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磨练你，任你饥饿，然后用甘露 
喂你，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 
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申8：3） 

  

圣经是从古至今最令人痛恨又最受人 

喜爱的书。有人认为值得为它牺牲性命；

其他人则要致他们于死地。圣经受的攻 

击比任何其他书都多；但最终都证明 

它是正确的。 

  

自今年初我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 

尽管人可能试图摧毁圣经并迫害那些遵行

它的人，它的能力无法消灭。最终，他们

的努力犹如把水倒在汽油烧着的火一样。

圣经的影响力继续扩展。即使有一群人成

功把圣经从他们自己的地方清除（最终亏

损的是他们自己），其影响力将在别的地

方冒出。神的话语是无法抵挡的！  

 

但一本没使用的圣经就无法发挥作用，就

如藏在圣殿后来被约西亚王重新发现（2

纪事34）的遗失的律法书一样。上帝允许

国语圣经的曲折事件发生，是否可能因为

我们不把认真看待祂的话语？这是耶和华

再次提醒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吗？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太福音24:35）。神曾应许祂的话比天

和地还要长久，绝不废去。但愿我们学会

珍惜圣经，记住它，阅读它，分享它，也

活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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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语的饥荒 
 

 

“‘看哪，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而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 

（阿摩司书8：11-12） 
 
在丰盛的时代，谁会想到饥荒？但饥荒有时会取代丰年。在埃 

及就是如此。首七个丰年过后，就是七个荒年；当饥荒遍满全 

地时，所有过去的丰盛都被人遗忘。 

 

大约公元前750年，一个不知名的农

夫兼牧羊人被神呼召为先知。他名 

叫阿摩司，他的使命是警告以色列：

若他们仍不悔改，神的审判即将临 

到！可悲的是，国家没有理会呼吁而

悔改。结果，他们被亚述人掳去了。 

“阿摩司部分应验的预言是关于一种非比寻常的饥荒会临到众 

人！神话语的饥荒！ 

 

自招的饥荒  
今天，神话语的饥荒依然发生。它在某

些方面不一样，其他方面却相似，却产

生一样的后果！在这时代，我们有那么

多的圣经，又有那么多种方式能读取神

的话语，包括我们手机与平板电脑 

(tablets)的多种数码版本，神话语的饥

荒怎么会发生？ 
 

现今神话语的饥荒绝对不是来自上帝。相反地，神显然已设下 

“盛宴”，而不是“饥荒”！但我们很多人把神的话语视为理所

当然，我们不太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圣经，结果自己招来饥荒。 

阿摩司的预言说，他们将寻找神的话语，却找不着，但今天我们

有神的话语，却没有选择阅读。神的话语被取走时，我们只有忍

受饿渴。  

毫无疑问，许多基督徒家中都有几本

圣经。很少有人去读，理解它的含义

又将其中的原则运用在日常生活上的

更少。 

  

为神话语的饥荒作准备 
今天在马来西亚，伊斯兰议程继续加强，将其他信仰排挤一旁。

国语圣经的分发将进一步受遏制。如今彭亨州的酒店客房已不准

许放圣经了。某个基督教组织收到通知，受令撤销注册。宗教当

局试图阻止国语圣经去到大多数讲国语的基督徒那里。即使有消

息说，雪州宗教局和雪州宗教理事会可能进入教会没收国语圣经

与伊班语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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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wawasan.penabur@gmail.com
http://www.wawasanpenabur.org/


2013年杪，中国教会自1985年以来已

印制并分发了超过6400万本圣经！这

造成怎样的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通

过阅读神的话语相信了主耶稣基督。

通过神话语的宣讲与教导，数以百万

计的信徒信心得以成长与造就。中国

教会添加了数百万名信徒。从共产党

于1949年上台时估计的270万基督徒（ 

包括新教与天主教）持续增长，如今根据2010年官方

估计有3000多万基督徒（非官方：超过1万万）！ 

  

