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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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放大你的公义的收获。”（林后9:10） 

 
2015年1月，Wawasan Penabur 7岁了!    

 
事工的种子最初在2008年播下。 当时 

一群有心人相聚一起，策划一个服侍马 

来西亚的国语教会的国语出版事工。 

Wawasan Penabur于2009年1月成立 

时，促成它诞生的有7人。从那时起，神

一直都恩待它，并彰显他的信实。 

 
我们不止于建立出版事工，神又赐给我们

与教会密切合作的策略。一路上，很多人

曾翻土犁田、给种子浇水、培育它，并看

顾它成长。Wawasan Penabur 已成长， 

不只出版与发行书籍。我们曾推动一些活

动与发起一些运动，办了多场的觉醒研讨

会与写作工作坊，也探访内地的众教会。 

 
展望未来，神扩大我们的帐篷，成为国语

教会与非国语教会之间的桥梁。未来的挑

战艰巨，但他应许出人意外的平安（腓 

4：7），会继续保守与引导。他是一切

风暴中的磐石与山寨。 

 
我们事工的口号是: 
 

     散布国语资源 

    连接基督群体 
 
愿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上帝保佑你！ 
 
 
 
 
 

 
 
 
 

 

     wawasan.penabur@gmail.com 
 

www.wawasanpenabu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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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中的平安 

 

 

“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 

（约16：33） 

 
有一次，美国某画廊举办绘画比赛，主题是“平安”。得奖作品真

正令人意外。画面是狂风暴雨中的海洋。天空阴沉，闪电划过天

际，惊涛拍打岸边悬崖的石壁。平安在哪里？你必须看多一眼，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悬崖的一半高度，岩石凹进的小小空间

里有一个鸟窝。鸟妈妈坐在巢里，几只鸟宝宝就藏在它底下，睡

得好甜。这就是平安！ 
 

因此，平安不只是没有风暴，而是在风暴

中仍能安息。对马来西亚的基督徒来说，

2014年充满了对我们经书的论争。 国语 

圣经、伊班文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被

扣押，例如柔佛州的基督教赞美诗。加上

疯狂恫言要烧国语圣经，已将阿拉课题带

到一个解不开的僵局。 
 

局势似乎已恶化。据报道，在12月2日，

警方搅扰万宜的一个教会礼拜。参与教会 

者主要是印尼人。不清楚问题是否涉及使用“阿拉”字眼，但礼拜

是以国语进行。令人困扰的是：出面的是警方，而不是地方议 

会。据说，问题是噪音水平和使用店屋作为教会。 

 
扣押的国语圣经与伊班圣经终于在11月14日

归还。不过，每本圣经都盖上不可在雪兰莪

州任何地方出版或使用的警告字眼。技术上

来说，国语圣经在雪兰莪州是被禁的。许多

讲国语的基督徒（大部分来自沙巴和砂拉 

越）感到受逼迫。与此同时，狂热的极端分 

子撕下节庆横幅，还向简单问候如 “圣诞快 

乐” 挑起事端。 

 
虽然每个社会都有种族和宗教问题，马来西亚的情况却不一样，

因为当局纵容，甚至挑起紧张局势以遂其政治目的。大马伊斯兰

教发展局（JAKIM）曾指令马来西亚各地的清真寺发出声明（未

引用任何证据），说伊斯兰教正“受威胁”，而基督徒和犹太人是 

“伊斯兰的敌人”，且基督徒使穆斯林倒戈相向及迷惑他们以致他

们失去自身权利。 

 
另一方面，对沙巴和砂拉越的学校和长屋的伊斯兰化及歧视所作

的诸多投诉，当局都没有进行调查。甚至我们的前首相还断言基

督徒“无权”使用“阿拉”字眼。 
 

撒种之友会讯 : 一份连接基督徒国语作者、出版者、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季度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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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

