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mento Mori, Memento Christi 

 
生命既短暂又无常。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片

刻就不见了。”（雅 4:14 下）。摩西曾对主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

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诗

90:5-6）人有时说，人生除了死亡和缴税之外，一切都是无常。正如乔治萧伯

纳所说：“关于死亡的统计数据并没有改变。一个人当中有一人死亡。” 

 

Memento Mori.  “记住死亡。” “要记得，你必然会死。”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认真看待每一刻，人生会多么不同。想象一下，每次我们拥抱家人或

朋友，都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这可能会促使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恩典、爱

和美善中。 

 

Memento Christi.  “记住基督。”   对于认识主的人来说，死亡不是故事

的结局。因为耶稣胜过坟墓，死亡不再是终局。因为祂复活，我们也必复活。

凭着那样的信心，我们勇敢地为基督而活，做祂的使者，服侍祂以及其他人，

因为死亡不是终结。正如摩西所说的那样，我们也必须求主 “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诗 90:12） 

 

让我们反思圣亚丰索 (St. Alphonsus Ligourion) 对时间价值的精彩信息： 

“圣经告诉我们要谨慎看待时间，这是上帝赋予活人最宝贵的东西和最

大的恩赐。时间是一种只有在这人世间才能找到的财富；无论是天堂

或是地狱都找不到时间。而你们，我的弟兄（和姐妹），你是如何利

用时间的呢？你今天可做的事为什么推到明天去？请记得，已经逝去

的时间不再是你的：未来不在你的掌控中；你只拥有现在来行善。” 

 

重点是：即使是异教徒也能理解记住死亡。分别是在于如何。你可以记住死亡

无法挡，如债务，如可怕的毒钩。或者你可以在基督里，记住死亡的工价已还

清，死亡已被战胜，你罪的毒钩没有了。 

 

所以，Memento Mori, Momento Christi. 你什么时候记住死亡，也同时记住

基督。阿门。 

撒种之友会讯: 一份连接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会讯 
 

 

 

 

 

 

 

 

 



 

   

纪念 Alfred 
 

 

“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 (太 25:21上) 

 
时间。 一种无价之物，无论我们的口袋有多深，无

论我们的名字后面有多少头衔，都无法买或换得到

时间。 
 

2019 年 1 月 11 日，我们的

好朋友，Wawasan Penabur

的创办人之一和同事 Alfred 

Tais，于 55岁安息主怀。他

在去年被诊断患有肺癌，他

去世的消息传出，许多人感

到震惊。 

 

Alfred 是一位属灵之狮，毕生为国语事工作出重大

的贡献。他十几岁时主呼召他进入服事，他成为马

来西亚学园传道会（MCCC）的全职传道。 他被学园

传道会借调，从 1996 年 4 月 1 日起在马来西亚福音

联谊会(NECF) 忠心服侍了 23 年。 2011 年 3 月 15

日，他加入 Wawasan Penabur，成为董事之一。 
 
 

   
    早期参加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       加入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 

 

他发挥催化作用，鼓励讲英语教会成立许多国语崇

拜会（Kebaktian BM）。大约 18 年前的 2001 年，

他是格拉纳再也福音中心（Pusat Injil Kelana Jaya）

的拓荒者之一，永远受人铭记。这个国语教会目前

仍然很强稳。他们开始了星期三的晚间崇拜会，以

满足在八打灵再也工作的东马人的属灵需要，因为

星期日是他们在超市和工厂的工作日。 
 
 

   
   格拉纳再也福音中心初期开荒     好丈夫和关爱孩子的父亲 

 

作为信仰的捍卫者，Alfred 和他的小组为“阿拉”

问题永不言倦地争战，迄今仍未结束。对他来说，

那是“永不放弃，永不放松警惕。”他为年轻一代

的土著 信徒有名无实的信仰忧心如焚。这群信徒很

容易被仇敌捕猎和被利用，许多人经不起诱惑而离

弃他们的信仰。 通 过 福 音 联 谊 会 和 Wawasan 
 

Penabur，他确保国语圣经的供应量不断增加，包

括国语儿童圣经和门徒培训资源。 

 
 

