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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家人于上周末看了一部1995年的电影，名叫“霍兰先生的作品” 

(Mr. Holland’s Opus)。霍兰先生是一位中学音乐老师，他尝试帮助他的 

学生认识音乐的意义以及音乐如何与他们相关。他即将退休时，学校突然

削减他的音乐项目预算。对这位具献身精神的音乐老师来说，这是真正的

打击，因为他曾不断鼓励学生参加校内的管弦乐队和音乐剧。他极悲伤地

收拾东西时，开始怀疑他多年来做的一切是否有任何价值。 

 

突然，他听到礼堂传来的声音。他发现那里挤满了他多年来所教过的学生

，都各有成就。一个年轻女子走上讲台，说她的成就要归功于霍兰先生在

她念中学时所给予她的鼓励，而他教她音乐的同时也建立起她的信心，使

她从一个胆怯羞涩的女孩变为有自信的从政者，最终还成为州长。 

 

我们对青少年的生命有巨大的影响。像霍兰先生一样，我们可能无法察觉

我们如何影响他人的生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永远都无法晓得；但有

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正在影响他人，尤其是年轻人。 

 

今年，Wawasan Penabur的服侍重点是主日学、中学和学院的年轻人。 

“八颗宝石”(Lapan Permata) 与“耶稣弥赛亚”(Yesus Mesias) 是我们 

今年的新项目。 

 

我们要问自己一些锥心的问题。我们对年轻一代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如何

能帮助讲国语的儿童和青少年？我们是否帮助他们与神同行时成长？这些

都是家长、教师、主日学导师、青少年领袖和助手，其实是任何与孩子有

任何接触者当问的问题。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能成为坚强、睿智、自信、能干又成熟的人。但

我们希望的不止于此。我们还希望他们在信仰上成长，一生的年日都跟随

耶稣。我们要孩子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耶稣的爱，以及我们的信仰如何塑

造我们的生活方式。 

 

愿主挑战我们，看到正在成熟的庄稼禾场。不要只因我们没有教导我们的

下一代领袖，以致他们让“别人”掳去。 
 

愿上帝保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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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连接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季度会讯 
 

January-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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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来自神 

 
我问我6岁的儿子，他对他的主日学老师有什么看 

法。他回答说：“一个好老师来自神。”这句话可

意味深长。我们无论是在学校或教会都需要有基督

样式的老师。尼哥德慕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

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老师的。”（约3：2）使用复

数的“我们”表示尼哥得慕所指的那群人可能是显

赫的犹太公会的其他成员。 

 

东马拥有马来西亚三分之二的基督徒人口，那里的

主日学老师在下一代的门训方面扮演极重要的角 

色，特别是在内地。在许多情况下，唯有主日学老

师提供4岁到12岁儿童的属灵教育。很多时候，他

们必须除去儿童们整个星期从学校和KEMAS幼儿园

所受的伊斯兰教影响。 
 
 
 
 
 
 
 
 
 

 

可悲的是，儿童上主日学的两小时通常只花在游 

戏、唱歌和着色活动。一个好的主日学课需要许多

敬虔的准备和创意。然而它的报酬是无价的，因为

在每个孩子身上所付出的每一刻都绝对值得。 

 

儿童事工不只是要孩子保持安静，以及在大人参加

主日崇拜时让他们忙于一些活动。它其实是透过传

福音给孩子来服侍主，然后带他们由救恩的福音去

到认识救主，以致生命得改变。 
 

传福音 
我们通过传福音来服侍我

们的孩子。主日学老师必

须与孩子们分享福音。 

 

沙巴和砂拉越的教会所受的威胁不只是伊斯兰传教

士的积极宣教，还有第二、第三和第四代基督徒中

的挂名信仰。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该信什么，或为

什么要信。因此，伊斯兰传教队来了，提出几个基

本却难答的问题，或他们遇到其他信仰者时，不需

太多工夫他们就会否认基督而拥抱新信仰。 
 

 
 

主日学 
 

        

基督徒父母应当竭尽所能确保孩子接触到福音。

单单把他们带去教会和主日学是不够的；父母需

要为他们祷告并与他们一同祷告，在家里与他们

同读圣经。孩子听到福音被传讲、教导并活出 

来，他们更有可能在幼时接受耶稣。 

 

