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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愿望 
 

在北半球，复活节也是春天的开始——一个美好的季节，落在地上 

“死”了的许多种子，长出新生命。马来西亚的教会也反映这种情况

。随着年初的各种挑战，到最近发生的教堂建筑被迫拆下十字架，教

会忽然苏醒了。现今如此的时刻，我们需要经历神熬炼的火。 
 

耶稣的复活七周后，就在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在聚集在耶路撒冷的

耶稣的信徒身上。今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并成为他门徒的，神仍然

要浇灌圣灵在他们身上（参罗8：1-11）。五旬节让我们有机会思考 

我们当如何过每一天。我们是否靠着神的灵所赐的能力？我们是否有

留意圣灵如何引导？我们的生命是否结出更多的属灵果子（仁爱、喜

乐、和平等）？ 

 

在五旬节，耶稣圣灵赐能力给信徒，使他们能以平时未学习的各种语

言来赞美神（徒2：5-13）。这神迹含有象征意义，强调了教会多种 

语言、多元文化、万族万民的宣教使命。我们要成为一个群体，各族

人民都在基督里被神的爱吸引而聚合一起。虽然也有一些很棒的例外

情况，但一般来说，教会似乎没有活出她多种语言的使命。我们往往

都按照语言、种族来区分。因此，五旬节挑战我们所有人审视自己在

这方面的态度，拒绝潜伏心中的偏见与悔改，并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待

所有人，甚至那些不同语言与文化的人，尤其要如此行。这并不容易

做到——却在我们呼召的核心——如果我们愿意让神使用，圣灵会帮 

助我们。 
 

五旬节主日临近时，让我们检讨自己：我是否靠圣灵的能力来服侍 

神？无论在教会聚会或在世上为神而活，我是否都使用圣灵的恩赐？

让我们求神重新以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重新得力地参与基督的事

工。我们也在这时重新委身于我们的关键角色，在我国服侍神的子 

民。 
 

愿神赐福你。 
 

    Wawasan Penabur 的使命 
 

1.与讲国语教会合作编制与分发

国语资源。 

2.制造国语教会所面对的机会与

挑战的醒觉。 

3.作为国语教会与非国语教会之

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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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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当五旬节那日到了，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 

忽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 

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

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徒2：1-4） 

 

几个星期后，教会将庆祝圣灵降临节主日。第一个五

旬节将一群心中惧怕的人转变为勇于宣告信仰的人。

“掌权的基督”已从天上俯身，把他们沉浸在灵火中

。他们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中生出信心和勇气。 

 

进入2015年，我们听到来自半

岛的穆斯林教师积极在学校进

行改教的消息。在2月，一名来

自沙巴Kinarut国中的16岁女生

据说在父母不知情之下皈依伊

斯兰教。而最近另一个案涉及

砂拉越美里来自罗东(Lutong)国

中的一名13岁女生。据校园事

工同工透露，Kinarut其实有16

名学生改教，却只有一位家长

投诉，其他家长没有反对自己

的孩子改变信仰。 
 

登上报纸头条两周后，事件终

于尘埃落定，教会恢复如常，

而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仍然受到

改教浪潮的骚扰。教会的反应 

一直都是防，而不是攻。我们需要再次经历第一个五

旬节的浇灌。惟有基督焚烧与洁净的火可以给我们新

的心，使我们能大胆宣讲他的好消息给所有人。 
 

在砂拉越高原的三次大复兴，圣灵的工作显而易见。

在1930年代发生的第一次复兴，来自婆罗洲福音差会

（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的宣教士在巴里奥 

(Bario)的加拉毕族(Kelabit)以及巴卡拉兰(Ba ‘Kelalan) 

的隆巴旺族(Lun Bawang)当中宣教，使他们从泛灵信 

仰转向永生神。在1970年代，圣灵如此大能运行，以

致人深深知罪并悔改，首先是中学生与小学生，然后

是成人。教会于是增长。1984年，巴卡拉兰有神迹奇

事发生，甚至在海峡时报成为头条新闻。在所有三次

复兴，男人、女人和孩童都沉浸在灵火中，生命因而

改变，教会也戏剧性增长。 
 
 

