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种之友会讯: 一份连接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季度会讯

欢庆马来西亚日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14：34）
上周，我们的whatsapp小组起了一场争论，有关（最小是小学）学童知道
我国的负面时局比认识我国的光辉过去还多。如今我们有沙巴水务局登上
头条，涉及我国反贪污局破获最大宗的贪污案——1.14亿的现金和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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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哀叹道：“这地的公义何在？”公义在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否败退
了？当然不是！我们在司法任职者中还有人谨慎留意上帝对这蒙福的国家
的治理和旨意。但根据一些在道德和属灵课题上从宽的事例，公义似乎确
实败落。
我们庆祝我国第43个马来西亚日，并于2016年9月16日结束40天的禁食祷
告，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并寻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时，神就垂
听我们。天上显然要求地上存有公义。每当人所想所求的跟上帝的旨意起
冲突时，我们必须代表国家恳求神。我们必须知道，天上的法庭正开会，
没有什么能难倒上帝。他眼观一切，鉴察万事。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神的干预。他的时机拿捏得最好，所以我们不能放
松警戒；我们是墙上的守望者。每个基督徒都要成为所爱的国家在此时局
的祷告战士。我们怎能疏于监视而让仇敌闯入，占领我们的国家？所以我
们必须作战；我们知道我们身处战场——我们是神大军的兵员。我们也像
律师在天上的大审判官前为某案代求，说：“主啊，求你听我们的呼求。
让所有影响社会的七座山 - 宗教、家庭、教育、政府、媒体、艺术和娱
乐，以及商业，都有公义在其中。”
上帝要某国信徒为国家的福祉负上责任！请留意常被引用的这段经文：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下7：14）教会
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真正面对的战争是与灵界权势的属灵争战。得胜的唯一方法是在于我
们屈膝代求。愿上帝保佑我们美丽的马来西亚！

桥接基督教社区
木屋区的一盏明灯
儿童国语圣经（AKK）不仅深入到砂拉越内地，还
去到位于Samalajau的木屋区。Samalajau是新兴的
工业镇，距离砂拉越民都鲁只有几公里。
随着对蕉村（Kampung Pisang）木屋区的孩童福利
的关注不断增加，Doris Umbat（下称多丽丝）开始
了接触社区的努力。当她碰壁时，她将自己迁入木
屋居民当中，要开办主日学。多丽丝以驾驶学校货
车谋生，她深爱蕉村的孩子。

蕉村的孩童从来没有上过主日学，更不用说参加教
会崇拜，因为蕉村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异教徒。 多丽
丝的第一个主日学校课是于2016年4月9日在Ibu
Timothy的小舍进行，她是一位慷慨的伊班女士，允
许她的小屋作课堂用。第一堂课有二十七个孩子出
席。
多丽丝的朋友Cornelius来自
沙龙浸信会，他手头有几本
儿童国语圣经。他将所有圣
经都送给首27名学生，那是
他们手中的第一本圣经。
上帝在蕉村动善工。 多丽
丝每个星期天都看到学生越
来越多。到今天为止，她有
49个孩子定期来到Ibu
Timothy的小屋。可惜不是每
个孩子都有儿童国语圣经，
他们必须共用。
孩子的父母开始产生兴趣。
有些父母星期日陪同孩子到
Ibu Timothy 的 小屋， 他们
也参加简单的主日崇拜。
传统穿著的多丽丝

多丽丝认为有必要成立教会，因此她将主日崇拜
开放给父母参加，不仅是孩子。
在沙龙浸信会的协助下，多丽丝现在有2位主日学
老师在蕉村协助她。来自圣公会的老师也每隔一
周来帮忙。
无论是在木屋区或农村，儿童国语圣经一直都是
大人和小孩认识神的重要源头。因为上一代人大
多数都不识字，他们透过孩子为他们读经而认识
圣经。

