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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百頌

挺身去救
这些急难家庭的故事，或许就在
你附近上演。
看见急难家庭的需要，要如何把
隐恻之心化为实际的关怀行动？
小學時學到的俗語“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
福”，只隱約明其意，覺得人生總不會順順利利。年紀
越長，人生閱歷多了，現在的天氣預測或比從前更準
確，但人仍然無法掌控一生的禍福。人類享受物質的選
擇多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卻沒變。社會架構、經濟體制
帶來那無奈的求存生態，對於廣大基層的人是種勞役。
人生不如意之事佔多少成？原本已重的生活擔子，在一
場意外、重病等各種突發急難事件中，所造成的燃眉
之急、斷炊之愁、孩子失學之憂，每每牽引着一家茫然
的前路。他們也曾經夢想，但人生的際遇與磨練，如
《聖經•傳道書》所說：“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
苦。”對於正在經歷人生中低潮困境的人，是多麼真實
的體驗。
最近自殺的新聞令人觸目驚心。自殺個案的年齡也越來
越小。專家告訴我們走上自殺路者，往往失去希望，看
不到明天有何出路。陷困的人們，需要的是有人真心的
陪伴，及時地伸出援手，扶他們一把，使他們有渡過難
關的勇氣和信心，和看到明天的盼望。
翻開國內任何一份中文日報，幾乎每天都有急難家庭的
故事，尋求社會共同的力量來幫助他們。但危機個案何
止這些？還有許許多多“新聞價值”沒那麼高的個案，
也那麼真實地需要人們的關注。這些急難家庭的故事，
或許就在你附近上演。
看見急難家庭的需要，人們，特別是經歷基督犧牲的愛
的門徒，不會無動於衷。但我們真的可以做些什麼嗎？
要如何把隱惻之心化為實際的關懷行動？
2000年前耶穌基督降世為人，是上帝差祂的獨生愛子去
救世人的事蹟。上帝現在可以差派的，是許多順命的兒
女，為祂去救助落在急難中的鄰舍。但願7979專案，能
與教會攜手，共同“去救去救”社區中的急難家庭，帶
來整全的福氣。
*有關7979專案的詳情，歡迎聯絡詢問。



有一只手，
托住我

文·圖/陳琴鵑

以前的我，对于没有能力让孩子上
学，且让他们留下一些童年阴影，
感到非常内疚与自责。但如今，我
不再这么想了。我决定以积极的态
度，带着盼望，尽量给予孩子们最
好的。感谢教会的帮助，使我们的
生命得以改变与更新。
2010年4月，玉芸（化名）迎接第四個孩子來到世上。
就在臨盆前幾天，玉芸的先生騎電單車去工作途中遭遇
車禍。因為陽光猛烈，加上過於疲累，霎時眼前一片黑
暗，在轉彎處人隨車一同滑倒，嚴重受傷。當時玉芸真
的嚇呆了，不知所措。孩子臨盆在即，丈夫卻傷勢嚴
重，所幸沒有生命危險。“還記得先生扶着我，一拐一
拐地走進醫院去生產。”至今，玉芸想起此事，仍心有
餘悸。
玉芸的媽媽從家鄉淡邊來到吉隆坡為玉芸做月子。媽媽
因而發現，原該上幼兒園的5歲外孫女幼純（化名），
因為玉芸家裡經濟困難，無法上學。
玉芸的丈夫每天從深夜2點工作到下午5點，騎電單車送
豬肉到不同地方的餐館去。這份工作不僅工作時間長，
而且沒有公積金，也很耗精神。之前發生的車禍，導致
他的腳傷到現在還會發作疼痛。今年，他換了一份工
作，在加影修理羅里，殷勤工作，努力掙錢，一天工作
十二小時，但收入僅夠糊口。
玉芸的媽媽因此建議，把幼純帶回家鄉淡邊，讓她在那
兒的幼兒園上學。因為淡邊幼兒園的學費比吉隆坡底，
二來，媽媽可以幫助玉芸照顧幼純。
玉芸聽取媽媽的建議，和幼純一同回媽媽家。在陪伴幼
純一個星期後，玉芸便得回吉隆坡。在與幼純分離的那
一刻，玉芸就哭了。