根据最近的盖洛普调查 (Gallup Survey)，20名基 

督徒当中有19名在25岁前决志。在25岁，1万人 

中有一人会成为信徒；在45岁是20万人中有一人

信；在55岁是30万人有一人信；在75岁是70万人

有一人信。 

 

超越救恩的福音 
一个孩子承认对耶稣的信心是何等宝贵！一个孩

子决定一生为耶稣而活更是宝贵异常！ 
 

    
 

穆迪(D. L. Moody) 某次从布道会回来，报告有两 

个半人归信。他住处的主人问：“我猜是两个大

人和一个孩子？”穆迪说：“不，是两个孩子和

一个大人。孩子们献出一生，大人只剩半个人生

可奉献。” 

 

我们的孩子得救后，我们必须让他们接触神的话

语。像昔日的父母，今天的信徒有责任以耶稣为

信心的楷模，让年轻一代看出耶稣是值得他们去

认识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我们的孩子会留意到。孩

子很快辨识到大人的虚伪。如果我们在孩子面前

尊耶稣为大，他们更有可能在幼年亲近主，并在

长大后对他忠心不渝。 
 

  
 

主日学老师也需要亲自认识耶稣，在他的话语上

成长。他们惟有这样，才能影响他们所看顾的孩

子。 
 

因此，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是一个“来自神”的

老师；传福音给孩子，并带领他们由仅仅蒙福音

的救赎去到一生与神同行。 
 

 

 

 



 

 
“因为智慧比红宝石更美。”这就是“八颗宝石

” (Lapan Permata)的名称的由来。这本独特的书 

封面有东马各基督教族群的饰品。对东马人来 

说，凡饰品都很珍贵，有的珠子如此贵重，价值

相当于整个长屋！然而，智慧比它更珍贵。我们

的祷愿是父母和教会能看到栽培年轻人为门徒的

重要性。 
 

 
 

“八颗宝石”是一项8年的课程，适合5-12岁的孩 

童，着重于从旧约和新约圣经提供纯正的教导。

它还备有多种视觉辅助材料与活动，协助孩子的

学习。“八颗宝石”课程涵盖圣经的95%。 
 

每套“宝石”共有52课，

分2册，供一年内上完。

这是与Sun Focus Malaysia 

的合作项目，他们将为 

此开办研讨会和培训，协

助教会和儿童事工领袖 

理解并有效使用“八颗宝

石”。 

 

该“八颗宝石”项目涉及11位翻译员和3位编辑，

希望完整的系列将在2016年9月即可购取。本书将

以接近成本价（ 每本20令吉或每套 360令吉）零 

售，以使每个主日学老师都能拥有一套“八颗宝

石”教材。翻译加上 印刷1000套的18册 “八颗 

宝石” 成本是 285,000令吉。 
   
 

 
 

Alkitab Versi Borneo 
婆罗洲版国语圣经 

 
期待已久的婆罗洲版国语

圣经 (Alkitab Versi Borneo,  

AVB) 终于出版。 LAB 

Network 始于15年前欲出 

版一本圣经的国语译本的

协同努力终于促成婆罗洲

版国语圣经的诞生。 
 

AVB可在八打灵再也的书花书室 (Pustaka SU) 

和亚庇的书花书室购得。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八颗宝石(Lapan Permata) - 主日学教材 

 
 

“因为智慧比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 
与其比较。”（箴8：11） 

 

“八颗宝石”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最

初是由两名德国宣教士露丝劳弗 

(Ruth Laufer) 和安妮戴克 (Anni Dyck) 

于60年代初在印尼写成。因此，东马

的教会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直都使

用印尼文版的“主日学之声”Suara 

Sekolah Minggu (SSM)，直到今天。但 

SSM不容易买到。 2007年8月15日， 

沙巴SIB三箱来自印尼的基督教教育

刊物（即SSM）分别在雪邦廉价航空

终站被扣押，理由是它们有“阿拉” 

字眼。沙巴SIB和内政部之间的长期官司就这样开

始了。 
 

从此，教会必须依赖每份卖38令吉的SSM的复印 

本。印尼文版的售价是每份90,000印尼盾，但邮费

与书价相差无几，还有被没收的风险。因着成本 

高，大多数教会都只有一套教材（或其选取部分）,

让主日学老师共用。 

 

