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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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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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
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
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 2:9）

（路4：18-19）
2012年9月16日标志马来西亚成立为国家
进入第50年。按照圣经的解释，这是禧年
——释放、回归、更新、赎回与恢复
的时机。
教堂在这禧年继续祷告与行事的当儿，让
我们不要忘记一群多年来受（甚至是我们
）忽略的特殊群体——原住民。他们当中
许多人受压迫、遭剥削并被受误导。他们
正失去他们的资源与土地拥有权。他们正
失去自己的土地，为政府的土地计划、新
市镇、私人园坵、采矿特许权、高速公路
与水坝以及其他形式的“发展”所占据。
禧年是为他们的。在上帝的心中，他们是
特殊的一群。作为这片土地最早的居民，
他们在马来西亚教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惟愿这期的几篇文章都挑战我们，为原住
民教会祷告并援助他们。今年的确乃是主
恩宠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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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新资源之新闻与资料。
请将你们所有的电邮和奉献直接寄至：
Wawasan Penabur Sdn. Bhd
P.O.Box: 8327, Kelana Jaya Po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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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人口有2800万，其中9.2％或260万是基督徒。当中有67
％在东马，其余的33％（约80万）居住其余在半岛的11个州。 在沙
巴，27％人口是基督徒，而在砂拉越的百分比是42％。马来西亚约
有65％讲国语的基督徒。
经常受忽视的是原住民。他们的人口在2010年是178,000，只占全国
人口的0.6％。只有20％被列为基督徒（36,000）。他们的人数可能
少，但他们是基督身体的一员，意义可不小。作为半岛的“最早族
群”（土生者（Orang Asal）或有时在预言运动中称作长子 (Anak
Sulung))， 许多 人相信他们掌有打开这个国家复兴大门的属灵钥
匙。 因此，既有 的教会了解并接纳原住民教会，帮助他们成长，
是重要的。

福音进入森林
基督托付他的教会传福音到万族万民。丛林是很多原住民的家，他
们大体上被社会忽略。大多数生活在贫穷线下。他们被视为“异教
徒” (kafir)、“非人类”、“野蛮人”和“林中兽”。事实上，
“沙盖” (Sakai) 这贬义词被用在原住民身上，直到上个世纪中叶。
许多原住民长 老还记得他们历史中这段伤痛时期，原住民厌恶
被叫“沙盖”。
然而，上帝没有忘记原住民。福音穿越茂密的
森林和崎岖地势，传到原住民那里。天主教在
19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在Temuan族当中的传教活
动。卫理公会在1930年代开始他们的宣教，当
时一位巴塔克族（Batak）老师 Alexander
Simandjoentak , 由卫理差 会 (Methodist Mission）
于1931年8月差遣去打巴的 先内族（Sengoi），
后于1932年差去金马仑高原。弟兄会、信义会
及神召会也开始传福音给原住民。巴海教
（Bahai）宣教士在1960年代得着一些信 徒，而穆斯林传教工作在过
去二十年来已增强。在此之前，官方对原住民采取冷漠态度。他们
被视为一种人类学的探奇对象，或仅是方便的传教目标。

然而，早期卫理公会宣教士如 Paul Means 没有将原住民
看 为宣教“目标”，而是宣教“对象”。除了分享信
仰，这些宣教士也对原住民的经济与健康需要作出反应。
原住民在意的是他们接受基督教不应导致先内族离开他
们的土地或传统生活方式。过了一段时间，先内人把基
督教价值观纳入他们的文化，这个过程在宣教术语中称为
“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原住民社区在意他们的
文化、语言与生活方式不会因基督教宣教士的到来而严重
遭取代。

婆罗洲宣教会（SIB）于1990年代开始他们在原住民
事工的参与，尤其是在文冬、而连突及淡马鲁。差遣
东马牧师传福音、牧养及入住的全人与处境化方式，
证实为原住民植堂的一个有效方法。 婆罗洲宣教会甚
至在某穆斯林传教研讨会被提及，如果穆斯林传教士
想要原住民归信伊斯兰教，他们受促模仿婆罗洲宣
教会。

原住民当中的事工是不容易的。碍于缺乏了解他们的原
始信仰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战后的许多剧变，原住民
教会无法独立于差传教会而存活。

近年来，通过一些地方政府计
划，原住民已成为伊斯兰教的传
教目标。 伊斯兰教事务局还开
始在他们的传教运动与原住民事
务局（JHEOA）紧密合作。当局
不允许外人进入原住民村庄。一
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发生：新建原住民教堂被地方当局
摧毁。