中随时的帮助。”更大的患难中，神的同在更真实。

诗篇作者说：“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

害怕。”很多事物可能会崩解，甚至是我们向来依靠

的东西。但不要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我

们的力量。”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

高者居住的圣所。”（第4节）。今天，神住在因信耶

稣而属于他的子民心中。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 

万邦喧嚷，国度动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

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5-7节）。即使一切似乎 

都瓦解， 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们要学习将盼望放在神那里，而不是在人身上。砂 

拉越的资深律师巴鲁比安说，争议性的阿拉课题的法

院判决之影响不会止于先锋报。尽管联邦政府的“保

证”，它的影响延伸到沙巴和砂拉越。这是因为根据

联邦法院判决所阐释的宪法，阿拉只有穆斯林可使 

用。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沙

巴和砂拉越。没有人有权使宪法失效，国会没有权 

力，更不用说政府。 

 
最高法院对阿拉课题的判决未必正确。然而它成了生

效的法律。除非法院推翻现有判决，它还是处理问题

的法律。面对此法，10点解决方案、执行政策都没

有了价值。“阿拉”的法律适用于全马来西亚，政府不

能做什么。 

 
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有些沙巴和砂拉越的基督徒

在半岛居住，他们一直以他们家乡的惯常方式祷告。

还有一件事：马来西亚的一些基督徒是印尼外劳，尽

管是非公民，也享有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权利。 

 
但法院判决把范围缩小。从某个角度来看，法院甚至

把权利夺去。根据砂拉越的婆罗洲福音宣教会，那是

“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最振奋人心的时代。 

 
回去那幅画，就像小鸟发现岩石裂隙有一个藏身之 

处，我们在耶稣基督我们的磐石中找到避难所。他的

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罪的献祭，他的空坟是我们复活的

应许。然而，神没有应许人生没有风浪。事实上，我

们知道世上总有邪恶存在，如画中可怖的景象所示。

通过十字架，我们能胜过，“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

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4：4）。只有在基督 

里，我们才能在风暴中享有平安。 

 
 
 

 

 

  

 

我们在Wawasan Penabur服侍的一众也有挑战。一名 

马来人对我们的国语儿童圣经向内政部投诉，我们的活 

动因此暂停一段时间，因为内政部官员要来查我们的办  

事处。神那一天拯救了我们：5名官员来到我们的办公 

室时，我们都在古晋。我们与他们会面后解释，（使用 

“阿拉”字眼的）国语儿童圣经是分发给沙巴和砂拉越 

的，不是分给马来人，问题获“解决”。与此同时，亚庇 

山洪暴发，我们的圣经存货受损坏，而我们储藏室一条 

旧水管漏水，我们几千本书籍被浸坏。这一系列事件都 

在八月的一周内发生！ 
    
 

 
 
 
 
      
 

那我们的国家在2015年有什么指望？ 
 

我们祈求中庸派起来的同时，很多人认为2015年对马来 

西亚的基督徒仍是挑战性的一年。少数族群，尤其是基 

督徒，将继续受自称维护马来人权益的群体如土权组织 

（PERKASA）和马来西亚穆斯林联盟（ISMA）围剿。 

“阿拉”问题将余波荡漾，尽管当局保证法院判决仅限于  

先锋报。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与宗教信仰自由受践踏， 

甚至那些应当维护这些权利者也参与其中。宗教课题将 

继续被炒作，成为在马来西亚捞取政治力量的工具。 

 
2015年，我们应该如何走下去？我们的头条继续充满各 

种新挑战，许多人心中充满各种焦虑与恐惧的当儿，让 

我们思考〈诗篇〉46篇所提出的难以置信的平安。 

 
这首短诗四次提醒我们，神在最坏的时刻与我们同在。 

神要预备我们迎向前头的风暴，他提醒我们：他就在风 

暴当中。 

 

1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2 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3 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 
4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5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6 万邦喧嚷，国度动摇； 

    神出声，地就熔化。 
7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8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使地怎样荒凉。 
9 他止息战争，直到地极； 

     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10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 
11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件事就是学校建筑物写满了圣经经文。每个角落都

叫人想起神的伟大、良善及信实。因为他的话语写

在墙上，甚至岩石上都有！那的确是一个研究神学

的良好环境。 

 
学校创办之初就建立起一项文化传统。圣经学校的

每个学生将在就读期间由当地社区领养。领养家庭

将确保学生的需求获满足，尤其是学生每两周一次

可在家里留宿度过周末，享受家的温馨。 

 
学校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学生种植农作物与蔬菜，

养鱼，并准备自己的餐食。这是他们训练的一部 

分，以便他们无论差派到什么地方做牧师都能自给  

自足。校长Guru Paul Jalong曾在巴拉 

姆 (Baram)服侍3年。由于本南族仍过 

半游牧生活，他不得不跟他们一同迁 

移。因此，必须学会自给自足才能服侍

这族群。 
 

我们透过“提多2：7运动”希望研读版国

语圣经能帮助我们的国语牧师、领袖及

未来领袖（神学院学生与青少年领袖）

有效地传讲神的话，使他们有能力牧养

神所托付的羊群（提后3：16、17）。 
 

在巴卡拉兰，大家都彼此认识。不断有人面带笑容

跟我们打招呼。隆巴旺族于1930年代、1970年代和

1980年代经历属灵觉醒与复兴。但巴卡拉兰的复兴

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与许多见证复兴的人

谈。已故Pak Agung Bangau的遗孀, Ibu Bulan 

说，她的丈夫曾预言将有道路通往高原（过去只能

徒步或坐飞机去到巴卡拉兰），并发出强烈警告： 

“新的问题会出现，因此，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儿童与

青少年。”  
 