多丽丝仍积极地把所有孩子聚在一起，她知道她
很快就需要更大间的教室，因为Ibu Timothy的小
屋已不够用了。她希望每个学生都可以拥有自己
的儿童国语圣经，而她的主日学老师能有适当的
技能和知识装备。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
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
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
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太18：2-5）
但几个星期前，一场雷暴
摧毁了Ibu Timothy的小屋
的大部分。主日学暂停一
段时间，修复工作正在进
行中。
如果您或您的教会有意向
多丽丝伸出援手或鼓励
她，您可以联络她的手机
(+6019-8778195)

桥接基督教社区
强化主日学老师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
都不足与比较。”（箴8；11）
我们的主日学材料“八颗宝石”(Lapan Permata)
已分阶段出版。大多数的乡区教会都很少孩童，
通常以3个年龄组分班：幼儿园（4至6岁）、初级
组（1至3年级）及高级组（4至6年级）。因此，
我们开始第一年课程，让幼儿园组开始Permata 1 ,
初级组（1至3年级）开始Permata 3, 以及高级组
（4至6年级）开始Permata 6。
到今年年底，第二年课程（Permata 2、4和7）以及
2本教师手册将印好。到2017年2月，第三年课程
（Permata 5和8）将出版，完成整套“八颗宝石”
的课程。
Wawasan Penabur与Sun Focus Foundation合作，
在讲国语教会培训儿童事工同工和主日学老师，由
Sun Focus Malaysia负责培训。
沙巴的基督教教会（PCS）是首个开办这项培训的教
会。六十名教师于2016年3月11日至13日参加了儿童
事工基础课程（Kursus Dasar Pelengkapan PKK）。

有趣的是，PCS的主日学教师回到各自的教区，
就一直开办内部课程。透过小组聊天收到的报告
显示，内部培训已培养了约120名新主日学老师。
看到老师们的热忱，以及他们立即将所学传授以
栽培更多老师的热忱，那实在令人鼓舞。作为这
一新发展的后续行动，我们正为参加者印制教学
笔记，以协助他们培训新老师。 Sun Focus
Malaysia也在考虑筹集资金，为这些新老师提供
一套“八颗宝石”教材。

Kursus Dasar Pelengkapan PKK, PCS

第二次培训于5月13日至15日举行，第三次培训于
9月3日至5月举行。培训有三个单元，需要教师委身
一年。六十名参加者是来自十九个教区（parokhi）
的代表。每个教区可能有二十到四十个教会。培训
单元旨在传授教导圣经故事给儿童的技能。

沙巴Pulau Banggi 的Limbuak Darat
的儿童事工同工和主日学老师。

第二次“八颗宝石”的培训在4月15日至17日在沙
巴的Pulau Banggi为教会开办。来自岛上不同地区
的12名年轻教师参加了培训。培训的重点是提供
资源，并装备老师，使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庄后能
自信地教主日学课程。过去一直使用印尼文版
（Suara Sekolah Minggu）的老师发现国语版
（“八颗宝石”）更容易明白。

半岛的SIB（SIB Semenanjung）于4月22日至23日
及6月17日至18日举办了儿童事工证书（Sijil
Pelayanan Kanak-Kanak）培训。来自二十六个SIB
国语教会共有八十二名教师参加课程，从北部的
亚罗士打至南部的新山都有人远道而来。

“八颗宝石”培训也去到拿笃的Tawaiyari开办。
15名教师参加了2016年6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儿童
事工证书培训。在拿笃的培训有一些曾参加培训
的老师提供协助。

来自各种培训课的参与者提供非常令人鼓舞的反
馈。材料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的语境和语言更接
近使用者。老师特别欣赏视觉辅助，因为它们有
助于吸引孩子的注意。值得一提的是，“八颗宝
石”在提供圣经背景的教导的同时也连带帮助老
师本身的灵命成长。作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老
师需要作记录，写下他们的课程进展及个人反
思。
欲知更多有关“八颗宝石”培训的信息，
请拨电 012-5422413 联系 Wong Kim Ting牧师，
或 unclekimting@yahoo.com