植堂
植堂与原住民事工在1980年代加速增长。 信义会的梁慕
召牧师在金马仑高原服侍，廖明光牧师在打巴，而卫理
公会的倪姐妹（Sister Ngeh）在马兰（Maran）和武吉依
班 （Bukit Ibam）服侍色美莱族（Semelai）。后来廖明
光牧师成立原住民基督徒联合会（JEKOA）以教导及培训
原住民领袖。1980年代，巴卡拉兰有第二波复兴，而当
Pak Tagal Paran 和一些朋友从砂拉越飞去彭亨州内陆向原
住民传福音时，半岛原住民也受到复兴冲击。1988年，
“穷人福音团”（Gospel to the Poor）由苏广成牧师 (Rev
Moses Soo) 创立，从霹雳的宜力（Grik）南下，一路传
福音，直进入彭亨。至今，他们已在彭亨与吉兰丹森林里
建立了42个原住民教会。
1991年，基怀（Malaysian
CARE）以社区发展方式在霹
雳州开始了原住民外展工作
。在黄满兴牧师（Rev Ng
Moon Hing）带领下，怡保的
圣公会于1993年在霹雳州开
始了“新村事工”。从1995
年起，他们扩展事工到原住
民服侍。英语补习班开始了
，教堂也建起来。他们还开
始一些圣经学校，为原住民
提供基本神学培训。

依斯兰传教运动

随着1981年禁止印尼文圣经以及1983年禁止印刷、
出版、售卖及发行印尼文圣经，原住民事工变得更
加困难。在“保护原住民免受外界影响”的幌子下，
当局会停止建堂工作。从1980年代起，当原住民事务
局开办一些旨在原住民属灵发展的活动时，原住民
融合政策带有更明目张胆的宗教含义。广泛认为这是
通过一些诱饵使原住民归信伊斯兰教。曾有报导说，
在马来西亚一些地方如吉兰丹的国家资助的伊斯兰传
教工作，娶到原住民少女的穆斯林男子将获 10,000
令吉的奖励！

所有在原住民当中的伊斯兰传教活动都有原住民事务
局全力支持，包括校园活动。 在1991年，宗教事务
局和原住民事务局委任并培训了250名称为“社会推动
者”（‘penggerak masyarakat’）的穆斯林传教士，
也宣布将在原住民村庄中兴建设有伊斯兰祈祷室的民
众会堂。其最终目的是吸纳原住民进入马来社区
（meMelayukan），虽然官方声明的目标却是要原住
民融入主流社会。
原住民事务局一直因偏护归信伊斯兰教的原住民而
为人诟病。穆斯林原住民优先获得援助与房屋。他们
的村庄往往有更好的设施如道路、电供及水供。
然而原住民教会与村庄无份享有所有这些基本设施。

禧年的应许

一些事实与数字

马来西亚庆祝她的禧年之际，神正在原
住民——这片土地上最早族群当中动
大工。在四月初，瓜拉立卑的“归家：
原住民大会”（‘Homecoming: Perhimpunan Anak Negeri’）拉开序幕。一些出
席大会的原住民领袖抓到了异象，
随后飞往哥打京那巴鲁加入其余的土
生者（Orang Asal）基督徒，参加“本
土民大会”（‘Perhimpunan Anak
Negeri’），以及古晋的“各族崇拜会”
(‘Kebaktian Suku-Suku Bangsa’)。

“原住民”（‘Orang Asli’）是总人口不到18万的约19
个族群的集体名称，广泛认为包括半岛的原居民（意思
是：他们比马来人更先居住在那里）。他们一般分成三
个不同的群体：小黑人（Negritos）、先内人（Senoi）
及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除了玻璃市与槟城，
他们分布在半岛所有的州。

(photos courtesy of Chrisanne Chin)

在马来西亚日，在文冬的禧年营会有800名原住民宣告主
悦纳的禧年临到马来西亚。在美拉华蒂（Melawati）体育
馆举行的禧年祷告大会，原住民儿童站上台为国家祷告。
原住民基督教的确站起来了！

未来的挑战
过去20年，许多原住民从他们的村庄迁移到城镇工作或求
学。他们当中有一些继续在他们的村庄与城镇之间往返，
不仅是因为城镇生活成本较高，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
城镇其他社区无法获接纳。一些原住民坦言，由于教育与
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差距，他们在城市教会感到不自在。
语言是定居城镇的另一障碍。