   
       “阿拉问题”小组             接触原住民领袖 
 

作为一名动员者，Alfred 完全意识到需要统一讲国

语的东马土著和西马原住民教会。他积极地陪伴这

些教会，使他们的信心能站得稳。在 Wawasan 

Penabur 早期，一年一度的“东马意识” (East 

Malaysia Awareness)和“唤醒东马” (Awake East 

Malaysia)研讨会（2010 至 2013 年）是他慷慨激昂

地讲论国语教会困境的平台。 
 

     
在各种 Wawasan Penabur 活动演说 

 

作为国语教会的守望者，Alfred 不断警告他们要对

这种威胁有所警惕，并鼓励他们打美好的战，在信

仰上坚持和成长。他希望信徒们能采取坚定且毫不

含糊的立场，反对当局跨越界限并将他们推到一

角。特别是对于原住民信徒，他大大坚强他们的心

志，让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敬拜神并在他们的故乡建

堂的权利。 
 
 

    
一起服侍，做撒种人(2011 年至 2018 年) 

 

Alfred 在他人生的三十五年一直为马来西亚教会议

程付出，我们只有一个结论：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

了（提后 4：7-8），并且主已拥抱他，让他听到大

家都渴望亲耳听到的赞扬：“干得好，我忠心的仆

人。现在你可以永远安息在我的怀里。” 
 

安息吧，朋友！我们再见。 
 

 

      
   Wawasan Penabur 最后的全体照       我们后会有期 … 
   (18/12/18).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喂养我的小羊 
 

蕾切尔（Rachel）是 Lubuk Antu 的 San Semanju

国中的舍监。从 8 年前结婚起，她就渴望有孩

子。一月又一月过去，她的希望渐渐淡化，每当

她看到别人的婴儿，她的母性本能就涌现，令她

感到心痛。不过，她还记得圣经中哈拿的故事，

并继续仰望耶和华为她的力量和永恒盼望的泉

源。 

 

作为宿舍监督，她忠心地每周聚集孩子，与他们

一起祈祷并分享圣经故事。当然，没有合适的材

料起初是相当大的挑战，但三年前，她的一个表

亲送给她几箱儿童国语圣经，要祝福她。她从此

每周都会立即使用儿童国语圣经，发现里头色彩

鲜艳的插图和简短的字句有助于将圣经信息清楚

地传递给深具好奇心的孩童。 国语儿童圣经还帮

助孩子更容易理解圣经的书卷如何分类，也更容

易理解十诫。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她的信心也

被一些圣经故事所强化。 
 
 

    
 

她忠心的服侍及与主同行最终获得回报。尽管已

8 年未生育，她并没有放弃依靠神，而是在学校

里服侍祂的小羊时继续寻求祂，鼓励他们始终定

睛在耶稣身上。蕾切尔如今正怀着第一胎，预计

今年七月生产。 

 

San Semanju 国中里的所有

国语儿童圣经都显示曾经多

次使用的迹象，一些页角有

折卷，也有一些褶皱的页

面。然而，三年来经过那么

多学生的手，却没有一页撕

破。但愿这会是一个记号：

那些使用儿童国语圣经的孩

子，他们在未来的日子依然

保有坚强的信心。 
 

“…你爱我吗？… 喂养我的小

羊… 牧养我的羊... 喂养我的

羊。” (約 翰 21:15-17)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Wawasan Penabur 出版的新书 
 

“Pelepasan daripada Roh-Roh 

Jahat” (“摆脱邪灵得自由”）

是 Wawasan Penabur 与马神

（STM）的第一个翻译项目，

为马来西亚所有讲国语的圣经

学校提供国语资源。这本 320

页的书不是科学课本。那些与

黑暗权势争战中寻求教牧指导

和 心理洞察力的基督徒会发现 

本书是一个知识宝库，也是对盼望的一个见证。   
 

“Berdoalah Sentiasa” （“要常常

祷告”）提供我们祷告的概述—

—从个人祷告到集体祷告，从祷

告的教导到祷告的应用。它包括

为我国祷告的 12 个样本。主会

垂听义人和那些有意被神所用，

叫万族万民（从我们自己、家

庭、教会以及国家开始）归向祂 

的人的祈祷。我们看到沙巴和砂拉越如何因祂的

百姓祷告而爆发复兴。 
 

“Apa itu Injil?” （“福音是什么？”)是一本说服

力极强的书，以清晰简洁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帮助人更好地理解和珍惜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

与人分享。 
 

    
 

