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rita Rakan Penabur 
是一份电子刊物提供有关 

Wawasan Penabur 的新闻与 资料 
 

  邮寄地址: 
  P.O.Box: 8327 
Kelana Jaya Post Office, 
4678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Fax: 03-5888 4987 
Email: wawasan.penabur@gmail.com 
Website: wawasanpenabur.org 

 

 

从大斋期到复活节 
 

大斋期（Lent,古英文:Lenten）已过了一半，复活节（希腊文:Pascha）

更近了。然而，不是所有基督教宗派都守大斋期。但我上星期在沙巴时，

发现大斋期是重大的事，那是禁食并反思十字架之路，以及默想耶稣四十

天在旷野受撒旦试探时的舍己和坚定不屈的一段期间。我还在拉瑙遇到两

位修女，要我加入她们为国家作一祷告，祈求近两个月前被绑架的牧师能

平安回来。 

 

复活节是在春初——万象更新而欣欣向荣，是新的开始和成长。但种子必 

须先在严冬的几个月埋在土里，我们才能看到花盛开。可是，我们经常想

走捷径，不守大斋期而让它引领至复活节，而是直接去到复活节。大斋期

确实是让我们灵命深化的一个机会，由星期三的圣灰节起定时守节，直到

星期日的复活节。旷野——大斋期的旷野日子，是通往属灵转化的道路。 

 

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比喻能协助我们拥抱旷野，不让我们向复活节直奔，就

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看到种子所包含的基督徒成长和灵命

成熟的隐喻，就学到了有关改变和转化的宝贵教训。我们都在个人灵命、

服侍及事工中撒下一些种子。这些撒种可能是帮助圣经学校的一些贫寒学

生，或是灵命枯干的学童,甚至是我们自己需要再次被主更新,灵命苏醒。 

 

缺乏适当土壤的种子可能发芽，却迅速枯萎和死亡。即使是最好的土壤，

若没有水分和养分，增长也受限制。没有阳光和栽培,植物会腐烂,变坏。

种子需要一个资源丰富又健康的环境来发芽长大。 

 

种子需要神的完美时机所提供的一段特定时间。然而人往往会不耐烦。我

们的文化向我们施压，一切都要赶工完成。我们活在一个追求即时满足的

时代。种子的比喻教我们要学习等候，培养耐心。基督徒品格的形成犹如

种子生长。耐心是转化成长的关键因素。 

 

成长是一个过程，最终塑造我们的品格。除非种子又生新种子，就无法实

现其目标。转化从来就不是为了转化，而是要带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境界。

成长并不只是要我们增进知识，而是要我们结出更多果子。种子最终要由

它所结出的果子来判其优劣。基督徒不应自满于对神的认识。无法化成行

为转变的成长不是健康增长。我们成长是为某个原因，而那原因远比任何

个人需要更大。 

 

种子的教训应有助于我们看到大斋期不仅是为舍己和禁戒的期间，也是预

备和期待的期间——为上帝召我们完成的工作做准备，并期待上帝应许的 

丰盛生命。 
 

Blessed Pascha! 祝你们复活节快乐！ 

 

  Wawasan Penabur的愿景: 
 

在马来西亚讲国语 

的基督徒群体中 

撒种, 栽种及传播 

最好的国语资源。 
 

撒种之友会讯: 一份连接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季度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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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我们今天有栽植种子吗？ 

 

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re) 于2016年12月
* 

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其他信仰相比，马来西亚

的穆斯林接受更多正规教育。 调查的数据来自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以衡量三个群体的教育水平： 

“最年长者”（出生于1936年至1955年间）、“中

等年龄者”（生于1956 年至 1975年间）以及 

“最年少者”（生于1976年至 1985年间）。 

全国正规教育的平均年限为9.9年。 调查解释说： 

“符合国家或政府教育标准与要求的宗教学校教育

一般都归类为正规教育。” 
 

表1：正规教育的平均年限 

 男性 女性 

穆斯林 10.6 9.8 

佛教徒 10.4 9.2 

印度教徒 10.3 9.1 

基督徒 9.6 8.4 

无宗教者 8.2 8.2 
 

虽然必须指出该调查未考虑到教育素质，但伊斯兰

教既是马来西亚大多数人的宗教（67％），宗教学

校教育就纳入考量，这点仍然很重要。对基督徒而

言，他们的平均年限偏低是值得认真关注的，因为

绝大多数基督徒都讲国语，三名基督徒中有两名住

在沙巴和砂拉越，同时我们也不忽略半岛的原住民

群体。 
 

      
 

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早在3岁就开始在学校接受伊斯兰

教育。在印尼的一些地方，3岁的孩子就开始通过 

“Iqra”（阅读 / 朗诵）计划读他们的圣书，然后 

才 学ABC。他们每天读经1小时，每周5次，学校假 

期更每天读4小时！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66903#ixzz4anQ

ym8jn). 

