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新年蒙恩！相信主，这将是富
有成果的一年。 

转化需要刻苦、奉献和牺牲。它也需要
时间和毅力。多年伴陪挣扎者一起同
行，除了“真理与恩典”之外，时间和
毅力也至关重要。即使一个人转变了，
也会有人怀疑他。那些靠基督的力量
改变，并且不再过着LGBTIQA生活的人
需要有机会宣告他们在基督里的转变！世界需要听到故事的另一
面，LGBTIQA确实可以改变。感谢神垂听了他们的哭诉。

去年11月在台湾举行的全民公投，10个公投项目中有3个将重新
定义和影响一男一女的传统婚姻。上帝兴起了一群并非来自有关
LGBTIQA背景的基督徒在2018年11月10日和11日，位于台湾举
办了第一届国际跨虹节。跨虹者是一群离开了女同性恋，男同性
恋，双性恋和变性生活方式的人。PLUC有幸代表马来西亚参与
这节日。我们加入了其余的14个国家，一起宣告我们作为跨虹者 
“敢于不同”，你可以在本期通讯中进一步地阅读此宣言。

当我们完成那宣言时，我流泪了，我深受感动，我知道在这旅程
中我们并不孤单，每个人都应拥有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发现自己在
基督里身份的机会。我相信你的教会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让
他们去寻求基督以及他们的身份。请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你的教会
一起合作，让教会成为LGBTIQA的“桥梁”。我们不需要等到已知
道一切后，才扩展我们对他们的爱和支持。

查看truelove.is，你可以看见一个又一个讲述亚洲LGBT生命转化的
故事。上帝从来没停止改变生命，你的教会也可以成为这其中的
一份子。我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和祈祷，因为我们都在为着祂的丰
收而共同努力，要看见捆绑被断开，众人在基督里得着释放。

总干事的话...

感谢您宝贵的合作与支持！

支票要划线，且写上支付给收款者 
PLUC Events Sdn. Bhd.

+603-7887 3501 /  +6012-508 3501 (求助热线)

help@pluc.org.my

www.pluc.org.my

P.O.Box 8513, Pejabat Pos Kelana Jaya,
46791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Agape Community Centre Seremban 2 (A/G), Aglow Assembly, 
Changkat Kruing Chinese Church, Charis Christian Centre, Gereja 
Charis KL, Gospel Assembly of God, Glad Tidings Assembly of 
God, Kampung Raja Hitam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Klang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Klang Wesley Methodist Church, 
Mega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Muk En Methodist Church, 
New Life Restoration Cheras, New Life Restoration Puchong, 
Petra Christian Church, SIB KL, SS19 Disciple Makers, Subang Jaya 
Assembly of God, Trinity Methodist Church, USJ Congregation, 
Wesley Methodist Church Sitiawan.

Aaron & Sandy Chui, Alvin, Amanda & Raymond, Angie, Aini Ling, 
Alice Leong, Bernard, Bong, Cecilia Yau, Chai Hong, Chee Kean, 
Connie, Cheah Ee Keong, Choong Kee Lan, Chuah & Gan, David 
Eng, Dexter Hong, David & Karen, Don Cheong, Ee Ching Wah, 
Elfina Ng, EPCC young adults, Evelyn Lau, Eunice Sin, Gan Siew 
Ching, Siew Li, Grace Ngai, Grace Tiong, Grace Yee, Gillian, Hiew 
Chun Keat, Ik Haw, Nai Khee, Jee, Jessica Lee, Joanne Poon, John 
Yang, John & Pearl, Julian Si, Julie Khoo, June Chin, Kay & David 
Yim, Kenneth & Jackie Jung, Lee Beh, Siew Teng, Lizzy George, 
Kuo Hao, Mr. Eng, Mrs. Wang, Michael & Pat, Mollie, Munnie Mok, 
Nas, Peter Choo, Peter Yap, Rachel Tan, Rolland Lau, Sam, Sam 
Li Wei, Sanual, Selina Chen, Su Chen & Joash, Chew Mae, Vijay, 
Wendy Lee, William Teh, William Ting, Woo Yann Fong, Wong Fu 
Mauh, Wong Chee May, Yien Fang, Yune, Anonymous. 

Bible College of Malaysia, EDC International Sdn. Bhd., Love’s 
Hope Singapore, Malaysian Care. 

