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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的意义
7979，谐音“去救去救”，是全人
关怀团队自2010年发起的救助网
络，透过在各教会设立的7979全人
关怀站，为社区提供全人关怀的救
助及社会服务。
急难家庭救助动员受训志工关怀访
视急难家庭，及时给予心灵慰助，
并分发为期1-4个月的急难救助金。

鸽子，代表：
希望~挪亚在洪水后释放了一只鸽子，不久它带回一片叶子，
显示洪水正在消退，希望正在来临。
平安~全球性的平安标志，表示我们要传递和平及修复关系的好消息，
以及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赐下的真平安。
圣灵~真正帮助的源头来自圣灵。人所能为的有限，唯上帝是无限。
红色~代表基督舍身的爱。 浅蓝色~代表谦卑及服事。
7979，去救去救，最后的9彷如救生圈，为急难中人带来一线生机、一丝希望。

弱势儿童陪读为经济弱势家庭的小
学生提供课业辅导、生命教育及家
庭关怀等服务。
重大灾难管理建构回应机制，培训
志工在重灾期间伸援，以在短期内
恢复灾民的生活秩序。
吗哪食物银行动员教会的志工，为
贫穷及弱势家庭提供粮食辅助及生
活上的关心陪伴。

地址 / 36-B (2nd Floor) Jalan Anggerik Vanilla R31/R,
Kota Kemuning,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电话 / +603 5122 1130 传真 / +603 5121 0717
电邮 / go7979@live.com 网址 / www.7979.org.my
面子书 / 7979全人关怀救助社服网络
社服方案 / 013-7917979
活动资源 / 019-7927979
重灾管理 / 010-7979919
想参与志工服务，或捐献？请扫描

文

丰雨

最近传染疾病肆虐，正巧发烧咳嗽的我，
情况有点尴尬。身边有两种反应的人，
大部分人非常害怕被传染，小部分人却乐意接近和关心。
对于别人的刻意躲避，虽然可以理解，但心里难免不好受。相反的，那些愿意冒险靠近病人
的人，他们的行为才是让我费解和感动的。
当时，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诊所。当我打开诊所大门时，看见多位病人在等候，心
情平复了一些。原来，还有很多人和我身处一样的情况。
常听人说道，不如意的事就把它忘了吧！只可惜，不如意之事总是难以忘怀。与其费尽精力
去忘记它，不如把这些记忆好好保存下来。从这次经历中，我便学会了宝贵的功课。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两件事。第一，传染病透过与人保持距离得以控
制；而爱也会因距离而变得没有温度。 爱，仿佛就像传染病，需要走进人群，与人
接触，才能把它传播。

第二，当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时，问题瞬间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与别人分享自己
的困难时，便会发现身边原来也有不少同路人。同路人自然会多一分同理和接纳，少一分批
评和论断。
演员，要演好一场感人的悲伤剧情，最普遍的做法就是让自己回想起伤心的记忆，让演技里
穿插几分真实的悲哀。过去的经验，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可以成为日后的帮助。
哪怕我们没有很多逆境的经验，但是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如生一场小病。
若把每一次不愉快的经历都好好整理和“储存”，这些宝贵经验将是我们下次关爱别人的
“支出”。
记得，每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愉快经历，都能变成爱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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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利亚

灾难打开了

之门

基督徒赞美教会位于吉兰丹首府哥打巴鲁。吉兰丹州由回教党执政，
所以实行回教政策。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各大街小巷的招牌、路牌和
指示牌上，都以爪夷文为主，接着才是其他语言，即使是教会的招牌
也不例外。
主任牧师黄宗楚已在教会牧养二十年有多。他分享2014年东海岸水
灾，是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故，也是教会开启社会服务之门的起
点。他回顾，那时刚好是圣诞节期间的一个晚上，大雨开始降下，原
以为只是一场小水灾，但倾盆而下的雨水，导致水位不断攀升直至冲
进屋子里。居民也呼求教会开放来避难。

灾难或明天哪一个先来？
教会领袖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开放教会让居民避难，同时也拨款供紧急的救援。有许多救
灾机构和组织陆续在不同区域回应灾难，当中也包括7979。同时，也有好多物资如干粮和
卫生用品等从各地运到吉兰丹。因此教会便开放成为集散点，不单弟兄姐妹得帮助，他们也
帮助了其他的居民。
在7979重灾回应处的安排之下，黄牧师决定率领弟兄姐妹到吉兰丹较偏远的地区，帮忙居
民清洗水退后留下厚泥的屋子。一位志工表示，那厚泥又臭、又厚、又黑、又硬，非常难
洗。可想象，这清洗的工程可不是几天就可以完事。
无情的水灾把家里的东西都冲坏。他们没有多余的存粮，也没有力气和工具清洗。因他们住
得比较偏远，所以许多的救济工作都没有临到那个乡区。等了许久，终于等来一班志工，仿
佛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黄牧师回忆说，当地的马来居民看到他们的时候，抱着志工们哭着
说：“你们终于来了！”。