我们怎么办？  
 

1981年，国语圣经首次在马来西

亚被禁，基督教刊物首次禁用 

“阿拉”字眼是在1986年。政府

资助系统化的伊斯兰化努力目标

是我们的儿童与青少年，自1981

年起已有33年。我们已无法选择

保持静默，什么都不做了。 

  

我们必须栽培我们的年轻人为门徒。我们的讲国语牧

师需要我们的支持。他们必须接受整全的讲道与牧养

装备以牧养主托付给他们的羊。（提后3：16，17） 

  

马来西亚大多数讲国语的基督徒都来自内地。国语圣

经很难买到，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又有限。国

语圣经可以从镇上几间基督教书店买到，但由于缺乏

交通工具与管道使内地的基督徒受限制。在内地很多

信徒仍极容易受到伊斯兰教与歪曲真理的异端组织掳

去。  

 

与时间赛跑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 
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太4：4） 

 

在这时代，圣经可能以多种形式广

泛可获取，但真实情况是马来西亚

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没有一本圣  

经。圣经的一部分（马太福音）在402年前首次翻译

成马来语。然而讽刺的是，四个世纪后的今天，不

是每个讲国语的基督徒都拥有一本国语圣经。 
 

“‘看哪，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 
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而是因不听耶和华的 
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摩8：11） 
 

知道神话语的饥荒要来，今天祂的仆人应当带着耶 

稣基督在地上服侍时的相同迫切感。他告诉众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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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人方面，让我们许下承诺，不要忽略神全能

的话语。每天都多多阅读神的话语。作为基督的 
 

 

 

  

 

这样的骚扰将持续下去。当地一所大学的研讨会公开嘲

笑基督教，却不让人有机会回应。高等法院对沙巴SIB

的判决与联邦法院对天主教周刊《先锋报》的裁决，是

伊斯兰教干涉马来西亚非穆斯林生活的最新举措。 
 

    
 

当我们四周所发生的都黯淡无光，神的话语却为我们提

供了相反的信息。神掌管这国家正发生的事，祂将实现

祂的旨意。圣经受攻击已有几百年。有这么多的图谋要

毁灭圣经。它们都无法灭掉神的话语。我们相信，企图

拦阻人阅读国语圣经的努力也将以失败告终。我们的主

耶稣曾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向中国基督徒学习  

中国的基督徒有很多我们可学习的地方。文革期间 

(1966-1976)，一般宗教都历经最严酷的试炼，基督教 

所受的特别厉害。所有教堂都被关闭，圣经被禁、没收

与烧毁。但这并没有令中国的基督徒灰心。圣经成了稀

有的宝书。因为很难找到圣经，他们就将神的话语背起

来。信徒经常共用一本圣经。每人都拿到一页，而他们

都背熟了，回来聚会时就互相交换圣经页。诚然，国内

的黑暗与压迫无法熄灭祂话语的光。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它们 
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 
为你 名下的人。”（耶15：16） 

 

迫害持续在中国发生，直到今天，特别是拒绝加入政 

府批准的“三自新教运动”的家庭教会。逮捕、拘留、

充公财产、毒打、罚款及公安恐吓，是中国基督徒所 

面临的部分挑战。  

 

1981年的珍珠计划是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圣经偷运 

行动。珍珠计划在一晚将100万本圣经运入中国。主使

用珍珠计划，不仅给祂在全中国的儿女供应了100万本

圣经以燃动复兴，同时也改变中国政府，成为祂圣经 

的“印刷机”！时代杂志的一篇有关珍珠计划的文章 

强调中国缺乏圣经，令中国共产党失去颜面后，他们 

赶忙下令印刷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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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圣经的日记 
 

一月：对我来说是一段忙碌时间。大部分家庭都作出承

诺，今年要将我通读。首两个星期很好，但以后的日子

他们似乎松懈下来。 

  

