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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啟 行 動  簡  訊

有人問這麼多的災害是否

因為她主要是穆斯林的國家，

所以神透過災難而又特別幾次

揀選聖誕節才發生，目的是要

知道祂是唯一真神，引領他們

回轉？實在耶穌基督並沒有明

確指出祂再回來的日子，但卻

告訴我們近那日的預兆如：假

先知的出現、民攻打民丶國攻

打國丶多處饑荒和地震與及信

徒被迫害等，(馬太福音24：4-

12)。耶穌的預示是世界性的，

因祂說是多方、多國。或許神

會透過一些災難來使我們更相

信丶更依靠，但目的都是幫助

我們的信心及靈命成長，神不

需要以恐嚇手段來要求世人相

信。我們的神是賜恩賜福的

神，但祂同時也是公義的神，

所以在大審判日子之先，祂還

是耐心地引領世人回轉及真心

的跟從。神給世人機會，也一

定給穆斯林機會。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

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他

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他

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

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天離

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

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

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

多遠！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

們不過是塵土。”         

   詩篇103:8-14

由於「光啓」現時的

事工主要集中在印尼的巴

淡和民丹兩島，我們的家

人、朋友及教會弟兄姊妹

也因着印尼頻繁的地震和

海嘯，關心我們有否受影

響。感謝主，到現時為止

我們的團隊和事工都一切

正常及順利地運作。但這

也啓發我們何不進深介紹

印尼及巴淡與民丹兩島，

讓大家的關心與代禱能切

入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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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我們可以從印尼的地理位置來了解事實。印尼比起其他地區多地震是因為位處於火環中    

(Rain of Fire)，這是太平洋盆地中發生大量地震和火山爆發的主要區域。

在一個40,000公里（25,000英里) 的馬蹄形狀中，它與幾乎連續一系列海洋戰壕，火山弧，火山

帶和板塊運動有關。它有452座火山（超過世界上活躍和休眠火山的75%）。地震發生時，海底地層發

生斷裂，部份地層出現猛然上升或者下沉，由此造成從海底到海面的整個水層發生劇烈「抖動」。這

種「抖動」是從海底到海面整個水體的波動，這種「抖動」就是我們看到的海嘯了。而月圓也會影響

海水高度，在最近一次2018年及2004年海嘯災難，都是在聖誕節期間月圓，海水本來已高漲，又因地

震所以災難一發不可收拾。

印尼現有約150座火山，其中120座是活躍火山

多次引發災難

的原因

太陽與月亮的位置會影響地深吸力及海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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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t  T h e m  k n o w  J e s u s
C O M E  C L O S E R

  巴淡和民丹島
   A. 地理

巴淡島擁有廖內省的大部分人口，現與民丹島及卡里蒙島被政府允許與新加坡政權合作，成為經濟特區。巴

淡島是全印尼唯一開放的自由貿易區，貨物進出口有免稅優惠。巴淡島陸地面積約715平方公里 (差不多等於新界

的陸地面績748平方公里)，人口1,142646。民丹島陸地面積約1,173平方公里，人口約400,000。由於民丹島有極

美麗的海灘，所以也成為「新加坡的後花園」。

  介紹廖內群島
被稱為群島因為共有1,796個

島嶼，是印尼其中一個省，也是

第三個最年輕的省份。首都是Tan-

jung Pinang 位於民丹島，而最大

的城市是巴淡島。廖內省位於世界

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與新加坡，

馬來西亞和越南共享水邊界。



  C. 宗教
伊斯蘭教是廖內省的主要宗教，77.1%的人口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其他宗教是基督教，佔總人口的14.68%，佛教

佔總人口的7.51%，印度教佔人口總數的0.05%，儒家佔總人口的0.17%。

  E. 恐襲危機
極端伊斯蘭主義在印尼各地

曾發動過大大小小不同的焚燒教會

及傷害基督徒等行為，巴淡島在

2016年也曾出現過恐襲傳單，揚言

襲擊新加坡遊客，但感謝主並未有

任何遊客受到影響。根據警方提供

的消息，被逮捕的恐襲嫌犯正計劃

從巴淡島向新加坡濱海灣地區發射

火箭彈。新加坡這個繁華度假勝地

坐落着很多豪華酒店、購物中心和

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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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天氣
群島天氣只分雨季和旱季：10月至

4月是雨季，風來自北方，海上風速可達

20-30節，若是這個季度到小島探訪，

會經常遇到巨浪所以也比較危險。5月至

11月是旱季，風來自南方。氣溫平均30

度。

D. 貧窮
雖然印尼政府在2016年宣佈巴淡島從自由貿易區變成特別經濟區，希望

能吸引更多外商投資。但由於中央與地區的官員的權力鬥爭，加上繁冗的官

僚程序讓潛在投資者在申請建廠土地時面對很大的困難。另外，巴淡島的工

資過高，僅次於新加坡和汶萊，因而許多工廠關閉而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在

過去巴淡島因為有工作機會所以吸引了很多外省勞工到來，現時他們沒有回

鄉並留下來繼續等待機會，所以造成約30萬失業大軍，催生了更大且更複雜

的貧窮問題，也直接影響治安及環境衛生。醫療原來已缺乏，現在景況更為

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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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教育制度

