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能使用任何人做祂的工，不分老少。我们

的一个主任罗斯汉（Roshan)，经常谈起他与

另两个中二男生基督徒如何不按逻辑而行，

将近20年前在吉隆坡美以美男校（MBSKL）引

起了极大轰动。只需心甘情愿，加上为主成

大事的愿望就行了。 

 

一切由祷告开始，祈求上帝“将他们的生命

化为大胆冒险，而不是一事无成！”神看重

他们的祷告，赐他们勇气与创意，在校内分

享祂的爱。一些 CHICK Publications 出版 

的福音漫画不慎由罗斯汉的书包掉出来，落

在一个朋友的手，辗转去到学长室，又传到

隔邻的几间教室，去到一些老师手中，并进

入大家手中，就没有一本回到他自己的手。

结果呢？他的许多同班与同校同学通过漫画

认识了基督！ 

 

我们祈求马来西亚的公立学校再次有基督徒

团契：他们热忱聚集一同祷告，学习神的话

语，并分享信仰。所有过去发生的大事，包

括所有大复兴，所有神迹，几乎总是以祷告

开始。 

 

所以，请开始为学校祷告。如果你是学生，

请今天就跟学校里的基督徒开始祷告，祈求

神的荣耀照亮你的学校，你可能为产生的结

果而惊讶！ 

 

要谨记，没有祷告，什么都不会发生！ 
 

 

Berita Rakan Penabur  是一份电子 

刊物 提供有关 Wawasan Penabur 的新闻与 

资料。 
 

请直接将您的电邮和奉献寄至： 
 

Wawasan Penabur Sdn.Bhd 

P.O.Box: 8327, Kelana Jaya Post Office 
4678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电话/传真: 03-5888 4987 

邮址: wawasan.penabur@gmail.com 
网站: www.wawasanpenabu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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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响警报： 

我们的孩子–受教育或 “受改造”?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我们的)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斯4:14） 
 

今年初，美里的一位牧师叙述了她在老越一所学校分发国语儿童

圣经给孩子时亲眼看见的事。这所95%学生是基督徒的学校有一个

传统：在食堂用餐前集体感恩。每天叫不同的人带领祷告。那天, 

一个基督徒学生如此带领祷告：“Bismilah…. Allahumma baarik 

llanaa fiima razaqtanaa waqinaa adzaa ban-naar."  许多学生自发 

地摊开双手，往脸部盖后说:”阿们.”  那牧师极为震惊！ 
 

我们住市区的人感到吃惊：像这样的

事也会在基督徒孩童当中发生。说到

底，他们不是基督徒吗？我们有些人

快速论断，说这是基督徒父母没有将

主的道教孩子。其他人则归咎于教会

，指她未能强化仍参加教会的忠实信 

徒。我们没有察觉孩子们在学校接受与学到什么！ 
 

KEMAS – 源自哪里 
 

在东马（及西马原住民村),内地的孩

童上  KEMAS 经营的 TASKA（托儿所),  

TABIKA（学前教育) 及 TADIKA (幼儿 

园), 如此走上他们的教育之路。乡村 

及区域发展部管辖之下的 KEMAS 

(社会发展局, Jabatan Kemajuan 

Masyarakat) 提供免费学前教育给 

内地 的孩童。他们采用自 2010年 

1月1日起就强制实行的全国学前课 

程标准  (Kurikulum Standard Prasekolah  Kebangsaan, KSPK)，根据 

1996年  (2002年修正)教育法令 (Akta Pendidikan 1996, Pindaan 

2002)。课程没什么问题， 除了一点。他们必须学习 “灵性、 

态度与价值观”，授课老师往往都是穆斯林。 

 

除了这引起关注外，KEMAS 的学校将采用 Permata 的课程纲要， 

如 2011年7月在沙巴由 Permata 的全国赞助人拿汀斯里罗士玛 

所宣布。 Permata 课程有一科是在课室教伊斯兰教义。非穆斯林 

儿童不能免， 必须上这些课。宗教教师在这些课教导们伊斯兰教 

价值观及如何祷 告。伊斯兰教价值观早在他们2岁起就不懈地向 

他们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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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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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孩子们认为背诵伊斯兰祷词没问题。事实上， 

大多 数父母 甚至未 意识到他们的 孩子在整个求学时期 

正被 “改造”! 
 