那我们呢？我们的孩子最早

在什么时候学习读圣经？他

们多久读一次或接触圣经？

是否只在每周上主日学的一

小时？我们是否在他们的生

命中植下种子，培育他们成

长、结果子？ 
 

到2017年4月底， “八颗宝石”(Lapan Permata) 

的全套主日学教材可以在Wawasan Penabur买到。 

教材有18本书，配有视觉教具，适合幼儿园直至6

年级使用。 
 

 
 

无论使用哪一种课程，每个主日我们与孩子的一

个小时左右都必须视为将永恒投入他们生命的宝

贵时光。我们必须从喂奶（如着色活动）转去给

他们吃些干粮。你们会惊讶，他们的信心成长多

快，因为信心毕竟要听到上帝的道才会增长。 

 
去年，“八颗宝石”有

一个好的开始，在沙巴

和西马进行一些培训。

教学和视觉教具配合教

师指南，使主日学活泼

起来。 
 
 

2016年9月，共有52名PCS (Protestant Church in 

Sabah) 主日学老师从培训课程毕业，成为第一批 

委身又敬业的老师。他们带领团队进入内地的村

庄，培训新老师，为教会的主日学打气。他们以

“八颗宝石”为教材，能接触尚未听到“福音”

的孩子和社区，向他们传讲上帝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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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接基督教社区 

 

撒种人(Penabur Benih): 

向下一代撒下基督教影响的种子 

 
正如长屋里其他同龄的孩子，丽娜(Rina)几乎整天

都 在ruai（沿着整个长屋未有间隔的）长廊玩耍 

和跑动。天气晴朗时，他们会尝试在野外捉蜻 

蜓，或在最近的池塘捉打架鱼。她的哥哥里恩 

(Rian) 读小学三年级。老年人会聚在房子(bilik) 

前，编织一些传统彩色棉布（pua kumbu），或只 

是啜饮咖啡，聊着村中的当 前问题。房子里不断 

传出Astro电视或一些dangdut的卡拉OK音乐。每

隔一段时间，会进行悼念礼（miring）以安抚一些

神灵。 
 

  
在加帛几乎空的房间的一群孩童 

 

但现今，长屋里少了一样元素。尽管一个典型长

屋有六至四十个房子，但传统三代同堂的家庭缺

失的却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迁至城市，大

多数长屋只剩下小学学童,以及50岁以上的祖辈。 
 

在127万6千名达雅族人中，有761,100是伊班人 

(2015年砂拉越州规划单位报告)。他们是马来西亚

大复兴的关键群体之一，但大多数仍是未得之 

民。达雅族（伊班人、比达友人、乌鲁人和马兰

诺人）占砂拉越总人口的46％，但担任公务员的

达雅人却不多。  
 
 

截至2015年5月31日砂拉越公共服务界按种族的职务分配 

族群 等级 总数 

Jusa 54 52 48 44 41 

马来族 30 25 19 116 110 501 801 

达雅族 8 15 11 71 57 254 416 

华族 8 10 17 50 48 126 259 

印族 0 0 0 0 1 1 2 

总数 48 50 47 237 216 882 1478 

 

但他们并没有受遗忘。 纳尔逊·曼德拉曾说： 

“教育 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最强力武器”。一群 

达雅族专业人士发起一项运动，愿景是在每个长

屋设立图书馆，让像里恩一样的孩子可以从小学

习读书和写字。 “砂拉越之愿”(Aspirasi Sarawak) 

挑战达雅族中成功 的专业人士协助自己的同胞， 

表现不俗。 

 

 

参加培训的学员之一是Aliah牧师，在主日学使用 

“八颗宝石”的同时，还在古达的 Suangpai教会 

培训了第二批主日学老师。另一组人正在每周的

姐妹聚会中使用同样教材，以乡村妇女为对象。

“八颗宝石”也是沙巴SIB 和“沙巴基督教会” 

(PCS) 幼儿 园课程的一部分。 
 

       
 

      
 