看到马来西亚的迫切需要，Wawasan Penabur由Sun 

Focus Foundation （创意圣经课程(Creative Bible 

Lessons)的出版商）联络上，要将一些教材（18册

，包括2册的教师培训手册）翻译成国语，并在马来

西亚印刷和发行。该项目的目的是要强化主日学老

师和儿童事工的服侍者（包括幼儿园），使他们受

装备，以便能对孩子产生属灵影响。散播优质基督

教资源以建立和加强马来西亚讲国语基督徒的信仰

是Wawasan Penabur的使命。 

 
 

 

 
Anni Dyck 

 

 
Ruth Laufer 

 

 



  

Satu Panduan Asas untuk Mentafsir 
Alkitab Mengikut Peraturan-Peraturan 

释经基本指南 

 
如果您有兴趣学习正确释经学的基础知识，这是

你应读的一本书。《释经基本指南》(Satu 

Panduan  Asas untuk Mentafsir Alkitab) 是一本易 

读的指南，解释圣经中的各种文体；无论是诗 

篇、叙事、预言、箴言或书信。它是由罗伯特·

斯坦因 Robert H. Stein (普林斯顿神学院博士)所  

著，他是对观福音的学 

者，也是美南浸信会神学 

院的新约释经资深教授。

他的著作有：《介绍耶稣

的比喻》、《耶稣的教导

方式和信息》，《新约中

的难解篇章》、《研读对

观福音》、《路加福音》

以及《耶稣弥赛亚》。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四章，讲述释经

的一般规则；第二部分则述及箴言、诗篇、惯用

语、夸张法、比喻、叙述、书信、盟约、法律及

歌的诠释。这本书适合平信徒和神学院的初级学

生。它是协助信徒更好地理解圣经的工具。 

 

由Wawasan Penabur出版，零售价每本 12令吉。 
 

 
 
 
 

 
 

 
 
 
 

 

我们要感谢Christopher Chew先生协助 Wawasan 

Penabur设立一个会计系统。这使我们能确保捐助

者的每一分钱都可交代。Christoper是八打灵再也

播道会 (PJEFC) 的会友。 
 

 

桥接基督教社区 
 

来自我们的儿童国语圣经读者的信 
 

我的名字是Yapeim Jositin，来自哥打马鲁都的曼 

金村。我今年13岁。我从11岁起就一直阅读儿童

国语圣经。起初，我还以为儿童国语圣经就像我

以前读过的其它故事书。但有一晚，我读到一节

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3:16)。我忽然感到有新的领受，是我以前从

未看到的。 

 

我每个星期都上主日学，但那对我没有帮助，因

为我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喜欢独处。我大部分的

时间都花在我的房间里看书，因为我认为我因外

貌而与其他人不同。我缺乏自信。但我从儿童国

语圣经读到的一句得着力量：“......叫一切信

他的人......” 我是相信的！我一直都认为我 

不完美。我不敬畏神，也不读他的话语。但现在

我已改变了。我每天都读神的话语。我认识到神

的话语是完美的祝福。我一直都一遍又一遍地阅

读儿童国语圣经，每次我读回某一段都学到新的

东西。 
 

一个题为“耶稣爱小孩”的故事有

另一节经文。耶稣说：“让小孩子

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

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太19:

13-15)耶稣告诉我们，小孩子在 

上帝眼中是特殊的一群。我是一个

小孩，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耶稣爱

小孩。 

 

儿童国语圣经帮助我认识神。我感

谢神，因为他爱我，也关顾我。我 

感谢神，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尽管我的样 

貌，他赐我勇气和信心。 

 

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鼓励大家继续阅读儿童国语

圣经。如果我们连圣经都不读，上主日学也就毫

无意义。我想让你知道，我每次读经，神都帮助

我了解故事并认识他，我感到很蒙福。谢谢您读

我的故事。 
 
 

             你的朋友, 

          Yapem 
 

 

 

 

 



  

桥接基督教社区 

Sikhem Initiative《示剑倡议》 

 
Alliah Baizura 念圣经学校的最后一 

年 是通过我们的Sikhem倡议由 

PJ某细胞小组赞助。她来自基督徒

的农民家庭。她的父母总会鼓励孩

子在主日忠心参加教会崇拜，以及

教会举办的其它活动。她才一岁就

受洗了。但她12岁时为一些问题而

挣扎，如“为什么我们庆祝圣诞  

节？”并开始寻找答案。她受同侪欺负，这逼使

她寻求属灵慰藉。尽管困难重重，她开始在教会

的青少年聚会带领青少年，分享她对神话语的反

思。2011年她15岁时，她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

主。 

 