 

 
 

今天，毒品、赃车及其他商品的走私活动已把巴卡

拉兰从 “婆罗洲的高原天堂” 转为 “婆罗洲的墨西 

哥”。由于走私活动不断升级，由巴卡拉兰通往印尼

Long Midang的摩托车道已被改宽，成为车可以过 

的大路。老越的商人日夜以四轮驱动车供应商品与

毒品去印尼的边境小镇Long Bawan，那里离Buduk 

 Nur只一小时车程。 

 
一位当地居民估计，自从道路改

善以来已有200多辆赃车过境。

尘土飞扬却铺柏油的车道一度是 

“小径”，如今是偷车贼的正式 

“大道”，他们只需出示身份证就

可过关。据说，那些“与有关当局

勾结”的可通行无阻，无需秀出身

份证。 

 
 

 

 
 

一个漫长的“隆”之旅 

 

前头的路险恶无比。早上下了雨，伐木道很滑。车子骤

然下沉与急转弯已够难受，每次一辆大型拖车以毫厘之

差驶过我们的四轮驱动车，我们心中充满惊惧。5小时

的车程有时会很干燥，尘土飞扬。在下完雨和尘土落定

之间，我们有几次看到周围的景色。蓝色的山峦偶尔衬

上一片云雾，令人神往。 
 

 
 
 
 
 
 
 
 

这就是婆罗洲，而我们4人是在北部高原向巴卡拉兰进

发。我们从最靠近的低地小镇老越开车。我们的“隆” 

(Long) 之旅经过Long Luping、Long Beluyu、Long 

Tanid、 Long Sukang和 Long Semadoh这些小地方， 

才抵达 巴卡拉兰 (Ba’Kelalan)。 巴卡拉兰是砂拉越海 

拔 3000 尺 910米） 的巴里奥高原的一组9个村庄，离 

加里曼丹边境只有4公里。这些村庄是：Buduk Nur、 

Long Langai、Long Lemumut、Long Ritan、Long  

Rusu、Pa Tawing、Buduk Bui、Buduk Aru 和Long 

Rangat。居民是隆巴望族人 (Lun Bawang)。 
 

巴卡拉兰离开老越约152公里。崎岖不平又曲折的长路

在炎热的4月到9月非常干燥，尘土飞扬；10月至次年 

3月的季候风期则泥泞不堪，这时上路险象环生。 
 
 

     
 

我们的任务是把研读版国语圣经载去STP Buduk Aru, 

并参观越境后在印尼Krayan甘榜巴鲁（Kampung 

Baru）的Willfinger神学院（Sekolah Tinggi Teologi 

Willfinger）。STP Buduk Aru是我们自“提多2：7 

运动” (Inisiatif TITUS 2:7) 在三月推动起在沙巴和 

砂拉越 所探访的第6所圣经学校。STP 是Sekolah 

Teologi Pertama的缩写，就读学生将获颁神学研究 

证书。进入那内地圣经学校的资格是PMR或同等学历。

不过，我们获知学校也接受不足资格的申请者，只要他

们有阅读书写能力，且极肯定神呼召他们服侍。 

 
STP Buduk Aru建于1961年， 

目前有30名学生。他们来自当

地的不同族群：隆巴旺族、肯

雅族 (Kenyah), 加央族(Kayan),  

本南族 (Penan)、巴拉湾族 

(Belawan)、Beketan，姆律

达加族 (Murut Tagal) 以及 

杜顺族(Dusun)等。那里还有 

4名来自彭亨的原住民 (Orang 

Asli)。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第一 

 
 

  

   

 
 

 

 
 

 

 
1940年代的隆巴旺族 



 

