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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栋组屋位于吉隆坡甲洞⼀⻆。组屋墙上

斑驳的痕迹透露着它的年龄。窗外挂着的⾐

物随⻛摆动，⽼狗窝在⻆落睡得很⾹。这跟

不远处繁华城市的景象简直天壤之别。1992
年，甲洞神召会颂恩堂搬迁⾄此。“教会必须
建⽴在社区中”， 这是教会从牧者到信徒，
承先启后的异象。在这城市贫穷⼈⼝的聚集

地，教会的存在对弱势家庭来说，犹如荒漠

中的⽢泉。

生捧起沙滩的海The starfish on the beach
甲 洞 神 召 会 颂 恩 堂 - 采 访 ⼿ 札

组屋区中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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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屋⾥的居⺠每⽉不时收到福⾳单张，那是

陈永平牧师带着会友，逐⼾去分派给居⺠，

且⽆⼈应声。他们把⼀张张单张塞进组屋家

⻔⼝或信箱，⼀边凭感动为住⼾祷告；应⻔

的，则问问“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因此
促成教会接触家庭或个⼈的契机。

组屋区中派福⾳单张

因为耶稣爱你

曾经，受助者问陈永平牧师：“为什么你要帮
助我？”“那是因为耶稣爱你”，从这⼀问⼀答
间，流露着牧者爱神爱⼈的体现。陈牧师

说，这是⼀⻔⼤⼯程，教会正⼀点⼀滴地建

⽴社区⼈⺠对教会的归宿感。他相信总有⼀



天这⾥的居⺠可以⾃然地进⼊教会，向神寻

求帮助。他表⽰，虽然他在这社区服事，其

实影响的范围可以很⼴，案家领受了教会的

帮助，他们多数忍不住将教会帮助他们的“好
事”告诉他⼈。所以，只要众教会同⼼协⼒牧
养各⾃社区的⽺群，就彰显了在基督⾥合⼀

的现象。

 
陈永平牧师坦⾔，从介⼊单⼀家庭到转化社

区犹如把海滩上的海星⼀只⼀只丢回⼤海，

看起来很傻，却是必⾏的事。他向神感恩，

纵然过去有些案主深信宿命论，但在教会深

度的陪伴下，不仅邀请神进⼊他的⽣命中，

连家⼈和邻⾥也⽬睹案主的改变，对教会产

⽣好奇。

陈永平牧师分享⼀个与案主建⽴深厚关系的

⼩秘诀：没有⽬的的关⼼对⽅。他认为，先

解决对⽅迫切的需要；在处理个案的过程中，



案主可以更认识教会，也逐渐放下提防⼼。

⽆论以电话、家访或陪伴案主，都是教会做

⻅证的时刻。陈牧师通常单⼑直⼊地问案家

的需要，⽆需猜疑。此举动是⾝为助⼈者尊

重案家的⾏为表现。他提醒，每次处理个案

都是⼀场属灵争战，务必带着祷告开始，借

着圣灵赐下智慧和适合的⾔语去服事，以祷

告交托给神为结束。

推动社区关怀⼯作

⽬前，教会以“弱势家庭⼉童陪读”⽅案介⼊
⼤部分案家的需要。陪读班是⻓期运作的⽅

案，并提供平台让教会有规划地为孩⼦进⾏

课业辅导、⽣命教育，藉此进⼊案家做家庭

关怀。孩⼦们天真⽆邪，很信任陪读班⽼

师，会把他们家⾥发⽣的⼤⼩事情告诉⽼

师。⽼师按着事件的需要，带领孩⼦为家⾥

的情况祷告；或是，他们与陪读班服事团队



⼀起代祷，甚⾄搭配7979急难家庭救助或是
其他社会资源，为了⼀解孩⼦家⾥的燃眉之

急。带领甲洞神召会颂恩堂陪读班服事团队

的负责⼈，正是陈刘雅玲师⺟。其⼩⼥⼉陈

雅亿姐妹也在服事团队中。