无论你对圣灵工作的信念如何，你现在为神火热 

吗？你是否曾与这位赐下洁净之烈火的基督相遇？

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的生命

被灵火焚烧有什么印记？ 
 

由于圣经中频频以火象征圣灵，

一位圣经注释者说，一个方法是

思考火的三种自然功能，并以它

们来衡量自己：火在内焚烧，向

外蔓延并向上焚烧。 
 

首先，火向上焚烧。它有一种向上烧的特性。与烈

火的基督相遇，就会热情赞美他。在五旬节，有火

焰如舌头落在每个门徒身上， 他们于是被圣灵充 

满，开始用他们不懂的语言说话；但这些语言却是

那些从散居的各国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听得懂 

的。他们听见门徒们以他们的语言在宣告神的奇妙

作为。 

 

与用火施洗的基督相遇会提升你的心灵，能恒久地

赞美与感谢神。1904年的威尔斯大复兴，大人不分

男女被灵火焚烧，无论乡村或城镇都充满赞美神的

声音。在百货公司，有人会唱赞美诗，其他人在购

物时也加入赞美。矿工从矿井上来走路回家时，会

唱者信仰的赞美诗，并在到家之前一起祷告。因着

观众一起唱赞美诗的热忱，足球赛要迟半小时才开

始。 

 
 
 

 

 

 

在砂拉越1970年代的大复兴，人们忏悔与认罪后大

声赞美与感谢神，当他们向主歌唱与跳舞时，有人

俯伏在地，有的跪着，有的站着，双手高举，敬拜

的新歌自发地唱出来。今天，许多妇女仍然凌晨4

点起床敬拜神，并为国家代祷。 
 

 
 

 

其次，火会向外蔓延。每一年，我们呼吸着来自苏

门答腊受污染的污浊空气。火从来不会安于固定一

处，它总要烧去其他地方。圣灵之火也是如此。如

果你的生命被神的火所烧着，那么你免不了会自动

自发想跟别人分享福音，并将你所领受的火传给他

人。 
 
 
 

 

 

  

 
 

 

 

 

     

 

   

一组巴卡拉兰巴 

女人在清晨祈祷 

（1989年） 
Photo by: Bob Teoh 



1976年，一位OM前宣教士汉布林（Tom Hamblin） 

走访巴里奥，要亲身视察1973年爆发的巴里奥大

复兴。他从飞机下来，立刻就感到神的圣洁同 

在。他很快发现神给了加拉毕族很多属灵恩赐，

其中之一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加拉毕人察觉他的

心中有一粒小石要除掉，不然它就会长大，他的

爱心会变成石心。 
 
 
 
 
 
 
 
 
 
 

当他询问那粒小石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及怎 

样”进入他的心时，他们揭露了许多难以置信的

细节，不久前他在英国与某人发生了一些事。汤

姆仍然怀恨在心，并没有饶恕那弟兄。 
 

他在一本题为《巴里奥复兴》 

(The Bario Revival)的书前言中写 

道：“我在这里，一个遥远地方

的一群陌生人当中，他们竟然能

透露真相，我吓呆了，感到震 

惊、战兢。是神借着加拉毕人向

我说话。信息很简单： “你要 

悔改，也要饶恕人。”我不再怠 

慢，就照指示去行，我可以作证，我领受了天上 

恩膏的福气。我悔改后的一周内，尽管我睡很 

少，我说话、讲道与发言，都带着非凡的能力。” 

 