現在，開朗的玉芸都盡量陪伴幼純。
幼純的轉變，讓玉芸深得安慰。
玉芸已找到人生的方向，
和幼純的關係也越來越好。

“我一上車就哭了，我真的很不捨得。我們從來沒有分

所。因為她害怕父母再次“遺棄”她。邱傳道叫玉芸握

開過，一直生活在一起。每個夜晚看着孩子們入睡，四

着幼純的手祈禱。幼純十分抗拒，不肯閉着眼睛禱告，

位孩子少了一位，心就非常痛，以淚洗臉。不知道怎麼

她害怕張開眼睛，媽媽就不在了。幼純擁有揮不去的驚

說那種感覺……少了一個孩子，心裡好像空了一塊。”

慌而紊亂的情緒。

玉芸說到這兒，一度哽咽，眼眸在猛烈陽光下閃着晶透

後來，幼純嘗試和3歲的妹妹幼真一同到迦南托兒所上

的淚珠。

學。當同學們一起唱歌跳舞時，幼純會拉着妹妹的手，

玉芸的弟弟知道她很難受，每個星期會載她回淡邊看女
兒。幼純在外婆家也幾乎天天在哭。每次玉芸看到幼
純，她都哭着吵着要媽媽帶她回家。“媽媽，我什麼時

躲 到 最 角 落 的 位 置 ， 安 靜 地 貼 靠 牆 壁 ， 看 着 喧 鬧 吵 嚷
的同學，流淚哭泣。“我很愧疚，沒想到會造成她有陰
影。她變得非常沒有安全感。”

候可以回家？爸爸，你帶我回家啦！”玉芸只好無奈地

直到去年12月，幼純的狀況漸漸好轉。迦南浸信教會有一

哄她：“聽話，乖乖在這裡讀書。”雖然外婆和阿姨們

位弟兄願意資助幼純幼兒園的報名費與每個月RM200的學

都很疼愛幼純，幼純還是不願意與媽媽分開。“我不

費。幼純的改變，讓玉芸深得安慰。幼純已經可以獨自到

要……”她覺得玉芸不要她、遺棄她，“媽媽不要我，

離家蠻遠的培德幼兒園上課。“現在，我都盡量陪伴她。

媽媽不要我了。”

教會弟兄的金錢支持，讓幼純有機會上幼兒園接受教育。

位於大城堡迦南浸信教會在新街場成立一間兒童免費補習

偶爾我會買一些卡通鉛筆給她，她很喜歡，很開心。”

中心。玉芸的大兒子偶爾會去補習班。玉芸坐月子期間，

玉芸喜歡帶幼純和哥哥到教會來，讓他們有團體生活。

邱慧儀傳道常常探訪她。邱傳道知道了玉芸的狀況，便向

星期六和星期日，孩子們都過得很充實。教會在星期六

教會反映玉芸的處境。迦南浸信教會決定幫助玉芸。

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有弱勢家庭——兒童陪讀班和兒

三個月，九十個日日夜夜，玉芸活在思女煎熬裡。所
以，當邱傳道邀請幼純到迦南托兒所上課，玉芸立即答
應。“我叫丈夫快快去載幼純回來。幼純很開心，快快
收好衣服就回來。”但是，幼純卻不願意去迦南托兒

童園地。老師們一對一地教導孩子功課，講故事、唱
歌、運動、還有興趣班：做手工，做 pizza等等，全心
推動兒童全人發展教育。星期日孩子們則參加兒童主日
學。活潑的教學方式，豐富的學習內容，豐富了孩子們
的生命。



有一只手，托住我

幼純依偎在媽媽懷裡，不再害怕媽媽“遺棄”她。
幼純在轉變期間，玉芸不經意也成長了。
玉芸思想變得積極，與丈夫的關係也大幅改
善。以前丈夫忙着掙錢，玉芸則忙着家裡的活，三
餐和照顧四位小孩，使她喘不過氣來。那時候的玉芸很
容易生氣，語氣不好，夫妻倆爭執不休。“自從來了教
會聽道之後，知道自己不可輕易發怒。現在，我會以好的
口氣向丈夫說話。信主後，常常會自省，謹慎自己：是否
做錯事，說錯話，得罪上帝了。到教會唱唱詩歌，和弟兄
姐妹聊聊天，使我不再鑽牛角尖，也不再感到孤單。”現在
的玉芸，懂得與孩子講道理，耐心解釋，因為知道如果像以
前一樣，只是打罵，孩子們是不會明白，也沒有任何的幫
助。“原來人與人相處也是一門大學問。”

