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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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子，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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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代表基督舍身的爱。 浅蓝色~代表谦卑及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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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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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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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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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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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康的
成长故事
老师，你还爱我吗？
阿康家庭背景复杂，父母好赌，没有做工的时间都在茶室
和麻将一起度过。
阿 康来陪读班，总是不给于合作。老师们对他束手无
策。我今天特忙，又再收到老师的投诉，坦白说我有点
“滚”，觉得所给于的包容已经足够，我应该给他一点
教训才可以。于是我走到他的课室，把他带到辅导室，
我们开始对话，他一如往常，只保持沉默。
我更“滚”了！
我：“又不要说话了吗？我给你十秒，你不出声，我就走
了，你自己留在这里吧！”
突然，他流下两行眼泪，弱弱的说，“我讨厌我自己，我
没有用，我的头脑不会想...”
听到这句话，我也流下了眼泪。

“像他这样家里有暴力倾向的孩子，肯定也有暴
力倾向，他打伤我的孩子，我要他向我道歉！”
电话那一头，家长很生气的说。
我把两个孩子招来，阿康在一旁默不出声，阿克
出声了。

他，只是需要更多的关爱、包容与接纳。

阿克：“那天我想和他玩，但是他不理我，所以
我打他一巴掌，希望他会和我玩，但是他还是不
理我，所以我再打他一巴掌，他就用拳头捶我！
而且他很大力，我只是小小力，我的妈妈说像他
这样家里有暴力倾向的孩子，他也会有暴力倾
向，所以他要向我妈妈道歉！”

结束对话前，他对我说：“老师，你还爱我吗？没有人爱
我了，因为我总是不听话，我讨厌我自己，我的头脑不会
想。”

阿康：“老师，我不想和他玩，但是他一直打
我，我没有办法才出手，而且我在捶了他一拳过
后，立刻向他道歉了！”

这句话，听在耳里，痛在心里。

阿康的爸爸在家常常用水管打他。每次挨打，他
总是强忍泪水，不会哭出来。复杂的成长环境导
致他个性怪癖，不是一个懂得和人相处的孩子。

心痛、内疚、懊悔。
陪伴孩子成长，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弱势
家庭，背景复杂的孩子。

孩子，对不起，老师爱你
4

某某家长打来投诉阿康在校车上欺负她的小孩，
要求阿康道歉。

生命破碎的孩子，却任由同学打了两巴掌后才反击，并且在反
击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道歉。或许在许多人眼中，他是
错了，但是我却看见了他的成长。
有许多弱势家庭的孩子也和阿康一样，正在努力蜕变，成长。
虽然输在起跑点，但不代表他们不能赢在终点线。他们需要
的，是陪伴，聆听与鼓励，不是标签。

学校假期一起出去看电影是我们教会陪读班的
惯例，孩子们特别期待。然而这个假期，因为
有孩子患上手足口症，为了安全起见，陪读班
决定暂休十天。换言之，看不成戏了。

一步步成为更好

那天，阿康打电话给我：“老师，你几点来载
我？”

孩子们总是在冲凉时弄湿卫生纸，为了让孩子们改掉这个习惯，
陪读班这个星期开始推行“保护卫生纸”活动，每个学生都需要
从家里带一卷卫生纸来陪读班，然后无时无刻要照顾好自己的卫
生纸。星期一伊语老师交代大家带卫生纸，但是事隔一日，很多
孩子自然不记得了。但是今天却有一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孩子
有带卫生纸来陪读班，而且在卫生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
了陪读班第一个开始保护卫生纸的活动的同学。

老师：“没得去看戏了，有学生患手足口
症...”