陈永平牧师说，教会计划在⻔⼝置放⼀块布

告板，在布告板上张贴每个⽉为社区主办的

讲座会或其他活动资讯。过去，教会曾经举

办财务管理和⼉童性教育的讲座会，以后也

有计划要办健康讲座和健康检查，例如⽩内

障、糖尿病等主题的讲座，协助社区做好疾

病的预防措施，也学会病从浅中医。他笑

⾔，过去受惠于教会的案家，现在成为他的

陈永平牧师和刘雅玲师⺟



整合社会资源

为使社区获得最⼤的益处，陈永平牧师不仅

邀请各⽅专才来社区分享信息，也按照案家

的需要链接社会福利局、448福爱⻝物银⾏、
医院探访和布道事⼯和为⼈⺠提供⼯作契机

等等。让案家培养社会的适应能⼒，⾛出艰

难处境。

这是诫命，不是选择题

陈永平牧师常常提醒会友，参与社区服务有

益于⾃⾝的灵命，教我们不要单顾⾃⼰的

事，要按着各⾃的负担和恩赐服事众⼈。曾

经，有信徒告诉牧师，当他看⻅案家也出来

志⼯团队，案家很珍惜每次帮助他⼈的机

会。从领受恩惠到赋予⼒量，这对助⼈者⽽

⾔，是最⼤的欣慰。



服事了，⾃⼰也备受激励，投⼊爱邻舍的事

⼯中。

“社会服务和福⾳⼯作的融合是教会踏⼊社区
的好管道。”陈永平牧师希望未来，有更多教
会加⼊7979救助社服⽹络。他向神祈求兴起
越来越多对社会有负担的教会在各个社区，

以信⼼仰望去实践爱神爱⼈的圣经教导。⾄

于其他⼈⼒、资⾦⽅⾯的问题，陈牧师相信

神会供应，这是他多年来的亲⾝经历。

望向斑驳墙壁的组屋，笔者期待教会向每个

住⼾撒下的种⼦，早⽇⽣根发芽。



从陪读到
⽂ /俞礼诚 家庭关怀
逾80岁的叶婆婆，住在教会附近的组屋区⾥
多年，同住者有离婚的⼤⼉⼦、两名孙⼥，

以及单⾝的⼩⼉⼦。因此叶婆婆仍肩负教育

这两名10岁和11岁孙⼥的责任。但是叶婆婆
本⾝没受过⾼等教育，以致⽆法辅导两名孙

⼥的课业，⼜缴不起外⾯昂贵的补习费；虽

然，她⼼中担忧她们的课业，但⼼有余⽽⼒

不⾜。平时，叶婆婆仅靠⾃⼰部分的积蓄、

⼤⼉⼦提供的家⽤，以及国外⼯作的⼥⼉定

期寄钱来维持⽣计。

谈到叶婆婆与教会的关系，就要从教会的陪

读班说起。⼀年前，在叶婆婆家附近的甲洞

神召会颂恩堂，决定开始推动课后陪读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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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位认识叶婆婆的教会⽼姐妹，因常

常看⻅叶婆婆的两位孙⼥在放学后游荡街

头，不即时回家写作业。于是⽼姐妹推荐叶

婆婆送孙⼥们到教会的陪读班。叶婆婆得知

教会的陪读班是免费辅导孩⼦的课业，便乐

意送她们来陪读班。谈到这⾥，叶婆婆很欣

慰，两名孙⼥的课业问题终于有着落，成绩

也进步了。她也让两名孙⼥参加教会每个星

期六的⼉童主⽇学。

教会主⽇学

但好景不常在，陪读班开始进⾏不到⼏个

⽉，受⾏动管制令（MCO）的影响，被迫暂
时关闭。虽然陪读班暂时关闭，负责陪读班

的教会师⺟，仍然关⼼这群孩⼦们的课业，

就透过电话⼀⼀的关⼼、询问。⼀问之下，



她才发现叶婆婆的家⾥没有安装⽹络设备，

因此两名孙⼥⽆法按照学校的安排上⽹课。

她也得知叶婆婆家的经济来源受MCO很⼤的
影响。这场疫情促使⼤⼉⼦失业、⼥⼉⼯作

受影响，⽆法按时寄钱回家。这家庭的⽣计

突然陷⼊困境，⼀家五⼝连吃饭都成了问

题。叶婆婆很感慨说道：“以前我虽然不是很
有钱，但常常会做⼀些慈善活动，如捐助⾦

钱。没想到，现在换成我需要别⼈的帮助。”