SENOI
先奴伊人
Semai
Temiar
Jahut
Che Wong
Mah Meri
Semoq Beri
Temoq

PROTO-MALAY
原始马来人
Temuan
Semelai
Jakun
Orang Kanaq
Orang Kuala
Orang Seletar

NEGRITO
小黑人
Kensiu
Kintaq
Jahai
Lanoh
Mendriq
Bateq

表1：马来西亚半岛的原住民族群。

一般来说，城市教会并没有向他们的原住民弟兄们伸出友
谊之手，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不知道怎么做。
同时，现有的原住民教会将他们的服侍限于他们的村庄范
围内，不愿意与城市教会合作——即使是同一宗派——
以服侍他们在城镇的同胞。

2010年，原住民发展局（JAKOA）—2011年1月前称为原
住民事务局（JHEOA），报告说原住民人口已从 2006年的
141.230 增至 2010年的 178.197。几乎所有原住民住在森林
中的852个偏远村庄及城镇边缘。559个村庄人口仅有100
至500人。

这是努力建立独立的原住民教会的一个契机，脱离原住民
教会对既有教会依赖的倾向。在初期，我们派遣宣教士进
行外展工作。如今，我们需要差遣我们的教师、培训员和
行政人员，使原住民教会迈向成熟，走向自我神学思考、
自我管理、自给自足与自我扩展。

州属

我们为下一代的原住民祷告，祈求他们成为领袖与全能神
的仆人。

彭亨
霹雳
吉打
雪兰莪
吉兰丹
登嘉楼
森美兰
马六甲
柔佛

总数

小黑人
925
2,413
251
3
1,381
34
0
1
1
5,009

先奴伊人 原始马来人
29,439
50,281
19
5,073
12,047
818
96
28
55
97,856

37,142
605
0
12,511
29
41
10,435
1,486
13,083
75,332

来源：原住民事务局（2010年）

总数
67,506
53,299
270
13,457
13,457
893
10,531
1,515
13,139
178,197

约65％是传统泛灵信仰者，15％至20％是穆斯林，而过去
30年有高达20％已归向基督。有几个全是基督徒的村庄。
然而，由于他们的村庄遥远，往往没有像样的道路或基
础设施，培训他们的领袖以便他们能继续向同胞传福音乃
是当务之急。据悉，最近几年原住民改信伊斯兰教的百
分比一直在稳步增加，尤其是在原始马来人当中。 一些
原住民转变信仰是真正受伊斯兰教吸引，但大多数转信是
因为压力和诡诈，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已信了伊斯兰教。
原住民部族的语言都没有书写文字。几乎没有任何以他们
母语书写的基督教书籍，也没有任何圣经书卷被翻译成
他们的母语。但William Napitapoeloe 留下的工作果效将
继续流传。他是来自多峇湖巴塔克信义会（巴塔克新教教
区）的巴塔克人（Batak），在低地原住民社区中服侍。
1955年，他制作了题为“得救之道”（Nong Selamat）
的福音单张，并在1954年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
翻译成先内族（Sengoi）的语言。他最终被视为威胁，受
警方与一些马来人骚扰，认为原住民应改信伊斯兰教。后
来，他受勒令离开马来亚，尽管他已在该国居住了23年。

阿里尼(Arini)和她的一令吉

为马来西亚24/7祷告之年

2012年9月16日，有1万名沙巴基督徒为马来西亚祷告

为马来西亚24/7祷告之年继续呼吁所有基督徒与教会团
结一致，为国家的正义、和平与复和祷告，并着重为
移民、难民、原住民与穷人祷告。愿正义得胜！
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节。请为我国的青少年与儿童
祷告。
1。祈求儿童与青少年的所有权利都获维护，祈求将会
有更多基督徒兴起，成为儿童与青少年未来的策略
思想家，成为受虐待、忽略或遗忘的儿童与青少年
之声。
2。祈求快速成立安全网—通过法律援助、医疗与情
感扶助，通过司法系统的监测与指导，对付任何形
式的奴役制度、人口贩卖、强迫劳动、虐待与情感
威胁。
3。祈求有更迫切的努力来教育家庭、教会、一线工作
者与社会。以祷告对付任何形式的歧视。
4。祈求刑事司法制度保护青少年与少年犯罪者。