认识上帝后，玉芸有了关键性的突
破，她不再感到人生没有方向。眼前
的玉芸人开朗了，笑容也多了。她还
乐于向三个朋友分享上帝的爱，带他
们到教会。玉芸感谢上帝的带领，上
帝的信实，弟兄姐妹对她的关怀，让
她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温暖。“当我们
有困难的时候，有一只手来托住你，
告诉你不要害怕，很多人会帮助你。
这让我变得有信心。”
玉芸希望教会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弱势群体，她深深体会这世上处在急
难的家庭实在太多，“希望有爱心的
人，尽量拿出你们的爱心；有困难的
人，要尽量去寻求帮助。”



在7979推介禮上，迦南浸信會會友在海報上簽名以示支持。

一个用爱回应“去救去救”的教会
迦南浸信教會在多年前已開辦托兒所，近年來幫助了不少類似玉芸的急難
家庭。身為7979夥伴，迦南浸信教會在今年1月9日社區關懷主日辦了一個
7979推介禮，為了讓教會每位會友醒覺“去救！去救！”的使命，一起同
心朝向這個目標前進。迦南浸信教會將7979標誌印在布條、福音車、海報
等，希望藉着宣傳使會友和社區都知道，迦南浸信教會已成立7979全人關
懷站。當有人面對需要與困難時，可以馬上找到他們，尋求幫助。
迦南浸信教會認同7979的理念，就是期望眾教會可以一起攜手將社區關
懷伸展出去。迦南浸信教會7979全人關懷站的志管人邱傳道認為，身為
馬來西亞的基督徒，也該在此時站在一起聯合力量為主耶穌關愛社區，
使苦難的人得幫助。“‘去救！去救！’是一個很好的醒覺推動。每位
基督徒都要明白耶穌的救恩，是從救人脫裡困苦（身心靈的苦）開始。”
邱慧儀傳道

一个用爱计算时间的人
邱 慧 儀 傳 道 在 迦 南 浸 信 教 會 社 會 關 懷 事 工 服 事 3年 。 在 這 之 前 的
7年，也有做社區服務，如輔導、每星期探訪老人院等，但因兼顧牧
養教會，因此無法全面性的專注於社區服務。
1 9 歲 那 年 ， 在 香 港 ， 她 曾 參 加 一 個 聚 會 ， 參 觀 了 一 間 教 會 開 設
的“愛群大廈”。教會在此進行社區關懷事工。他們也收留一些
有困苦的婦女，幫助他們自強、自力更生。當時她很感動。“愛
群”的關懷工作，深深地影響了她。也許因為來自破碎的家庭，故
特別明白、同理那些困苦的人。直到她成為傳道，她的心就被聖靈
引導與眺旺，要在人群中為耶穌散播愛的種子。
迦南浸信會將7979標誌貼在福音車上，
當有人面對困難時，

邱傳道認為急難家庭的需要是很緊急的，他們的問題常常不是可以

可以找教會，尋求幫助。

等待，是急需處理的。她積極使用每一分鐘，以真誠的愛服務人

“这
世界有一位上帝，爱你，未曾放弃你。”
群，讓更多人被主愛觸摸。她希望告訴活在急難困苦的人：



文章摘自全人關懷團隊海外策略夥伴，
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之《1919救助月刊》2010年8月號

只要一下大雨，孩子們就會焦慮
地嚷着：“老師，下大雨了，我
好害怕會停電！”老師們總會緊
抱着孩子，安慰他們:“不怕，
不怕！老師會保護你們。”陪讀
班老師彷如孩子們小小心靈的羽
翼與城堡。
二○○九年七月，李冠雄傳道、陳美美師母來到土坂循
理會牧會。一個月後，八八水災發生，山崩、路毀、橋
斷；斷水、斷電、斷訊。村民種植的花生、小米、鳳
梨、生薑等作物全被大水沖走。入夜後全村一片漆黑，
許多孩子受到驚嚇，十天后電力才恢復。

