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复兴有负担的青年  

 
奥爱文（J. Edwin Orr）曾说：“每次复兴都由祷告会开始。” 

根据马修亨利  (Matthew Henry) 的说法,“神若有意让他的子民领 

受大福气, 祂首先会引领他们祷告。” 

 

神在每个世代都为祂的子民带来复兴，并为列国带来属灵觉醒，显

出广大信实。几乎在所有大复兴，圣灵在年轻人中动工最为显著。

许多现代调查显示，在所有得救的人中有多达85％是在30岁前就

信主，而这85%的信徒大多数在25岁前信主。一位讲道者称年轻人

为协助点燃“老木头”燃的“引火者”。 
 

1904年11月，一场大复兴席卷威尔士。然而，在威尔士复兴的前

几年，一位名叫埃文罗伯茨（Evan Roberts）的少年听到迈尔（F.B. 

Meyer）传讲需要属灵觉醒的信息。在那次礼拜，年轻的罗伯茨立

下承诺要为复兴恳切祷告。13年来，他不断寻求神的面，并祈求圣

灵浇灌。他在26岁时感到神呼召他讲道，并报名参加纽卡斯尔的预

科学校以装备自己。他对他的院长说：“我一直听到声音，叫我必

须回家，向家乡教会里的年轻人说话。”一个大复兴就如此开始，

席卷全威尔士，5个月内有10万人归主。 

 

Wawasan Penabur 团队在过去几个月曾多次前往沙巴和砂拉越 

内地。准确地说是两个半月内去了9次！我们在本期的Berita Rakan 

Penabur着重于主在沙巴和砂拉越内地的年轻人中所行的大事。有

一些令人鼓舞的复兴迹象和圣灵动工，让我们预感另一波的觉醒即

将临到年轻人。 
 

我们必须相信主会帮助我们为扩展祂的国度而影响我们的那一代。

我们若要在这一代在我国看到复兴和觉醒，就必须祷告并采取行 

动。如果神以祂的主权行事，复兴信徒并使大批非信徒得救，我们

这一代可能“就为现今的时机”见证马来西亚最大的青少年复兴！ 
 
 

      圣诞快乐!愿2019年成为我们成果丰硕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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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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乌耐新吹起的强风 
 

 

“当暴风雨临到，强风吹动森林，雷声和闪电 

展现了天空的威严时，那就让你的心敬畏地说： 

‘神满有热忱地行事。’”  

~ 纪伯伦（Kahlil Gibran),《先知》 

 

Wawasan Penabur的团队来到贝拉加的圣经学校参 

加他们的第31届毕业典礼，很意外见到7名来自隆乌

耐 (Long Unai）的本南族学生。 隆乌耐有什么特 

出？那是贝拉加县(Belaga)的最后一个村，距离加里 

曼丹边境仅3公里。有人要去到那里，必须从民都鲁

坐3小时的四轮驱动车到巴贡大坝，然后乘8至9小时

的快艇度过巴贡大坝（沿巴鲁河逆流而上）去到隆

布桑 (Long Busang)，再走上3到4小时的伐木小径 

(若您轻装,或可乘2小时的小船)。 
 

隆乌耐的人口有400，由本

南族和肯雅巴贡族 (Kenyah 

Bakung)组成。村子建于上个 

世纪的80年代末期。那里只

有婆罗洲福音宣道会 (BEM) 

教会的基督教幼儿园，没有

诊所或学校等公共设施。最

靠近的学校是在隆布桑，要

4小时的车程。离隆乌耐最 

近的市镇是加帛(Kapit)，坐9小时的车走过伐木小

径，然后乘快速渡轮5小时才到。 

 

由于地处偏远，隆乌耐有75％的人没有报生纸或身 

份证。前往主要城市的长途旅程和高昂车费令他们

却步，没有登记以取得合法证件。甚至牧师和传道

人也不肯进村。他们从2015年起就没有牧师。但神

没有遗忘他们。2016年9月，村里吹起了复兴之风。 

 

复兴的起头 
Silamtibai是报读贝拉加圣经学校(STP Belaga)的7名 

本南族学生之一。当隆乌耐开创BEM教会时，会友

们都有坚定的信仰。但他们缺乏指导，结果回到他

们古旧的异教仪式。会友也不合一，互相攻击和争

教会领导的位子。他说:“我们只是挂名基督徒。

那时,喝酒、吸烟、吸毒和滥交都是常事。 
 
 

      
                 Silamtibai                                  隆乌耐BEM教会 

 