感谢您给予我们财务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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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面对性方面的课题，且正在寻找帮助，或者有兴

趣在 PLUC 当志工，请联络我们：

我们欢迎您与 PLUC 合作：

奉献／认捐 ( PLUC 是一家以信心为本的非营利机构 )

您可透过银行转账投资在我们的事工上：

Public Bank Berhad   I    银行户口 :  3133229425



by Pastor Samuel Nesan

同性恋的挣扎
与福音

同性恋这个议题，让我想起蛇对始祖
夏娃所说的诱人话语。 那试探者开口
就问，“上帝岂是真说...？”1 。在亚
当和夏娃堕落之后，这问题在误导人
类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毕竟，
如果一个人可以对上帝所说的话产生
怀疑，他就能以“上帝岂有说…”，
认为上帝在某事上保持沉默，藉此为
自己设立道德标准，以自由为名，在
为所欲为的事上为自己辩护。基督教
护教学主要致力于坚信上帝所说过的
话，并且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拥有祂所
启示的话语。

研究过圣经后，我确认为上帝在同性
恋的议题上并不沉默。因此，这不是
如果上帝有无说过的问题，而是上帝
对同性恋课题说过什么的问题，这将
成为我写作的主题。我尝试从圣经对
人的处境所作的描述来处理同性恋议
题，随后向那些有同性恋倾向，挣扎
中的人指出圣经中福音带来的盼望。

我在处理同性恋这方面的问题时，发
现了其中显著的的问题是神学对于人
的定义（人类学）有不足之处。护教
学者 L.T. Jeyachandran 从两方面精准
地描述了这个问题。首先，他展示了
在亚当和夏娃沦陷之后，好多人在不
知不觉中以创世记第3章作为传福音
的起点。这个方案的问题在于它对作
为造物主的上帝描绘了一个消极和错
误的形象。作者曾与一位怀疑论者对
话，他批评说，“一个全能的上帝创
造了同性恋者，然后又惩罚他们的行
为”。创世记1-2章将帮助反对者了
解上帝并没有创造同性恋者。他创造
了无罪的亚当和夏娃。然而亚当和夏
娃的堕落摧毁了上帝对人类的原始设
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上
帝会因为一个堕落带来的后果判同性
恋者下地狱？

事实是在圣经中并没有一处指出上帝谴责同性恋者或拥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根据
圣经，我们被告知：“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利
未记18：22）。在新约里，使徒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哥
林多前书6：9）。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两段经文中，只有同性恋的行为受到谴
责。我们必须区分同性倾向和同性恋行为。换句话说，在我们堕落的人性中，被
同性别的人吸引是没有罪的。2  有罪的是源自于同性吸引导致的同性恋行为。同
样的标准也适用于被异性吸引的异性恋者。虽然这种吸引力本身并没有罪，但在
哥林多前书6：9（例子: 通奸或淫乱）里，对婚姻以外所采取的冲动行为将受到
严厉的谴责。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要谴责同性恋者，甚至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欲
望。福音实际上有宣明，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停止这些欲望是不可能的，因此一
位完美的救主耶稣进入了我们堕落的世界，并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我们的软弱。

Jeyachandran指出的第二点是，我们的福音信息往往都比较着重于灵魂，以至于
我们常常淡化肉体的重要性。如果你已经在教堂待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自
己对于“为灵魂祈祷”或“拯救灵魂”这样的短语感到熟悉。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基督徒的希望不仅仅是我们灵魂的救赎，还有我们肉体的复活。保罗在犹太公会
之前的审判中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使徒行传23：6）。
保罗所说的这种复活不是一种灵魂脱离肉体的状态，而是肉体上的复活，就像耶
稣从死里复活的形式那样。正如约伯在旧约中所承认的那样，“我知道我的救赎
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
（约伯记19:25-26）。因此，肉体是福音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绝不应该忽
视。那么，这与一个在同性恋里挣扎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全部！世俗文化让我
们相信，除非我们公开接受同性恋的行为，否则我们就是剥夺了那些同性恋者想
要追求幸福的机会。如果没有复活，他们所说的或许可以立论。正如使徒保罗承
认的那样，“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
（哥林多前书15:32）。然而，如果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今生使用肉
体所做的事就会在永恒中永远回响。

结论是同性恋挣扎与任何其他的性挣扎没有什么不同。基督大能的福音承诺使受
试探的人能够胜过他或她的试探。福音既已承诺了肉体复活的希望，相应的，我
们属世的挣扎也会逐渐消退。正如保罗所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
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
了”（罗马书8：17-18）。在同性恋欲望里受苦的基督徒们永远不孤单，他们
在肉体中挣扎，神确然已经为他们遭受肉体上的苦痛。那位永不改变的神从死里
复活，应允了一个比亚当和夏娃未堕落的状态更加荣耀的肉体！

1   Genesis 3:1. All biblical citations in this article are quoted from the ESV.
2   I hold to th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sex and gender.