万众汇成的大声 
 

被问及谁是 Willfinger 时，Krayan的甘榜巴鲁的 

Willfinger神学院（STTW）的职员说：“这个人为

我们死。”   在Krayan有98％的人是Lun Dayeh族 

的基督徒。这一族群原称为姆律族(Murut)，后来

在 砂拉越改称为隆巴旺族， 在沙巴和印尼则继续 

称为 Lun Dayeh族。 
 

对当地人来说，基督教会历史与一

个名叫John Francis Willfinger的 

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为所爱的

族群情愿舍弃性命。 

 
Willfinger（1910年至1942年）是

一名美国宣教士，1938年来到婆罗 

洲。当 Charles Hudson Southwell（婆罗洲福音宣 

教会 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 的创始人）在砂 

拉越服侍时，Willfinger就在姆律族和加里曼丹东北

部的其他达雅族群当中服侍。 

 
他在日记中曾提到他首次到达达雅族某偏僻村庄 

时，“万众汇成的大声”响彻婆罗洲荒野。那是1939

年的复活节。一众达雅族人以歌声迎接新宣教士莅

临复活节庆典！Willfinger在复活节庆典与700名达

雅族基督徒一同敬拜，并为108名新信徒施洗。他写

道：“我的心惦念着这群人...... 只要能带他们与基督 

更亲近相交，任何要求都不太难或严苛。” 

 
他是卓越的学者，也是天才语言学家。他学会了马

来语和姆律语，赢得达雅族的信任，使他有机会在

大型集会讲道。他尽心尽力地传讲，使人能认识基

督的平安和喜乐。他接着开始将圣经译成母语的艰

辛工作。结果爆发复兴，席卷长屋与Meratang和 

Krayan的村庄，还有许多神迹发生。 
 

  
 

接下来几年，Willfinger不懈地服侍。即使在穿越崎

岖小径到新村庄去，他仍带着打字机以便将圣经和

赞美诗译成姆律语。Willfinger带着紧迫感译完〈马

太福音〉。他也是〈马可福音〉的主要翻译者。这

两本姆律语福音书后来由英国与外国的圣经公会出

版。 
 

然而，1942年3月8日发生大变天。

日军占领婆罗洲后，下令所有宣教士

从内地出来投降。指令说：“任何尝

试协助宣教士者将受惩罚”。这表示

藏住 Willfinger的众多朋友也有危 

险。他们若藏住他，就被逼向日军说

谎。“我来不是要‘使人陷入撒谎的 

罪’。”他这么想。即使要舍弃生命，

他也不那么做！而且如果他的藏身处 
 
 

毒品，尤其是“毒冰”混在杂货中，以免在印尼检查站被

搜获。自2013年8月起，巴卡拉兰和老越已有9人因贩

毒被印尼执法人员逮捕。 

 
令村民更担忧的是一些当地青少年如今吸“毒冰”上瘾。

一克毒冰装在约一厘米长的吸管，两端密封，以50令

吉高价出售。 

 
除了毒品，杂货走私也影响了巴卡拉兰的持牌商人。来

自砂拉越的商品过境后极为抢手，因为它们比 Nunukan  

空运至Long Bawan的商品便宜3倍， Nunukan 的印尼 

商人每公斤需付8令吉的空运费。 

 

我们漫长的“隆”之旅让我们看

见我们未来领袖、讲国语的儿

童与青少年的门训所面临的挑

战。大部分（若非全部）青少

年是第二、第三及第四代基督

徒。他们当中有许多对属灵事

物不再感兴趣。我们今天可以

看到很多教会信徒流失，只因

为他们的信仰不属于自己。他

们往往缺乏亲身体验的信心及

与基督的个人关系。 

 
请继续为我们讲国语的儿童和

青少年代祷。这对他们来说是

漫长的旅程，因为伊斯兰化和

现代化带来最大的威胁。如果

我们不关心，伊斯兰教和世界

会要他们！ 
 

 

 

 

 

 

 

  

 

 

 

 

 

 

 

 

 

 

 

 

 

 
 
 
 
 
 
 
 
 
 
 
 
 
 
 
 
 
 
 
 
 
        

 

                    

 
 

Bengkel Penulisan Bersama Dr Miriam Adeney 

(Miriam Adeney博士写作工作坊) 
 

 

日期：2015年3月2日至6日 
 

地点：亚庇沙巴神学院 
 

费用：150令吉（包括住宿、食物及 

           注意事项） 
 

条件：“信心伟人”课业的文稿与笔记 

        （来自采访） 

 
这5天的写作工作坊（最多15人）特别为热衷于写本地

信心伟人短篇小说（80-120页）的讲国语作者 （与有 

潜质的作者）而办，，将由 Wawasan Penabur 出版 

为信心伟人系列（Siri Pahlawan Iman）。 

 
欲知更多资料，请致信Randy Singkee, 邮址为： 
rsingkee@gmail.com.  