教会得知叶婆婆家⾥的处境后，便帮她申请

7979急难救助⾦。这笔急难救助⾦刚好在⾏
动管制令期间，帮助叶婆婆⼀家度过难关。

⽼师做家访



现在⾏动管制令结束后，⼤⼉⼦重获⼯作，

孙⼥们的⺟亲为她们添购智能⼿机及安装⽹

络设备，让她们准时上⽹课，并负担她们的

教育和伙⻝费。同时，教会的陪读班也恢复

正常运作。

 
叶婆婆很感恩教会，在她最⽆助的时候向她

给予援助。现在她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需

接受其他的援助。她更感恩教会陪读班志⼯

⽼师爱⼼地关⼼两名孙⼥的⽣活、辅导她们

的课业，以及藉着教会主⽇学的圣经教导塑

造她们良好的品格。这使这两名⾯对隔代教

养与⽗⺟离异的孩⼦，在课业及品格上有很

⼤的进步、成⻓。想到这些，叶婆婆⼼中充

满感恩和欣慰。

⽼师教功课



坚强的
一家四人 ⽂ /俞礼诚

位于甲洞增江北区的⽊屋区⾥头，住着⼀

⼾四⼈家庭。⺟亲秀华（化名）在⼀家酒

楼厨房当临时⼯⼈。⽗亲是建筑⼯地的地

板铺设⼯⼈，⼯作和收⼊也不稳定，⽼板

有向他交代⼯程才能⼯作。⼥⼉⼩梅（化

名）今年20岁，患上家族遗传性肾疾病，
从15岁就开始洗肾，因为每个星期三天要
去洗肾，所以她⽆法正常出外做⼯。⼩⼉

⼦因其中⼀只脚板不建全，⽆法久站，以

致不能出外⼯作。平时全家⼈⼀起接⼀些

家庭代⼯的⼯作在家⾥做，以补贴家⽤。

全家⼈靠着微薄的收⼊，勉强维持⽣活。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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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席卷全球，包括我国。3⽉期间，政
府 为 防 疫 ， 宣 布 实 施 ⾏ 动 管 制 令

（MCO）。这项宣布，影响秀华与先⽣的
⼯作。他们⽆法照常⼯作，⽣活突然陷⼊

困境。此时，⼥⼉原本前往洗肾的医院因

故要转移⾄其他离家较远的医院。这为他

们添加⼀笔不⼩的交通费，简直雪上加

霜。

⼥⼉在MCO之前，透过⼀位基督徒邻居的
介绍，认识靠近住处的教会，即甲洞神召

会颂恩堂。她经过教会的关⼼、探访及邀

请她到教会参与聚会。她和教会师⺟及关

怀同⼯成为好友，即使⽆法在MCO期间到
教会，也和师⺟保持联系，传简讯给师

⺟。教会在这期间，藉着电话关怀中发现

秀华⼀家遇到经济困难，便为他们申请

7979的急难救助⾦，即救助⾦额是⼀个⽉
三百令吉，为期四个⽉。7979急难救助⾦



如及时⾬，舒缓这家的经济压⼒，帮助他

们在⾯临双重打击的经济压⼒下，⾛出困

境。

秀华和⼥⼉

当我⾛访这家庭的路途中，停好⻋⼦，再

徒步穿过⼩巷，才抵达他们简陋的房⼦。

我原担⼼要如何⿎励、安慰⾝处困境中的

他们。但我看到他们⾯带笑容地分享教会

关⼼、帮助他们的过程，包括为他们申请

急难救助⾦。此外，教会也不定时供应他



们⻝物⼲粮。虽然⽬前⼥⼉洗肾的地点⼜

换到了离家较近的医院，也有亲戚可以帮

忙接送，但是丈夫的⼯作仍然不稳定。秀

华⽬前也因脚⽔肿，导致⾏动不便。她⼜

要照顾洗肾的⼥⼉，暂时⽆法⼯作和接受

脚肿的治疗。未来仍有⼀段艰⾟的路等着

秀华全家，但他们以乐观和感恩的⼼态⽣

活。因为这⽐去年MCO1.0期间，他们没有
任何收⼊的情况好很多。现在，教会定期

关⼼、⿎励和陪伴他们，令他们⼼中倍感

温暖。

师⺟探访秀华



水一般的
⽂/

丰
⾬色泽

⼩时候，⽼师要我们带颜⾊笔到学校，为⼀

些作业填⾊，包括美术课。我们家做杂货

店，随后从店⾥拿了⼀盒12⽀的颜⾊笔上
学。也许是批发商多给，家⾥总还有⼀些零

散⼜重复的颜⾊笔，⻘⾊和浅蓝⾊就有超过

⼗⽀。

到了学校，看到同学们拥有24和36⽀颜⾊
笔，每⽀颜⾊都不⼀样，⼼⾥好⽣羡慕。难

怪他们的美术都拿A或A-，我只能拿C或偶尔
的B-。⼩⼩的我想：“或许是颜⾊笔少，发挥
的空间⼩”。多年后，从电视⼴告看到新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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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品牌，上⾊后只要⽤⽔彩笔沾⽔挥⼀