印尼學校分為國立和私立兩類。國立學校由政府主辦，多數為中小學，華人

子弟比較少就讀。私立學校多為各社團、私營企業丶基金會丶國際學校和教會舉

辦的宗教學校，則比較多辦幼稚園和高等學院。總體來說，私立學校數量較被公

立學校多，辦學條件和教學品質也較大部份公立學校好。

A. 雙軌教育體制

印尼採用雙軌教育體制，意即印尼同時存在「一般學校」與「宗教學校」。

前者為「教育暨文化部」所管轄，而「宗教事務部」則管轄回教學校。印尼推行

九年免費教育。每位兒童必須先接受六年小學教育丶然後初中三年教育。若通過

考試可以繼續高中或職業教育。

但全國2.5億人口約有490萬的人未完成九年免費教育，更值得注意的是兒

童輟學問題越來越嚴重，小小年紀就無法上學，必須走上街頭賺錢討生活貼補家

用。在印尼公眾場合不少學齡孩童遊走街頭，乞討丶街頭表演、擦鞋或清潔來賺

取外快，賺來的費用都用於家裏的開銷，因此耽誤上學時間。

現在印尼教育部開始補助孩童免費就學，每位小學生每年可申請約港幣$471

，初中學生則為約港幣$600，期望得到補助的兒童能盡早重返校園，改善未來的

生活品質。雖然如此，部份家庭還是因為無法負擔制服及課本等開銷費用無法上

學，使學童被迫放棄受教權利。

B. 關於宗教學校

學生也可以選擇於伊斯蘭學校或基督教學校就讀，這類「宗教學校」在印尼

學校總數中所佔比率僅一成，且多為私立學校。伊斯蘭學校所授予的課程內容與

一般學校略有不同，但其各自發出的學歷證明效力相同。印尼華人大多選擇於基

督教學校就讀，主要原因為許多華人在威權統治時期選擇基督教為宗教信仰，加

上不信任「一般學校」的教學品質，以及入學常遭刁難的實際體驗所致。

印尼由17,500

多 個 島 嶼 組

成，政府管理

不易。農村人

口教育水準非

常低，大部份

社會發展只集

中在爪哇島，

偏遠地區仍然

有很多文盲。

根據2015年聯

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印

尼的文盲率為

6.1%而中國的

文 盲 率 則 為

3.6%。

SHARING

CHRIST,

LOVING

PEOPLE



6

「光啟行動」的教育策略

印尼政府自1968年禁絕華文學校

和華語教育，直至1999年才解禁。由於

中國的崛起和經濟起飛，印尼興起了學

習華語的熱潮。另外印尼政府把英語定

位國家第二語言，但因為師資不足，要

在中學時才能提供英語課程。由於對兩

種語言的需求甚大，所以補習班大行其

道，現時已有教會開辦各類補習班

藉此接觸同學及家長，爭取機會傳

福音。

開辦幼稚園的原因

長遠而言，最理想的做法是興

辦正規學校，使學生能接受完整的教

育，有系統地把基督教的價值觀傳輸

及學生。然而，辦理正規學校的手續繁

複，需要很多的人手和資源，且要符合

印尼政府的辦學政策。所以「光啓行

動」以開辦幼稚園為基礎，一)政府的教

育政策對幼稚園的管制還較為寬鬆，沒

有比小學或中學的嚴謹。二)宣教士及團

隊能接觸家長的機會也較中小學為多丶

三)福音種子若能盡中散下，也能鼓勵入

讀普通學校的同學繼續選擇基督教為他

們的主要宗教科。

以單一機構為助學單位的特色

另外，我們也資助了六位

清貧學生入讀基督教學校，學生

背景在以前的通訊也記錄過所以

也不多介紹了。「光啓行動」的

資助與其他機構有些不同，我們

主要集中在一所學校而不是以個

別學生為獨立單位。原因有三： 

a.能減輕有心辦學的基督教機構

的財務負擔，b.與學校建立更深

丶更長遠的關係，c.也能幫助貧

窮孩子接受教育及福音。

針對青少年的教育資助

同樣地我們只專注在一基

督教孤兒院，以機構為獨立單

位，但資助方法有直接與間接兩種。

A.直接性：以「學徒計劃」為主，

幫助青年人跟從宣教士或其他基督徒顧

主，除了學習手藝丶提升屬靈生命丶並

能有金錢儲蓄為自己的將來作打算。另

外我們也正籌辦「神學獎學金」希望能

幫助有心諗讀神學的孤兒或貧窮青年。

B.間接性：幫助孤兒院的物資如：

加潻新傢俱丶衣物丶過節時的小禮物

等。現時我們還承擔了院舍的一年水費

和電費。目的為減輕院舍的財務壓力，

以致孩子能在安舒的屬靈環境下健康成

長。

請代禱

我們知道人的能力有限，視野也

不足，但我們知道神愛世人，因祂已作

了大事、奇事。願神繼續帶領弱小的我

們，祝福我們和宣教團隊繼續為印尼擺

上，願三一真神被更多穆民所認識，祂

的榮光照亮眾海島。阿們!

為了吸引更多民眾入讀伊斯蘭學校，政府的政策有偏斜的問題。在聘請公務員的時候多以伊斯蘭學校畢業生

為首選。另外，容許特別資助以全免學費來吸引基督徒入讀伊斯蘭學校，藉以傳遞伊斯蘭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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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啟 行 動    The Solar Act Organization
www.solaract.org
www.facebook.com/ruden.carrie7

如果你有感動在經濟上支持我們的事工，請把奉獻存入下列銀行

戶口：

東亞銀行：  015-147-40-4001690

支票抬頭請寫：更新教育事工有限公司

或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Ministries Limited

並寄回： 1102, Comweb Plaza, 12 Cheung Yue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本機構是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如需要免稅收據，請提供收據

抬頭人及聯絡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