她决定在SPM后在神学教育中心 

(Pusat Pendidikan Teologi) 报名， 

让她的朋友惊讶不已，因为他们 

知道她一直想成为律师。她的家

人支持她念神学并最终进入全职

事奉的决定。她目前在牧养古达

Suangpai的一个教会。 

 

她上个月参加了“八颗宝石”的一项培训，开始

认识到主日学不只是教孩子。 “我们没有课程， 

而如果我们自己也只是挂名基督徒，怎么能 

教？”她很快意识到“八颗宝石”是为了强化并

装备老师，让他们本身的灵命成长，才教导神的

话语给孩子。“八颗宝石”要求老师学习神的话

语，整个星期浸泡在他的话语中，才在主日教导

孩子。大部分主日学老师周六晚上才备课，因教

材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但“八颗宝石”要求老师

承诺学习神的话语和备课。与孩子相处的几个小

时其实是要教导他们神的话语。  

 

Alliah指出，自身灵命未苏醒的撒种者将无法在好

土里播种。 
 

 

     
 

 

培训结束后一周，Alliah将所学善加利用，训练她

教会儿童事工的同工。 
 
 
  
 
 
 

 

 

 
 

   
 

Wawasan Penabur就要8岁了！我们感谢神自2009 

年1月起就信实带领。我们承认Wawasan Penabur 

是因他的引导、供应及信实；也因我们撒种之友

的支持而存到今天。感谢你们对此事工的合作伙

伴，“撒种于国语基督教事工，在基督徒群体间

搭桥”。 
 

今年，我们有5个重大举措： 
 

(1)通过“一个基督徒孩童一本圣经

”运动（SAKSA）分发另5,000本

儿童国语圣经 
 

(2) 通过”提多2：7运动”分发另2,000 

本研读本国语圣经给牧师、教会领

袖和圣经学校学生。 

 
 

(3)通过我们的“Sikhem倡议”赞助

另外20名圣经学校学生和青少年

事工同工，并资助2个短宣。 

 
(4)通过我们的“八颗宝石”项目强

化1000名主日学教师和儿童事工

（包括幼儿园）同工，以及 
 
 
 

(5)通过我们的“耶稣弥赛亚”项目

启动并分发10,000份福音与护教

漫画给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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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 Taman Ujong Methodist Church 

17 Pantai Baptist Church 

24 Petaling Jaya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5月 8 SS Gospel Centre, PJ 

6月 5 Petaling Jaya Gospe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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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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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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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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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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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至我们 
 
 

 

我们正招聘同工！！ 
 

WawasanPenabur正在寻找有意全职服侍神的重生

基督徒加入我们在梳邦再也办公室的团队： 

 

1.培训员 

拥有神学或社会研究相关领域文凭者优先录 

用，至少3年的培训经验，有良好沟通能力(口

语和书写)，精通国语和英语，能独立工作，

良好人际关系技巧，擅于教导、协调、沟通及

建立网络，并且是团队运作者。 

 

2. 研究和培训实习生 

最好是东马（任何领域）应届毕业生。能独立

工作，能与不同个性与文化背景者合作，能进

行研究，有扎实的圣经基础，并且对教会和宣

教有基本体验。 

 

欲申请： 

请提交您的申请 -包括完整的履历表、近期护照 

照片、相关证书、文件及联系人信息的扫描件 – 

以电邮传送至：wawasan.penabur@gmail.com 

 

 
 
 
 
 
 
 
 
 
 
 
 
 
 
 
 
 
 

  我们很高兴介绍Wawasan Penabur的新员工： 

 

我们的编辑Mactayren Jupiter, 是来自 

砂拉越砂拉卓的伊班人。他加入 

Wawasan Penabur前曾在国际医疗救 

灾和安全援助公司做过医疗操作执行

员。他希望能以自身才干为讲国语教

会提供丰富的媒体资源。他参加吉隆

坡中环广场的SIB Sentral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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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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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Chee Yan  

 Alfred R. Tais 

 

 Roshan Thiran 

 Randy Singkee 

 

 Mactayren Jupiter 

 

mailto:wawasan.penabur@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