挥，画⾥的鹦鹉就栩栩如⽣，⻜出了画纸。

⼤学时期，⼀天兴致勃勃与屋友⼀起作画。

朋友开摩多⻋到附近商店，买了画纸和⼀盒

12⾊的⽔彩回来。所幸⽔彩可以随⼼混合，
调出⽆数可能的颜⾊。⼏⼩时后，我画了⼀

幅瀑布图，其他的还有太阳花、海边及建筑

物。我们把各⾃的画作贴在楼梯⼝的墙上。

那⼏天，只要客⼈来，都会让他们选⾃⼰最

喜欢的。预料之中，我的瀑布画⽆⼈问津。

这也难怪，没⼈会欣赏静⽌的瀑布。

向来，我对颜⾊没有特别要求，⾐着搭配都

是简单安全的系列；美⻝追求⾊⾹味，但我

就有办法做出⿊暗料理，且吃得津津有味。

终于进⼊社会，以为不⽤和颜⾊搏⽃了，谁

知还有⼀堆的ppt和海报需要设计。电脑什么
温度的彩⾊都有，不再有借⼝说⾊笔少了。



好吧，想说除了近视，我兴许还有点⾊盲。

那天，和同事聊起了颜⾊。她说，有的⼈到

⼀个新的地⽅，就像⽩⾊画纸，让那⾥的⼈

事物，⼀笔⼀划地添上⾊泽，渐渐地融⼊这

个群，也成为了⼀分⼦。有的⼈，却带着强

烈的主观经验，像⼀张带⾊的画纸，想融⼊

却⼜让⼈难以下笔上⾊，最后多半带着⾊泽

混杂的画纸离开。

后来，有机会接触形形⾊⾊的个案。他们都

有各样的背景与个性，在彩⾊盘上混合出独

特的颜⾊，为⾃⼰的⼈⽣作画，展现各样的

图景。当他们的⽣活陷⼊困境，不晓得如何

下笔的时候，志⼯的介⼊显得⾮常重要。如

果只看到深沉的颜⾊，急着想把鲜艳的元素

加⼊，那么只会成为志⼯想要的图画，理想

的⽣活。



⽔，是⽆⾊⽆味的透明液体。志⼯只要像

⽔，不带颜⾊及味道（价值及偏⻅），流进

每个个案的⾊盘，融合及修复原有的颜⾊便

可。⽔，也有滋润及润滑的功能，让垂死的

⽣命可以继续⽣存，也可以让过不去的关卡

通畅，却不留下半点的痕迹。

志愿服务⾥有个伦理：“志⼯不以⾃⼰的⾏为
或信仰，加诸于受助者”，意即不强迫个案按
照⾃⼰的⽅式⽣活，硬把⾃⼰的颜⾊加⼊他

⼈的彩⾊盘。

让我们做个⽔⼀般隐形的助⼈者吧！



新动态
（3⽉⾄5⽉2021年）

7979陪读班2021年开班

今年3⽉，14间7979全⼈关怀站跟着学校开课
的脚步，开办7979陪读班。教会做好严格的
防疫措施，让孩⼦们在放学后依然能到陪读

班来完成课业。

与此同时，Port Klang Gospel Hall决定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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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的200双⼩学⽣校鞋，⽤于祝福7979陪
读班的学⽣。 75位学⽣在开学之际穿上新校
鞋，踏上求学路。

Etre Patisserie⾯包店 “买⾯包就捐
款” 爱⼼活动

7979吗哪⻝物银⾏今年3⽉的例常发放活动进
⾏得⼗分顺利。

在怡保集散点，7979很荣幸获得Etre Patisserie
⾯包店慷慨捐款。 Etre Patisserie⾯包店为吗
哪⻝物银⾏举办了⼀场名为“买⾯包就捐款”



