这⿊暗⻆落
⾥点亮

“傻”得⻛吹、⽇晒、⾬淋，只要⼀通求助电话，他们就愿意排开⼀切，到你⾯前送上关怀
与救助

“傻”得所有吃⼒不讨好的事情，⽢⼼乐意地做，有时还得骂不还⼝

“谢谢”他们隔三差五的嘘寒问暖

“谢谢”他们不惧肮脏地帮忙打扫卫⽣

“谢谢”他们在忙碌的时候依然愿意接起求助电话

“谢谢”他们始终不放弃，才让⼀颗颗害怕受伤⼜刚硬的⼼得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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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参与在7979⽅案服务的志⼯，⽆论是在急难家庭救助、吗哪⻝物银⾏、弱势⼉童陪读、
重⼤灾难回应或其他7979⽅案，皆有机会得到此奖励。奖项⼀共有五项，分为绩优表现奖、绩
优贡献奖、绩优美善奖、绩优美德奖及团队全德服务奖。

 
7979志⼯奖励将会由教会设定颁奖⽇期，并以公开的仪式进⾏，以此激励及表扬7979志⼯。此
辅助⽅案将在2021年6⽉1⽇正式开放申请。

认真、负责任，突出团队合作表现、拥有好名声、好品格、灵性成熟、有健康平衡的

基督徒⽣活，且获得教会认同。

已满服务最少⼀年年资及曾参与过7979提供的培训。

凡参与服务年资1年-3年，可颁授志⼯绩优表现奖胸针及感谢状。
凡参与服务年资4年-6年，可颁授志⼯绩优贡献奖胸针及感谢状。
凡参与服务年资7年-9年，可颁授志⼯绩优美善奖胸针及感谢状。
凡参与服务年资10年或以上，可颁授志⼯绩优美德奖胸针及感谢状。
凡参与服务年资⼀年或以上，拥有4⼈或以上的团队，可颁授团队全德服务奖胸针及得
奖证书于每位组员。

详情

志⼯资格：

1.

2.

奖项：

1.
2.
3.
4.
5.

教会领导层为符合资格之志⼯办理推荐作业（即填写申请表格），呈交本团队审核，

以免费获取胸针及感谢状。

每⼀间教会每⼀年可推荐最多5⼈，及⼀⽀4-10⼈之团队（让每位组员都能⼀起获得
表扬）。

教会也可⾃⾏增设获表扬的志⼯名额及奖项，唯奖项及其他奖励品由教会⾃理。

凡被甄选7979志⼯们需备1张2⼨（护照证件照）的正⾯半⾝照⽚、1张7979志⼯结业
证书副本（或其他7979颁发证书）和写1份具体服务事迹或相关服务⻅证（不少于300
个字）。

经本团队审核后将通知教会甄选结果。（⾄少⼀个⽉的审核期）

申请程序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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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与⼀些家⼈团聚度过2021年的元宵。想必⼤家都感受到这次的农历新年真的和以往不同。
原本市集上的热闹景象、⼈挤⼈的盛况不再，原本可以聚集家⼈的团圆饭也不再“⻬”⼈，甚⾄有
亲友失落地说，没有⼼情准备年货和红包了。

 
⼗⽉围城加上连番的⾏动管制带给我⼀定的困扰，但在收拾⼼情后，我带着感恩的⼼来数算神过

去⼀年⾥，在我与家⼈和机构上的恩泽。神保守我们的⽣命，肯定是有未完成的使命等着我们去

完成，我带着这个信念向神献上感恩祭。神很快也透过⾝边的朋友，在新年前捎来⼀个简单的任

务。原来朋友那边有奉献者要祝福城市的弱势群体，希望透过我们能接触到有需要基本粮⻝的受

惠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向住在同⼀个城市的同⼯发出邀请，在短短⼏天的时间⾥，将这批

物资分配并亲⾃送给住在⼗公⾥范围内的邻舍。受惠对象包括因瘟疫断了粮饷的急难家庭、因经

济受困的单亲家庭，也有停⼯、减薪的友族同胞与外劳。虽然全国⼏乎都在⾏动管制（MCO）
下，但瘟疫带来的限制与围堵，却阻⽌不了我们要祝福⾝边⼈及实践爱的感动。分享带来加倍的

喜乐与祝福，倒是弥补了这个新年⽋缺的热闹与团圆。

佳节除了倍思亲，也促使我们更敏感因瘟疫被冲击的弱势邻舍。感谢朋友的捐助与信任，让我与

家⼈、同⼯能将物资送达⾝边的邻舍，并在当中学着实践爱。这场瘟疫真的让这个世代神的⼉⼥

亲尝末世的光景。但倘若你我换⼀个视⻆，尝试与阿爸天⽗的蓝图对⻬，不难发现瘟疫蔓延与灾

难频密的发⽣，其实正在提供教会与神⼉⼥⼀个实践爱的⻩⾦时机。让我们⼀起靠圣灵的加⼒，

虽知道末世时代，不法的事与灾难会增多，但我们爱主爱⼈的⼼不减反增。祈愿你我更加殷勤地

去实践爱，使我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家⼀起7979！
 
“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
⼜要加上爱弟兄的⼼；有了爱弟兄的⼼，⼜要加上爱众⼈的⼼；你们若充充⾜⾜的有这⼏样，就

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于闲懒不结果⼦了。”彼得后书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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