他，就是阿康同学！
所以为了鼓励他有记得老师说的话，今天给了他一包美禄做奖励。
他乐得不得了！
陪伴孩子成长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来自家庭背景复
杂的孩子。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鼓励，陪伴及接纳。
他们虽然输在起跑点，但是藉著老师们爱心的教导及陪伴，他
们也会进步，也会改变。
阿康不是讨喜的孩子，但是他也在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我看见
了他的成长，虽然是只一小步，但是我相信他会慢慢变成更好
的孩子。
谢谢陪读班志工及老师们用心的付出。愿这个小小的见证故
事，能让你看见，你的付出并不是徒然的。

话还没说完，阿康把电话盖了。我再尝试拨电
回去，却没人接听。
一个星期的假期很快结束了，陪读班再次恢
复。阿康早已把盖电话的事情忘的一干二净。
他如常来到陪读班，先向老师问好，可是我却
没有理会他，我看得出他的表情失落。接下来
几天，他都做各种事情引起我的注意，可是
我都没有理会他。我是想让他明白自己做错的
事，并采取合适的行动。
这天，是教会“蜕变的毛毛虫”儿童假日营。
我从外头回来，看见孩子们正在制作披萨，于
是走进食堂想凑热闹。
阿康手拿着自制的披萨，来到我面前：“老
师，这是我做的披萨......老师对不起，我盖你
的电话，请你原谅我。”
阿康是个倔强的孩子，我知道要他主动道歉，
并不容易。
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拥抱，并称赞他主动向我
道歉的举动。
毛虫需要经历痛苦的蜕皮过程，才能蜕变成
美丽的蝴蝶。每一次的蜕皮过程都是痛苦的。
然而，每一次的蜕皮，正代表距离成为蝴蝶的
日子更靠近了。阿康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仍然
会犯错。但是，他意识到做错了事，就需要道
歉，他而他最终也愿意鼓起勇气为他所犯下的
错道歉，过程虽不容易，但他最终选择跨越眼
前的障碍，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才能蜕变成
为更好的人。

成长需要关注与陪伴

注：为了保护孩子隐私，照片非本人，取自首邦第一浸
信会儿童陪读班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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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哪手记

文

陈爱蒂

笑对人生
李爷爷是一位独居老人，今年80岁。住在北海一间组屋第4楼。这栋租屋没有
电梯设备。李爷爷身体状况良好，只是有尿酸偶尔会造成他行路不便。因为脚肿，
曾经独自在家时跌倒，庆幸教会志工当时去探访他，及时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
治疗。

志工们
物包

正在专

心准

吗哪
备分配

出院后，行动不便的他须靠轮椅出入，志工不放心留他独自在家，就安排

食

他暂住老人院，以获专人照顾。他暂住老人院时，我和志工们曾去探访他。
今天派发吗哪食物包，上门探访李爷爷时，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直

说："我没想到你会来..."然后非常开心地邀请我们进屋里坐。
当志工们帮忙他点算吗哪包的物资时，李爷爷更主动关心志工们，要我们别忙，还时时刻刻
保持笑容。
李爷爷以前是卖粥的小贩。他告诉我们在家里也会常常自己煮，偶尔才会出外买食物吃。他
在我们要离开他家时，不断道谢，对我们说："幸好有志工们常常关心我，带我去教会，还有7979
提供多方面方案的协助，他在遇上困难时7979真的帮他好多"。他还主动向我

们每一

位志工握手道谢道别。
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心好感动呀！
第一，李爷爷终于能站着和我们说话了；
第二，李爷爷真心感谢志工们的付出，长期跟
进和陪伴李爷爷，让他今天能坚强地面对生活。
感恩有志工们，也感谢神，因为祂的话语是信
实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126:5）

注：为尊重当事人，照片非本人，图为准备吗哪食物包之系列工作掠影

转角遇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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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哪手记
别看我们年

纪小，我们

爱罐头的孩子

都是爱的小

文

兵

陈爱蒂

在炎热的午间，锡安浸信教会的志工外出探访吗哪包的受惠案家。这家有一小男孩，
看到志工们来，就赶紧躲开了。看来他对吗哪包一点兴趣也没有，志工多次邀请他来参与
点算吗哪包的物资，但他一直躲开。
一直到志工问他：“吗哪包里是否有你喜欢吃的食物？” 那男孩才渐渐走近桌子。
只见他坐在桌前一直看着……看着……当志工们离开桌子后，男孩就拿起了罐头豆鼓
鱼，看了好久才放下来。
志工见了这情景，就再次问他，在吗哪包里他最喜欢的是什么?
他顿时头低低的，不好意思回答。后来他的外婆解释说，其实这男
孩喜欢喝美禄。只是太贵买不起，而那些罐头更是从来没有买过来吃。
这案家只靠女儿每月并不多只有RM450的收入，外婆说若不是教会关怀
小组提供吗哪包，她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来，太