我好害怕会停电
同年十月，冠雄夫婦與基督教救助協會合作建立陪
讀班，盼望透過老師的照顧和陪伴，能安慰孩子受
傷的心靈。冠雄說：“來土坂後，才體會到城鄉差
異之大！加上災區資源非常缺乏，如果沒有救助協
會幫助，很難啟動兒童陪讀班。”
村里的土坂小學只有六十三位學生，其中有卅七位
學童參加土坂循理會的陪讀班。
陪讀班甫開班時，只要一下大雨，孩子們就會焦慮地嚷
着：“老師，下大雨了，我好害怕會停電！”而主任柯
惠英和老師們總會緊抱着孩子，安慰她們: “不怕，不



怕！老師會保護你們。”

水災後孩子很怕下大雨，
經老師細心安撫，孩子不再怕下雨了。

李傳道夫婦不但是孩童的老師，
也是良牧和朋友。

罹癌阿公阿嬤病情趨穩定，
兩個孫兒進步很多，阿嬤很開心。

比弱势更加弱势
88水災讓原本清貧的村民更加艱苦。

土坂小學教務組長石碧卿也表示：“參

農田流失了，村民只得到別處另找工

加陪讀班的孩子，作業都能如期完成，

作，或參加政府的八八零工項目，於

因為老師很認真，很感謝教會的協

是村里單親和隔代教養的孩子更多

助。”

了，也更孤單！

週六早上八點，陪讀班的孩子會參加兒

村里一對老夫婦有兩個孫儿，都在土坂

童主日學，十點半還有音樂課。冠雄特

小學就讀。因為兒子媳婦都在外地工

別邀請好友，田志偉牧師夫婦義務來教

作，兩個孩子只能靠兩老照顧。幾年前

小朋友彈吉他、打鼓、彈琴和唱歌。原

阿嬤、阿公分別罹患乳癌、淋巴癌，但

住民孩子有音樂天份，一學就會，讓他

仍得照顧兩個稚齡孫儿，格外辛苦，幸

們很有成就感。

好化療後兩人病情漸趨穩定。

已有四十年曆史的土坂循理會，會友和

阿嬤說：“兩個孫儿以前很調皮，放學

奉獻都很少。夏日非常炎熱，陪讀班沒

回家就跑出去玩，追也追不到！不過自

有裝冷氣，孩子上課時常滿頭大汗。日

從到教會陪讀班後，功課進步了，也變

前冠雄傳道夫婦自掏腰包，花台幣五萬

得有禮貌，真的很感謝教會！”為表達

元（約馬幣五千元）為陪讀班分期買了

謝意，阿嬤偶爾會送些南瓜、生薑來教

三台冷氣機。冠雄說，“相信上帝會有

會。孫子小冬（化名）說：“在教會很

豐富奇妙的供應！”

開心，有人教功課、有人陪我玩，有時
還可以泡溫泉，還能幫阿公阿嬤的身體
禱告！”

7979弱勢家庭——兒童陪讀班方案，是7979專案裡其中一個選項，讓有心且已預備好的7979教會能
為社區中的弱勢兒童提供生命陪伴、品格教育及家庭關懷的服務。此方案將在2011年6月開始試跑。



昔加末
大水也不能淹没
Segamat
整理/陳琴鵑

我们对

的爱

給予災後服務當天，昔加末晴空萬里。祈願昔加末不再經歷水災。
2011年1月30日，馬來西亞大部分柔北區在一夕之間，迅速的被雨
水淹沒。當日，是農曆十二月廿七，大家正興高采烈準備迎接農曆
新年的到來。而在當日傍晚，昔加末的人民在水深火熱中，忙着打
包逃亡，往較高安全的地方去避難。
2011年2月12日，全人共動員了8間教會，52位志工，連同全人全
體同工12人與我們的策略夥伴慨施3人，前往昔加末，以實際行動
支援昔加末當地教會及關懷機構的肢體，為他們日以繼夜的愛心行
動加油打氣。
災民領取所分派的必需品。

我們一行人分成兩大隊，四小組。其中一組負責分派必需品給災
民；一組到當地勵志華小做清洗的工作；另外兩組被分配清洗加略
山教會的幾間關懷中心。
此行如此匆匆，能付出的實在不多。但求大家繼續為昔加末禱告，
願他們一切平安，心中充滿屬天的喜樂。