黄宗楚牧师和师母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们失去盼望了，
你们带给我希望。

Serena，美莉，师母，牧师，Ally，Irene

美莉（7979志工管理人）：
当牧师带着我们去探访和关怀时，他会教导我
们基本的探访技巧—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
做，和应该怎么做。从牧师身上，我们也学习
怎么说合宜的话和安慰人。

Ally：

自那以后，虽东海岸不再发生严重的灾情，但基督徒
赞美教会仍保持着服务社区的精神，走到社区中被忽略
的角落，关怀独居、单亲和贫穷人。2016年4月，教会
正式成为7979全人关怀站，因着7979提供的培训和资
源，教会开始走向系统和规模的服事。至今，教会一共
服务了7个急难家庭，而陪伴最久的长达2年。

有一位患癌去世的姐妹，生前即使病重，还是
坚持探访，没有埋怨。她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
榜样。

基督徒赞美教会是一间70人左右的教会，人手不多，能
做的也有限。即便如此，大家仍抱着爱和关怀，每个月
都探访社区中有需要帮助的人。黄牧师说，圣经五饼二
鱼的神迹里，耶稣是透过人所献上的五饼二鱼来喂饱饥
饿的人。他盼望教会所服侍的贫穷人，不单在生活起居
上得到帮助，也能在生命中得以转化。

Irene：

Serena：
妈妈是一个常去探访的人，年轻的时候，我常
都跟着她。她是我生命中的榜样。
因着来到基督徒赞美教会，我开始了探访。我
从探访中学习如何去关怀，及不带埋怨地服侍。

采访后记：

关怀边缘人士的四大女将
基督徒赞美教会7979全人关怀站，目前有4名核心志工
定期探访7979急难家庭。她们当中有职业女士、退休人
士和家庭主妇。在教会的推广和鼓励之下，她们固定每
个月至少一次到个案的家拜访，有时也会带他们外出用
餐并彼此交流。从她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探访和关怀带来
的喜乐。了解之下，才发现原来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她们身边都有一个“喜欢探访和关怀”的人影响着
自己。

对于长期陷入贫穷的家庭或个人来说，为期4
期的急难救助金并不能给予太大的帮助。即便
如此，7979急难家庭救助的方案却成了教会和
贫穷人之间的管道，让教会走进边缘人士的家
中，将爱与关怀带给他们。

思考：
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人正在影响着你将这
份爱带给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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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欣仪

等待着一份温暖的关怀
热情的迎接
在喧闹的市区里，一条相对安静的小巷，住着一户人，黎家
（化名）姐妹。新年期间，我们带着一些食物和年饼去探访黎
家姐妹。刚到她们的家，就看到两姐妹带着一脸笑容，站在门
口迎接我们的到来。

遇上急难的当下

难以支付的24令吉

黎家姐妹原本从事小贩行业。2018年，
黎家姐姐的丈夫过世，加上两姐妹身体
健康问题，姐姐右脚常年带着伤口；妹
妹当时患有糖尿病，腿上伤口也难以痊
愈，两姐妹在难以支撑之下，选择结束
她们的小贩生意。

黎姐姐最喜欢听牧师讲
道，因为牧师常常教导她们
做人的真理，而姐姐也从中学
习。

正当黎家姐妹的生活开始拮据，陷入急难之时，志管人
美莉姐妹就为姐姐申请7979急难救助金，帮助她们度
过这场急难。“当初接触黎家姐姐时，看到她无助地流
泪说生活无依靠，我就对她说‘神爱她’，当时姐姐的
眼里是充满盼望的”，美莉姐妹回忆着说。
“我感恩7979帮忙我，我很开心，因为那时我很辛
苦。”说到7979急难救助金，姐姐非常感恩；教会的
关怀也让她每次带着盼望，等待志工们的到来。“她
们来看我，有时候打电话给我，我都觉得她们很关心
我。”
7979急难救助金的发放虽然只有短短数月，但是关怀
就这样在志工与个案之间流转。在这两年时间里，黎家
姐姐接受福音去教会，生命也得到改变。现在脾气不再
暴躁，人也变得喜乐。“有祷告，人变得比较欢乐一
点，没有想这样多。”这是黎家姐姐信主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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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搭乘巴士去教会，来回一趟需要6
令吉，一个月24令吉的交通费，对
于每个月只有朋友帮补100令吉的黎
家姐姐，是一笔庞大的数目，然而姐
姐心里依然渴慕能去教会。
“我的伤口一直不会好，都8年
了。”姐姐望着包扎绷带的右脚， 2019年10月，黎家姐
无奈地说。现在，由于距离关系， 姐洗礼了
加上脚伤，姐姐无法每个星期参加
教会主日崇拜。志工们则每个月一次到姐姐家里小组团
契，一起唱诗赞美及分享神的话语。