“叔叔，我可以买这本书吗？”4岁的原住民女孩阿里尼
拿着一令吉在手，想要买一本《国语儿童圣经》。她不会
读，因为她还没有开始上学。她说：“但我可以看插图，
并从圣经吸取一些故事。”
阿里尼只不过是最近在文冬举行的禧年营（Kem Yobel）
200多名原住民儿童当中的一个。《国语儿童圣经》每本
RM 5（通过赞助）的零售价让许多原住民儿童脸上添
加了笑容。一令吉对我们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像阿里尼
一般的孩童，那是她所拥有的一切。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
可在任何地方买到圣经，或点击一个按键就读到圣经，其
实在东马（及原住民当中）有超过50万名讲国语的基督徒
儿童无法接触到圣经。
因此，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这项突破性的事工，栽培下一
代的讲国语基督徒领袖。你的奉献对他们将有终身的影
响，为我们马来西亚新一代的基督教领袖带来转化。
请加入我们的行列，将至少一本国语儿童圣经交在一个孩
童手中。

5。为青少年与儿童祈求，以免被教育不符合水准的可
怕问题所害。 这些问题也因其他因素而加剧，如
家庭解体、贫困、健康不佳、媒体与同侪的不良影
响。 请为代传式贫穷剥夺青少年受教育，他们被
逼工作以帮补家用而祈求。
6。祈求孩子或青少年在自己的宗教或信仰选择自由上
不会受拦阻。祈求这个国家的每个儿童与青少年
将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因认识他而经历生
命改变。
7。祈求儿童与青少年将在教会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
他们将被视为扮演积极的角色，享有平等机会，并
有机会领导，从而预备他们成为这一代的转化型
领袖。

“一个孩子一本圣经”
（1M 100K 运动）更新消息
“一个孩子一本圣经”—1M 100K 运动在 2012年1月发
起，但要到4月从个人与教会的奉献才如涓涓细流般寄
来。 对马来西亚教会未来一代领袖（讲国语的基督徒儿
童）需要的意识仍然非常薄弱。海外宣教与教堂建筑仍然
是优先事项。同时，积极向我们的孩子进行伊斯兰化将持
续下去，不会等待教会做好准备。

《国语儿童圣经》来到勿洞
（古晋 Richard Labung Ganang 牧师报导）

Wawasan Penabur平安，
古晋三一卫理公会的长屋事工集中在两个中心：砂拉卓
（Saratok 的 Maya 之家）和勿洞（Ensudin 之家）。每
个中心有6所长屋，总共大约100名孩童。这些孩童没有
自己的圣经。Wawasan Penabur出版的《国语儿童圣
经》使这些孩子能够以国语阅读神的话语。

由于需求殷切，我们已加印了3万本（以致如今已为“一
个孩子一本圣经”运动印了6万本），去年8月，为了支付
印刷成本，Wawasan Penabur 将我们售书所得款项用作
圣经印刷费。

在2012年7月28日与29日，我由
三一卫理公会带队，与SIB The
Way（讲华语的团队）一同参观
我们在勿洞的中心（Ensudin
之家）。

印刷后，2万本《国语儿童圣经》立即透过“洪淹砂拉越
计划”（"Flood Sarawak Project"）发送到砂拉越 8个达雅
族占多数的地区—要将神的话语充满犀鸟之乡。
赞美神，那些为此计划付出的个别人士让《国语儿童圣
经》得以进入砂拉越内陆地区。在古晋、诗巫、美里、
民都鲁与老越的地方教会（尤其是属婆罗洲宣教会者）扮
演了他们的角色，将圣经带入腹地分发。
2012年结束前，我们仍有4万本儿童圣经要印刷与分发。我们
所有人都可以扮演角色，将至少1本《国语儿童圣经》交在
一个孩童手中。你每购买一本价格30令吉的圣经（无论是
自己读或买来祝福他人），你其实就等于奉献了3本《国语儿
童圣经》给沙巴、砂拉越与原住民。

那晚的崇拜过后，32名儿童领取
了《国语儿童圣经》。这些圣经
由我们当中的专业人士如医生与
护士分发给他们。这是作为一种
鼓励，激发他们研读神的话语。
孩子们都感到兴奋，急不及待地
翻阅，并开始阅读。我们也为孩
子们祷告。

Wawasan Penabur，谢谢你！
古晋三一卫理公会
长屋事工协调员
Richard Labung Ganang

请直接将您的奉献寄至：
Wawasan Penabur Sdn. Bhd.
P.O.Box: 8327, Kelana Jaya Post Office
4678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马来亚银行户头号码: 5623 6663 2813

若您有类似的故事，请来信与我们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