你的心中有没有小石呢？心中深处是否仍怀着怨

恨？你饶恕了你的兄弟姐妹吗？你的生命中是否

仍有糠秕与秸秆需要烧掉？你的心中是否有个人

欲望或魔鬼要将圣灵排挤出去？神的火是否在你

的生命中焚烧？你是否基督的一枚燃烧弹，无论

走到哪里都传播他的爱与热情？五旬节主日临近

时，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再想想五旬节时的那群门徒。他们非常害怕，躲

在紧锁的门后。但基督让他们沉浸在灵火中，瞬间所

有的犹豫和惶恐都消失了。他们冲上街头，宣讲神的

奇事。他们成了一群被燃起的火热男女。 
 

遗憾的是，这火在马来

西亚已熄灭好久了。我

们的讲英语信徒正在减

少。在我国每3名基督徒

就有2名的讲国语信徒当

中，挂名信徒越来越 

多，贫困与他们当中的

积极伊斯兰宣教使问题

加剧。我们的年轻人长 

大，不认识神，与他没有个人关系。他们就像第二代

的以色列人，“那世代的人也都归到自己的列祖。后
来兴起的另一世代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
列所做的事。”（士2：10） 
 

据在华盛顿专作民意调查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调查，到了2050年，马来西 

亚穆斯林将占4,520万预计人口的72.4％（3,270万 

人），而他们在2010年的2,840万人口中仅有63.7％ 

（1,800万人）.这项题为“世界宗教未来”的报告还

披露，马来西亚的基督徒人口会在未来40年停留在 

9.4％，而所有其他宗教的人口将持续萎缩。 
 

难道我们不应当祈求圣灵再次眷顾我们这一代的教 

会？难道我们不应当为我们讲国语的弟兄祷告？ 

 
 

 
 
 
 

 
 

第三，火不仅向上与向外蔓延，这也烧尽里面的东 

西。火不会只停留在表面，它如酸一般，会一直吞噬

到核心，并继续焚烧，直到没有什么可烧为止。 
 

要与洁净烈火的基督相遇乃是认识一种刺透我们道德

败坏的烈火，它要清除灵魂并大力擦净（磨净）我们

的思想。耶稣说“我要用火给你们施洗”时，就是这

个意思。水只能清除表面的污垢。只有基督能以不灭

的火为我们施洗，并有效地对付我们积习难改的习惯

与根深蒂固的罪。 
 

我们的心如何？如果神检视我们的内心，他看到什么

会特别显著呢？ 

 
 
 

  

 

     

     

 

          

 



一个基督徒孩童一本圣经 

 

“一个基督徒孩童一本圣经”运动仍在推动着。当

Wawasan Penabur的团队探访教会与沙巴和砂拉越内 

地的圣经学校时，许多内地孩子还未收到他们的国

语儿童圣经。我们已将运动重新命名为“一个基督

徒孩童一本圣经”（Satu Anak Kristian Satu Alkitab), 

因此我们看到把一本圣经放在马来西亚每个基督徒 

孩童手中的迫切性。 

 

该运动于2013年6月展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分发

大约21万本圣经，我们正印刷另外30,000本以确保

“一个基督徒孩童一本圣经”的使命得以完成。 
 

 
 

 

提多书2：7运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分发大约1,600本研读本国语圣

经给国语牧师、领袖、全职同工以及圣经学校学 

生。请与我们一同为内政部进口国语圣经及其他基

督教材料对进口国语圣经及其他基督教材料的新标

准操作程序。此类进口如今要遵守原本仅用于穆斯

林的法律——1986年古兰经经文印刷法令。进口商 

如 今须向内政部古兰经经文分部申请，该部对进 

口是否获准有最后的决定权。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神，许多领袖与学生已收到

研读本圣经，并从中获益。 
 

撒下国语基督教资源的种子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看到儿童和青年人（特别是在学校

和学院）如何成为咄咄逼人又有系统（大多数都资金充

足）的伊斯兰宣教的主要目标。简单的一个挑战如； 

“你们的圣经已被篡改”、“耶稣没有钉十字架”或 

“你们拜三个神”，就足以动摇他们的信仰核心。 

 

珊瑚岭长老会主任牧师Tullian Tchividjian，也是布道家 

葛培理 (Billy Graham)的孙子这么说：“如果我能在基督 

徒家庭长大，去基督教学校，每个主日和星期三都在教

会...上神学院......获某宗派按立，并担任某教会的

主任牧师，却仍不明白福音是给基督徒、是给我的，那

就太可怕了。” 

 