大夥努力清洗水災留下的
泥濘斑跡，讓學生可以盡
快在乾淨的環境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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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如此有限。
但相信行五饼二鱼神
迹的耶稣基督，必能
供应有余。
迦南浸信會誌工，黃麗莉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
的，就是进入社区、进
入人群、进入人心！

祢豐富了我的人生經歷。我不再只看

衛理公會沐恩堂志工，趙秀鳳

過後，我們就去幫忙洗刷屋子。那

是上帝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到昔加末
去做災後服務。幾番掙扎，我決定放

我從來沒有去過昔加末，昔加末對我

下自己，選擇順服上帝。

來 說 ， 是 個 小 地 方 。 然 而 在 2011年
2月12日，上帝讓我有機會與8位迦南
浸信教會會友，及來自不同教會的弟
兄姐妹，進入災區，服事人，為主而
工作。這讓我感到如此美好與充實。
上帝愛每一個人。

災後服務，在我生命中，這是第一次。

到自己，而是看到祢榮耀的國度。我
不過是祢手中的器皿，願意被祢所
用。”

可是要洗刷好幾次才能完全乾淨的
屋子。因為塵土與廢物塞滿了屋子前
後，溝渠更甚。可想而知，當水位突
然高漲湧進房屋的時候，災民是何等
的措手不及，束手無策，眼睜睜看着
物件被淹沒沖走。後期的整頓工作是

進入昔加末的時候，我們都驚訝於路
邊的樹是有兩種顏色的：樹的上半身

需要大量的人力與資源。我們所做的
不過是冰山一角，非常有限。

是青綠色；下半身卻是泥黃色。我們
討論着水災發生時，水位漲了多高、

這一次的參與，最大的感動就是當我

水災過後的災區到處都充滿了黃泥

多少尺……原來，親臨現場會有更深

們把必需品分發給災民的時候，人們

水。出現在眼前的情景，讓人無助、

入的了解與體會。

說了一句話：“政府當局的援助還沒

無奈與心酸。但上帝一樣看到了。祂
派了僕人（教會）為祂工作。在上帝
的家中，大家分工合作，因有機會幫
助災民而感到喜樂。我看到災民所失
去的東西，心裡真是難過。盼望有人

來，教會的幫助卻先來了。”有一位
當我們越靠近災區，我心裡的感觸越
深。不久，我們到達了目的地。看到
來自四面八方的弟兄姐妹、大學生，
一同聚集，為的是一個目的——進入
社區、進入人群、進入人心！

能繼續不斷伸出援手幫助他們。
在派發必需品過程中，因為我們所準

阿嬤問我說：“小姐，你是從哪裡來
的？”我說：“從吉隆坡來，與昔加
末教會配搭一起做這工作。”那位阿
嬤說：“喔，是那個‘阿們’，‘阿
們’的嗎？謝謝你們，你們真有

我被安排負責發送必需品給當地的居

心。”我笑笑對她說：“是的，就是

民。當天，許多的災民蜂擁而至。

那個‘阿們’，‘阿們’！因為耶穌

備的必需品供不應求，讓一些沒有拿

愛你們。”

到必需品的人失望。我深感無奈，我

我真正地體驗在電視銀幕上所報導救

們是如此有限。但相信行五餅二魚神

災的情景。這才明白到在患難中，人

蹟的耶穌基督，必能供應有餘。

們的需要是如此的真實。雖然，受惠

註：部分照片由新山牧者團契提供

的家庭非常有限，但希望能在他們的
我祈求，我們基督徒，往後能為主做
得更好。
主耶穌，感謝祢，賜我這美好的一天。

心中種下愛的種子。我不住地對上帝
說：“謝謝祢，阿爸天父，此行讓我
上了一堂非常寶貴的課。因為順服，

來自不同地方的志工，
一同為昔加末的災黎“洗刷刷”。

11

一
个
景
○
一
个
人
○
一
份
感
动

我很快乐

落花種子/琴鵑
攝於/詩巫2011.4.22
寫於/2011.6.30

那天炎熱午後，風夾帶鹹味迎面吹來。我以為我到了海邊。
陽光猛烈，眼前白花花一片，一陣暈眩。
原來我身在賣海味的巴剎，頭頂一片沙籬薄鋅片。
我頻頻拿手絹，吸取身上從不同細胞急速冒出的汗珠。
我遇見了