 
 
 
 
 

So, the children see nothing wrong with reciting Islamic prayers.   

 
教育制度的回教化 
 

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回教化已持续了几十年。ABIM（马来 

西亚伊斯兰教青年运动）在推动伊斯兰议程方面扮演非 

常重的角色，尤其是在1995年教育法令。1979年伊朗的 

伊 斯兰革 命与宗教复兴对 ABIM 有直接影响。 他们曾 

支持 和帮助伊斯兰学生传教，宣讲伊斯兰教，且在马 

来西亚早 期的伊斯兰传教 运动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尤其是在政府学院生与大学生当中。 
 

1986年8月，ABIM 向政府 

提议：“伊斯兰法成为马来 

西亚的立法基础.”1988年， 

当时的教育部长安华（Anwar 

Ibrahim), 指示所有 55岁及 

以上并热忱奉行“其他信仰” 

的学校校长终止服务，并即时 

生效。接任的校长大多数是 

穆斯林。 随后道德教育取代 

了 差会学校中的基督教宗教 

教 育。道德教育 老师大多数 

是穆斯林。十字架及其他基督 

教的符号 因着穆斯林 “敏感”  

从差会学 校拆除， 伊斯兰  

祈祷室（surau）成为学校  

的必要有的建筑。“伊斯兰文明”也受推介为所有大学 

生的必修科目。 

 
历史作为伊斯兰研究 
 

我们孩子的心灵，也因历史课程纲 

要而对伊斯兰教态度软化。2010年  

10月23日，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 

宣布，历史科从2013年开始将成为 

大马教育文凭（SPM）必须及格的 

科目。 这将历史科目提升到跟国 

语同等重要的地位。 SPM历史科 

修订课程已被推介，引入“爱国 

主义”、“公民权”与“宪法”的 

新元素。 
 
 

中四历史教科书共有115页单单讲解伊斯兰教，而其

它宗教只蜻蜓点水般带过提及。事实上，中四历史

课程纲要的四位撰写者当中有两位是伊斯兰教历史

专家。一些关注的家长指责马来西亚学校的历史科

旨在影响我们来自不同信仰的孩子跟随先知（穆罕

默德），整本书反复高举推崇他。学生们一再受告

诫要以他为生活的榜样。 

 

这一科必定要及格 - 历史不及格，SPM就落第； 

历史科拿不到优等，SPM就没有1等成绩。因此，学

生面对以上的洗脑被逼死背硬记，并将这思想灌输

内化，不然他们无法通过他们的中学教育。 

 

我们大多数人不介意孩子对伊斯兰文明有更多了 

解。但它必须相当准确地，在平衡的视角内呈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孩子受教导要相信：在整个人

类历史上只有一个重要的文明，其余的都无关痛痒

。孩子必须学习伊斯兰教的概念，没有空间让他们

给其他宗教的教义作均衡比较。因此，我们的青年

人只教授一个宗教的优点而排斥其他。 
 
 
 
 
 
 
 
 

学校的基督徒团契与SPM圣经知识科 
 

回教化也影响了学校内的非伊斯兰俱乐部。学生、

家长、老教与宗教代表都在抱怨教育官员作出有系

统的努力，阻挠他们在国民学校举行宗教活动，尽

管十年前发出的教育部指南允许学校有非穆斯林学

会。 

 

在沙巴和砂拉越的学校很难成立基督徒团契。有些

团契突然被令解散，表面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跟州教

育局注册。道德或文化活动被允许，但基于宗教的

活动与俱乐部却不行。 

 