以后的寄望
寄人篱下的黎家姐姐曾想要搬到老人院，但因为身持红
登记被拒之门外。现在最大的寄望，就是能够顺利更换
蓝登记，申请到老人院居住。
每一次志工的探访，都是黎家姐妹带着盼望的等待，等
待着一份温暖的关怀。

文/蔡欣仪

等待着你的到来
在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店屋上，住着一位因
患上青光眼而失明的林伯（化名），今年74
岁。两年前，林伯到医院进行眼科手术，岂知
手术后从此不见光明。
黑暗曙光

去教会的盼望

那天，他从三楼下来开门迎接我们到他家。上楼时，望
着他摸黑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背影，显得十分黯然。这就
是他的日常生活。
进入林伯家里，映入眼帘的是简朴又整齐的客厅。
“一个人很寂寞，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失明限制了林
伯每天的生活作息，也限制了他对生活的热忱。一夕之
间失明，加上退休而没有稳定的收入，林伯的生活陷入
了急难。在这个急难时刻，因着别人的介绍，教会认识
了他，并为他申请了7979急难救助金。

燃眉之急的陪伴
解了林伯燃眉之急的，
不仅仅是这笔救助金，
更是教会志工们的探访
与陪伴，陪着他走过最
初失明难熬的日子。“
感恩教会帮助我，他们
时常来看我，拿东西给
我。”

两年里，志工们不间断的陪
伴与探访，林伯也在2019年
10月洗礼了。“林伯心里开
始对我们有信任。他愿意接
受我们进去他的房间，并帮
他修理床铺”，在说到服事
林伯时的感受，美莉姐妹分
享其中的欣慰。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人来看我，讲讲话。没来也不
用紧，打电话来也可以。”生活寂寞的他，最喜欢每
个星期去教会。在那里有人陪伴，和他聊天，还能听
牧师讲道。听了牧师的道，生活没有这么烦恼了，林
伯盼望着生活越来越好。
一位74岁失明的独居老人，他充满盼望的等待，不过
是有人温暖的陪伴、关心、讲讲话、嘘寒问暖。这样
简单的盼望，也许就在你我生活里的某个角落。

志工每个月的小组团契

关怀要及时。只有当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方能看
见在黑暗中，需要关怀温暖的人们。你的光，能照耀
别人黑暗的生活，也能温暖别人冷
漠的世界。

两年的日子，林伯开始习惯了摸黑的生活，唯独饮食方
面让他感到困扰。林伯每天的饮食，都得靠楼下小贩将
食物挂在门口，再下楼拿取。若遇到非营业的时期，
林伯就需要自己煮热水烫快熟面果腹。
林伯平日的生活，就在收音机的广播声下度过，
他最喜欢听时事与新闻。

有见证吗？
扫我投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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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欣仪

大大的
小小的梦想 改变
2019年，芙蓉爱恩7979儿童陪读班开班满3年。由于人手不
足，他们只接收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2019年年尾，他们迎
来了第一批的 “毕业生” 。
芙蓉爱恩堂7979全人关怀站志管人王祖禧牧师说道，由于小时
候调皮不爱念书，幸得一位邻居副校长的关心与栽培，教导他
读书认字，所以他才没有误入歧途。也因为当初领受的祝福，
祖禧牧师相信，只要孩子们有好的陪伴与教导，上帝创造的每
一位孩子都会是聪明的，所以祖禧牧师就开始了陪读班。
王祖禧牧师