。但

沒見到我。

有蝦米、鹹魚、與妳相伴。
的書包，

臉上透漏稚氣。

的學伴呢？

在這裡睡了多少個日與夜？
人生總有甜酸苦辣，而
不敢驚動

，

已先嚐過五味雜陳。

睡得正熟。

離開時，我把祝福留下，不讓心疼從眼角流下。
一轉身，一個慌神，彷彿一腳踩進細幼白沙。
赤腳踏浪迎面而來，藍色書包斜斜搭在

左肩上。

絢爛的笑容，高高揮舞着一本土黃色練習本，風一頁一頁地翻開
是的，我看見了。
在練習本里寫着:“未來，妳好。我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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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

教会志管人感言
迦南浸信教會 邱慧儀傳道
很感恩，也很興奮！期待着馬來西亞眾教會的基督徒，透過“7979”為主耶穌發光，成為馬來西亞人得
祝福的管道，這必定是上帝所喜悅的美和善。

靈惠浸信教會 陳家強弟兄
社會的需要，我們的責任。希望透過7979全人關懷社服網絡實現我們對社會的責任。

衛理公會沐恩堂 林國福弟兄
感謝上帝！透過7979，呼籲馬來西亞的基督徒活出基督憐憫和捨己的愛。盼望教會有同樣的看見並同心
回應主耶穌的呼召，愛鄰舍如同自己，把主的愛不分種族地帶給需要幫助的人。讓人們看到7979如同看
到基督，見證主的道。

錫安（馬）浸信教會 韋玉毅姐妹
盼望7979能激發更多教會的弟兄姐妹開展對外的服侍，也更熱心地進入社區給予關懷。

新生命復興中心（莎亞南） 黃秀麗姐妹
感謝7979全人關懷站和新生命教會聯合，一同從事急難救助的事工。教會的弟兄姐妹都有參與救助的機
會，把耶穌基督的愛帶到人群中，同時讓社會知道教會所行的善工。願天父的名得着榮耀。

怡保全備福音教會 鄭志君傳道
願透過7979的呼籲，教會有更多人，一起走出去；社區就會有更多人，得到幫助。

宣愛會主恩堂 史君愛弟兄
相信7979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

中國佈道會北干那那聖道堂 李寶麗姐妹
7979事工幫到很多社區中的弱勢群體。感謝上帝，得到幫助的家庭，在我們邀請下，也願意來參加教會
的一些聚會或團契。教會弟兄姐妹都非常熱心，滿有喜樂的服事。盼望7979可以祝福更多有需要的人。
每間7979全人關懷站都有已受培訓的志工。
這些志工是由各站之志工管理人協調及管理，以期更有效地服務社區。

美里福音堂 許兆武長老
誠願7979全人關懷站成為人人在急難中馬上想到的援助站，誠願7979就是基督徒“愛我鄰舍”的楷模。

基督教馬六甲長老會 楊偉廉傳道
感謝主耶穌，透過7979全人關懷救助社服網絡幫助和裝備我們的教會，有信心和能力走入社群服務大
眾，更是實踐主所託付的使命與誡命。

USJ基督教衛理公會 鄭綏恩姐妹
感謝主耶穌，願主藉着7979事工，帶領教會落實最大誡命——愛神愛人。

蕉賴錫安山教會 江明強傳道
期待全人，全心全意，全然獻上！成為弱勢家庭的一盞明燈！

寶石浸信會 邢益山弟兄
希望全馬的所有7979全人關懷站，能夠彼此聯繫，協助與合作。讓我們一同向有需要幫助的一方伸出援
手。盼望透過7979全人關懷網絡，能夠打破教會的隔牆，不分宗派，建立合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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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KUALA LUMPUR
迦南浸信教會
Canaan Baptist Church
No. 82, Jalan Radin Tengah,
Se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全人关怀站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邱慧儀傳道 Pr. Yaw Wai Yee
(03) 9058 5817

yawwaiyee@hotmail.com

衛理公會沐恩堂
Muk En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38-3 & 38-4, Jalan 9/23A, Medan Makmur,
Off Jln Usahawan, 53200 Kuala Lumpu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林國福 John Ling
(03) 4142 5255

muken@streamyx.com

宣愛會主恩堂
Grace Mission Church
No. 7 & 9, Jalan 9/23E,
Taman Danau Kota, 53300 Kuala Lumpu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史君愛 Shin Chin Ai
(03) 4142 0409