圣经对同性课题之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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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兴华独中

世界宣明会AMIST CF (Penang)

回 顾 2018

巴生中华国中

柔佛全备福音教会 三月 2018一月 2018

四月 2018 

一月 2018一月 2018

我觉得这场讲座很有
意思。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讲座。如
果 将 来 有 人 找 我 分
享，这很可能会有所
帮助。

我 觉 得 这 场 讲
座 很 有 意 思 ，
很 精 彩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听 完
整场讲座。

              我觉得
          这场讲座很
        有收获。我有
      一位朋友目前面对  
           这样的挣扎。

这是我第一次
好好地听完了
整场讲座。因
为我每次只听
一半。

我认为这场讲座
非常有用。它会
帮助很多遇到这
类问题的人。

讲 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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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Pastor Academy

培 训

USM CF

诗巫

汶莱

UKM CF
五月 2018

十月 2018

四月 2018

四月 2018

一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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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

工 作 坊

泰国曼谷 AIYS

日本冲绳岛

二月 2018

三月 2018

四月 2018

五月 2018

五月 2018

禧福培训中心

卫理公会美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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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C   感 恩 聚 会

Reservoir Garden Baptist Church Penang

Metro Tabernacle Youth Camp

十二月 2018

十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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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David, 我出生在印度的一
个基督徒家庭，自2000年以来一直都
在马来西亚工作。从小我就经常去教
会，也曾在青少年团里担任过重要的
职务。然而，我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宗
教人士，也没有与上帝建立个人的关
系。

我在一个以优良表现为导向的家庭中
长大。由于我不擅长学习，我经常
被我的母亲和补习老师责骂，殴打，
还有口头和情感上的虐待。我童年大
部分的时间都充满了恐惧，内疚和羞
耻感。我的父亲常常忙于他自己的工
作，也没有抽出时间陪我。当他在我
身边时，我会感到紧张和焦虑，因为
我已经预料到他会骂我或讽刺我。我
的自信心非常低。

当我进入青少年时，我开始被班上的
同学，特别是那些擅长运动的男孩所
吸引。我与女生相处得很好，但是对
男生就感到不舒服。我常常被其他男
生嘲笑，因为他们发现我的肢体语言
非常地女性化，还为我取花名。甚至
我的父母都会评论我女性化。尽管我
努力地摆脱这些女性化的行为，但都
是徒劳的。我觉得我与周遭的一切完
全地不和谐。

进入成年期，我对男人的吸引力开始
增长，我渴望有人爱我，拥抱我，让
我感觉到自己被重视。在二十岁出头
的时候，我开始和我的一位同事交朋
友。我非常地爱他，以至于我们变得
亲密，导致情感依赖。我们都一直保
持着这种关系，直到我来到了马来西
亚工作。

我刚刚来到马来西亚时，我会害怕那
些有权势的人。当我的老板或前辈向
我提出问题时，我会全身僵硬。我期
待有人会来保护我并向我表达善意。
我与我的室友日渐亲近，对他产生了
情感依赖。即使我和他没有身体接
触，我还是对他着迷，他就像是我的
整个世界。我很享受他给予的关心，
我觉得很满足。

这期间，我的父母为我安排了一门婚
事。我天真地以为通过结婚，我的
同性吸引就会消失，因此，我同意了
这门婚事。然而，婚礼结束后，我却
被奇怪的恐惧感和仇恨吞没。我走进
浴室里，崩溃地哭泣。我想念我的朋
友，我想去找他寻求安慰。我的情绪
非常激动。

不久，我带着我的妻子到马来西亚开
始我们的新生活。但是，我们几乎没
有肢体上的亲密接触。每当我尝试，
我都感觉很脏，也不享受。有一次，
我去了我朋友那里，哭着向他倾述一
切，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多么想和
他在一起。就在那时，我和我的朋友
开始了一段亲密的关系。