二月：打扫时间！昨天他们扫掉我身上的灰尘，然后把

我放回原位。我的主人上星期的确有用我几分钟。他曾

与人争论，正在寻找一些可引用的经文来证明他的论点

正确，叫对方没有话说。  

 

三月：爷爷月初来访。他把我在大腿上，用了一个小时

读〈哥林多前书〉13章。他似乎比这家的一些成员更把

我放在心上。 

  

四月：我有一天很忙。我的主人受任为某活动的领袖，

他使用我。今年第一次，我必须上教会...是复活节主 

日！  

 

五月：我现在有了几处绿色污渍。我的页间压住一些 

花。  

 

六月：我好像一本剪贴簿。他们插入大量的笔记——

其中一个女儿结婚了。  

 

七月：今天，他们把我放入一个手提箱。我想我们是去

度假。我宁愿呆在家里......我知道我会被关在这箱里

至少2星期。  

 

八月：.....仍然在手提箱里。令我窒息！一片脏衣服..

....脏袜子....一双臭鞋... 恶心！ 

 

九月：终于回到家，我所熟悉的老地方。我有很多新朋

友...2本女性杂志和多本F4漫画书堆在我上面。我希望

他们广泛阅读其他书时也会读我。  

 

十月：他们今天阅读我一点点。当中一人病了。我现在

正好在咖啡桌中央。嗯......我想是牧师到来探访了。  

 

十一月：又回到我的老地方。今天有人问是否要把我 

送人，因为是时候换一本更时尚、更新款的了。没问  

题......就把我送给一个会珍惜我的人吧，但请阅读你

那本 时尚的新圣经比我更多。  

 

十二月：全家都忙着准备过节。我想我会闷死在包装 

纸与各种包裹底下....一直以来，每年的圣诞节都是 

如此。 

 
~ Author Unknown 

 

Inisiatif TITUS 2:7 
提多2:7 运动 

一个施...与受的机会之窗 
 
如许多内地的基督徒同工，吉米*牧师肩负教会日常

运作的重任，并作他的五十人小会众的属灵父亲。

虽然他不是来自圣经学校（Sekolah Alkitab）的一位 

训练有素的牧师，他被“挑选”为教会的平信徒领

袖，只因他在甘榜是能读能写的极少数之一。甘榜

居民都尊重他，并且每星期都喜欢听他传讲神的话

语。 每星期5令吉是全会众能凑得的一笔“支援”。  
 

听起来很荒唐可笑？牧师的月

薪只有20令吉！我们三月去沙

巴交付250本研读本国语圣经 

(Alkitab Edisi Studi, AES)给3间 

圣经学校时，有这样的发现。 

圣经学校在我们到访前早两个月获得通知，为研读

本国语圣经准备50令吉。  
 

我们听到内地一所圣经学校所有讲师与学生鼓励 

大家禁食（少吃一餐正餐）2星期以便每天省下4令

吉，我们深受鼓舞。结果，他们获得49本研读本，

都是付清全额，而不是分期付款。 
 
 

    
 
 

在另一所学校，145名学生（与讲师）当中有25名没

有能力付钱，但我们觉得机不可失，就允许他们分

期付款，以便每个人都能有一本。有的学生跪下来

赞美神，他们不胜感激也能拥有一本研读本圣经。

过了一星期，我们在某教会简短分享后，一位土著

律师来找我们，带泪承诺要付清那25名学生研读本

圣经的欠款！  
 

我们去到最后一所圣经学校，当地居民的赤贫实况

令我们心酸。全体26名学生与讲师只有4名学生有 

能力以现金付款。我们被告知，学生们期待我们到

访，就兼职工作，但就是无法筹足资金。他们付的

钱是硬币！我们宣布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来买时，一

些女学生高兴得哭了，因为现在她们也能有一本。  
 

我们在每一所探访的学校都送两套书

籍与研读本圣经给图书馆。运动从 

2014年1月开始，我们已运入1,200本

研读本圣经：650本给沙巴，310本给

砂拉越，及240本手拿去半岛。我们

无数次出动去沙巴与砂拉越，将研读

本圣经送到内地的学生与领袖手里。 
 
                          * 不是他的真名 

 