的爱⼼筹募活动，所筹集的RM976.65盈利则
⽤于采购吗哪⻝物银⾏怡保集散点的部份物

资。

Etre Patisserie⾯包店⼀直秉着回馈社区的宗
旨，透过与7979合作，将活动中所筹集的盈
利⽤来购买物资，以帮助社区中弱势群体。

2021年第⼀场实体志⼯(访视)培训

7979志⼯（访视）培训，是每⼀间教会在设
⽴7979全⼈关怀站初期，都会进⾏的⼀场培



训。 7979透过这项培训，让教会⾥有意服事
的志⼯掌握基本的访视技巧与知识，让志⼯

在做个案访视时能事半功倍。

4⽉10⽇，7979暌违多时再次举办志⼯（访
视）培训。这是今年的第⼀场培训，也是

7979进⾏的第106场志⼯（访视）培训。参与
教会是槟城⼤⼭脚⻓⽼会圣安德烈堂和槟城

基督教卫理公会（油脚路堂），共有26名志
⼯完成当天的培训，顺利结业。

2021年《变⾊⻰教育》读书会正式
开始



4⽉29⽇，《变⾊⻰教育》读书会正式启动。
7979与陪读班⽼师⼀同与时俱进，不再⼀味
地采⽤旧有教育模式，⽽是⾛出旧框架以新

⽅式教导孩⼦。 7979盼望这读书会除了让⽼
师了解⾃⼰，同时也能更理解孩⼦，并能根

据孩⼦⾃⾝的特质打造合适教学⽅案。

参与《变⾊⻰教育》读书会的⽼师共有12
位，时间为每个⽉的最后⼀个星期四。⻓达

8次的阅读与分享，让⽼师们装备好⾃⼰，
与学⽣⼀同进步！

7979吗哪⻝物银⾏特别鸣谢赞助



应急包我的
图/林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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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IT NOW

https://bit.ly/2QPRl7G


创建关怀

新常态
⽂/郑百颂传道

新冠肺炎的瘟疫冲击经济领域，尤其是劳动

⼒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失业率在

2021年1⽉⾼达4.9%，或约80万⼈。即使政府
预测随着推⾏疫苗计划及经济逐渐复苏，有

望年底可降低⾄4%，然⽽处于弱势贫穷⼾的
艰⾟超越统计，也⾮数字所能完全表达。政

府允准⼈⺠提出公积⾦，已是应付燃眉之急

的措施，暂把退休养⽼的未来现⾦，转换成

颠沛⽣存的当下现今。

教会代为申请急难救助⾦的家庭，绝⼤部分

是因瘟疫负⾯影响，造成失业或收⼊⼤减，

⽆法应付家⾥基本开销或医药费教育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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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反反复复中，⾏动管制令对社会不

同群体的影响也⼤不同，⼀⽅⾯要控制病毒

扩散，⼀⽅⾯要顾及百姓⽣活。但对于弱势

的贫穷⼾来说，瘟疫蔓延已超过⼀年，伤害

已成，雪上加霜。有⼈说“未病死却饿死”，
在如此两难中，真是进退维⾕。

 
然⽽，恻隐之⼼，⼈皆有之。眼看许多家庭

和⼩孩因此⽽陷困，还是有伸出援⼿的⼈，

社会中仍处处可⻅善⼼善⾏。在这看起来需

时最快2-3年复原的疫灾中，适应与病毒共存
成了这⼀代的常态，发挥创意关怀成就新⼀

代常态。⾏动虽受制SOP，爱⼼付出照传
递。

如何创建关怀新常态呢？

1. 随时随地⾏善
圣经说“⼈若知道⾏善，却不去⾏，这就是他



的罪了。 ” 要可以随时随地，就先预备⾃
⼰，⽪包有散钱，⻋上有多⼀把⾬伞，⼿机

收藏各种服务资源的联络。莫让“没准备”成
为没⾏善的借⼝。

2. 定时定额捐献
“你的财宝在哪⾥，你的⼼也在那⾥。” 要培
养怜悯⼼肠，可以从捐献开始。定额、定时

的承诺。⽆论数额多寡，这个习惯值得建⽴

起来。⼀旦固定捐献，你会开始关⼼，也会

开始想出钱也出⼒。

3. 寻找呼召使命
“叫属神的⼈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
事。” 这瘟疫若让你思考⼈⽣，或许是时候
想想如何让神使⽤你的恩赐才⼲，造福社

会。触动你最深的事，就是神呼召你之处。

赶紧⽤短暂的⼀⽣，换取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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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明事⼯项⽬传⾄

 +60142655178 / finance@histeam.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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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979各⽅案的案家数有增⽆减，若按趋
势推算，已超出今年的预算。能否邀请您在

⼈⼒、物⼒、财⼒上，考虑成为我们转化社

区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