圣经知识(Bible Knowledge) 是一项SPM科目， 可供 

必须以英文作答的学生和私人考生选修。它跟中文

文学与泰米尔文学、古兰经研究、伊班语及卡达山

杜顺语一起作为考试科目供选修。这是一个棘手的

问题，因为选择SPM圣经知识的学生要面对许多挫折

。很多人觉得选这科没前途，因此，这张试卷的SPM

考生人数已大幅下 降。1950年代有7000名考生， 

1995年降至20名， 2009年增至1170名， 2011年又降 

至约700名，2012年约有600名。 

 

 

.   

 

 

 

 



 

机会之窗 
 

尽管如此，现在有一扇机会之窗。马来西亚基督徒教师

团契（TCF）和圣经联盟（SU）已着重强调教育部的两

项积极发展，教会与会众成员应当把握此良机，齐心协

力并快速行动，在政府学校开始基督徒团契并开办SPM

圣经知识班。 
 
 

2011年3月18日教育部发出

的一项通函，撤销了2000年

拦阻学校成立新的宗教俱乐

部的较早通函。如今，任何

有至少15名非穆斯林学童的

公立学校，经由校长批准并

遵照规定的指南就可成立宗

教俱乐部或学会。要成立这

些俱乐部，家长与基督徒教

师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日期为2011年4月27日的第二封通函允许圣经知识科在

正常上课时间过后在学校教课。此前，圣经知识科只限

校外授课。然而，批准授课有条件，如须获学校家教协

会的同意以及学生（惟不许参加的穆斯林除外）须有家

长的书面许可。上课不可动用到政府开销，上课教材一

概不可在课室留下，而老师授课也不可越过SPM圣经 

知识的课程纲要范围。 

 

在今天学校面临强势的伊斯兰教冲击之时，我们必须抓

紧时机，尽可能多成立基督徒团契，并鼓励我们的孩子

参加学校或学院的基督徒团契。这是我们教会团契的延

伸，儿童可以在那里敬拜神，并在基督里成长。我们当

中许多人仍怀念我们学生时代的基督徒团契如何帮助我

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长，并加深我们对圣经的认 

识，驱策我们作见证，并带领其他人认识基督。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作工了。”（约9:4） 

 
 

 

马来西亚天主教主教议会 

发出的文件 

 
皈依伊斯兰教的法律后果 

 

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 

 

如果你皈依伊斯兰教，你的法律地位以及你可行或不

可行之事，会有一些重要变化。宗教局与国民登记局

会登记你皈依伊斯兰教，这两个部门都已电脑化，因

此全国各地都可获取这方面的资料。 
 

在马来西亚大多数州的伊斯兰法之条文下： 

 要转回你以前的宗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不

然它就是犯了刑事罪。这表示你可能在大多

数州的伊斯兰法下被罚款、鞭打、拘留或监

禁。 

 如果你未满18岁，你需要父母的同意皈依伊

斯兰教。 

 你的身份证会记录您皈依伊斯兰教。因此，

即使你不再奉行伊斯兰教，你可能会因在教

会祷告、在斋戒月当众吃喝、“幽会”等违

反伊斯兰法的行为而被罚款、鞭打、拘留或

监禁。 

 你不能嫁给非穆斯林。如果你决定离婚，并

尝试转离伊斯兰教，你将失去孩子的监护，

因为他们是穆斯林。 

 你死后，你的非穆斯林亲属将丧失他们对你

有意留给他们的任何产业、钱财等的权利。

一个皈依伊斯兰教者的尸体将从他或她的非

穆斯林家属带走以进行伊斯兰葬礼，尽管他

多年来只是挂名穆斯林。 

 若你的配偶皈依伊斯兰教，你可能无权拥有

你的孩子或配偶的财产。 

 