重了，

我

下
帮你一

虽然年纪已大，记性开始衰退，外婆还是必需去工作，养家糊
口。家里男孩的母亲长期生病不适宜工作。因此，他们一家人生活困

苦。他们非常感激志工们送来吗哪包，因它减轻了家里的一些开销。
感谢主，因为祂知道所有人的需要。当社会让爱走
动，教会愿意行动，就能逐渐辅助许多在贫穷线上家庭的
需要，为人间增添温情。

注：为保护孩子隐私，照片非本人，乃取自吗哪食物银行发放日。

吗哪食物包

，我们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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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拉 威 西 赈 灾 报 告

刻
时
艰难

怀
关
非常
发生土地液化现象的重灾区Petobo

印尼苏拉威西岛9月28日发生芮氏规模7.5的浅层强震，触发高达6公尺的大海啸，使
得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巴路市（Palu）和浪拉加县（Donggala）沿岸受害严重。造成
至少2200余人罹难、1万多人受伤、逾5000人失踪，另有6.57万间房屋和2736座学校
受损，7.44万人撤离。这是自2006年日惹地震以来，印尼境内死亡人数最多，同时
也是2008年至今，全球罹难人数最多的地震。
全人关怀团队与国际伙伴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联同印尼当地「印尼华人基督教联
会」（PGTI简称“印华基联”）社会关怀部，及印华基联南苏拉威西区会所属的四
间教会展开救灾行动。

历经830公里20个小时
9月30日，南苏拉威西区会的陈记祥牧师与志工们，从苏拉威西南部锡江市出发，开了830公里的
车，经历20多个小时，深入帕卢（Palu）勘灾。印华基连社会关怀部林向东部长表示，「最后一段路
还是夹在军队中前往灾区的，因为灾后抢劫事件频传，连军队夜间行进都不敢开灯，怕引来抢匪，横
生枝节。」
勘灾队抵达古拉威（Kulawi）后，道路中断，车子无法再前进，于是便在古拉威设立救援中心。初期
以采购救助物资至帕卢，提供至少1000位灾民10天的粮食、衣物毛毯及日常用品。同时在帕卢的隆
嘎拉难民营中装设10个中大型净水器，提供灾民干净饮用水。

灾黎的临时帐篷已进行架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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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队员巡视重建工程

坍塌的教堂

 在帕卢的隆嘎拉难民营中装设的中型净水
器，提供灾民干净饮用水

重建之路依然漫长
目前印华基联已展开中长期的救助计划，林向东表示，未来
将完成5大项目，约需42万美元。
为苏拉威西震灾所筹到的款项，截至30-11-2018是
RM234,808.50，并已汇款美金二万给印华基联。苏拉威西
震灾已超过半年，灾民的心灵创伤未平复，重建之路尚遥
远，全人关怀团队谢谢各界人士的慷慨解囊，陪伴灾民走出
创伤，继续重建家园。
救协1919的同工张谦方弟兄及全人7979的同工郑百
颂传道和倪政康传道已于去年十二月12至14日前往灾
区与当地伙伴会面，进一步商讨接下来的重建发展计
划。我们一行人（共约17人、分3辆车）探访几个重灾
区：Palu、Donggala、Sigi、Kulawi。灾区属于苏拉威西中
部（Sulawesi Tengah，简称Sulteng)，PGTI南部分会是主
要的跟进联络点。主要的重建工作，也与当地的赈灾组织
MDS（Mennonite Diakonal Services）配搭。