“DNA Injil” (“福音的 DNA”) 是帮助教会领袖重

新评估他们的异象、计划和事工的好资源。本书

根据《使徒行传》20：17-38，确定了使教会成长

的21个事工价值。领导团会发现本书对培训有很

大帮助。 

 

“Kasih Kurnia Tuhan dalam Penderitaanmu” （“苦

难中神赐你的爱恩”）是一本小书，却充满圣经

的智慧，帮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作者从一名

同病相怜者和一位明智的辅导员的视角来写，温

柔地引导读者在痛苦中找到神的良善、恩典和安

慰。 

 

 
 

 

 

 



  

桥接基督教社区 
 

撒姆耳的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许多年前巴色会的宣

教士来我们的村，我的父母就归信基督教。尽管

生于基督徒家庭，我相信主耶稣曾亲自呼召我成

为基督徒。我 16 岁当选为教会青少年团契主

席。我担任这个职位直到我念完中六，于 2000

年迁移到半岛为止。 

 

我在莎阿南时发现我宗派的许多成员不是没有参

加教会，就是只做挂名的基督徒。就在那时候，

我感到神呼召我做全职工人。我决定辞掉工作，

回沙巴报读神学教育中心（ PPT，当时称为

PLA）。我入读几个月后，大学来了一封录取

信。于是有人建议我去攻读大学学位。在大学念

书期间，我继续在教会积极服侍。我最后找到一

份工作，也结婚了。 
 

但世俗的诱惑来了，我不再

去教会。我尽情享受世界，

乐不思蜀，以致我忽略了我

妻子和孩子的属灵需要。尽

管生活舒适，也事业有成，

收入稳定，但我的一家总是

钱不够用。我欠了很多债，

我的家人处在迷茫中。 
 

有一天，我的大女儿问我：“我们是基督徒吗？

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这个

问题让我感到震惊，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生命是多

么空虚。我悔改了，我向神呐喊：“主耶稣基

督，我要认罪悔改。求你按照你的旨意行在我的

身上。”我察觉到主耶稣通过我女儿的一个简单

问题呼召我继续忠心于他。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回头，只定睛在基督。我开

始参加教会，投入事工，带我的家人认识祂，与

祂同行，并忠心于祂。我也认真考虑全职服侍。

我正在积极地弹奏音乐，带领敬拜赞美，也有机

会讲道。但我觉得自己装备不足。于是我决定辞

掉工作，报读路德神学院的神学研究课程。我有

很多的担忧和焦虑，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在长

大，要完成三年的全日制课程实在不容易。但我

信靠圣灵会引导我，主也会供应我。 
 

我为八打灵再也的一群职青感谢神，他们决定通

过 Wawasan Penabur 的示剑倡议经济支持我三年

的神学训练。求你与我一同祷告，使我获得充分

的装备以传讲神的道，带更多人来认识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救恩。 

 

桥接基督教社区 
 

隆布桑教会的图书馆 
 
您是否知道在圣经中，有一群独特、通达时务的

人，知道何时当做什么？他们是以萨迦之子，他

们不只是了解时间顺序，也了解属灵和政治时

机。 2019年 4月，我们在前往隆乌奈(Long Unai)

的途中，探访了隆布桑(Long Busang)两天。 
 

    
 

隆布桑是一个位于布拉甲县的偏远地区。人必须

从加帛穿过河流和崎岖的伐木道路将近 10 个小时

才到达那里。这个小村在今年开斋节前夕的一场

连绵豪雨过后被洪水淹没，水深约 5 米，结果村

名上了国内各报章。 
 

    
 

   
 

隆布桑有 121 户人家，来自肯尼亚巴登部落

(Kenyah Badeng) 的总人口有 1,250人。耸立在村

庄后的祷告山（Gunung Doa，如当地人所称）见 

证了教会在 1980 年代

经历的复兴。但从那时

起，隆布桑就被锁定为

伊斯兰传教的工场。 

 

 

结果，如今那里有 30 个穆斯林家庭（约 315 人或

25％的人口），其余人口仍然是 SIB 的基督徒。

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不同的穆斯林传教队进村一

次。 村长是 46 岁的尤索夫.扎瓦威，是穆斯林。

他说： “尽管这里的穆斯林社区还很小，它会通

过婚姻继续增长。”他的父亲于 2012 年去世，尤

索夫就接替他成为村长。他的父亲于 1973 年皈依

伊斯兰教。 
 
 