我们知道某些基督徒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皈依伊斯兰

教，他们不知道或不慎重考虑这皈依的后果。因此，

我们需要告知你。 

 

我们如此行，既不是反对伊斯兰教，也不违反所有马

来西亚人在宪法第11条受保证的宗教自由：它赋予个

人有权利自由选择他或她的宗教。然而要作出正确抉

择，你要清楚知道你选择了什么以及你的选择所带来

的后果。 
 

 

源头:  http://www.catholiclawyersmalaysia.org/resources/legal-

implications-conversion-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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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语儿童圣经读者来信 
 

收到2封来自砂拉越的国语儿童圣经读者的手写信件

是一个惊喜。他们是来自砂拉越石隆门的 John 

Bourdon（10岁）和 Cecelia Rachel Ak Norberd 

（11岁）。 

 

John分享上帝呼召亚伯兰，并且改他的名为亚伯拉罕

的故事。他无法放下圣经，直到整本读完！ 

 

Cecilia 明白耶稣为她的罪而死，神能使用像她那 

样的罪人来感动许多人。现在，她开始为她的家人和

朋友祷告。 

 

 
 

 

你永远无法知道，多少的东马基督徒孩子因你的奉献

而蒙福！ 
 

 
 

一个孩子一本圣经运动 
 

我们要为2013年4月30日结束的“一个儿童一本圣经” 

(Satu Anak Satu Alkitab) 运动而赞美神。 从2011年11月 

起已印了12万本国语儿童圣经。已分发了107,914 本 

圣经， 而需求仍然 非常 殷切。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一个儿童一本圣经2013运 动” 

另外分发10万本国语儿童圣经。我们的标语是：“现在每 

个孩子都有一本国语圣经”( “Now Every Child can have an 

Alkitab”)，我们正与一些机构合作在沙巴和砂拉越分发国 

语圣经，其中包括沙巴SIB和圣经联盟 (Bible League)。 
   

 
 

请将您的奉献寄至： 

我们的May Bank马银行户头号码：5623 6663 2813 

 

 

 

 

 

 

  

 

 

 

 

 

 

 

 

 

 

 

 

 

 

      

 

 

 

 

          

 

 

 



 

 

 

 

 

 

 

 

 

 

 

 

 

 

 

 

 

 

 

 

 

 

 

 

 

 

顾问委员会 
 

 黄方洋牧师（Rev Wong Fong Yang ） 

城市门徒长老会主任牧师 

及大马长老会大会前会正。 
 

 Rev Danil Raut 

半岛 SIB 会长 
 

 Lim Heng Seng 律师 
 

 Rev Datuk Jerry Dusing 

沙巴婆罗洲宣教会（SIB Sabah）会长、 

沙巴基督教协进会主席以及大马福音联谊

会沙巴事务委员会（NECF- COSA）主席 

 

 

董事会(Penabur) 
 

 Chow Chee Yan 

八打灵自由播道会 
 

 RoshanThiran 

格拉那再也福音中心 
 

 Alfred R. Tais 

大马福音联谊会(NECF) 国语委会执行秘书 
 

 Randy Singkee 

双溪威梳邦卫理公会 
 

 

Siri Kaunseling Pastoral  (11册)  RM 2.00 一本 

Pelan Tindakan … 
RM 3.00 

Komik Penginjilan 
Hadiah Kehidupan 

RM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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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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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Name (or Company Name) Contact Person 

兹附上我的/我们的奉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 给 Wawasan Penabur Sdn. Bhd。 

 

我 /我的机构/公司希望奉献给Wawasan Penabur Sdn. Bhd。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公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银行户头号码: 
(1) Public Bank, Kelana Jaya branch.  Account No: 3127674507 

(2) CIMB Bank, Damansara Utama branch.  Account No: 1250 000 7114 058 

(3) May Bank, USJ 9 branch.  Account No: 5623 6663 2813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为沙巴与砂拉越 的 

“一个儿童一本圣经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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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