目前有约50个类似滤水器分布在Palu一带

五大重建项目之进展

1
2
3
4
5

临时聚会所。有大约28间教会受损破坏，需要重建。由于政府承诺将出资协助重建，但需时解决清理损坏建筑
物及土地划分事宜，而且目前仍未有确事的重建时间表，因此会先建临时的聚会所，供短暂（约5年）的使用
期。目前已完成助建15间。今年4月是印尼全国大选，所以，资源分配和重建进度有待这全国大事尘埃落定后
方能确认。
在Kulawi，镇长是基督徒。他属下两个重灾的乡镇，将各别建151和149间难民临时屋，共300间。
由于印尼进入雨季，每晚下雨，帐棚内积水使得灾民难以入睡。因此进行架高难民营帐棚内的地板工程，并已
经顺利完成。
增设安装中型滤水器，目前有约50个分布在Palu一带。
仍在探讨的计划：
(a) 设立社区关怀服务站，为日后建立教会铺路。
(b) 寻找全职同工跟进及执行重建工作及关怀服务站。

重建工作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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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我们

是陪读班

老师！

弱势儿童陪读
第六届师资培训营

文

郑百颂传道及傅撒母耳传道

i - ideas 点子
有好几间的陪读班把他们在班上运用的点子带来营会，摆设摊
位，其中有特色手工、特制班管册子、一些活动传单、活动相
册等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创意点子可以激励并启发其它的
班，彼此祝福、共同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新山柔佛再也异象基
督教会甚至把他们带来的参展珍品，转送出去！

7979弱势儿童陪读第六届师资培
训营于3月26至28日在假波德申

C - Connection 连结

金沙滩浸会园顺利举行，今届主

若要走得快，独自前行；若要走得远，结伴同行。

题《因为有你》，在一片敬拜与

难得在此营会中大家可以彼此认识，团契交流，在服侍中相互
支援。第二晚，全人关怀团队执行长黄恩德牧师分享他去年参
加台湾1919单车环岛的经历，多次因倦想放弃，却因想起许
多支持者的面孔而向神祈求更大的力量完成14天超过1400公
里的骑程。他借此勉励众志工老师不轻易言弃，“因为有你
（们）”，许多孩子的生命从此美丽。

赞美的歌声中揭幕。
来自全国各地共19间教会及全人
共20个单位约80位的陪读班老
师、志工和同工参加这一年一度
的盛会，是一次包含 iCLAPS 元素
的聚集。

L - Learning 学习
为提倡“高专业、高关怀”，我们安排了2场的培训。第一场是
由资深社工培训师 Raymund Jagan主讲“儿童保护“，他幽默
风趣地分享儿童保护法令的历史缘由，并图文并茂及使用视频
告诉我们何为虐待儿童？儿童应该如何受保护？并从马来西亚
的法令和法律的角度分享身为老师、志工、和监护人的责任，
及如何处理怀疑儿童受虐（无论身心）的案件。这培训令许多
老师们大开眼界，获益良多。现今儿童面临社会观和道德观的
瓦解，再加上家庭教育的失责，确实令人担心。
第二场的培训是由专业儿童辅导咨询师陈志成弟兄主讲。他
先分享有关弱势儿童的外在行为，进而指导有关孩子情绪的认
识、管理、引导和处理方法。好让老师们晓得应付孩子的情绪
与心情，就容易处理其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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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名
奖
得
透过破冰游戏互相认识

A - Appreciation 赏识
在前线服事的志工和同工需要被看重。他们
的付出与委身，在主里并非徒然，也是众人
的榜样。
因此我们尽所能向老师们表达谢意。第二
晚，有个简单不失隆重的“颁奖礼”，总共
颁发了9个奖项！

最工整文书奖
芙蓉赞美圣所

李玉兰老师：凭着
“你好，我好，大家
好！”的精神，看重
每一份的表单，确保
整齐有序，即使只是
学生签到表，也让每
个学生的名字每个月
都一样顺序。

P - Prayers 祷告
曾翠莲长老娘：致力
使每个学生会很高兴
开心地一起做功课，
吃饭和玩耍，让他们
觉得需要被满足，有
归属感。

祷告是我们的服事的力量、面对挑战的后
盾、攻陷营垒的武器。
祷告是我们在密室寻求安慰的途径，是连结
天上属灵福气的管道。
我们数算主的恩典，献上感恩；也为大家在
服事上所遇到的困难来祷告，彼此分担。