那种害怕被控制的感觉使我与我的妻
子渐行渐远；想要被爱的感觉却把我
推向我的朋友。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
的情感，因为我被夹在妻子和朋友之
间。我想要自杀，抛弃我的妻子，父
母和所有人。我想要得到平安。在我
内心深处，我知道自杀是一种罪。每
天晚上我都向上帝祷告，要求祂拿走
我的性命。虽然我从来没有在肉体上
虐待我的妻子或粗暴地对待她，但由
于她得不到我的爱和感情，导致她承
载了情绪上的压力而消瘦。我们之间
相处得不好，决定离婚。

虽然我觉得解脱了，也能够自由地和
我朋友在一起，但我开始觉得有些
不对劲。我感到困惑和沮丧。正巧，
当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时，我从两个
男人的谈话中听到了“同性恋”这个
词。这是 Exodus International 的一档
节目。我将那网址记录下来并联系了
相关的负责人。我也学习到改变是可
能的，我也不需要持续我现有的生活
方式。接着，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
PLUC。

我联络了PLUC 并有机会分享我的人生
故事。当我可以向那些理解我且可以
为我祷告的人分享关于我在生活中所
遇到的难题时，我感到轻松。我意识
到一个男人被另一个男性吸引并不是
上帝的计划。我开始了解同性吸引的
导因以及上帝的爱和祂的救恩计划。

by David 在基督里
      寻回自我

见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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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跨虹者是把自
己定义为离开女

同 丶 男 同 丶 双 性 恋 和
变 性 生 活 方 式 的 一 群
人。2018年11月10日，
十五个国家的跨虹者们
齐聚与台湾第一届国际
跨虹节。

我们宣布「敢于不同」
包含三个元素：

 敢真
 敢爱
 敢於不同

国际跨虹
  运动宣言

在一次的辅导中，Tryphena牧师为我
小时候所受到伤害和拒绝祷告。她要
求我邀请耶稣进入我那时严重被责骂
和殴打，遭到拒绝，且生活一团糟的
情况里面。当我邀请耶稣进入那些情
境时，我看到一个画面，耶稣走进去
那间房间，坐在我身旁，温柔的将我
拉近祂的身边。祂双臂搂着我，对我
说：“不要担心，我会照顾你，我也
会与你同在。”我喜极而泣，内心深
处感到平安。

魔鬼在我脑海中播下种子，让我觉得
女人是没耐心的控制者，所以我很害
怕她们。我学习原谅我的母亲和我的
补习老师在情感上对我的虐待，我原
谅我的父亲没有抽出时间陪我，以至
让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由于想要被
爱和被关注的这些需求从未得到满
足，所以我向其他男生寻求这种肯
定。牧师向上帝祈祷，要斩断我与这
些人所有灵魂上的连接。我也祈求上
帝原谅我对我的婚姻不负责任。

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做伟大的事，
我开始学习信靠他，并在我的生
命里得着祂的爱，特别是在我情
感受伤这部分。通过与牧师的定
期辅导，我也开始学习上帝的话
语和了解到一个健康基督徒团契
的重要性。很多时候，魔鬼会告
诉我，我是一个失败者，特别是
当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已经远远超
越了我，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我
打电话给牧师，并在电话里绝望
地哭泣，牧师就会为我祈祷。我
仍然会有同性吸引，也会对于试
图接近我的女性有不适感。但是
靠着圣灵的帮助，我学习控制自
己的思想和拒绝有关失败的想
法。这趟旅程才刚刚开始，我相
信在上帝所指定的时间，我将透
过基督经历更多神所赐予的丰盛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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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布，作为跨虹者，我们对正在经历同性恋爱的

人们怀有同理心。跨虹者是饱含热情与怜悯，服侍寻

求自由的LGBT群体的人。 

我们宣布，跨虹者在文化和心里方面有以下倡
议：
性别自信，而非性别骄傲；
满足感，而非刺激感；
真正的自由，而非解放。

作为跨虹者，我们宣告——蜕变是可能的。

敢于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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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们要如何提问？
问某人是否想自杀是很尴尬的，然而，不要
避免或延迟提问，宁可过于谨慎也不要冒失
去对方的危险。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排
时间给你打算接洽的人。是的，你必须提出
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根据马来西亚的文化
背景，“面子”是很重要的。”呃，你想死
啊?” 这样直接的话会让人感到尴尬。以一些
间接性的问题作为开始可能会更容易，然后
继续以更具体的问题讨论关于自杀：

间接问题：
“你现在感觉如何？”
“最近有什么事让你担心吗？”