2016年8月，14名青少年（3男11女）参加了在隆布

桑举办的小型青少年会议。会议结束时，讲员说：

“你们回去后，会看到神在你们的村里行大事。你

们的村子会有灵性复兴。“本南族少年全然相信那

些预言。他们回到村后，神在隆乌耐的年轻人中兴

起一群代祷者。他们（特别是女子）热切地祈求年

轻人会回到主那里，为他们的罪行忏悔。 

 
圣灵的眷顾 
那个星期六晚上，那些青少年从会议回来后聚集祷

告时，圣灵眷顾了他们。他们开始用他们不明白的

语言说话。两名少年人以阿拉伯语和流利的英语祷

告，那是他们不懂的语言。少年人开始认罪悔改，

也认隆乌耐居民的罪。大家都深深渴慕神。神藉着

两个女子发预言，并赐她们异梦，以及对隐藏过犯

的预知。 
 

  
 

消息传遍了整个村，人们开始到教会去。全村人第

一次禁食3天。 在那3天期间，人们（从老人到孩 

童）深深悔罪，烧掉了所有的护身符。 

 

最令人惊讶的是，连最顽固的本南族男人也将他的

护身符毁掉。多年来，即使本南族的男人自称是基

督徒，但他们仍带着护身符，以便他们远行打猎时

受到保护。Silamtibai的叔叔把他的护身符藏在一条

小溪里，但一个女孩发预言暴露了那隐秘之处。他

也悔改并接受耶稣为主。Silamtibai说：“连隆乌耐

最顽固的本南族男子也悔改并接受了主。” 

 

Silamtibai在2016年将生命

献给神。他在参加青少年

会议时只是一个“表面的

基督徒”，但神在隆乌耐

所行的奇事开了他的心 

门。他连续3天不吃也不 

睡，因为有邪灵折磨他。

他在第7天才完全得释 

放，脱离恶者的捆绑。 
 

   

 
 

 

  
 

  
 

    隆布桑本南族小学生 



  

 

全新的恩膏 
 

今天，教会坐满了人。人们只想陶醉在神的同在

里。隆乌耐最后一位牧师在2015年离职。因此，

没有人能宣称隆乌耐的复兴是由他开始的。是神

亲自眷顾祂的子民，并从年轻人开始。每天都有

属灵争战，也有人得释放。团契聚会不再只限于

星期日；而是每天一次到三次，由早上5点30分的

早晨灵修开始。所有聚会都由年轻人带领。敲竹

或硬木鼓发出的节奏呼召大家来敬拜。教会总是

坐满！ 
 
 

   
 

纳山（Nasan）在隆乌耐附近的一个伐木营担任技

工。他在那里染上饮酒、吸烟和吸毒的恶习。有

一天，他听说他的村里发生的奇事，就决定回去

查个究竟。他看到家人在痛哭和忏悔，感到非常

惊讶。主揭露他的各种瘾癖，他就悔改，求神更

新他的心思意念，也求神宽恕他。到了第3天，他

已完全脱瘾！今天，他在圣经学校读着第二年。 

 

灵安（Lingan）也在伐木营工作。如许多本南族男

人一样，他因着隆布桑很远，很早就选择停学。 

灵安和纳山一起回去看看隆乌耐发生的事情。他

看到被邪灵附身的哥哥得释放自由。神打开他的

心,他便悔改。他献身服侍神，并报读圣经学校。 
 

      
                 Lingan & Nasan                                 Aren          

 
准备让神使用的心 
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女子是20岁的阿仁 (Aren)。她 

和姐姐在加帛国中念书，但在2016年6月，她们突

然渴望要回到她们的村去。一周后，她们跟其他

年轻人开始在他们的教会参加祷告会。 他们禁 

食，并特别为年轻人祷告。 

 

 
 

 

在某次祷告会，一个女孩站起来，要她们到前来

悔罪。阿仁经历了神的触摸。事实上，神责备她

固执。她被圣灵击倒，大声哭喊，恳求神饶恕。

以她自己的话说：“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我

里头有一场争战，是属灵攻击。但神得胜了，我

脱离恶者的捆绑。” 

 

回应呼召 
2017年1月，来自隆乌耐的9名年轻人回应神的呼

召，入读圣经学校；2人去老越的马来西亚圣经学

院（MIM），7人到贝拉加圣经学校。到了2019 

年，贝拉加圣经学校将有一名毕业生开始在隆乌

耐的教会担任牧师。 
 

   
 

虽然这次复兴最初始于2016年9月，但神今天仍然

彰显祂的荣耀，使隆乌耐的居民经历觉醒。神选

择透过那些软弱和卑贱的来彰显祂的荣耀。他在

信徒心中立下强有力而确定的方向，好比风的呼

啸。 

 

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 
向风说预言。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

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过来。”（结37：9） 

 
“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散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歌4：16） 
 
  

 

祷告要点： 
 

1. 求神帮助隆乌耐的信徒与祂建立密切的关

系，每天读祂的话语，过敬虔生活，凭信

心行事，而不是凭眼见。 

2. 祷告本南族青少年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至少读到SPM。愿他们在学业方面有出色