我的进步是老师的骄傲

“老师，他在学校跟人打架”，陪读班的饭桌上，传来一位同学的声音。三年级
的小壮（化名），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翁，他胖乎乎的身材，长得好可爱。“记
得他刚来陪读班的第一天，白色校服不仅肮脏，而且还是破破烂烂的。”陪读班
老师说道，以前小壮常在学校里，因为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和同学打架。
原来小壮来自单亲家庭。妈妈在小壮上小学前已经病逝，独剩爸爸身兼母职照顾
他和姐姐。平日里，爸爸需要外出工作，晚上回家后还要打理家务、为孩子准备
晚餐等，所以爸爸的脾气也显得比较急躁，对待孩子的耐心总是不够。
一开始，小壮在陪读班里总是那位让人头疼的小孩，不听话、爱走动、打扰同学、把功课藏起来等。但老师耐
心地教导他，打架、不问自取等是不对的行为；向同学借文具之后要说谢谢等。三年里的品格塑造，小壮开始
学会有耐心，坚持完成功课才玩耍、认真听老师说话和回应，在家里也开始会自己做家务。
以前听写都是“鸡蛋王”的他，也在这三年里开始进步。记得有一
次，小壮答对了6题听写，不仅学校老师，陪读班老师们和爸爸也都
惊奇他的进步。因着在陪读班里老师的关心和教导，小壮感受到关
爱，开始会努力想要做得更好。
正如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梦想，小壮心里小小的梦想，就是希望自
己能成为一名军人。9岁的他或许还不清楚身为一名军人的责任与重
担，但是朝着目标努力，终有一日小壮必定会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
在陪读班“毕业”之际，但愿他能继续拥抱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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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壮父子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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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a
FOOD BANK

吗哪食物银行

无比珍贵
的回馈
文/莎莎

早在三年前，吗哪食物银行在芙蓉区开发集散点，李奶奶（化名）就
是当时的其中一位受惠者。
那时她年届65岁，家中有两位身障成员需要照顾。她儿子是一名身障人士，生活不能自
理，照顾儿子的责任就落在李奶奶的丈夫身上。他必须留在家中照顾儿子，无暇外出工
作。同时，李奶奶和她丈夫也需要照料另一位手有缺陷的孙女。于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重
任便落在了李奶奶的身上。然而她能力有限，只能到学校当食堂助手赚取微薄收入。虽然
亲朋戚友会不定时给予帮助，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在她获得吗哪食物银行提供的救济和帮助下，食物包内所提供的粮食和日常用品大大减轻
了她的经济负担。 2019年杪，李奶奶的丈夫撒手人寰。令人欣慰的是，在朋友协助之下，
李奶奶得以将身障的儿子托养在养老院，而且这笔费用也获得了赞助。不仅如此，吗哪食
物银行为她儿子提供了成人纸尿片，使李奶奶不必负担额外开支。
最让人感动的，莫过于志工的爱心与陪伴。芙蓉福音堂的志工完全体现了吗哪食物银行"亲
送到府"的特质。除了亲自上门把食物包送到李奶奶的住家，志工们也不惜多走一里路，把
成人纸尿片一并送往李奶奶儿子所住的养老院。不为什么，只为了送上一句简单温暖的问
候。
在吗哪包的支援下，教会不仅为李奶奶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
也透过不定时的家访给予她精神上的慰藉。蒙神眷顾，现在李
奶奶已经开始参与教会的崇拜和活动，包括每两个月一次的吗
哪食物银行发放。对于得到这方案的援助，李奶奶怀有无限感
激，也奉献出自己的力量，身体力行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个案。
李奶奶的服事，对于教会和志工，都是无比珍贵的回馈。
*照片为吗哪食物银行一月份发放日

文/莎莎

的付出
2018年杪，平安浸信会（平安教会）开始接触吴奶奶。她当时年逾70
岁，患有高血压、骨刺和肺炎。除了要照顾行动不便的丈夫，吴奶奶同
时也要悉心照料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媳妇及孙子三人。 本就已失去工
作能力的她，惟有靠自己的毕生积蓄来维持家计。2018年11月，吴奶奶的儿子突如
其来的一场车祸，导致家里经济更为拮据。但也因着这个事故，吴奶奶的儿子得到
7979急难救助金的帮助。
在急难中，志工们每个月的探望，陪伴吴奶奶的同时，也发现这个家庭不单是需要
经济上的帮助，在物资上也依然捉襟见肘。因此，志工们也为吴奶奶申请了吗哪食物
包，并在隔年1月领取第一期的吗哪包。在这一年里，平安教会的牧者们和弟兄姐妹
轮流探访，透过吗哪食物银行和急难救助金，及时给予吴奶奶所需用的物资与帮助。
透过吴奶奶的个案，7979感恩看见教会如何在服侍弱势群体的事上同心合一。我们
看见大山脚浸信教会的陪读班也开始帮助吴奶奶的家庭，让吴奶奶的2位孙子有机会
接受课业辅导和生命教育。一开始吴奶奶反对孙子去到教会，但在陪读班一年的时间
里，吴奶奶看见陪读班老师的爱心教导，也感受到平安教会志工们的关心，吴奶奶答
应媳妇和孙子去到大山脚浸信教会参与主日崇拜。这两间教会在物资上的支援与精神
上的付出，让吴奶奶感动不已，现在已不反对志工们为她祷告了。