考虑到我们的年轻人有必要认识他们信些什么，并相信

他们所认识的， Wawasan Penabur 已出版一系列18本 

基督教基本教义（Siri  Asas  Kepercayaan Kristian）小册 

子。它们是专为个人阅读与小组讨论而编写，有经文与

留下空白作笔记。每本小册的结尾有一些讨论问题供小

组讨论或个人应用。在适当地方也加入一些护教材料。 

 

 
 
 
 
 
 
 

伍锦荣博士（Dr Ng Kam Weng）为这一系列签注时写 

道：“许多年少的基督徒很容易受到现代社会的诱 

惑。他们在学校接触到挑战基督教的观点，信心就动

摇。加强年轻基督徒信仰的任务从未如此迫切。值得

庆幸的 是，Siri Asas Kepercayaan Kristian这一信仰系 

列面世， 这重担可以轻省些。这些小册子为圣经基 

本教义作了简单、全面又实用的介绍。我推荐这套优

秀的资源给寻求建立年轻基督徒信仰的牧师，以便他

们能在信仰上长大成人，不再作小孩子，中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邪说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弗4：13-14）” 

 

来自马神（STM）的讲师何玉金女士（Miss Ho Gaik 

Kim）认为，该系列不仅能帮助信徒了解基本的基督

教教义，同时也认识神为创造主。有些护教课题（如

三位一体的神、基督的神性以及圣经）也将触及。写

著方式鼓励读者进一步阅读与理解，并提供一些非基

督徒问题的答案。希望该系列将加强我们年轻人的信

心，以致他们努力装备自己来服侍神与祂的子民。 

 

该系列的主题有:“创世之初”,“圣经”,“神”, 

“耶稣”,“圣灵”,“长大成人”,“作管家”, 

“得胜”等。为了使一般人都可购买，零售价是每本 

RM 1.00。 
 
 
 

 
 

 

 

   

   

 

 

  

 

  

  

 

 

 

   
 

 

 

 

 

 

 

 

 
 
 
 
 
 
 
 
 
  
 
 
 
 
 
 
 
 
 
        

 
本南族孩童

 
 

 
SMK Bario的中学学生 

   
砂拉越的婆罗洲福音宣教会的334名主日学教师于2015年3月 

收到他们的研读本国语圣经。 

 

132名马来西亚巴色

基督教会（BCCM）

的国语牧师在2015年

2月收到他们的研读

本国语圣经。 

 
 

 



搭桥连接基督教社区 
 

支持圣经学校学生 
 

支持圣经学校学生是极大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在内陆圣

经学校念书的。许多人回应神的呼召，却不知道他们是

否能完成学业，因为经济一直都成问题。最近，三名来

自STP Long Lama的本南族学生不得不辍学，只因他们无 

法付清仍拖欠的学费，而曾答应赞助他们的教会却无法

信守诺言。在北部的沙巴州，一些圣经学校学生也面临

相同的挑战。 
 

正如我们提醒非讲国语教会，强稳的马来西亚教会就是

强稳的讲国语教会（马来西亚有65％以上的基督徒讲国

语），Wawasan Penabur最近为一名圣经学校学生找到 

奖学金。在八打灵的某细胞小组决定坐言起行，为一名

已婚并有两个孩子的第二年全时间圣经学校学生承诺每

月捐助400令吉。 
 
 
 
 
 
 
 
 

我们（为赞助者与受赞助者）的治理模式要求学生至

少每月与赞助者（通过电邮、发短信或WhatsApp）

联络一次。除了每月的金钱奉献外，赞助者也受鼓励

给该学生发送鼓励的短句，并去探访她。赞助者也须

关心学生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毕业并在内地教会任牧

师后也如此。 

 

以下是两名来自古达圣经学校学生的见证： 
 

(1)杰森*（Jason），32岁 
 

杰森是来自古达丹顿的第二年圣经学校学生。他已 

婚，有两个孩子。他在早年拒绝参与任何基督教活 

动，包括上教会。他察觉到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并没有

自动使他成为跟从基督的人。然而他在中四时，学校

的基督徒团契面临诸多限制与挑战，神向他说话。伊

斯兰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至少有十名基督徒学生改

信伊斯兰教。因没有人带领基督徒团契，他寄宿的学

校宿舍不许基督徒团契聚会。 
 

 