S - Sharing 分享

最稳定出席奖
孟加兰长老会圣安德烈堂

“分享”不单是嘴巴讲的动作，且是具体
的。
我们每一天皆有礼物赠送每位参加者，或分
享各种各类的资源和好康。其中有人捐献的
大字典，每班获赠一本，得到众老师的喜
爱。
营会中也听许多志工老师们分享故事、见
证、方法、技巧等等，让参加者受益无穷。
我们期待明年再见！

最佳课室管理奖
新山柔佛再也异象基督教会

覃木樱老师：看重
班规，严格遵守；
分配值日工作，确
保各尽其职；为学
生设立个人成长目
标，并定时评估。
安排教导性教育、
尊师重道、理财等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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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创意多元课程奖
昔加末长老教会

最佳服务奖（课业辅导）
马六甲长老会

最佳服务奖（生命教育）
万里望信义会恩典堂

陈秀洁和蔡碧蓉：安排一场
别开生面的户外活动。让
孩子一边爬山，一边自我挑
战，遇到学生因太累想放
弃，老师们乘势鼓励学生，
让孩子们感受到爱，并完
成对他们来说是很了不起的
成就。

颜翠兰长老：服事团队中有
多位退休老师，有者已超
70岁高龄，也有2位来自英
文堂的英文老师和2位退休
校长夫妇拔刀相助加入师资
阵容，令教学更专业又有果
效，学生成就进步神速，甚
至拿满分！

Yvonne师母：强调教导孩子
们要有礼貌、关心和尊重。
当看到孩子们成长是非常欣
慰的事。

最佳服务奖（家庭关怀）
关丹长老会荣恩堂

主责同工特别奖
宝石浸信会（陈奕媚姐妹）

主责同工特别奖
新山真理长老教会（戴祖德弟兄）

钟意红长老：团队的委身和
自发性非常重要。每两个月
举办一场的亲师聚会，让家
长们见证孩子的学习和成
长，也让老师有机会与家长
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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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媚姐妹：难忘一次协助陪
读班一位母亲寻找她失踪的
女儿，夜深时找到后，非常
感动，好像找到自己的孩子一
样！

戴祖德弟兄：年轻的老师在思
想、作风和年龄上与孩子有较
小的代沟，也比较了解现在孩
子所接触的是什么？多多鼓励
男老师多多参与陪读计划，带
来更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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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马岸。居安思危
2014年底，吉兰丹东马岸村发生大水灾，是登上头条新
闻的重灾区。沿河一带的住家和华小，水淹十五尺，水退
后一片狼藉，损失惨重。多年来经过多方的援助重建，目
前东马岸生机盎然，也更看重灾难管理。
2018年11月，7979重灾管理处与当地居民及领袖会面了
解，得知他们需要完整的配备及工具，若再遇水灾可更有
效应对紧急状况。
因此，我们启动“以社区为本的防减灾管理（CBDRM）"
的计划，并于一个月后，添购全套的配备（两架15马力引
擎、两个专属油桶、三双可伸缩划桨、十二件不同尺码高
规格品质救生衣），赠送转交由当地赈灾委员会管理，以
备不时之需。
7979重灾管理处除了应灾和赈灾，也强化防减灾的工
作，并推动防灾之醒觉与教育。