11

看见
防减灾
的重要

年尾是马来西亚水灾高峰期， 我们都知道灾难可能来临，
除了设法救灾，我们还能做什 么来减少灾难带来的伤亡呢？
2019年年尾，全国多处低洼地区

文/Matthew Lim

开始因着雨量增加，频频传出水灾的消息。

10月尾，7979重灾管理处开始灾前预备，从清理、点算及购买卫生包
（Hygiene Kit）开始。我们一共预备了300份卫生包；仔细检查17台清理水机，
并确保每一台都能被使用。
与此同时，同工们也同心祷告，求主怜悯2019年不会有重大灾难的发生。
感谢主，迈入2020年，也预表着水灾高峰期的结束。
Kampung Contoh Kahang

1

防减灾事宜

防减灾的“模范村”

2

去年12月，7979重灾管理处接到柔佛
居銮Kampung Contoh, Kahang传来的
消息，当地发生水灾，需要我们的援
助。

标出最靠近
河边的房屋
（水灾时最先
受影响地区）

我和Eddy弟兄带了109份卫生包前往当
地。在分派卫生包时，原以为当地人在
面对水灾时会很惊慌、不知所措，但我
们却发现他们井然有序地在安排着一切
救灾的行动。

按着性别、年龄等点算居民

3

预备与规划好
疏散中心和所
有住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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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灾时，希望灾民们能用7979派发的
卫生包来保持个人卫生。
收集一切所需
的联络方式

后来向当地负责人了解到，2007年这
里曾经发生水灾。自那以后的每年9月
份，他们都会聚集开会，讨论防减灾事
宜，虽然当时他们并不知晓这就是所谓
的“防减灾”。

今年，当水位开始增高时，他们就开始疏
散居民，一直到水灾来临，所有居民都已
被安排到疏散中心。

一般上卫生包里都会有：
牙膏、牙刷、毛巾、湿纸巾、肥皂、卫生棉、指甲钳

他们对预防灾难发生的高醒觉让我备受鼓
励。在看见防减灾的需要之后所做出的努
力，往往就能减少灾难来临时的破坏。

在居銮给予赈灾解说

在居銮益人社会服务中心包装卫生包

Sg Limbat- 考察队正在考察村庄后的河床 Sg Limbat- 考察会议 - 商讨防减灾计划
侵蚀度

在Kampung Contoh派发109份卫生包

Temangan- 考察会议 - 商讨防减灾计划

有备无患的重要
2019年12月27日，因着IDRN的王建明弟兄邀请，我
们来到常年水灾的吉兰丹哥打巴鲁，为两个乡村提供
防减灾评估。
记得来到第一个乡村Sungai Limbat时，居民们对水
灾来临的防范预备似乎不足够，每年只能期盼着不
要发生大水灾。经了解，水灾发生时，灾民们也都宁
愿“坚守”在自家，不愿到疏散中心。意识到这个情
况，我们给的建议就是提高他们对防范水灾的醒觉，
鼓励他们成立筹委，在每年水灾前做好防减灾事宜。
而第二个乡村 Temangan的防减灾意识较第一个乡村
来得足够。他们会提前预备好疏散中心，并计划着乡
村的发展以带来收入。希望下次水灾过后，乡村不会
再陷入灾难情况，而是有金钱与能力复原乡村的运作
秩序。

灾难 = 其应变所需的资源超过当地所能承担
两个地区的防减灾评估，让我意识到“防减灾”的重要，
但同时也发现这是一条极为漫长的道路。虽然都是常年经
受水灾困扰，但灾民们对防减灾的醒觉意识并不相同。
提高大众对防减灾的醒觉意识，在灾难之前就先做好防减
灾措施，远比灾难发生时大举赈灾来得有效。所谓“有备
无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防减灾”并不需要你特别去做些什么，也不需要你购买
高级的配备；只需要你有足够的醒觉与防灾知识，并在灾
难之前做好规划，减少伤亡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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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环台