具体问题：
“我知道你因为这个问题而承受很大的压
力。对于面对同样问题的人，有着想结束自
己的生命的想法并不罕见。你有同样的想法
吗？

如果该人表示想要寻死，请不要将你的惊恐
激动地表露出来（尽管在你心里面，您感到
惊慌是正常的）。自杀的人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您表露出你的焦虑，压力或批判，他或
她可能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尽量保持冷
静，并进入下一步：

直接的谈论关于自杀——当有人谈论关于自杀时，请不要掉以轻
心。哈佛研究员Matthew Nock及其它同事们估计，近三分之一想
自杀的人实际上已经进行着尝试。 3

间接的谈论关于自杀——自杀是一个被耻辱所包围的禁忌问题。
因此，很多人都会为了面子而婉转地传递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信
息，例如“如果我不在我家人的身边，对他们来说会更好”。

行为迹象——大量储存药物，变得更加孤立，辞去工作，失去控
制和脾气火爆，之前曾尝试过自杀...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个人在
自杀前的一些行为迹象。

环境信号——失去工作或亲人，家庭冲突，被诊断出有严重的疾
病和其他情境危机都可能是促成自杀的事件。例如，来自台湾国
立大学的Chang Shu-Sen及其同事们发现，在1997/1998，经济
危机所引起的失业导致一些东亚国家的自杀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4









by Samantha Ching

谁该防止自杀？
每个人都有责任防止自杀。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有信心介入帮助自杀
者。与其将预防自杀的责任转交给精神科医生和辅导员等“专家”，
其实在公共卫生领域，有一个自杀防治团体可以装备每个人成为社群
的“守护者”—守卫或监察—以识别和引导自杀者寻求帮助。

我能够做什么？
市面上有一些培训单元可以装备社群去预防自杀（请查看sprc.org以
了解一些对于特定群体所进行试验和测试的程序）。其中最受欢迎的
是由Paul Quinnett所创立的QPR方法。 2   这种方法的运作原理有：
 问对方是否有自杀念头；
 说服自杀者不自杀和寻求帮助；和
 引导自杀者寻求专业帮助。

我们要如何识别出想自杀的个体？
任何人都可能有自杀的念头，甚至计划或企图自杀。有时，我们可以
从一些警告信号去辨认出他们。

防止自杀：是众人之事

自杀是生死攸关的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

自杀是年龄在15至29岁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在女同性

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LGB）者当中，有五分之一的人

一生中曾尝试自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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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介 - 我们要将自杀者转介给谁？
你可以将自杀者转介给你认识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如果你不认识任何你
觉得你可以介绍给自杀者的专业人士，请将这个辅导员的电话号码保存在
你的手机里，并将其电话号码交给你正在交谈的人：03-7956 8144。

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人是否真的会自杀。有时候，你可能需要陪伴一个人度
过自杀危机，也需要从他/她的家人或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得到增援，而不
仅仅是离开。根据经验，不应该让一个人在下列情况中独处，当：

最后的话
你永远无法阻止某人想要夺取自己的性命。但是，你可以在那个人最黑暗
的时刻成为他或她最好的陪伴。如果你感到害怕，请记住，去往以马忤斯
的路上，总会有第三个人同行，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们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今晚，在父母下班回家之前，我会在我
的房间里悬梁自尽。”
这个自杀的方法是可以达到的——“我买了一根绳子。”
这个人处于一种非常情绪激动的状态，或者似乎看起来与现实失去联
系。







Hottes, T. S., Bogaert, L., Rhodes, A. E., Brennan, D. J., & Gesink, D. (2016). Lifetime prevalence of suicide attempts 
among sexual minority adults by study sampling strateg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6(5), e1-e12.
Quinnett, P. (1995). QPR: Certified QPR Gatekeeper Instructors Training Manual. Spokane, WA: The QPR Institute.
Nock, M. K., Borges, G., Bromet, E. J., Alonso, J., Angermeyer, M., Beautrais, A., ... & De Graaf, R. (2008). Cross-national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suicidal ideation, plans and attempt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2(2), 98-105.
Chang, S. S., Gunnell, D., Sterne, J. A., Lu, T. H., & Cheng, A. T. (2009). Was the economic crisis 1997–1998 responsible 
for rising suicide rates in East/Southeast Asia? A time–trend analysis for Japan, Hong Kong, South Korea, Taiwan, 
Singapore and Thailan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8(7), 1322-1331.

