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 March 2014
撒种之友会讯 : 一份连接基督徒国语作者、出版者、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季度会讯

为马来西亚教会兴起约西亚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务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
沉默有时，说话有时......“
（传 3:1-8）
马林是来自沙巴州古达的一个单亲妈妈。
她有三个孩子，分别是4岁、12岁和19岁.
她的大女儿目前在吉隆坡一所学院念书。
另两个孩子在小学和 KEMAS 幼儿园 。
丈夫在两年前去世后，全家靠她养家糊
口，学校里的孩子情况如何，她几乎一
无所知。他们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校内
激进的伊斯兰化。
今年初，在沙巴的皮塔斯(Pitas)某偏远村
的教会发生的事成为头条新闻，因为那里
被发现进行着“可疑的改教”。它也发生
在纳巴湾(Nabawan) 和 Pensiangan 。 令人
震惊的是，连教会领袖也不幸免，因为根
据官方的伊斯兰传教 (dakwah) 网站
(http://syahadah.dakwah.org/) 连牧师也
改教！
国语教会从沉睡中醒了吗？马来西亚教
会是否准备好，起来并为耶稣发光？
Mamangkis 运动已经在沙巴州开始了。
它不再只是祷告时刻，它是教会发声与行
动的时刻！
让我们在代祷中加入这样的祷词：“上帝
啊，如果我发声或行动的时刻来到了，求
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及从何做起。请告诉我
该说些什么。”
今天你祷告时，也聆听。也许，神要对你
说，要如何踏出一步，按照某个信念行
动，或代表只能默默受苦的一群说话。
这会是你采取行动的一刻吗？

wawasan.penabur@gmail.com
www.wawasanpenabur.org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22:7)
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 2014年不能成为马来
西亚教会“一切照旧”的一年。想想那些挑战—
—持续下去的阿拉课题， 2014年1月2日 的没收
国语圣经(Alkitab Berita Baik) 与伊班语圣经 (Bup
Kudus)，令人震惊的透过威胁、恐吓、欺骗及诱导
使土著基督徒改教事件。
教会应当在这一刻兴起，而不是感到沮丧与挫败，要保护我们的下一
代领袖，栽培他们成为门徒，并建立他们的信心。沙巴的土著教会已
经在兵南邦，兰瑙和纳巴湾三次发出 mamangkis 的呐喊 （卡达山
杜顺 Kadazandusun 与姆律 Murut语中的战斗呐喊）。 这是土生民
(Anak Negeri) 基督徒奋起捍卫自身权利与年轻一代的号角声。

我们自己在信仰上冷淡，没有看到培养他们敬畏耶和华的紧迫 性，
就不能责怪别人“偷去”我们的孩子。栽培我们的年轻人为门徒永不
嫌太早，事实上，我们已经迟了两代！培育和打好他们的基础需要多
年时间，以便神的话语能扎根在他们心中。
我们是怎样栽培我们的年轻人为门徒？我们可以从约西
亚王的典范学习。在他31年做王期间，没有任何有关他
品格的负面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

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
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王下 23:25）
约西亚的模范生活可用一句话概括：“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
事，行他祖先大卫所行的道，不偏左右。”（代下34:2）约西亚
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不是按照人所见或世界的方式，也不是
根据政治正确或合乎理性。在神眼中，他一生始终都做对的事。
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明白祂的心意，才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每
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总能找到一些更深入的理解，使我们认
识神的心意更好一点。

约西亚做王时只有8岁。他在一个道德沦
丧又拜偶像的环境中长大，拜偶像在当
时的文化根深蒂固。上帝的书卷没有立
足之地。上帝的律法有系统地被消灭。

因为约西亚王持续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上帝对他的
回应是：“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

方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的心就软化，在我面前谦
卑下来，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你。这是
耶和华说的。”（代下34：27）