shinchinai@gmail.com

蕉賴錫安山教會
Cheras Zion Church
17 & 19, Jalan 30A/119,
Taman Tayton View, 56000 Cheras, Kuala Lumpu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江明強傳道 Pr. Kong Ming Kiong
(017) 252 5529

kongmingkiong@gmail.com

雪兰莪 SELANGOR
USJ基督教衛理公會
Ekklesia USJ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30, Jalan USJ 1/33, 47500 Subang Jaya, Selango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鄭綏恩 Martha Tey
(03) 8023 7943

emusj@time.net.my, laisuiyan73@yahoo.com

靈惠浸信教會
Gereja Baptis Charisma
29B, Jalan BK5A/2, Bandar Kinrara, 47100 Puchong, Selango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陳家強 Chen Kah Kiong
(03) 8070 1018

charisma.baptist@gmail.com

新生命復興中心（莎亞南）
Newlife Restoration Centre(Shah Alam)
3-5A Jalan Anggerik Vanilla N31/N, Kota Kemuning,
Section 31,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黃秀麗 Wong Siew Lee
(03) 5122 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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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alam_c@newlife.org.my

他們已經加入了7979全人關懷救助社服網絡，
歡迎您也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哦！

槟城 PENANG

霹雳 PERAK

錫安浸信教會
Sik Aun Baptist Church

怡保全備福音教會
Full Gospel Church Ipoh

8, Jalan Goh Guan Ho, 11400 Air Itam, Penang.

38-42 Jalan Paloh, Kawasan Perindustrian Ringan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韋玉毅 Joey Wai

Kg. Paloh, 30200 Ipoh, Perak.

(04) 829 9072

sabcpg@gmail.com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鄭志君傳道 Pr. Christy Chang
(05) 241 2179

寶石浸信會
Permata Baptist Church

christyzzj@yahoo.com

1228-C1, Jalan Paya Terubong, Mk 13, 11060 Penang.

怡保以琳福音堂
Elim Gospel Hall Ipoh (Chinese Assembly)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刑益山 Heng Aik San

2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04) 828 4056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梁潔芝 Leong Jie Zhi

permata.church@hotmail.com

(05) 255 2817

葡萄園社區教會
Vineyard Community Church

elim2001@streamyx.com

1-G-14 Medan Angsana 4, Farlim Business Centre, 11500 Penang.

巴里文打基督教衛理公會
Parit Bunta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林木華 Lim Bok Wah

1¹⁄ ² Batu, Jalan Taiping, 34200 Parit Buntar,

(04) 828 3658

admin.vineyard@gmail.com

Perak Darul Ridzuan.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陳翠燕姐妹 Tan Chwee Yeng

柔佛 JOHOR
中國佈道會北干那那聖道堂
Pekan Nanas ECF Holyword Church

(05) 716 9493

pbcmc06@streamyx.com

马六甲 MELAKA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李寶麗 Lee Foh Lay

基督教馬六甲長老會
Melaka Presbyterian Church

(07) 699 1867

34-36 Jalan Suria 6, Taman Malim Jaya, 75250 Melaka.

DH835, Pekan Nanas, 81500 Johor.
khchew@gromutual.com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楊偉廉傳道 Pr. Yong Wei Lian

新山生命教會
Gereja Presbyterian Life Johor Bahru
34A&B-36A&B Jalan Jati 1, Taman Nusa Bestari Jaya,
81300 Skudai, Joho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謝忠華傳道 Pr. Sea Chong Hwa
(07) 511 4122

info@jblifechurch.my

(06) 336 3744

gpmelaka@gmail.com

砂拉越 SARAWAK
美里福音堂
Miri Gospel Chapel
P. O. Box 208, 98007 Miri, Sarawak.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許兆武長老 Elder Kho Tiaw Eng
(085) 433 299 mgc@po.jaring.my

沙巴 SABAH
亞庇恩典豐收教會
Grace Harvest Church
Unit 8-10, Level 8, Wisma Damai Point,
Lorong Damai Point, Luyang,
88300 Kota Kinabalu, Sabah.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廖靜河牧師 Rev. Liow Chin Ho
(088) 255 031 chinholiow@gmail.com

備註：截至6月30日
Remarks: As at 30.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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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培训行程表
日期