于东马岸移交引擎及进行防减灾醒觉解说

校园防减灾醒觉教育活动
7979重灾管理处提倡防减灾醒觉教育，并走进校园进行醒
觉活动，让学生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自助助人。
此教育活动针对水灾、火灾、地震、土崩、闪电等自然灾
害，教导学生如何在事发时保护自己免受其害。
25/10/18（四）- 槟岛辅友国民型华文小学
8/11/18（四）- 大山脚SMK Valdor 中学
纪录短片：https://youtu.be/U1NK8pBj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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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区为本之防减灾管理
受JKKK主席江友瑕之邀，27/11在槟岛浮罗新路头港
口与社区领袖见面交流，呈献“以社区为本之防减灾
管理”（Community 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Management, CBDRM）。此计划本着未雨绸缪及居安
思危的精神，结合社区的力量，降低受灾的风险及提升
应灾的能力。因为与其千日无灾，不可一日无防。

吉兰丹北部受水灾困扰已几十年，我们于
17/11在哥打峇鲁与众聚会代表与领袖会
面，分享CBDRM的概念，分享交流。

7979首台货车
承蒙赞助捐献，7979终于拥有一台1吨货车，供吗
哪食物银行南下北上载送物资使用，及启动回应重
大灾难时可载送工具、配备和物资到灾场。此货车
于2/12/2018年正式推介启用。感谢上帝！感谢捐
献者！

志工（访视）培训

泗基督教会BEM（SIB）灵恩堂

路阳恩惠堂

爱恩堂基督教会

马来西亚信义会诗巫堂

基督教长老会原道堂蒲种教会

长老会原道堂吉隆坡（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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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资料截止 01.08.2018 至 31.03.2019
7979全人关怀站站数 117

新增急难救助个案

78

陪读班班次

23

435

受助弱势儿童人数

227

已拨陪读班辅助金

RM1,322,993.48

新培训场次

8

累积急难救助个案

总培训场次

87

已拨急难救助总金额 RM340,665.85

受训(访视)志工总数

2959

急难救助金结余

彭亨 Pahang
关丹基督教会
Kuantan Christian Fellowship

RM191,610.89

弱势家庭—儿童陪读班基金 (RM33,539.96)

新书推介

售价

RM

30

A 13, Lrg Bukit Setongkol Perdana 1,
Perumahan Bukit Setongkol Perdana, 25200 Kuantan, Pahang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Bro Steven Tan
013-927 8585

kcfmission@gmail.com

槟城 Penang
北赖全备福音教会
FGA Church Prai
3, Lorong Perusahaan 3, Prai Industrial Estate,
13600, Seberang Perai. Prai, Penang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马青宝弟兄
012-4232018

fgachurchprai@gmail.com

吉隆坡 Kuala Lumpur
八打灵北区福音中心
PJ North Gospel Centre
46A, Jalan 19/3, Petaling Jaya, 46300 Selango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David Foo Maw Wei
016-5002525

fmwdavid@yahoo.com

基督教无拉港长老会
Gereja Presbyterian Balakong
33A, Jalan SB Indah 1/19, Taman SB Indah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43300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陈冰怡
012-6172837

pingyeetang@gmail.com

柔佛 Johor
馬西宣道基督教會
Masai Mission Church

陈心洁博士与张盈编著

《谦卑同行》集合了陈心洁博士与
学生们在参与中国大陆偏远山区关
怀服务的见证记录、反思论文与模式
方法。
五年来，赤足坚持服务于山区草根，服务
于似乎被遗忘的少数民族村寨，及被边缘
化的群体，遇见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产生很
多的困惑和反思，同样也收获很多甜蜜的喜
悦、成长的幸福；就如本书的书名《谦卑同
行——赤足走过的五年》意指，我们透过这
些文章故事更多地反思和谦卑自己。
期待本书的出版，社会能看到更多真实的灾
区和贫困村的救助需求，更多关注这些位置
偏远的苦人。我们也希望赤足日后能注册
成为一支专业的公益团队，让这样的助人模
式能够持续发展，让受助者被赋能成为助人
者，回馈家乡的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可
以传承爱心，让梦想生生不息。

19,Jalan Suria 3 ,Bandar Seri Alam, Plentong, Johor Maiaysia 81750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林礼达传道
016-7376789

visionleetak@gmail.com

新山宣道基督教會
Christ Missionary Church (CMC)
No 8, Jalan Hijauan 4, Horizon Hills, Iskandar Puteri, 79100 Johor.
志工管理人 Volunteer Manager: 李光华传道
019-771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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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lee72@hotmail.com

