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种之友会讯: 一份连接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季度会讯

新曙光 (拉丁文 Aurora Nova)
“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神，也不将我所得的颂赞归给雕
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指明新事，告诉你们尚未发生的事。”
（赛42：8、9）
马来西亚总算迎来新的一天。每个人都想要新的开始。独立61年后，大多数马来西亚人
决定要一位新船长来掌舵——尽管他是老船长。在第14届大选前的几个月，基督徒一直
在祈求神的旨意成全，黑暗败退，祈求公义恢复，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和平的选举。这些
祈求都已实现。
教会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受到许多恐吓和压迫。最后，神戳破黑暗，向他疲惫的子民发
出信息：“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看哪，黑暗
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你举
目向四周观看......那时，你看见有光荣，你的心兴奋欢畅。“（赛60：1-2，4-5）。
神仿佛在说：“醒来吧！不要尝试自己去做！这是新曙光！”新曙光够亮，那些迷失在
自身黑暗中的百姓可以开始找回头路。
基督徒如何协助确保这新曙光能在马来西亚开启光明的新日子？华勇荣誉会督提出了3种
方法（见 https://safespace.my/new-dawn-hwayung/):
第一、无论是哪个政党掌权， 我们都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政府以诚信治国， 向人民交
代。我们应当要求当选的官员和公务员在各层面的施政都保持透明。我们应当勇于透过
报章和社交媒体揭露各层面的邪恶、无能和贪腐。至于我们当中在政府机关服务的，我
们应当努力作榜样，勤奋、诚实又富有怜悯，如圣经中的约瑟、但以理和尼希米。
第二、基督徒受召要经常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宁静
的生活。“（提前2：2）如果马来西亚要看到神赐予我国美好的新日子，正直、公义和
怜悯尽都恢复，那我们必须加强祷告，并且持之以恒至未来的岁月！
第三、我们被称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太5：1314）。作为盐，我们受召防止社会中的道德沦落，并使它有香味。作为光，我们要驱除
属灵和道德的黑暗。如果我们自己也同样腐败、奉行种族主义或滥权，我们就不能为这
些弊病在我国横行而抱怨！
新曙光会带来更光明的日子吗？对基督徒来说，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如神呼召我
们那般地祷告和生活！愿马来西亚2.0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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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狮咆哮

我听到祂的呼召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
众人祈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
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
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 1:3-6)

对诺拉来说，留出2年时间报读圣经学校，每个
月只见6个孩子一次，是极大的承诺和牺牲。这
位37岁的母亲是在Sikhem倡议下受赞助的30名
圣经学校学生之一。诺拉在一个混乱又破碎的
家庭长大。父亲再婚9次，母亲改嫁5次。她从
6岁起就由祖父抚养长大，但祖父在她15岁时就
去世了。在6个兄弟姐妹中，她是老大。

我们感谢为过去几个月发送儿童
国语圣经和“犹大之狮”漫画书
去砂拉越作特定奉献的一群支持
者。从老越、实兰沟到古晋，基
督徒的孩子们正透过漫画和绘本
阅读神的话语，支持者的慷慨奉
献使这些书籍能去到孩子的手
中。

然而，她正是在那些艰难岁月找
到基督，并从所有的奇难杂症释
放得自由。她其实一直都是学校
里的优秀生之一。贫困不让她继
续深造，她最终念到中五就停
了。过后，她决定在23岁结婚。
询及她如何认识神，她无法确切指出哪一时
刻。她记得9岁时曾经历了惊人的神迹。神一次
又一 次派人来帮助她，包括支付她的PMR和
SPM考试费。她婚后生了七个孩子，并经历了
更多的奇异恩典。不幸的是，她的第七个孩子
生下不久就夭折了。但神的爱围绕着她，并持
续医治她的创伤。诺拉从小就饱尝神的爱，很
自然地积极服侍需要神的爱和恩典的人，特别
是在妇女和儿童事工。