Inisiatif TITUS 2:7
Alkitab Edisi Studi (研读本国语圣经)
无论您是牧师、圣经学校学生、小组组长、学校
老师或是大学生，如果你渴望研读上帝的话语，
Wawasan Penabur 将以60令吉的特价为你提供研
读本国语圣经 (Alkitab Edisi Studi)。优惠价包括马
来西亚国内的邮资，现有存货300本，先到先得。
.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Siri Kupasan Alkitab (解经系列)

Siri Menjelajah Alkitab (圣经纵览系列)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典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
得基业。”(徒 20:32）
对许多人来说，“建立教会的是上帝”这句话可
能只提及显而易见之事。不太明显的或许是神选
择如何建立他的教会——通过“他恩典的道”。
我们的主可以使用许多方式来建立他的教会：有
远见的领袖、关怀的社区、精彩的赞美和崇拜、
有活力的儿童节目、刻意的社会外展...仅举数例
，而他也曾使用之。但主曾讲明一件事——
他的恩典之道在他的教会中永远保持中心和基础
重要性。以别的东西代替它就等于在沙上建造房
子（太 7:26）！
根据这一信念，Wawasan Penabur正与KVBC信托
基金会和TGC International 合作，在马来西亚推介
一系列的新国语资源，称为“解经系列”。本系
列中的各题旨在达成以下一个或多个目标：1）鼓
励对圣经的信心和依靠；2）使读者能更清楚地掌
握所有经文如何见证耶稣基督；3）使同工能更好
地装备自己，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Wawasan Penabur出版了
“圣经纵览系列”的第三本—
《罗马书》。先前出版的另两
本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
传》。这是我们“深入浅出的
注释”系列，逐节解经，接着
有一些问题供个人反思。本书
（和系列）的作者是 Goh Kim
Guat女士。
大多数学者都视罗马书为最伟大的基督教文献之
一。它影响了基督教会历史的许多关键人物。奥
古斯丁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和早期教会第五世纪的
教父，他阅读这封书信中的某段而归信。十一世
纪后，负责基督教改革的主要人物马丁路德读到
保罗在《罗马书》的内容时，生命获改变。同样
地，卫理公会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听到人读路德
为《罗马书》所写的序言那一刻，成为他生命的
转折点。
我们强烈推荐本书，作为个人灵修和小组查经材
料。

目前已出版两本书，并在今年7月25日配合PJEFC
的KVBC解经大会推出：

Cerita Alkitab dalam 16 Ayat
为了理解圣经，我们需要了解神
的救赎大计划。本书重点介绍十
六处关键经文，为这伟大故事提
供清楚的概述。它对一对一的门
徒培训以及较正式的教学，都是
理想的材料。

Mengenal Allah Melalui Firman-Nya
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但我们
真正相信圣经的什么呢？我们可以
完全信靠圣经吗？这是否足以应付
我们复杂的生活？我们真的知道它
教导什么，或是我们只不过受困于
我们自己的诠释？ Mengenali
Allah Melalui Firman-Nya 是凯文·
德扬（Kevin De Young）的新书
Taking God at His Word 《藉神的
话认识他》的国语译本。它被认为有关圣经教义的最
好的书之一，几乎任何会友都可以阅读和明白。

本系列中的另2本书也可购得：

顾问委员会
 黄方洋牧师

 Lim Heng Seng

 Rev Danil Raut
 Rev Datuk Jerry Dusing

董事会(Penabur)
 Chow Chee Yan
 Alfred R. Tais

 Roshan Thiran
 Randy Singkee

Wawasan Penabur 2017年计划
Yesus Mesias (耶稣弥赛亚漫画版)
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充满活动的服侍以漫画形
式呈现，以便在青少年当中广传。内容将包括
一些护教材料。我们计划分发2万本。
请为本书的顺利出版而祷告。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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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督徒儿童
一 本圣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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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的“示剑倡议”
(Sikhem Initiative) 以支持内陆圣经学校学生。

支持Wawasan Penabur的 “Lapan Permata” (八颗宝
石项目)，为儿童事工同工、主日学及幼儿园教师提
供教材。

支持Wawasan Penabur的“Yesus Mesias” (耶稣
弥赛亚计划)，印刷与分发福音和护教漫画给青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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