《谦卑同行——赤足走过的五年》
全人关怀团队出版
陈心洁与学生张盈一同编辑的著作。
如欲购买，请联系我们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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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h“享受羽球的生活”训练营
Live to Enjoy Badminton Clinic

一支 球拍
一个希望

爱公益

2018年12月15日，由前全国女子单打运动员，Duo Sparks总教练伍秋雁带领
张维峰、谢丽雅等国手，在主要赞助商Protech的支持下，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享受羽球的生活”训练营。
总共有90名来自巴生谷、关丹、马六甲与芙蓉的贫困弱势（孤儿院和7979弱
势儿童陪读班）的孩子们受邀前来受惠。他们在马来亚大学体育中心，由前国
手与教练亲自指导他们学习羽毛球运动，学习如何抓拍、发球、吊球以及正
手和反手技术，也有机会与国手和教练进行友好的陪练。每名孩子也获赠一件
Protech衬衫、羽毛球拍及书包文具。
此别开生面的活动由大马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副部长YB杨
巧双女士揭幕，并致开幕词，呼吁大马人民要保护儿童，关注
孩子的权力与福利，尤其是贫穷与弱势的孩子。她赞赏类似活
动，或许有一天，这班孩子中也会造福社会，甚至产生为国争光的国手！
Protech首席执行长张健雄先生提出了训练营的想法，他说看到孩子们喜欢他们的
运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有些人非常有才华。我很高兴他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并且不想让这羽球诊所
（训练营）结束。”
获选参与此活动的幸运孩儿，属家境 杨副部长致辞呼吁人民要保护
贫穷弱势，甚至是被学校忽略、同学 儿 童 ， 关 注 孩 子 的 权 力 与 福
欺负的小朋友。但在7979弱势儿童 利，特别是贫穷弱势的孩子。
陪读计划下获得志工老师们用心的陪
伴、教导，建立他们的自信、提供有营养及爱心满满
的午餐。今天有机会与国家羽毛球运动员与教练的近
距离接触，或是人生里最快乐的学习羽毛球的时光。

给孩子一个希望就是给未来世界一个更大的
希望。您也可以为弱势儿童付出努力，重燃
他们的希望。
杨副部长、Protech、Duospark及全人代表和部分受惠儿童合
影

从小打好基础，成为将来的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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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
黄恩德牧师于2018年12月23日至2019年1月5日假
台湾参加“我骑车+您捐献，合力救助急难家庭”
单车环台筹募行动。将所筹募的捐献全数奉献至
7979急难救助计划（急难家庭救助，弱势儿童陪
读，吗哪食物银行）。

坚持到底
必见希望
文

黄恩德牧师 (全人关怀团队执行长)