在老越的特鲁桑分发“犹大之狮”漫画书。

漫画书也在沙巴毕达斯的Kg Gudang Limau分发。

*继续为“犹大之狮”漫画书项目祷告。

她一直想去神学院。但因
着她的家庭背景，小教会
保守的会众和领袖对她有
如此心愿都不加理会。他
们认为她不适合做牧师，
因此不肯资助她。但这并
没有阻止她接受神学培
训。她凭信心报读圣经学
校，也不知道怎么可能付
得起学费。

她的丈夫在油棕园工作，每月收入约920令吉，
他们也有一小块稻田。她两个较大的儿子（分
别14岁和13岁）在中学念书，3个小儿子（8至1
1岁）读小学。唯一的女儿6岁，在幼儿园。尽
管丈夫收入微薄，但非常支持她以2年时间为事
工作自我装备。

她与Elson、Gloria、Rojana和Jeannyfer一起，当
她们的新生命义工服侍在10月结束时，会再次
奉献两年的黄金年华服侍神，加入MCCC为同
工。他们将开始另一段与神的信心之旅，相信
神会为各人每月筹获3,000令吉来支援她们的服
侍。你们可以成为神赐福这群年轻人的管道！

30 Bible schools students supported by various individuals,
cell groups and churches thru Sikhem Initiative this year.

她的梦想很简单：继续在她的教会栽培更多撒
母耳。刚巧她参加了Wawasan Penabur所办的
“八颗宝石”培训，就一直在教会儿童事工使
用那套主日学教材系列。我们感谢神，八打灵
某弟兄会教会的细胞小组决定资助她，并为她
和家人祷告。

桥接基督教社区
以心来服侍神
谢丽（Sherley Ziana）来自
沙巴的特鲁必。她16岁时接
受基督为救主。但在大学
里，她对做门徒的代价以及
舍己服侍主的真义有更深的
理解。她毕业于马来西亚沙
巴大学（UMS），获得数学
和经济学学位。她起先在
“校园生活联系”（CLC）服侍，在那里学到
CLC的3个基础：爱神、彼此相爱以及做基督的
门徒。虽然她是第三代基督徒，她还是在校园
才学会祷告、禁食并研读神的话语。在CLC的
经验使她得到装备以踏出下一步，毕业后进入
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MCCC）服侍，担任新生
命义工（N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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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内地的宣教之旅
几乎无法忍受的炎热干燥天气，水供不足，还
有5天无法上网，这些都没有打击MCCC年轻同工
谢丽的士气。她带着一群中学生去毕达斯内地
短宣，任务是通过耶稣影片，使用“四个属灵
定律”和“基本高级辅导书”进行一对一传福
音，让同学们有机会体验如何在内地传讲神的
爱。

有时他们必须花30分钟到一小时穿越山峦和森
林，才能探访一些家庭。能说当地语言对传福
音至关重要，当中一些居民甚至不会讲国语。
但有人来探访，他们很高兴，知道有人关心他
们。他们还听过一些大选期间来拜票者的笑话,
他们每5年才出现一次，因为大选快要来了！
虽然这不过是短短5天的宣教(6月13日至17日),
但赞美神，有33人作认罪祷告！
活动

她做新生命义工服侍已有9个月，累积了每日分
享基督的第一手经验。“传福音的紧迫感很真
实；人们需要认识基督的爱。年轻人需要接受
门训。“她正在实践圣经的话：“你在许多见
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
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2:2）