身体，上帝给了我们一项任务——传讲对 祂话语的认 

识，传扬福音，帮助我们有需要的弟兄。这些工作的根

基是：我们自己要研读并理解圣经——准备 自己服侍 

与帮助那些神呼召的信徒，就在他们走向未来日子时。

让我们趁着还有时间就这么做。  
 

 

  

 

 

 



      
 
截至2014年7月，我们已由印尼圣经公会进口1200本

研读本圣经。超过50％已直接分发给牧师与圣经学

校学生。我们实行的管理模式确保我们的每一本国

语研读本圣经印有接收者姓名，还拍下他们的照片

与记录他们的资料。有关数据库将确保接收者不会

重叠。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走访了5间圣经学校（3间在沙

巴，2间在砂拉越）。共有290名学生与讲师收到国

语研读本圣经。 
 
 
 
 
 
  纳马忤斯的沙巴神学院   诗巫的砂拉越神学院    哥打京纳巴鲁的 

         （MTS, Namaus）            （MTS, Sibu）                沙巴神学院 

                                                                                     （STS, Kota Kinabalu） 
 
 
 
 

 

   Bavanggazo的神学教育中心     老越的大马圣经学院 

              （PPT, Bavanggazo）                      （MIM, Lawas） 

 

我们以“分发国语基督教资源，连接基督徒社群”

为口号，也会晤全国的跨宗派领袖。  

 
 
 
 
 
 

在古晋、诗巫及哥打京那巴鲁与宗派领袖/基督教机构 
领袖的午餐/晚餐团契 

 

8,800本研读本圣经正要运入，只看是否收到足够资

金。它们是准备在未来2年分发，而我们正与国语教 

会及服侍青少年的基督教机构紧

密合作。荣耀归于上帝！ 
                                     

 

 
           国语研读本圣经分发 

给26位学园传道会同工 
 

 

我们很多人甚至不知道，2014年 

7月5日是全球伊斯兰传教日。请

阅览(http://www.onislam.net/english/

news/global/474635-global-dawah-

day-kicks-off.html)  一系列公开的 

传教研讨会在沙巴不同地方举 

行，为那一天造势。吉米牧师的

甘榜与周围的村庄也未能幸免。

尽管他们爱耶稣，许多内地信徒

仍然极容易受影响，被歪曲真理 

或传讲另一“真理”的群体掳 去。 
 

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将“提多2:7运动”视为机会之 

窗。运动旨在筹募100万令吉以从印尼圣经公会进口 

10,000本研读本圣经给讲国语的牧者、领袖、传道以 

及圣经学校学生。经如此大量补贴，他们就能以50令吉

的价格买到研读本圣经，而非250-380令吉的零售价。 

藉着此项运动，我们希望能强化他们，能有效牧养主所

托付的信徒（提后3:16,17）。  
 

     
 

我们不知道机会之窗会持续开放多久。尽管运动的目标

是在2年内分发10,000本，有鉴于我国的属灵气候，其

余8,800本必须在未来6-8个月带入。事实上，一些机 

会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以信心的眼睛来看是 

否要善用新的可能性。这些机会也要求勇气与行动。  
 

我们恳求您视此为机会之

窗，奉献、祝福、领受并

蒙福。愿上帝帮助我们，

趁着还有时间就如此行，

因为窗很快会关闭。我 

们断不能假设“总会有明

年。” 
 
 

“那赐种子给撒种的，赐粮食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你们必凡事富足， 

能多多施舍，使人藉着我们而生感谢神的心。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使许多人对神充满更多的感谢。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宣认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慷慨捐助给他们和众人， 

把荣耀归给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在你们 

身上而切切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 

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林后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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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释放之前,KDN 

检查了所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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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 Octaviazola 是来自万劳（Kota 

