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olar Act Newsletter

同行宣教路 2018 年 12月

1

開辦幼稚園的最新消息

感謝大家的關心，你們的代禱與金錢奉獻使我們在這艱難的事工上

不覺孤單丶挫敗！求主繼續垂聽禱告，以祂最美好的旨意及時間為孩子

們準備合適的地點及老師團隊。

尋找合適物業的困難

過去數個月，宣教士及同工一直在找樓

盤，交給「光啓行動」考慮的已超過四個，

莫論她們自己篩選的，前前後後已看了十多

個樓盤了。由於我們定位幼稚園是國際級數，

希望以她的學費不但能自給自足，而且還有盈餘

去補足其他需要長期受幫助的事工。所以我們對學校

的選址要求特別高。除了要有舒服及廣大的校舍，交通要方便，車輛自

由出入及在優質的社區環境內等等。現時印尼政府有意發展巴淡島，擴

大免稅區幫助發展經濟，所以有很多新道路及優質房屋出現。但都是在

建築階段，還未成型，所以我們很難決定在那一地段建校。

巴淡島的樓房另一特色都是荷蘭式的設計，因為印尼以前是荷蘭的

殖民地。每所物業大都三層高而且成長方型，門口窄但內屋深長，因此

做成樓梯每級都比較高，對小孩上落做成很大的負擔。我們要摒棄香港

式的設計思維，要多參考當地的個案，這樣才可以與設計師有果效地溝

通。

另外，每一社區都有特別的內在要求。有時地產商可以代辦很多文

件或代為諮詢村長。但宣教士及同工就試過要親自帶資訊文件去拜訪村

長以及找附近的學校，尋求他們不反對競爭者的加入。

影響非牟利機構的註冊

因為以上種種原因，所以至今我們還未決定校址。亦因為要有固

定的地址我們才可以向政府申請註冊非牟利機構，有了機構我們才可以

申請教育牌，實在一環扣一環！以前我們試圖借用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

的家作臨時地址以便先為機構辦好註冊，但神沒有開路，所以我們唯有

等候，直至找到校址才正式申請註冊，雖然時間是慢了很多但也比較直

接，將來機構地址不用再改動。因此，我們會在下年(2019)三月份留在

巴淡島一個月，希望蒙神恩典事情可以順利發展。請大家繼續為我們禱

告，求主帶領前面的每一歩！多謝大家。

光 啟 行 動  簡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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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優質幼稚園 多為華人子女入讀 標準房室

發展中的優質地段 每個單位樓高三層 門口窄、內部深長

長而斜梯級 樓上景觀要兩至三個單位才足夠做學校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者的工作都是徒勞。

我等候耶和華，一心等候祂，祂的話語是我的盼望。

詩篇：127:1 a,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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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孩子還需要很多

透過民丹島的太陽小學，我們一共支助了5位清貧學生就

讀這間私營的基督教學校。由於這些學生的父母大多是低

學歷或未曾受過教育，加上部分家庭因孩子眾多，所以父

母並不太懂得如何栽培或培養孩子的學業。可幸一個學期

過去後，這幾位受資助的孩子成績都是中上，證明他們還

是很珍惜讀書的機會。但知識只能改善生活，如何讓孩子

活出豐盛的生命，還需要很多配套。我們的理想不單是孩

子能認識基督，他們的家庭也有同等機會因接受福音生命

得以改變。

宣教士每幾個月便從巴淡島乘船到民丹島探訪受資助

的學生及家庭。我們夫婦二人在今年夏天到訪時，同意了

校長的建議要幫助學生的營養，以致在成長期腦部及身體

能得到健康的發展。所以宣教士會協助「光啓行動」在每

次家訪時也會買些營養食品過去。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

不偏離。箴言22：6

   We need a 
CHANCE

       Who can give u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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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計劃

另外，校長夫婦是有心

人，他們與當地教會合辦「同

化計劃」(Assimilation Pro-

gram)。這計劃的目的是讓生

活在貧窮線下的小孩也能得到

主流社會的發展機會。「光

啓」的合約同工Diman，也是

校長的丈夫，他是計劃的主要

推手。在這計劃下約十位小

孩，當中也包括「光啓」資助

的五位，有機會去看電影丶吃

漢堡，以及在校長家住宿一

晚。看電影及吃漢堡不是單純

娛樂，而是學習在公共場所排

隊，向服務員及撿查員說多

謝，要懂禮貌。電影後有小

組討論，有甚麼領會或需要

警惕？住在校長家是要學習

規矩，自理及清潔。「同化計

劃」每一期約需三個月，在末

期時還有牧師佈道，所有的孩

子及家人都被邀請出席。父母

除了得聞福音外也能增加與學

校接觸的機會。「同化計劃」

甚受家長歡迎，因為他們親眼

見証了孩子的良性改變。但這

計劃能否繼續或擴大，將要視

乎能得到多少的資助及禱告。

但凡事總有例外！受資助

的小孩Yorlentus雖然成績中

上，也參加了計劃，但卻不能

經常上學。原因是父母太忙未

能送他上學，又或有時還要他

留在家中幫忙執拾一些塑膠容

器去變賣。更甚的是父母不願

意參加末期的佈道會，拒絕福

音！

Assimilation Program

從看電影，學習

排隊，禮貌。也

互相分享感受。

到餐廳吃

飯，學習

禮儀及清

潔。

從遊戲學習紀律、組

織能力及互相照顧。

家長與小

孩向計劃

主持人表

達謝意。

家長與小孩一同

出席報道會，認

識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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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開辦「學生宿舍」