1919爱走动单车环台记事
从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出发，经过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云
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基隆等，
全程1400公里，最后回到台北信义威秀。
回想第一天的旅程(台北>>>新竹)，竟然可以骑完89.1km，真
不可思议! 而且一路旅程竟然没有下来推车，也没有上保姆车休
息，感觉不可思议。
其实来台湾前就充满担忧恐惧，走过环台的同工重复透露旅途
骑士跌倒，队员帮助
多艰辛，一千四百公里有多漫长，所以不断呼吁家人同工务必
代祷。果然今天一路有三段山路相当陡峭的斜坡，好一些路段风大下雨。双腿好酸痛，呼吸极不顺，其实
很想放弃。内心祷告神要给我额外力量，还刻意提醒自己的脚要不断地踩。感谢神，一路有爱心的勇士给
于骑车贴士还不断在身边加油打气。就这样，我竟然踩到了终点!
神助+人助+自助
1919或7979协助的许多急难家庭，生活中遇到各样自己无法克服的艰难，其实是
相当无助的。感谢神，透过许多爱主爱人的志工愿意主动拜访，出席邻舍的急难
并给于适时的帮助。神借着愿意让爱走动的儿女们，不但促成了天人合作，还激
励了原本无助的急难家庭有信心盼望走下去。我们都需要神的介入，身边人的相
助，才有勇气走过非一般的旅程。但愿更多的你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与祝福。
初骑者如我，每次遇到下坡路都高兴得太早，后来才察觉在山区有下山就会有上
坡路。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生命的旅程总会遇到高山低谷，起起落落。尤其是生
活条件相对困难的急难家庭，他们遇到的危难比常人来得更多也更频密。急难家
庭遇到"上坡"或"下坡"路时，确实需要有人陪伴(骑)，为他们指点迷津或加油打气。
齐心协力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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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领航、护航
我察觉有三位护航的同工( 廖
牧，宏德，可承)，他们虽然
不是骑车勇士，但却是形影
不离的重要人物。他们三
人驾驶奔驰自如的电动摩
多单车Gogoro, 不断接替式
地在车队即将路过的三岔/
十字路口，或交通灯前为
我们开路。他们是在我们
前后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护
航的天使!
1919/7979所服侍的许多急难家庭、陪读班的弱势家庭
生命中也实在需要有人愿意为他们开路引路如车队的
领骑。感谢许多伙伴教会的志管人或陪读主责同工，
是他们愿意扛起领头服侍的义务，教会才能开始服务
的方案。而愿意腾出时间居家探访，为弱势家庭孩子
们陪读的志工老师就如车队的押骑及护航的天使。带
着爱陪伴遇到急难或落慌的人，不单陪出好性情，也
陪出好生命。

魅力与震撼。充满挑战的
旅程也深深透过自己的困
境与无助体会急难家庭内
忧外患，一波三折的艰
辛、苦涩。我们骑车勇士
一路的坚持，是带着使命
与关爱的。因为有爱，让
这个骑程即使再艰难，都
能够骑到底。

一起走向乡区派发吗哪包

让爱走动，爱需要变成动词。让心感动，爱需要变成
有重量。让爱成真，爱需要让人摸得着，看得见，感
受得到。一路骑车有人加油打气带来信心，一路有人
支援指教才生出盼望，一路领悟到爱最大爱却长存，
这让你我活下去才有更多的勇气，更具意义。我带着
使命来，也带着使命回去。回去倍增爱，复制爱！

坚持到底，必见希望
第十四天。我们从宜兰骑回台北共83.1公里。最后一
天的骑车，抵达台北前还要克服北宜公路的两座山。
骑程吃力，但过去每一天累积的骑车技巧与越发稳健
的脚力让我还有能力一边骑一边回顾过去13天的点点
滴滴。我们38位骑车勇士从去年23/12清晨出发后，用
14天爱心长征了1400公里，走过100个乡镇，拜访了
好多1919伙伴教会，听了好多感人肺腑的见证，昨天
5/1下午抵达终点站台北信义威秀影城。剩下半条命的
我几乎虚脱，但心中欣慰能与队友一起完成这个对我
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14天的骑车环台的确难忘。一路见证台湾之美，一
路经历队友的相互扶持，一路感受活出爱及流通爱的

我要捐献！
7979拓展经费
7979急难救助金

苦尽甘来

这次回到大马，我最想尽快在半岛落
实陪着骑车勇士一路探访偏乡的“幸
福巴士”。这由一班理发师傅、服装
造型师、牙医、营养师及验眼师陪着单车勇士，一
路下乡免费服务7979关怀站所关怀的孤寡老人及单
亲妈妈，真实让爱在偏僻乡镇走透透。

呼吁

若您是以上专业领域的达人，又有兴
趣陪着我们边服事边欣赏半岛好山好
水，记得联络我（013-3093095），
让我们一起启动这幸福巴士。
请扫描幸福巴士短片

• 捐献请写
Holistic Integrated Services Berhad
• 马来亚银行户口 512781012599

7979弱势儿童陪读
7979重大灾难回应
7979吗哪食物银行

请邮寄/传真/电邮告知捐献项目，以便寄发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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