起
扬 行动
爱
让
梦
的
文/郑百颂传道

“1919爱走动单车环台”
是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
所办的常年募款活动。
今年来到第18届，
一共号召38人骑单车环台湾宝岛一圈，
并为1919急难救助基金募款。
因着7979的救助服务不断扩大，所需经费也越
加庞大，募款实属不易。1919将“单车环台”
活动延伸祝福7979，邀请我们派代表参与，所
筹募的款项也归7979。
全程15天（21/12/2019-04/01/2020）1,300
公里，途径大城小镇偏乡，拜访当地教会，见
证教会的社区服务。骑单车环岛于人的第一印
象是体能上的辛苦，其实更多的是沿途的见闻
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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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社区的灵粮之家
台西是一个偏乡地区，甚少人愿意来此发展，几十年来的改变也微乎其微。这里有着许多隔代教养、
单亲、失亲、外籍新娘、低收入户和家暴的家庭，同时也是著名“出产”黑帮分子和未婚妈妈的地
方。
据说台西的庙宇超过100间，但是却严缺教会。这是因为这个社区的人皆不欢迎教会，甚至把教会赶
走。二十年前当吴牧师来到台西时，设立教会不挂“教会”二字，而是以“灵粮之家”命名。他们先
给予社区恩典，提供服务，设立爱邻社区学院，连接1919的资源，照护弱势、贫穷和单亲家庭与他们
的孩子。
教会开设陪读班与烘培班，并邀请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制作西式糕点。在这期间，许多孩子的态度大
幅转变，也把做好的西点带回家给家人充饥。
教会提供生涯辅导，帮助孩子学习职人的精神。由于有不少孩子选择烘焙业，教会已在为整个台西第一
间西点坊咖啡屋进行装修，不久后即可开业。
福音果然带有转化生命的能力，也有转化社区的力量。

你需要 • 故我在
在东南部，原住民的部落都建立在山上。单车队越过又长又陡的坡，吃力地拜访教会。我在心里不禁
嘀咕:“能不能不要有那么多教会建在山上？”这当然只是个玩笑。教会的建立是为了福音，而福音是
为了造福人。山上住着人，所以教会就建在那里。
在一间布农族教会，负责陪读班的老师是位年轻人。他原本也是陪读班的学生，现在已成为陪读班老
师，帮助部落的其他孩子。他分享说：“以前教堂只在礼拜天使用，现在其他日子也开放供社区服
务！”艰辛万分爬坡来到这里，听到这见证实感无憾。
曾经有人问登山家乔治‧马洛里 (George Herbert Leigh Mallory) ：“你为什么要爬山？”他回答
道：“Because it’s there. (因为山在那里) 。”
无论在山上或山下，但愿所有教会被问及“为何设立教堂在这里？”，也可以如是回答:
要的人在这里。”

“因为有需

服事道路，欲远行则需同行
爬坡不可怕，可怕的是陡坡。有几段路，被称变态陡坡，只能一寸一寸行。我不敢看前方还有多远，
担心看了会放弃。在过程中，我想，应该可以稍微理解为何上帝常常不给我们知道未来的路如何，因
为若是知道，可能会坚持不下去。
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常被提醒下山要小心，因为速度很快，有一定的危险。但我觉得下山因知道危
险而全神贯注，反而会安全。最危险的，莫过于平坦之路，只需要一直踏，前进有快有慢。有时车速
快了偷懒一下子，就在这种比较“安逸”的情况下，有时你会放下一只手解倦、或东张西望看风景、
或胡思乱想些什么，忽然之间前面的单车会紧急刹车、或为避开一滩水而越过你的线、或有车子从支
路转出、或忽然被狗狂吠等等，一个不小心，就会甩车了。
车队的前进，我想到“谦卑陪伴”四个字。我们很容易“去追赶”前面的车，若你的体力足够，绝对
可以做到。但我们却较缺耐心等候落在后头，或在你前头骑得缓慢的人。为此，我衷心佩服负责殿后
押骑的，他们原可以快，却为了队友的缘故选择慢，而这会造成他们更累。在服事中也一样，若要走
得快，就一个人走；若要走得远，就要一起走。

“启航、导航、续航”

一件祝福别人的傻事

如此长途的骑乘，需要“启航、导航、续航”。

一班人腾出两周，骑单车环岛一圈，翻山越岭，受风淋
雨，为了募款帮助急难家庭。这是做了一件傻事吗？这
样做值得吗？这能够带来什么改变吗？

启航，其实是需要最多力气的。从完全停止的状态
顺利开骑，然后当你在注意前后左右的车辆的同
时，还得平衡仍在慢转的双轮。
车队前方有一辆前导车，扮演着开路的角色，也就
是导航。有几次前导车不慎转错路，整支车队就要
大费周章U转，再重回正轨。所以，导航的角色尤其
重要，需要确保大队不迷路，安全抵达目的地。
每天平均80-100公里的骑乘，体力+耐力+心力=续
航力。骑单车可以是个人的运动，但是一班车友一
起骑就成了团体运动。既是团体运动，就有着规则
和次序。有几段路，如果是我一个人骑，恐怕老早
就选择放弃或放慢了。但因为这是车队，我都必须
跟上速度，避免造成后方危险。