Yorlentus的個案是典型的例

子，學校還有很多學生因父母未能接

送所以不能天天上學。有些又因自己

的無知未能教育好孩子。所以我們有

一個夢想就是開辦「學生宿舍」，把

「同化計劃」內在化，在宿舍內執

行，切切落實「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現時的構思是凡申請入住的學

生，必須是清貧家庭且經由校方證實

同學會認真學習，而父母願意子女接

受基督教信仰，父母也願意出席佈

道會或舉行有關基督敎信仰的講座。

在院捨內孩子會學習課堂以外的知識

如：紀律丶衛生丶禮貌丶自理能力丶

團隊精神及參加社區服事等等。入住

的學生需要承擔一些費用，但收費相

對是較低廉的，因為父母也需要學習

為孩子的教養負起責任。

請代禱

請與我們一起禱告，求主指引祂

大能者的心意，看開辦「學生宿舍」

是否合適以及教導我們如何以祂的意

念做好「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他

到老也不偏離。」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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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joy

理想的學生宿舍

品格教導

團體生活與遊戲

安靜地學習



Anggreany Kurnia Alan (Angie)

一位笑容滿面，而且非常聰明的姊妹。她

英語能力很好也有着音樂恩賜，彈得一手好結

他外還有美好的歌聲。

Angie於2006年在瓜哇島北面的三寶瓏神學

院畢業，隨後她有五年時間在教會當聖經老師

及服事青年人。2012年至2018年中旬她加入新

加坡浸信聯會，參與巴淡島的宣教事工。在任

其間 Angie 會到公立學校教宗教班丶替資助學

生補習工課丶帶領青少年團契，與宣教士 Ivy 

一起探訪隣近社區丶孤兒院以及海島居民，積

極尋找發展福音的機會。

我們期望將來「光啓」的幼稚園開辦後， 

Angie 能以宣教師的身份教導聖經，以及與學

生及家長建立良好關係，幫助他們認識真神。

正如前文提及開辦幼稚園的挑戰，若不是

有着 Angie 及 Ivy的幫忙，她們辛苦地在前線

奔跑及準備文件 ，辦成幼稚園的機會就更渺茫

了！

6

介 紹 團 隊

非常感恩，Angie 和 Diman 都願意加入「光啓行動」成為我們在巴淡與
民丹兩島的前線工作者。宣教士 Ivy 作我們的義務顧問，以她豐富的工場經
驗及代我們管理團隊，「光啓行動」得以在這兩島順利推展事工，以及能敏
銳地尋找其他的合適機會幫助福音在穆民地區裡的發展。



Ivy Yu 「小茹」姑娘

香港人，有十多年的宣教經驗，主力服事巴淡

島，但因着差會的需要也會抽空到民丹島支持事工的

發展。「光啓行動」就是因她的關係而認識了太陽學

校。

Ivy 是我們非常信賴的宣教士丶她細心丶有責任

感也有正義感丶向主忠心而且非常愛䕶同工。她不計

較辛勞，只要是為福音便願意付出。因此，她願意加

入我們，義務協助「光啓行動」管理團隊及跟進工場

上的大大小小問題。

我們很感恩，因為同是香港人所以沒有語言及

文化的問題。很多溝通都能透過視像或電話便能達

成，直接提高效率。 

Dadi Priadi Immanuel Elia (Diman)

與 Angi 和 Ivy 不同，比較嚴肅及內斂，可能  

Diman 是一家之主而且又是兩位女兒的父親，更可能  

Diman 與太太 Irene 一起成立了民丹島的太陽小學

暨幼稚園，因為是管理層所以比較嚴肅。不過 Diman 

也有他隨意的一面，就是雨天也不用雨傘，只要頭頂

戴著一小帽便能起行。其實 Diman 非常有創意及愛

心，他與妻子同是宣教士，而且對弱勢及貧困無依的

人非常有負擔，總是想辦法幫忙。前文提要的「同化

計劃」就是 Diman 主力推動的。

Diman 與 Angie 不同，他是我們的合約同工，

為期兩年。我們主要借助他的辦學經驗幫助「光啓行

動」伸辦幼稚園的教育牌，以他的人脈幫忙走訪各個

政府部門。另外，在這期間也幫助我們照顧受資助的

民丹島學生與家人，帶領他們認識真神。 Diman 對

我們説傳福音是他的興趣，所以非常樂意執行這項任

務。

結語

我們期望 Solar Act (光啓的英文名字)加上 

AID （Angie, Ivy, 及 Diman)能成為主所賜福的隊

伍，被主大大使用，能把耶穌基督的真光以實際行動

及幫助帶給更多未得之民，為主贏得更多靈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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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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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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

並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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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