 

 



 

就在上个月，砂拉越

首席部长阿邦佐哈里

通过砂拉越宗教局

（ JAIS ） 承 诺 拨 款

100 万令吉在隆布桑

建造更大的清真寺。

为公平起见，他也向

教会承诺拨款 100 万

令吉。其他伊斯兰非

政府组织如：Yayasan 

Ikhlas 已筹集资金以

修复清真寺的布线系

统和太阳能电池板的

电能控制箱，重新粉

刷清真寺，并恢复附

近的宾馆。 
 

 
村长的长屋有一个小型图书馆，但那里一本基督

教书籍都没有。由于隆布桑的孩子们喜欢阅读，

他们唯一可读的书本是各传教士团队经常到访所

带来的儿童故事书。 

 

我们去年在诗巫举行的砂拉越 BEM 教牧研讨会上

首次与当地教会执事科伦会面，他曾要求

Wawasan Penabur 提供基督教书籍。蒙神的安

排，祂为我们开了一扇门，我们终于通过隆布桑

国中的一位基督徒老师的协助到访隆布桑。那里

的教会设有一间小房作教会图书馆，为下一代基

督徒提供阅读和学习的安适空间（但那间房也在

最近的洪水遭破坏）。 
 

 
来自小学的基督徒孩童 

 

   
为主日学教师提供“八颗宝石”的短期培训 

 

   
         探访学校             林加牧师 (Pastor Ringga)                
                              和科伦执事(Deacon Kellen) 

 
 

你是否感到扎心，想作奉献以使隆布桑教会图书

馆项目得以落实？让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管道投资

未来，为隆布桑挽回时间： 
 

1. 奉献国语和简单英文的儿童书籍（Peter＆

Jane, Seuss 博士等） 

2. 奉献国语或印尼文的基督教书籍 

3. 捐赠以购买适当的读物 
 

  
 

我们祈求“...就是要你们现在的富余补他们的不

足...”（林后 8:14） 

 

请不要送来你们的旧参考书、课本、百科全书，

以及其他不宜的读物（时尚杂志、娱乐杂志

等），或是别人丢弃不要的书本。或者，您总可

以买新书，然后与我们联系，捐赠给隆布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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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9:10） 
 
 

 

 
 

Kami Sepuloh! 
 

Wawasan Penabur 庆祝上帝的忠诚 (2009-2019) 
 

Yayasan Ikhlas 在砂拉越的医疗 
和人道服务的范围（取自他们 

2017 年的年度报告） 

 
 

 



   
 

 

 

 
 

Wawasan Penabur 的新董事会和顾问委员会: 
 

董事会(Penabur) 

• Chow Chee Yan（八打灵再也自由播道会） 

• Roshan Thiran（格拉纳再也福音中心） 

• Randy Singkee（双溪威梳邦卫理公会 

• Danil Raut 牧师（砂拉越 BEM，遗产建造者事工） 
 

顾问委员会 

• 黄方扬牧师（城市门徒长老会主任牧师） 

• Datuk Jerry Dusing 牧师（沙巴 SIB总会长） 

• Lim Heng Seng （律师，吉隆坡 SIB 教会） 

• Jasme Dairis 牧师（半岛 SIB 总会长） 

 

 
 
 

        
          http://sabdaharian.com/  

 

Emmaus Initiative & TITUS 2:7 
 
 

 
 

亚庇的婆罗洲国际事工学院 (BISOM), 为其学

生领取 14 套以马忤斯倡议的教材包（供即将

毕业的学生）和 39部研读本国语圣经。 
 

 

 

Satu Anak Kristian Satu Alkitab 
 

 
 

为捐献者感谢神，能够为美里罗东的 880 名

学生提供儿童国语圣经和犹大之狮漫画本。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赞助与支持“一个基督徒儿童  一 本圣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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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抬头请写“Wawasan Penabur Sdn Bhd” 

                           汇入银行:  马银行户头号码: 5623 6663 2813 

* 请将银行入数纸电传/寄送/电邮至我们 
 

支持 “Long Busang Church Library Project”  

赞助与支持“示剑倡议” (Sikhem Initiative) 以支

持内陆圣经学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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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abdahari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