约西亚16岁开始寻求神, 20岁开始摧毁
巴力的祭坛。他将亚舍拉和偶像打碎成
灰。因着60年盛行的拜偶像风气,各地偶
像庙宇林立，约西亚要用6年年时间才
清除它们。
约西亚在26岁开始重建荒凉了60年的上帝
的殿。耶和华破碎的祭坛需要重建。藏在
殿中 的耶和华的律法书被发现。这本书卷
会遗失 在上帝的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但神的话不会被消灭。我们相信，在我国
阻止人阅读国语圣经(Alkitab)的任何企图
将失败。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35说:"天地

要废去，我的话却绝不废去…”
约西亚找到了律法书，就叫人读给他听。听到那些话，
他如同被雷殛。“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

因为我们祖先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话，没有遵照一切
所写有关于我们的去行, 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
(王下22:11-13)
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时，会受激励
而行动。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
神透过祂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说
话。祂的话语活泼又大有能力，
且是永恒的。祂不是说有，世界
就有了吗？ 神的话语深深渗入
我们的灵魂。神无所不知。因此，
每一个母语为国语的孩子应当拥有一本国语圣经,并
且阅读它，这是如此要紧的事。
约西亚听了上帝的话语，有一些问题。他立刻命令大
祭司与他信任的官员求问耶和华，犹大的属灵状况如
何。我们年少的男孩和女孩阅读国语圣经时，圣灵会
使他们知罪，他们往往就会有些问题。他们会转向
谁？他们求问他们的牧师时，他会告诉他们什么？
在Wawasan Penabur，我们明白，
牧师也需要更深入理解国语圣经。
拥有一本 内容扎实的研读本圣经
能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今年发
起另一项运动 --“提多书 2:7
运动”-- 入口与分发研读本
国语圣经学习版(Alkitab
Edisi Studi) 给国语牧师、
领袖及圣经学校学生。

有时候我们想知道: “上帝是否听见我的祷告?” 或许
我们应该问：“我是否听祂的？我怎样回应上帝的话
语?” 我听到祂的话，是否谦卑下来，真实地 悔改？
它是否催逼我去到耶稣基督，我的救主那里？”
耶稣说：“有耳的，就应当听。” 每个人都 有耳
朵，但只有少数人听。约西亚听了。他听到上帝的话
语，就谦卑自己，真心悔改。
从约西亚的故事，我们学
到这大有能力的应许：知
道并服从神的话语让我们
各人、全体教会及全国都
蒙上帝的福气。不顺服带
来上帝的审判。
请记得：一个强稳的讲国语教会就是一个强稳的马
来西亚教会。我们今天这一代需要重新发现上帝话
语的能力。愿上帝挑战我们，在马来西亚兴起许多
约西亚。

Miriam Adeney博士主讲的写作工作坊

国语儿童圣经给砂拉越的学童

Wawasan Penabur主办第二届 Miriam Adeney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的那位的工；
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约 9:4）

博士主讲的 写作工作坊。它从2013年11月
18日至21日在美里举行。共有11名东马人
参加本届工作坊，工作坊目的是要鼓励当
地基督徒作者写出以马来西亚为处境的作
品。
参加者来自不同的科系与背景，有牧师、教师、博客写
手和专业人士。四天的研讨会着重于写作的各方面，如
语言的技巧运用、讲故事和歌曲创作。讲员带领参加者
走过写作的各阶段，从一篇作品的开始直到最终成品的
出版。

我们为Miriam博士与她所提供的重要培训感谢主。我们
希望，将来神会兴起更多本地作者，写出影响生命的作
品。

砂拉越的机会之窗仍然向我们
开放，接触学校的孩童：跨越
不同的族群与宗派，从传福音
到巩固他们的信心都可行。
通过砂拉越读经会（SU）和学校基督徒团契（ISCF）
顾问 (TCF ) 之间的合作，成千上万本 的国语儿童
圣经已带入内陆的学校。国语儿童圣经是在 (小学)
基督徒团契聚会上分发。

我们首先于2012年5月分发给腹地的小学，从那时
起，我们收到了来自教师、家长和儿童令人鼓舞的
见证。它如今被用作为在校寄宿学生夜间的灵修材
料。有些圣经已变了颜色，不是因为印刷品质差，
而是因为它们已被学生翻读一遍又一遍！一些内陆
的学生说：“对我们来说，它们是无价的财宝。”