福音交谈
分享“四个属灵定律”
祷告接受基督
观赏耶稣影片
祈求圣灵赐下力量
基本辅导

接触人数
5
47
33
43
6
23

桥接基督教社区
爱在Magandai
放映耶稣影片

参观当地教堂

艾佛利（Everly）曾与一位
60岁的祖父分享福音。那老
者告诉她，他在一年前已接
受主。如果没有人与他们分
享福音,他们怎能认识神呢?
在山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扬救恩,
那人的脚踪何等佳美啊！（赛52：7）有谁肯向
沙巴宣告：“你的神掌权”？
谢丽鼓励一位没上教会很久
的少女。那个周末，谢丽很
高兴看到她与未婚夫一同来
参加主日崇拜。她早些时候
曾鼓励她“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
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
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来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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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介绍10岁的Jasni及他的几个朋友，他们来
自哥打马鲁都县的一个偏远村庄Kampung Sungai
Magandai，那里只有坐越野车才能进入。在雨
季，四轮驱动车从哥打马鲁都出发，穿过60公
里的泥路，大约要7个小时才能去到。

Jasni和朋友们不喜欢iPad，也不喜欢迪士尼频道
及我们的孩子日常生活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娱
乐。星期日，他们用木块制成两把木剑来一场
剑斗。

他们去村里的Magandai国小念书。他们大多数
住在附近的村庄，如Sonsogon Paliu, Makatol
Darat, Suyad Binugungan, Sonsogon Magandai,
Sonsogon Suyad和Mini Sulang。这些学生必须在
凌晨3点半就起床，准备好就赤脚走路去上学。
他们走大约三个小时，必须认出林中的小径。
为驱除在黑暗中行走的惧怕，他们会用手电筒
来照明,与朋友或兄弟姐妹分成几组人一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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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常早上7点左右到达学校。然后，他们在
上课前换上校服，穿上他们的霸打校鞋。那是
沙巴Magandai国小的150名学生每天的例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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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于Astro透过其企业社会责任分部Astro
Kasih建了三座新宿舍，孩子们的困境终获缓
解。宿舍可容纳40名男生和40名女生，并设有
厨房、休息室和储物室，还有水电供应的基本
设施。

百分之六十的学生自称为基督徒，其余的是异教
徒。那里的教师主要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会友
，另有3名来自半岛的穆斯林教师。沙巴那一带猪
和鸡四处乱跑，还未发生伊斯兰的改教活动。

Kampung Sungai Magandai有大约100间屋子, 估计
人口有600人,大多数是Dusun Sonsogon 和 Dusun
Kimaragang族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仍活在贫穷线
下，以玉米和木薯为主食，而不是大米。那里的
房屋建筑风格非常传统，由他们可以找到的任何
森林资源建造。他们的屋顶由宽阔的树叶搭成，
形成一种特色。

PCS教堂旁边是最近才建好的SDA教堂，供教师敬
拜用。他们一直尝试要带宿舍里的孩子去SDA教
堂，因此学校对那些星期日离开宿舍的学生设下
很多限制。

贾哈尼牧师去年于路德神学院毕业。通过我们的
Sikhem倡议，八打灵自由播道会的某会友供应他
2年的学费和每月生活费。在Magandai的工作是艰
难的。Wawasan Penabur计划于今年10月探访贾
哈尼牧师。你想送书包、文具和书籍给Magandai
的孩子吗？赴Magandai的短宣也能让人认识到感
恩的意义......

零消费税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那里
总会有GST (Gatang Semua Tinggi, “物价都很
高”)。一桶煤气价钱是80令吉，10公斤的最低品
质大米每包要32令吉，汽油（1.5升）是8令吉，
食用油每升5令吉，以及糖每公斤5令吉。感谢
SWEPA的赤脚太阳能项目，它点亮了村里的家家户
户,只需每月最低15令吉的太阳能电池板维修费。
那里有一个小型的沙巴基督教会（PCS）的教会，
努力向人传福音。贾哈尼牧师 (Gembala Jahani)
说，他的会众由两个家庭组成，一共8人。在另一
个村有一个小天主教堂，有人数相同的信徒。最
近，SIB也开始考虑向Sonsogon Suyad村传福音。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的“一个基督徒儿童
一 本圣经运动”。
支持Wawasan Penabur的“Singa Yehuda”
(犹大之狮)，印刷与分发福音和护教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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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Magandai倡议”，以圣经、书包和文
具祝福那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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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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