我想，能立竿见影的转变或许不多，而贫穷与弱势家庭
依然会大量的存在。我们或许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但却
可以改变一个弱势家庭的世界。因此，什么都不做，不
是一项明智之举。环台之旅，至少达到三个目的:
1) 对社会: 唤醒社会多关注贫穷和弱势家庭。虽然僧多粥
少，却可以给口渴的人一杯凉水，为社会注入真善美。
2) 对教会: 尤其是偏乡和山上的教会，有人肯来拜访、聆
听、代祷，对他们是莫大的鼓舞。
3) 对自己: 无论是在钢骨水泥或在大自然中，让人不得不
谦卑下来，思考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在社区服务里也一样，团队的力量也总是大过个人
的总和。

一点一步一人一家的改变

要让爱走动不难，但要让爱行动则需要毅力。

改变，从变得更好开始，一点一步一人一家。
诚如去拜访的一间“加倍爱教会”。他们关怀特殊儿童
（过动儿、唐氏儿、心智障碍、学习缓慢等）和独居老
人，提供个人、家庭与社区三方面的支援。
“爱加倍”这词从希腊文的“爱”(Agape)字音译。但我
更喜欢这教会的名字“加倍爱”，这是动词，是现在进
行式，是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再加多一倍的爱，如活泉般
源源不断涌出水来，有如单车的轮子一直转动，翻滚所
经过的土地，随风扬起美丽的梦。
期待有一天，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教会能够成为“理想
中”的教会，使社会成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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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落山风 •
感受得到的社区关怀
还有什么是令我难忘的吗？
爬长长的大陡坡上寿卡、在临海的台东大鸟公路雨中上陡坡、九曲十八弯
的苏花公路等。
但最艰难的还不是陡坡，而是强大的落山风。陡坡虽难却看得见，可以一
步步征服；而强风看不见，四面八方袭来，让人措手不及。
明明前方有路，却骑不过去；明明是下坡，却要用上坡的力气骑行，而且
寸步难行。这很打击，易让人沮丧。
比起骑车环台，在各地服事社区弱势家庭的教会和牧者同工更艰辛多了。
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援和鼓励。
遍布全马各地的7979全人关怀站，也在社区提供各种服务:急难家庭救
助、弱势儿童陪读、吗哪食物银行、重大灾难回应等等。这些教会不但走
动在社区，也在社区行动。

我想号召组织一支“7979单车队”，其目的为:
1. 宣广7979 (谐音“去救去救”) “爱要行动”的精神。
2. 为7979服务基金募款，每年腾出几天共骑单车。
3. 定期骑单车探访各地教会。
4. 提倡环保、健康的老少皆宜骑单车运动。

这次筹款一共募得总数

RM80,078.86

有兴趣者，欢迎联系我
012-3158219 / cpysong@gmail.com
我们一起来看看可以怎么做？

官方报导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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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资料截止 01/10/2019 - 28/02/2020
7979全人关怀站站数 133

新增急难救助个案

54

陪读班班次

19

544

受助弱势儿童人数

226

新培训场次

8

累积急难救助个案

总培训场次

102

已拨急难救助总金额 RM447,857.85 已拨陪读班辅助金

受训(访视)志工总数

3284人 急难救助金结余

森美兰 Negeri Sembilan
日叻务全备福音布道中心
Full Gospel Mission Centre Jelebu
131, Taman Mawar, Titi,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71650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黄彩群
016-2062789

fgmcjelebu@gmail.com

新邦全备福音布道中心
Full Gospel Mission Centre Simpang Pertang
B22, Taman Sri Pertang, Simpang Pertang,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72300

弱势家庭—儿童陪读班基金 (RM95,375.70)

吉打 Kedah
双溪大年神召会恩典堂
Sungai Petani Grace Assembly of God
21B，Jalan Ibrahim,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MalaysiaKim Fung, Jalan
Utara, 90741 Sandakan, Sabah, Malaysia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林夏颜
012-4921810 siagan616@gmail.com

霹雳 Perak
怡保白兰园浸信教会
Misi Baptist Taman Cempaka Ipoh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黄彩群