砂拉越一个儿童一本圣经运动
“砂拉越一个儿童一本圣经运动”于2013年11月17日在
美里发起。除了各教会宗派，Wawasan Penabur 也与砂
拉越圣经联盟 (Scripture Union Sarawak)，圣经联盟 (Bible
League) 和在沙巴 Bangkit 幼儿园计划合作。

2011年11月，我们将几箱国语儿童圣经带给乌鲁巴
拉姆区的本南族学生。那时，孩子们懂得背诵伊斯
兰祷词，甚于圣经故事。但是，当我们在2013年8月
再次探访他们时，那些孩子正全神贯注于读国语儿
童圣经！

对于正在进行的一个儿童一本圣经2013/4运动(2013年7月
–2014年12月)，我们的目标是另再印发 10万本至沙巴和
砂拉越。截至2014年3月15，我们已经印制 60,000 本和
分发 39,500 本。
我们的标语是:“现在每个孩子都可有一本圣经”。你也
可以成为这项运动的一部分。
请将您的奉献寄至：
Wawasan Penabur Sdn Bhd

May Bank马银行户头号码：5623 6663 2813

然而，挑战依然艰巨。内陆的孩童需要更多书籍，
并且需要更多工人把书带给他们。目前，砂拉越的
小学只有30个基督徒团契 。而他们的信心每天都受
到蓄意侵犯！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 （罗1：16）
作者： Litad Bian
砂拉越,美里

提多书2:7主动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
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提多书 2:7,8a〉
研读本国语圣经（印尼圣经公会，2010年）是一部全彩
的研读本圣经，里面有有助益的研经资料和灵修指导。
它以〈当代英语版学习本圣经〉为基础，但文本是来自
(新译本印尼语圣经。Alkitab Terjemahan Baru, 1974)。
它共有2,120页。里面有背景资料、激发
思考的问题、相互参照，以及总结关键
资料的图表，旨在装备圣经学生。书中
有超过100个重要人物、地点、宗教观与
习俗的小块知识。文本注释包含了超过
10,000条附加说明，肯定能协助国语牧
师作神子民的教师。

你能做什么?
(1) 非讲国语的基督徒：做施与者
近二千年前，使徒保罗派提多到哥林多，传递
一个异象：神子民在他们教会内筹款以支助遭
遇饥荒的耶路撒冷教会（林前16：1-4；林后
8：6）。提多第二次受差遣，以完成收奉献
(林后8:16 下)。从那时起，提多一直是与神子民
的施与和行善相关的名字。
今天，在马来西亚国语教会当中发生一场神的
话语的“饥荒”。许多教会领袖根本买不起研
读本国语圣经，目前仅在砂拉越和沙巴的主要
城镇有限几间书局可买到研读本圣经，每本价
钱是250令吉到380令吉之间 。您可以有所作
为，改变时局，奉献金钱，使他们能以每本50
令吉的特价买到研读本圣经。

提多书 2:7 主动 (Inisiatif TITUS 2:7)是什么？
TITUS是缩写，意思是：“Tekuni Iman dan menjadi
Teladan Untuk Setia”，即“在信仰上殷勤，以忠诚树
立好榜样”。以〈提多书〉2：7为根基，这项运动是
要筹款，以便从印尼圣经公会入口研读本国语圣经
(AES) 以供应讲国语牧师、领袖和圣经学校学生。他们
能以 每本50令吉的津贴价格拥有研读本国语圣经。
我们希望藉此运动，使他们在牧养上帝托付他们的子民
更为得力。（提后3：16、17）。

(2) 国语牧师、领袖和圣经学校学生：尽忠服事
正如保罗吩咐提多要做灵命成熟的领袖，有纯
正的教义以及生活的典范，讲国语的牧者和领
袖必须同样致力于促进灵命成长，教导纯正的
教义，使神的子民得以迈向灵命成熟。(提1:7-9,
2:1, 11-15) 。