在那次“逼迫”中，

他突然意识到他需要

振作起来，结果生命

来个180度大转变，他

委身于主，扛起领导

基督徒团契的重任。 
 

他与几个人开始与那些最近改教的学生接触，希望能

带他们回归原有的信仰。他的那一组人多次被舍监带

去校长室。他的负担因此更为增长，他感到神呼召他

进入全职服侍。 
 

*不是他们的真名 

 
 

他考完SPM后回到自己的村子，开始在他的教会服

侍，带领敬拜及做主日崇拜主席。后来，他受托

带领青少年事工。全职服侍神的热忱就更大了。 
 

杰森看到自己有需要在神的话语更深扎根，终于

报读圣经学校，因他想在地方教会服侍神的子 

民。他的负担不只是为了抢救失丧灵魂，也要接

触那些有名无实的信徒或已误入歧途者。他等待

领受神的呼召，无论毕业后派去哪里都会忠心服

侍。 
 

(2) 维罗尼卡*（Veronica），22岁 

维罗尼卡是第二代基督徒。她的父亲是农夫，却

曾在她的家乡教会担任传道。她在STPM考获优异

的成绩，但她感到神呼召她入读圣经学校，而不

是大学。这是极大的挣扎。她的家人对她的决定

明显失望，但她有神的平安，要透过圣经学校受

训为他的仆人。她向父母保证，当他们一家学习

顺服主的呼召，主会给他们盼望与将来。 
 

她如今正读着第二年。她相

信神对她的宗派有大计划。

是的，很多年轻人对神越来

越冷漠，但神没有忘记他的

教会与子民。即使他们看到

年轻人对属灵之事不感兴趣 

而感到气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们当中许多

不是改信伊斯兰教，或根本就不想被标签为敬虔

者。世界已掳掠了青少年的心，他们有必要看见

神再次复兴这一代。 

 

维罗妮卡敞开自己，等待神的指示。她若不是在

地方教会服侍主，就是在神学研究求深造。她确

实知道的是：“神对我与我的子民有一个美丽的

计划。” 
 

 
 

圣经学校图书馆的藏书 
我们感谢神，几位捐助者奉献了几千令吉，古达

的一间圣经学校PCS神学教育中心能为他们的图书

馆多买几百本书。 
 
 
 
 
 
 
 
 
 

 

  

    
内陆圣经学校 

 

 

 
 

  

 
 

 
 

 



Miriam Adeney博士写作工作坊 
 

结出许多子粒的一粒稻米 
 

William Napitapoeloe是来自多巴的巴塔克路德会 

(Huria Kristen Batak Protestan)的巴塔克人。他起初于 

1932年来到金马仑高原的先内族村，在卫理宣教协会

健立的学校当一名教师。他后来转去积莪营神召会办

的学校，但又迁至丹绒马林与仕林河，在低地的原住

民社区服侍。他发现火热传福音比日常教原住民学生

读写与卫生会更有意义。 

 

没有一个原住民有书写的文卷，但 

Napitapoeloe的遗产将长存。Napita-

poeloe主要是独自行事，他印制宣教单

张，开始将圣经译成先内语。1953年,

他制作了题为“得救之道”（Nong 

Selamat）的单张。先内语的《马可福

音》与《约翰福音》于1954年完成，

在伦敦由圣经公会出版。 
 

他还在打巴-美罗与积莪营的先内人社 

区创立了几个教会，并为100多名原住

民施洗。他最终被视为威胁，受到警

察与一些马来人骚扰，他们相信原住

民应皈依伊斯兰教。尽管在国内住了  

23年他于1955年年底被勒令离开马来亚。 
 

但在一年之内，他乘一艘渔船回到马来亚，以避开马

来亚移民当局的注意。他在先内人基督徒村庄恢复讲

道与领导。他四年来一直保持低调。但一个马来民间

团体突然到来逮捕他，还毒打他。他被送往打巴医 

院，于1960年6月16日在那里去世。 

 