Marudu）的一名26岁年轻母亲。我们

在五月收到她的一封电邮。她有一个年

幼的女儿，每晚她都给女儿读一页国语

儿童圣经。她在读经当中，自己也蒙 

福。 “我感谢上帝给我机会，通过国 

语儿童圣经了解祂的信息。我与女儿都 

为色彩缤纷的插图深深吸引。创世的故事通过插图而变

得生动活化。我要感谢 Wawasan Penabur出版圣经， 

也感谢捐献者使我们– 不论老少-都能了解更多关于 

耶稣与祂对我们的爱。” 
 

这是来自老越的玛拉（Marla）。6岁

的她还在学习阅读。但我们来到老越

时，年幼不成障碍，她买了一本国语

儿童圣经。她接过圣经，并试着翻看

（或她只是看图片？）。看到如玛拉

一般的孩童小小年纪就读神的话语，

我们心中一片温暖。  
 

有时，我们想知道我们的付出是否真的祝福别人。譬 

如，来自马六甲的陈太，自一年多前每月都忠心奉献给

“一个孩童一本圣经”运动。接到她的电话：“我已为

孩子们汇入RM100”，总会给我们的心注入一股暖流。

我们确实有几位全职同工每月忠心给这项运动作奉献。

他们的奉献虽小，但他们对讲国语孩童肯定心胸极 

宽大！  
 
 
 
 
 
 
 
 
 

至今，我们已印制了20万本国语儿童圣经，已分发19万

本。目前内地仍有数十万名讲国语的孩童还未收到国语

儿童圣经。让我们继续撒种，并祈求种子会落在好土里

......那些读经又听神话语的孩童将明白真理，并将多结

果子—是撒下种子的100倍、60或30倍。（太13：23）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 
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 

来，这种就发芽渐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地生五谷是出於自然的： 

先发苗，後长穗，再後穗上结
成饱满的子粒；谷既熟了， 
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 

时候到了。」 

(马可福音 4:26-29) 
 
 

  
 

 
 

为培训员作培训 
 

Wawasan Penabur的事工不只是出版与发行书籍。 

很多时候，我们赴沙巴与砂拉越之旅结束时会培 

训当地青少年领袖如何使用我们的“火炬青年” 

(OBOR Belia) 系列。  
 

“火炬青年”是为青年（13-35岁）编制的五年综 

合门徒训练材料。该系列有25本书，涵盖今天年轻

人面临的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重思救恩的意义 

及在基督里成长、作人生决定、对我们视为文化之

事查考圣经的教导、处理问题如同性恋 (LGBT)  

等等。  
 

       
                         在进行“火炬青年” 培训员作培训 
 

你对Wawasan Penabur的支持也不止于运动与项目。 

我们必须投资于我们年轻一代的生命，尤其是他们

不断受灌输非属基督的另一“真理”！  
 

             

 
        

      
  

 

 

    

国语儿童圣经由

基督徒教师分布

在学校。 

 
 

 
 

   CEF 的3个月孩童灵修书： 
 
 

Indah Bersama Tuhan – 
Pengembaraan Harian  

Dengan Tuhan 
 

RM 2.00 一本 
 

 
请联系Siew Ean (012-3048022)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cefmalay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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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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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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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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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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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发国语基督教资源  
 

事工空缺：兼职行政/会计人员  
 

你对国语事工是否有负担？您是否在寻找一个事工以加

入服侍？我们正在寻找具备以下条件的兼职行政/会计

人员：  

 能独立工作 

 能以国语和英语书写并流利交谈。懂得华语就

更好。  

 能记账、检查库存并处理订单 

 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请联络我们：wawasan.penab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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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基督徒社群  
 

Wawasan Penabur正在协助沙巴的一所圣经学校 (目标 

RM 10,000) 由印尼购买神学与参考书。目前，它的图 

书馆只有少量书籍。如果你想赞助一些书籍，或如果你

能由印尼带进一些书，请写信联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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