在砂拉越的一些长屋和学校，种子是栽种于孩童

当中。玛丽老师（非真名）不懈地努力，思考着

耶稣所说的话：“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

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约9:6) 她正在协调在小学分发儿童国语圣经， 

并在长屋教导圣经故事。 
 

       
 

       
 

耶稣曾说：“认识你（天父）独一的真神，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她相

信，孩子们聆听和阅读神的话语，就会成长。他

们学习或背诵的每段圣经故事和经文都有助于他

们成长， 特别是当他们将所学实践在日常生活 

中，把教训行出来时。 

 

 

   你今天有撒种吗？ 
 

 

 



  
   

      
一个小女孩在读书间阅读 (Ruai Ilmu)。 

 

但只是设立小图书馆还不够。 我们需要投资于永 

恒。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 

不偏离。”（箴22：6）因此，一群委身的达雅族

基督徒自称为“砂拉越撒种人”（Penabur  Benih 

Sarawak），在伊班族的长屋和小学分发圣经并教

导上帝的话语，以此为愿景。他们 动员基督徒教 

师和义工，正积极地在砂拉越内地分发儿童国语

圣经。 
 

     
 

正是因着一些敬业的老师每周探访长屋，像丽娜

这样的孩子才能在一小时的圣经故事讲述会获取

灵粮。老师和团员教导他们如何翻阅儿童国语圣

经，并且理解一些属灵真理，及如何祷告。 
 

   
 

    
 

如今连里恩也拥有一部儿童国语圣经了。玛格丽

特老师（Cikgu Margaret）每周在校园基督徒团契 

（ISCF）聚会带领他们。玛格丽特老师写道： 

“今天是星期三，是我学校的作见证日。我们早

上首先有基督徒团契聚会。既然孩子们上周收到

了儿童国语圣经，我们今天早上就从创世记开 

始。我分享的当儿，突然电灯熄了！发生停电。

由于当时是清晨，外面正下大雨，礼堂里一片黑

暗。我们面对面都看不见，孩子们开始坐立不 

安。” 

这时奇事发生了，那称为奇妙策士的神叫我继续

讲下去，我就说：‘阿哈，起初一切就是这么 

暗。猜猜耶和华如何改变一切？他只是说一句 

话，就有了光！’灯在那一刻就亮了！那犹如创

造之初发生之事的重演。孩子们都很惊讶！我看

到这一幕，难掩心中喜乐。‘孩子们，你们看到

吗？这是起初发生的一件小事！上帝是如此大有

能力，单单一句话，事就成了。’” 
 

  
 

有些孩子对上帝的话语如此饥渴，一星期内就读

完了儿童国语圣经！ 
 

主在达雅族的孩子当中行大能的事。忠心的基督

徒教师不仅种下种子，还为种子提供了资源丰富

的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属灵成长就会迟缓和

停滞，甚至死亡。他们并没有要种子快快长大。

种子长大快慢不一，因此老师需要付出大量的时

间和耐心。一些种子几乎立即发芽，并稳步长 

大。晚萌芽的种子往往会早成熟。有些似乎起初

成长良好，最终却发育迟缓，处于病态。所以，

老师们实在倾注全部心力来个别培育那些孩子。 

 

     
 

有一天，很多人会来到这群忠心的基督徒老师跟

前说：“谢谢你们献给主。我有健全的生命是因

为你付出时间栽培我信心的种子，给它浇水，看

它长大。“各位老师，愿上帝赐福你们！ 
 

如果您想参与撒种人事 

工，您可以将捐款存入 

Wawasan Penabur的马银 

行帐户，并注明捐给 

Penabur Benih Initiative。 

您每捐献10令吉，我们就

把一本儿童国语圣经送到

砂拉越的一名孩童手中。 
 

                                                                
 



  

桥接基督教社区 
 

四个兄弟姐妹的故事 
 

故事从2年前开始，当时来自沙巴州丹南Kampung 

Pangalat的一位父亲回到家，为他的几个孩子带来

一本儿童国语圣经。凯瑟琳娜(Catherina)第一次收

到圣经时已11岁。她受彩色的页面所吸引，就开

始一读再读。当她感到孤单或遇到困难时，上帝

的话语帮助她。“我要像耶稣一样，像基督虚己

那样谦卑自己。国语圣经教我了解别人和爱别 

人，胜过爱自己，并安慰悲伤的人。我要感谢这

本供孩子阅读的国语圣经的编者，它也帮助我知

道何为善恶。” 
 