表现，并成为他们周围的人的好见证。 

巴里奥和巴卡拉兰大复兴的一个标记是加

拉毕和隆巴旺族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优异！ 

3. 祈求复兴之火从隆乌耐蔓延到砂拉越的每

个部族。无论某些部族住得多么偏 

远，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主啊，愿你在马甘代发光！ 
 
Wawasan Penabur的事工之一是探访那些曾通过 

Wawasan Penabur获赞助，如今在内地牧会的圣 

经学校学生。这种“会员关怀”有双重目的：鼓

励这些内地牧师，并提供教学和讲道材料以加强

他们的事工。 
 

    
 

我们在10月赴哥打马鲁都 (Kota Marudu) 探访 

双溪马甘代(Sungai Magandai）的贾哈尼牧师 

(Gembala Jahani）的行程正是为此。坐四轮驱 

动车要花8个小时才到达双溪马甘代，那是一个

杜顺族Sonsogon的村庄，在这与外隔绝之地约有

80户人家。大多数沙巴人都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它

的正确位置。行程有几段路对普通车辆是最恶劣

的情况——种植园或伐木区凹凸不平的石砾路， 

有深洞的泥泞路，陡峭的山势以及度过一些没有

洪流时水深及膝的河道。即使是如此的长途跋涉

也要看天气，因在吹季风期间，即使用的是四轮

驱动车，滂沱大雨也能使最后十到十五公里寸步

难行。 

 
好奇的村民 
无论旅程有多艰难，但一到达谷中的村庄就立即

感受到那里的平静与安宁。我们的到来引起不小

的轰动，那群一直在教堂附近等待我们的村民无

论老少都来欢迎我们。他们协助我们将儿童国语

圣经、儿童灵修材料、Singa Yehuda《犹大之狮 

》漫画、文具和牙刷装进背包，准备送给学童。

一些人协助包装药物，另一些人则准备鞋子和二

手衣服供分发。 
 

   
 

大多数村民把他们的房屋建在离（流经村庄的）

小河不远处，方便取水。房屋用木板和竹来建，

有些用干叶作屋顶。向一般的房子窥视，很可能

就只有四面墙，里头没有桌椅、橱柜和床等家 

具。所有活动都在地板上进行。由于没有电供 

(每月15令吉的太阳能只有一些村民负担得起),

也就看不到灯具、风扇、冰箱、收音机和电视机

等电器。这里的生活实在简朴得可以。 
 
 
 

 

   
 

给学童的国语圣经 
双溪马甘代有一间小学，我们去到时有210名学 

生，大多数来自周围的村庄如：Sonsogon Paliu,  
Makatol Darat, Binontungan Suyad, Sonsogon 

Magandai, Sonsogon Suyad和Mini Sulang。热衷学 

习的7至12岁孩童必须步行3至4小时才到达学校。

学校宿舍最多只能容纳80名学生。我们发现连10

岁的孩子都无法阅读！我们祈愿儿童国语圣经能

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至少从插图学到一些东 

西。 
 

   
 

对外人来说，村民很穷，活在可悲的状况中。然

而，如果有人跟他们同住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

们一般都很快乐，也有很强的社区精神。但他们

确实面临许多问题，其中两个是营养不良和卫生

问题。 

 

营养不良和卫生问题 
在整个沙巴，杜顺族一直都活在务农社区，好几

代人都以稻米为主要作物。但Sonsogon Magandai 

的群体是例外。他们主要是猎人，过去几十年才

过农耕的生活方式。许多村民对如何成为一个农

业社区仍有很多要学习。由于食物稀缺，村民只

能吃自己种的东西，主要是木薯、玉米和番薯。

一些村民小规模养鸡和养猪。打猎（四周地区都

转为油棕园，能猎到的实在很少）和钓鱼也帮补

他们的餐食。虽然大人少吃还过得去，但孩童却

深受营养不良的影响。 
 

双溪马甘代的商品极为稀缺。村民过简朴的生 

活，白天大多在农场工作。全村只有一家杂货 

店，售卖大米、快熟面、盐、糖、食油、饼干和

其他的基本必需品。 
 

卫生也是严重问题，因为几乎所

有房屋都没有厕所。大小便必须

在屋外解决，无论是晴天或雨 

天。塑料袋和瓶子等垃圾到处乱

丢，尤其在屋子四周。村民们不

知道这种垃圾不会分解，不像过

去他们丢掉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会

分解的有机物。 
.  
 