为什么是提多书?
〈提多书〉是保罗的最后一封教牧书信，它提供许多日
常生活的实用指引。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如〈提
1:5〉所说的，“将剩余没办完的都办妥”。我们必须
确保适当 的领导与属灵成长 (1:6-9),打击错误的教导
(1:10-16),教训并带领人迈向灵命成熟 (提2章),以及确
保神的子民致力于行善 (提3:8, 14)。

为什么有Wawasan Penabur?
Wawasan Penabur是一个与马来西亚的国语教会合作的
事工，为要拓展并发行最好的国语资源。通过“提多
书2:7主动”我们希望能成为赞助者与受惠者之间跨越
宗派和语言的一道“桥梁”。为确保目标群体得到研读
本国语圣经，一位项目经理将监督圣经的分配并存有一
个受惠者资料库。他将收集详细资料，并定期联络他
们。每本圣经将盖上受惠者的姓名。
进口与分配研读本国语圣经的成本是每本约150令吉。
“提多书2:7主动”旨在筹获100万令吉，以在2至3年期
间提供1万本研读本国语圣经给国语教会领袖。首阶段
的筹款20万令吉在2014年开跑，以将首2千本分发给
1,500位内陆的牧师以及500名圣经学生。

我们希望研读本国语圣经将协助我们的讲国语领
袖与未来领袖成长，使他们能牧养那些上帝托付
他们照顾的信徒（提后3:16,17) 。
您如何支持这个主动？
协助提高意识与筹款。
赞助与支持“提多 书2:7主动”
刻意祷告。
请将您的奉献寄至：
支票: 抬头请写：“Wawasan Penabur Sdn Bhd”
汇入银行:大众银行户头号码: 3127 674 507
马银行户头号码: 5623 6663 2813

Steffisley在2013年8月加入WP编辑。他是从沙巴
Pitas 的Rungus人，而最近同 Veronica Moliun
订婚 (2013年11月)。
Steff 定于2013 年在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神学
学士学位毕业，但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他
无法在预期时间内毕业。
WP 职员
Steffisley Mosingki

顾问委员会

我们深表歉意在上一期的会讯的误传。






引进 提多书 2:7 主动 (Inisiatif
TITUS 2:7), 于3月17日至23日,
Wawasan Penabur将访几个在沙巴
（和砂拉越）的国语圣经学校。






黄方洋牧师

Rev Danil Raut
Lim Heng Seng
Rev Datuk Jerry Dusing
董事会(Penabur)
Chow Chee Yan
Roshan Thiran
Alfred R. Tais
Randy Singkee

Wawasan Penabur职员
 Randy Singkee
 Steffisley Mosingki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我们在神的事工一起合作，给国语教会撒种、栽种以及分发最好的资源，有很多方法。
协助提高意识与筹款。我相信这项事工具有长期
的发展潜能。我希望可以在赢取人的心思意念方
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便其他人也委身于强化国
语教会——通过付出精力、资金与祷告。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的 “一个儿童 一
本圣经运动”。 我相信 我的付 出将赐福沙巴 与
砂拉越的讲国语基督徒。

参与写作/翻译计划。我想加入一个着重制作
国语资源的基督徒作家、翻译员及出版商网
络，并献出一份力量。
刻意祷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
就枉然劳力.”我想为讲国语的教会代祷，并
透过忠实的代祷与行动，使 Wawasan Penabur
团队凡事都能向主交代。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的“提多书2:7主动”以供应 Alkitab Edisi Studi 讲国语牧师,领袖和
圣经学校学生。
我 /我的机构/公司希望奉献给Wawasan Penabur Sdn. Bhd。
兹附上我的/我们的奉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 给 Wawasan Penabur Sdn. Bhd。*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 Company Name)
Contact Person
地址:

联系电话: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公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支票：抬头请写“Wawasan Penabur Sdn Bhd”
汇入银行: 大众银行户头号码: 3127 674 507
马银行户头号码: 5623 6663 2813
* 请将银行入数纸电传/寄送/电邮至：
Wawasan Penabur Sdn Bhd, P.O.Box No: 8327, Kelana Jaya Post Office, 4678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电话/传真: +603-5888 4987 电邮: wawasan.penabur@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