69, Regat Sri Cempaka, Taman Cempaka,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016-2062789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梁慧玲

fgmcjelebu@gmail.com

吉隆坡 Kuala Lumpur
甲洞颂恩堂神召会
Abundant Grace Assembly Of God
39&39M , Jalan 9/40 , Taman Pusat Kepong , Kepo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52000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Low Ah Len
016-4235439

eptang88@yahoo.com

沙巴 Sabah
山打根圣米迦勒与诸天使堂
The Parish of St Michael & All Angels
P O Box 17, Sandakan, Sabah Malaysia 90700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Lu Tung Lan
019-8431161

tunglanl@hotmail.com

阿爸LOVE复兴中心
Abba Love Revival Centre
1St Floor, Lot 3, Block C, Lorong Kim Fung 2B, Light Industry, Bandar
Kim Fung, Jalan Utara, 90741 Sandakan, Sabah, Malaysia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Rebecca Tan Bee Eng
013-8833220 abbalove889@gmail.com

柔佛 Johor
基督教马来西亚长老会颂恩堂
Gereja Presbyterian Praise
2, Jalan Tupai Terbang 6, Taman Sri Saga,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 83000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 陈伟琳
012 - 738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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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92,189.69

RM1,616,891.98

tanweeleng3311@gmail.com

016-2162289 smile.1231@hotmail.com

这里有一份需要勇气、

耐心的工作 ，你敢不敢来挑战？
让你的生命，为耶稣疯狂一次吧！
1. 会计执行员

Accounts Executive

2. 行政助理/执行员 Admin Assistant/Executive
3. 筹募与资源执行员
Fundraising & Resource Executive

4. 7979专案执行员

Project Executive

（有社工背景者优先考虑）

5. 7979专案执行员（亚庇）

Project Executive (Kota Kinabalu)
（有社工背景者优先考虑）
基本申请资格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能在少监管下完成任务
拥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盛美慧姐妹
 03-5122 1130
 hr.histeam@gmail.com
 www.histeam.org.my

工作申请表
QR Code

大家一起

十周年
旅程碑的欢庆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要欢喜快乐并满心感
谢神引领全人推动7979
关怀网络步进入十周年！
黄恩德牧师
《全人关怀团队》执行长
文

最初的感动与立约

来与我们一同设立欢庆的祭坛

2008年我代表全人与一名志工探勘台南台东莫拉克
风灾现场。见证中华救助协会成功动员台湾超过一千
名基督徒志工在灾区让爱走动的壮举。清楚记得黄清
涂总指挥带我往灾区高处眺望，看见穿着1919黄色
外套的基督徒，不分宗派，不论男女，不管老少合一
地在灾区喜乐服侍。我当下流着感动的眼泪向天父爸
爸求一个恩宠: "可不可以让如此美丽及合一关怀的画
面出现在我挚爱的马来西亚国土"。

全人建构7979关怀网络已经10年，我们上周已经迎
来第133间加入的伙伴教会。结算过去10年的动员
教会的努力，全人已经培训基督徒志工超过3,000
名奉主的名去救去救。7979伙伴教会已经亲送吗
哪食物包祝福超过300位独居及城市贫穷户。7979
志工已经透过发放RM1,200协助全马超过500个急
难家庭渡过难关。7979陪读老师伴随超过1,100位
经济弱势的孩子放学后有午餐可吃，有能力完成学
校当天的课业并且耐心影响孩子们的生命向善向
上。7979志工也竭力在本土灾难发生期间协助超过
1,500 个灾民的家庭平安过渡。

7979访视培训第一百场
感恩耶和华以便以谢! 从10年前我们推动7979关怀网
络至今，是神的帮助让我们成功连结各宗各派华人教
会成立了133家7979全人关怀站。如今全马每一个州
属都有关怀站的设立。我们也成功培训了超过三千名
志工奉主的名探访急难的家庭。上个周日（9/2/2020
）带着早早的初衷及满满的感动出现在日叻务全备福
音布道中心见证第一百场的培训完结。想到十年前我
们在槟城锡安浸信会举办第一次的志工访视培训至
今，全人同工们马不停蹄地踏足大马各城各 乡 。 就
是为了降服神最初那份的感动，让华
人教会活出基督的爱并让爱走动
在伙伴教会所属的社区！

我生在鼠年，但我信主献身后就单单属主耶稣也专
一侍奉主耶稣。如果你问我鼠年有何愿望，就连愿
望也是为主托付我的事工而许。今年鼠年的愿望就
是希望你不忘包个红包来分担全人事工经费的庞大
需要。这将会是2020年最得安慰的祝福。祝福你鼠
年充满属神的优先次序及讨神喜悦的新年投资。

“大家一起发挥关怀网络的影响力”

我要捐献！
7979拓展運作經費
7979急難家庭救助
7979弱勢兒童陪讀
7979重大災難回應
7979嗎哪食物銀行

• 捐献请写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erhad
• 马来亚银行户口 512781012599
请邮寄/传真/电邮告知捐献项目，以便寄发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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