凯瑟琳娜有3个年幼的弟 

妹。共用国语圣经1年左 

右，当地教会把儿童国语

圣经当圣诞礼物送给孩 

童，他们终于每人拥有 

一本。 
 

Annerine（10）收到圣经没有立即感到兴奋。她

花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国语圣经的宝贵。当她忠

心阅读圣经，“正如我的主日学老师鼓励我们一

页一页地读下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令她震

撼。突然间，她觉得”眼睛掉下一些东西“。她

才记得上帝在伊甸园对蛇说，夏娃的后裔要伤它

的头！她突然察觉她有能力胜过诱惑，对恶事说

“不”。 
 

Emerintiana（8）从7岁起就阅读儿童国语圣经。

因为它是“我教会姐妹送我的礼物”，它成了她

最喜爱的书。麦克米伦（6岁）说，他还上着幼儿

园，但他爱读那本圣经。他说：“我喜欢它的彩

色。” 
 

他们在国语圣经的前言看到这段话：“请写信给

我们，让其他人知道这本儿童国语圣经如何使你

蒙福”，就决定写信给Wawasan Penabur。 
 

 

复活节的反思 
 

付出的喜乐(凯瑟琳.赫本) 
 

我十几岁时，某次跟父亲站着排队买票看马戏团表 

演。最后，我们和票柜台之间只隔着另一家人，它

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一家有八个孩子，可能都

不满12岁。从他们的衣着，可说他们并不富有，但

他们的衣服整齐干净。 
 

孩子们都有好的行为，他们站成一排，在父母后面

成双，手牵手。他们兴奋地谈着小丑、动物及当晚

会看到的所有表演。从他们的兴奋之情，你会觉得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马戏表演。这将是他们生命的亮

点。父母站在孩子们的前头，无比自豪。那母亲握

着丈夫的 手，抬头看着他，好像在说：“你全身闪 

亮盔甲，是我的骑士。”他微笑着，看到家人开 

心，他也感到喜悦。 

 

卖门票的女士问那父亲要多少张票。他自豪地回 

答：“我想买八张儿童票和两张成人票，那我就可

以带一家人去马戏团。”卖票女士说出门票价钱。

这时，他的妻子放开了他的手，垂下头，他的嘴唇

开始颤抖。然后他靠近一点问:  ”你说是多少钱?” 

买票的女士再次说了价钱。他不够钱买票。他怎能

转过身来告诉八个孩子，说他不够钱带他们去看马

戏团表演？ 

 

看到这一幕，我的爸爸掏入口袋，拿出一张20元的

美钞，把它掉在地上。（我们一点都不富裕！）我

的父亲弯下腰，拿起那20元美票，拍拍那人的肩膀

说： “对不起, 先生, 这是从你的口袋掉下来的。” 
 

那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没有乞求施舍，却肯定感

激有人在如此绝望、心碎和尴尬的情况下肯伸出援

手。 他直视我的父亲，用双手握着父亲的手，紧紧 

抓住 那20元钞票，嘴唇颤抖，眼泪流下脸颊。 他回 

答： “谢谢，谢谢，先生。这对我和一家人来说实 

在很重要。” 

 

我跟父亲回到我们的车，开车回家。我父亲送出去

的20美元原是要买票的钱。 
  

虽然我们那晚无法看到马戏，却心中感到一股喜 

乐，比看马戏表演所能带来的喜乐更大。那天，我

学到了付出的价值。付出者比接收者更大。如果你

想要伟大，你就要学习付出。你惟有付出，才能领

受更多。捐献者的心化成海洋，与全能神的心意接

轨。 
 

爱与你期望得到什么完全无关——

惟与你所期待付出的有关——那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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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和支持“撒种人倡议”，将儿童国语圣经送到

砂拉越长屋和学校的孩童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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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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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我们2017年的一个项目祷告： 

Singa Yehuda（犹大之狮） 
 

 
 
 
 
 
 
 
 
 
 
 
 
 
 
 
 

 
 
   

 

 

顾问委员会 

 
 

 

 董事会(Penab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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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 Yehuda” 

(犹大之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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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漫画形式呈现主耶稣在地上满有活力的服 

侍，以在青年中更广为分发。漫画根据《马可

福音》来制作，也包含一些护教材料和耶稣一

些比喻的现代应用。 我们计划第一版印刷和 

发行2万5千本。 请为这本漫画的分销策略、 

合作伙伴及管道祷告，求神赐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