1

2
3

4 

虽然我知道PLUC事工已超过
10年，但直到2018年10

月，我才开始参与PLUC，成为
志工。这一切都始于罗碧玲牧师
的邀请，希望我和她同行服侍。
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立即回
应：我渴慕学习，想观察她如何
与求助者同行。我必须承认，这
些年来，我觉得我非常不适合服
侍情感破碎的人，尤其是与性身
份认知存疑的人。

几个月的服事，启发了我，充实了我的经验。
刚开始，我只是在牧师辅导求助者的过程作笔
记。我学会了如何用耳朵和心灵去倾听。我第
一次的体验让我震惊又心痛。我很感谢罗牧师
能引导我并为我祷告，好让我不会觉得负荷不
了。我学会把重担交托给主。

到目前为止，我们陪伴了两位男士。我学习了
很多关于教牧辅导和一些非常有帮助的技巧。
我的贡献就是成为男性形象的榜样，盼望能引
导他们体会到天父的爱。这机构是一个认真看
待生命并以真理恩典与他们一起同行的机构，
在此服侍，我感到荣幸。by Teo Chung Hock

说服——我们要如何说服某人

               继续活下去？

在圣经里，诗篇作者哀叹说“黑暗是我唯
一的陪伴。”许多自杀的人需要一个不偏
不倚的同伴去聆听他们所说的。聆听他们
的故事，询问更多的细节，并表现出兴
趣。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同理他们的情
况：

“对于这个问题，你似乎感到很伤心和担
心。”

在更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之后，你可以如
此的说来说服他们寻求帮助：

“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情况。我能理解为
什么你认为自杀是一种选择，但我认为取
走你自己的性命可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好方法。你其实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帮助和
支持。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些选择吗？”

志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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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您在以下的领域与 PLUC 合作：

* Kuala Lumpur   * Selangor   
* Kedah   * Johor 

* Negeri Sembilan   * Perak 
* Pahang   * Penang   * Sarawak 

感谢上帝为我们开了许多门，让我们有
机会在本地和海外的各个教会，学校，
组织，圣经神学院和学院进行醒觉意识
讲座，研讨会，培训以及讲道。

海 外

教育与提倡

关于联系

求助者简介

本 地

培训
研讨会

工作坊承办人

祷告支援
 (Whatsapp 祷告室)

大会／研讨会
志工

电子简报订阅
奉献/ 认捐

 (PLUC是一家以
信心为本的
非盈利机构)

Okinawa

Taipei

Bangkok

Brunei

Singapore

醒觉意识讲座
讲道

61救助个案总数

 (一月至十二月) 研讨会
培训工作坊

20172 

2018 
人数统计表

男性 女性 家长 伴侣

基督里得自由 (PLUC) * 连接     * 提倡     * 教育

我们坚定的使命是要与心灵破
碎的挣扎者相连，并看见他们
恢 复 个 人 的 尊 严 和 建 全 的 关
系。我们敬重每一位挣扎者想
要将性别身份恢复至神的初衷
的决心，透过家人/教会同行，
让他们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希
望和关怀。

我们推动觉醒运动,提倡建立一
个具包容性的环境给予那些有
意克服同性吸引的群体，让他
们感到被爱、被尊重，避免遭
遇偏见和歧视。在这个能够从
中经历真理和恩典的环境里，
我们见证了许多过来人满有成
果地达到自我认知、得医治和
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我们是谁?

我们可以
如何帮助你？

我们提供：

基督里得自由（Pursuing Liberty Under Christ, 简称 PLUC）是一个非盈利的基督教组织，
带着三重使命与在同性吸引中挣扎的个人连接﹑提倡并教育。

我们明白，成长路上，可能遇到一些带
来长期影响的情感伤害。为了能阐明如
何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以保护我们年轻
的一代，我们致力于走进校园、教会、
团体和社区去教导公众关于同性吸引的
真相、常见的误解和迷思、性取向的发
展、所涉及的健康风险, 也让大家懂得如
何与挣扎者促进互相勉励的人际关系。

*  连接（恢复） * 提倡（意识） * 教育（启发）

根据求助者与家属的需要，安排个别教牧辅导服务。
为求助者设立支持小组能帮助自我发觉﹑个人成长，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来建立崭新和健康的关系。
在校园﹑教会﹑团体和社区举办讲座会﹑研讨会和工作坊，教导群众如何更了解求助者和家属，并给予
支持和关怀 。
关于同性吸引和迈向整全的资源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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