他献身于先内人的福利与救

恩，他译成先内语的两本福

音书和一些赞美诗，他为教

识字而编的材料，都是值得

我们感谢的。Napitapoeloe

是一位基督徒殉道者，他奉 

献自己的生命给马来亚丛林中被遗忘的族群——

原住民。  

 

一粒稻子已落在土里，结出许多果子。(摘自2011年 
Paul B. Means所著的《先内人的宣教故事》The Story of 

Sengoi Mission) 
 

 
 

 
 

 
 

正是这样的故事需要写下来，并让马来西亚讲国

语的基督徒知道。这是Wawasan Penabur于2015年 

3月2 - 6日在沙巴举办另一届Adeney博士写作工 

作坊的主要目的。2015年的主题是“本地的信心

勇士”或Pahlawan-Pahlawan Iman Tempatan。有 

九人专程参加了研讨会。当中写下的生命故事有

龙古斯族(Rungus)的首六个信徒的故事，在姆律-

塔加耳(Murut Tagal)社区服侍的首位隆巴旺 (Lun 

Bawang) 牧师，及一个有助 1980年代巴卡拉兰 

Ba'Kelalan 大复兴为神重用的人。 
 

   
 

Wawasan Penabur将这所有故事加上从一些英文 

与龙古斯文的书翻译的其他文章，出版为“信心

勇士系列”（Siri Pahlawan Iman）。希望马来西 

亚讲国语的教会将永远纪念这片国土上的信仰先

驱。他们有少为人知的极丰富遗产。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
来。”（约12：24） 
 
 
 
 
 
 
 
 
 
 
 
 

 

 

 
                          Markus 1:1-4 (Bahasa Seng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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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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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的 “一个儿童 一 

本圣经运动”。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的“搭桥运动” 

(Bridge Initiative) 以支持内陆圣经学校学生。 
 “Bridge Initiative”  
 

我们很高兴介绍Wawasan Penabur的新员工： 
 

 

Rasminah Oyok, 我们的行政执行员， 

是来自沙巴必达士的Tombonuo人。 

她于2013年从UiTM毕业，目前在一个 

PCS教会敬拜。 

  
. 

请为以下事项与我们一同喜乐与感恩： 

1.神的恩宠显现，为我们打开门户与机会，与不同地方的

教会、团体及宗派合作。 

2.神在Wawasan Penabur事工中的供应与支援。 

3.你......我们事工的合作伙伴与撒种之友（Rakan 

Penabur）。 

  

与我们一同祈求： 

1.神对事工的遮盖 

2.神保护我们与我们的家人 

3.我们在所有的旅途都有平安 

4. 对服侍机会作决定有智慧与神的明确方向。 

5. 来临的行程/演讲： 
 
 Edwin Kee, 我们的信息与通讯技术项 

目经理。他负责Wawasan Penabur的 

整体数码媒体战略。Edwin来自槟城，

他在卫理公会敬拜。 

 

5月8日： MTS, Namaus, Sabah 

6月13-14日 实兆远英文卫理公会 

6月22-25日 民都鲁Belaga圣经学校； 

Long Lama圣经学校, Baram。 

7月26日： 八打灵大学福音中心 

8月16日： 八打灵Balai Baptis Kalvari 
 

请联系我们，如果你的教会希望我们分享一下所面临的

马来西亚讲国语教会的机遇和挑战。 

 

                        顾问委员会 
 

 

 
 

                       董事会(Penabur) 
 
 

 

 
 

                    Wawasan Penabur 职员 
 
 

 Randy Singkee 

 Rasminah Oyok 
 

 

 

 Rev Danil Raut 

 Rev Datuk Jerry Dusing 

 黄方洋牧师 
 Lim Heng Seng 

 

 Chow Chee Yan  

 Alfred R. Tais 

 

 Roshan Thiran 

 Randy Singkee 

 

 Edwin 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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