 
 

 



 
 

无医生时 
如果有人病了怎办？双溪马甘代没有诊所。偶尔

有医生会来半天，却是三四个月只来一次。有病

的村民觉得要去最靠近的医院都很难。租一辆四

轮驱动车穿过糟糕的路去到医院需要 1,000令吉, 

他们负担不起。 

 

40岁的艾琳是4个孩子的母亲，

她讲述孕妇所面对的困难。她

解释说：“我们在双溪马甘代

没有接生妇或社区护士。妇女

在怀孕期间没有医疗保健服 

务，通常在生产前一个月必须 

去哥打马鲁都、丹狄或必达士，以确保宝宝能安

全生下来。” 

 

我们作了一次特殊的医疗行程，访密尼梳朗村  

(Mini Sulang)，那里只能步行进入。穿过丛林步行 

12公里是很好的体验。贾哈尼牧师必须逐户奔 

跑，通知村民医疗队来了。我们被告知是进村的

首个医疗队。我们也分发一些二手衣服给他们，

为他们祷告后才回去双溪马甘代（在雨中走路）

主持下午4点30分的儿童节目。那天晚上有节奏的

硬木鼓声响起，提醒村民晚上7点半教会有崇拜 

会。 
 

   
 

       
 

当地文化有趣的一面是：村中男子结婚时，就从

父母的屋子搬出来独居。大家庭在这里很常见，

平均一家有12名成员。拥有八个或更多孩子的家

庭很平常。此外，村民往往在14或15岁就结婚。

由于家境贫困，大多数孩子读完小学六年级辍 

学，以便在农场帮忙。 
 

 

 

求神差遣更多工人 
双溪马甘代及其周边地区庄稼已熟，有待收割。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除了双溪马甘

代之外，其他村庄也没有牧者，而分享福音是何

等迫切需要。现今有5名年轻人已经毕业于圣经学

校。另一个目前是她的最后一年。有两个年轻人, 

罗丝碧安娜 (Rospiana)）和艾宾(Ebin)希望明年报 

读路德神学院。 

 

内地有许多牧师和忠心的

神仆在劳苦服侍，他们的

薪金很低，没有养老金、

社会保障和保险。因此，

他们的流失率很高。 

 

您是否可以赴内地，并接受挑战，起来在东马履

行大使命？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10：14-15） 
 
. 

 

 

   
          除蚤、除癣和除虫                          徒步穿过森林 

                                                                       到另一个村去 

  
Gembala Jahani与Rospianah 

和Ebin交谈 

                           祷告要点: 
 

1.向庄稼的主祈求，兴起更多的工人，将福

音带到马甘代的所有7个村。60％的人口

是异教徒，其余是挂名基督徒。愿主将他

的灵浇灌于马甘代和以外的地方！ 
 

2.为双溪马甘代的学童祷告，愿他们接受耶

稣为他们的救主，学习每天与主同行，个

别和真实地体验祂的恩典和大爱。 
 

3.求神保守年轻人，不受一切社会弊病的影

响。祷告他们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努

力学习。 
 

4.求主在杜顺Sonsogon兴起领袖、牧师和教

师。为当地牧师、传道人和领袖祷告， 

顺从神的呼召，无论祂派遣他们到 

何处都服事。 
 



   
 

 

以马忤斯倡议(Emmaus Initiative) 
 

今年，Wawasan Penabur发起一项新倡议，为所 

有最后一年的圣经学校学生提供教学和讲道材 

料。这个配套有：Lapan Permata 主日学材料、 

青少年事工用的一套OBOR Belia, 一套《18基本 

基督教教义》、一套29本基督教辅导小册子、解

经式讲道 (Eksposisi Khutbah) 和Pembacaan Alkitab 

Satu-Dengan-Satu 《一对一读经》。我们感谢我们 

的赞助者，使我们能以50令吉的低价向学生提供 

420令吉的配套。 
 

         
 

来自10所圣经学校共有139名最后一年的学生由这

项倡议受惠。这些学生毕业后都会在教会担任牧

师。巴卡拉兰 Buduk Aru圣经学校的老师威尔逊 

赞扬这项对新牧师大有帮助的倡议。路德神学院

的一位毕业生补充：“我开始在必达士牧养教会

时，这资源配套协助我能妥善地进行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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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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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 Anak Kristian Satu Alkitab 
 

我名叫亚历山德拉·阿丽斯塔 

(Alessandra Alista), 来自沙巴的孟 

加达，今年7岁。某个真正关心和

爱我的人送给我这本《儿童国语

圣经》。这本书协助我认识神，

我也跟一些朋友同读。他们也很

喜欢这本书。感谢您们，将本书

提供我们。我非常喜爱它。  
 

 
 

 
  

称赞领主!我们到2019年1月就10岁了! 
 

 

 

支持 “Singa Yehuda” (犹大之狮)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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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支持“示剑倡议” (Sikhem Initiative) 

以支持内陆圣经学校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