地點/場次

24/07/10

北馬（一）檳城

07/08/10

吧生谷（一）吉隆坡

14/08/10

南馬（一）北干那那

04/09/10

吧生谷（二）吉隆坡

05/12/10

吧生谷（三）蒲種

19-20/02/11 霹靂（一）怡保
19/03/11

吧生谷（四）吉隆坡

26/03/11

森甲（一）馬六甲

02/04/11

砂拉越（一）美里

05/06/11

北馬（二）檳城

13/08/11

北馬（三）巴里文打

21/08/11

柔佛（二）新山

2-3/09/11

霹靂（二）怡保

9-10/09/11

沙巴（一）亞庇

More to be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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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统计表
製表資料 27.07.2011
項目 培訓場次 受訓志工 急難個案
10場

427人

8個

急難補助總金額
RM2250

您也可以为弱势家庭儿童画出一道彩虹……
陳志宏，一名視覺藝術家，擅長攝影、繪圖及畫畫，慷慨與7979分享他的恩賜，
把4副作品奉獻給7979，為“7979弱勢家庭——兒童陪讀班方案”籌募基金。他
作品的靈感來自其對信仰、人性及生活環境的反射。陳志宏畢業於吉隆坡美術學
院，擁有純美術文憑。自1996年起就參與了多個個人及團體畫展。
願大家化畫為愛，把冷漠變成愛。

浪子回头 十架

荣耀开始系列
題材 / 布面油畫

題材 / 數碼彩色印刷

尺寸 / 21” x 17.5”

尺寸 / 8” x 10”

價額 / RM2,400

價額 / RM800

五饼二鱼
題材 / 混合水彩畫

題材 / 混合水彩畫

尺寸 / 18cm x 13cm

尺寸 / 21cm x 15.1cm

價額 / RM1,200

價額 / RM1,200

欲購買者，請接洽莉莉姐妹03-51221130或電郵adm.histeam@gmail.com

全人最新双片光碟

T-Shirt

劉達芳博士主講 / Dr Agnes Liu

RM25

最大的誡命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捨己的基層事奉
Serving the Grass Roots Through Denying Oneself

RM20

夏忠堅牧師主講 / Rev James Shia
最大的誡命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滿有能力的全人關懷
Holistic Care with Power

RM20
18

*盈利將歸入《7979陪讀班基金》

*盈利將歸入《7979急難救助金》

大家一起

文/黃恩德傳道

献上○你的五饼二鱼
因為是上帝打發我們去回應急難鄰舍的吶
喊，我們就單純獻上僅有的五餅二魚。

吶喊，我們就單純獻上僅有的五餅二魚。因為深知主已經走在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上帝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

你我都真實地經歷上帝在患難中的美善及安慰。我們應下定

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林後1：4）

決心一同走入身邊鄰舍的急難，將上帝所賜的美善與安慰分

自己或身邊鄰舍發生緊急事故（車子拋錨、絆倒受傷、被人
掠奪等），或是遭遇患難（婚姻破裂、痛失親人、財務危機
等）都希望有人可以分擔。不管所遭遇的急難自身能否應
對，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我確定你是關心鄰舍的，我相信你更希望能成為急難者的祝
福。或許你擔心自己好心做壞事，或許你不確定如何介入別人
的急難。好消息！全人願意支援你助人當有的常識技巧，全人
願意陪同你邊做邊學。因為是上帝打發我們去回應急難鄰舍的

我要捐献！


7979急難救助金



7979弱勢家庭—兒童陪讀班基金

我們前頭，我們只是邀請你一同在急難現場與祂相遇！

享出去。社區的成員就會因你我的善行蒙福，他們也必因
親嘗上帝的慈愛而歡喜快樂，因為知道上帝沒有忘記他們的
困苦(詩篇31：7)。我們為大馬華人教會的禱告由始至終都
是：“求聖靈恩膏教會去關顧圈外羊的急難，讓教會因此得
社區的喜愛，上帝必把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教會”。讓我們
一起發揚基督“去救去救”的精神，為鄰舍應急扶難！
歡迎獻上你的“五餅二魚”，奉獻RM1,200能讓兩個急難家
庭經歷上帝的安慰與幫助。

• 捐獻請寫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erhad
• 馬來亞銀行戶口512781012599
請郵寄/傳真/電郵告知捐獻項目，以便寄發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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