 
 

 

 
 

 
 

 

 

 

mailto:rsingkee@gmail.com


被日本人发现，他的朋友都会被施酷刑处死。他向日本

人投降，并忍受了2个月的艰辛拘禁。1942年圣诞前 

夕，刚满32岁的他被送 出营地，4天后斩首。 

 
即使是部落中尚未归信基督的人也因他牺牲自己来拯救

他们而受感动，对耶稣的舍己精神的感悟永远烙印他们

心中。 Meratang和Krayan成为上帝的国度的强垒。 
 

Willfinger的生命故事真正是从他的死开始。他被处决

两年后，战争接近尾声，一架载着一群美国飞行员的飞

机在婆罗洲森林的上空被击落。他们跳伞进入“猎头族”

的范围，那里是世界航空员最感担忧被击落的地方。但

奇怪的事发生了。他们在林中很快被发现，达雅族人认

出飞行员制服缝上的美国国旗，知道他们都来自几年前

舍身成仁的宣教士Willfinger的相同国家。您可以从朱

海曼（Judith Heimann）的著作〈飞行员与猎头族〉 

(The Airmen and the Headhunters) 读到这则故事，或观 

赏有关纪录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vGzOHolcU).    

 

   
 

二次大战过后，教会在加里曼丹与砂拉越两地在几乎没

有西方宣教士的影响之下，连续多年增长。教会增长 

时，土生的基督徒开始讲道、教导以及进行外国宣教士

曾做的宣教工作。内地圣经学校在甘榜巴鲁兴办，致力

于教导与培训来自全岛各地的年轻人成为牧师、土生教

会领袖与传道人，以便他们能将福音传给住在印尼偏远

地区的同胞。圣经学校以Willfinger命名。它也用作为

一所中学，有几名学生接受基督教教育 
 

   
 

直到今天，社区与整个地区中许多坚定的基督徒都回溯

到Willfinger的终极信仰模范为加里曼丹那一带基督教

会的起源。他们热烈谈论Willfinger的生与死对他们社

区持续产生的影响，甚至到今日。 

 
七十二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故

事是用“可看见的墨水” --获拯救的生命写成，也以 “隐 

形墨水”--数以万计蒙救赎的灵魂写成。虽然Willfinger 

不再说话，“万众汇成的大声”仍然在婆罗洲的原野回 

荡，他翻译的赞美诗仍有人欢唱，在持续中的复兴感动

许多生命。Lun Dayeh/隆巴旺族人唱着他译成的赞美 

诗。就想起了他。 

 
他愿意为福音献出生命，对他服侍的族群产生持久的影

响。撒下的种子继续在发芽。 

 
 

 

1. 散播国语基督教资源 
 
 

德国宣教士在沙巴古达的活动始于20世纪初，在龙

古斯族(Rungus)当中服侍的巴色宣教会于1952年创

立沙巴基督教会（PCS），PCS在Bavangazo有一所

圣经神学院，称为“神学教育中心”（PPT - Pusat 

Pendidikan Teologi），为牧师提供一项四年的培 

训课程以及更短的两年证书课程。 

 
Wawasan Penabur 近期筹获6330令吉以协助 PPT 

为他们的图书馆购买神学书籍与参考书。他们在过

去两个月已为图书馆添购了600多本来自印尼的书

籍，正好赶上学校一月开学。今年录取的新生也有

所增加。我们的目标是为PPT图书馆筹1万令吉作基

督教资源播种之用。如果你有感动，想为学校赞助

一些书籍，请致电邮我们。 
 

     
 

         

   
（图）行政兼图书馆大楼, 讲师宿舍, 教室。 

 

2. 连接基督教群体 
 

圣经学校学生有多种需要（其中大多数是内地牧 

师，他们拿几年假在圣经学校受训）。在大多数情

况下，他们是由各自的甘榜/教区差派出去，并承诺

毕业后回去服侍社区。 
 

Wawasan Penabur已在八打灵某英语教会与某细 

胞小组作安排，从2014年3月起赞助一名学生（是

牧师）与他的家人，以便他能在PPT念神学。还有

更多如他一样的学生需要我们的援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vGzOHolcU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我们在神的事工一起合作，给国语教会撒种、栽种以及分发最好的资源，有很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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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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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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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wasan Penabur Sdn Bhd, P.O.Box No: 8327, Kelana Jaya Post Office, 4678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电话/传真:  +603-5888 4987     电邮: wawasan.penabur@gmail.com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的 “一个儿童 一 

本圣经运动”。 我相信 我的付 出将赐福沙巴 与 

砂拉越的讲国语基督徒。 

 

 

 

 

 

 

 

                                                                 我们在聘请员工 
 
Wawasan Penab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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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 
 

          1.  行政及会计执行员 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s Executive 
 

他/她将收取并处理订单，管理办公室行政，簿记以保持财务交易的准确记录，制作财务报表，

并确保账目核对。申请兼职工作者也会受考虑。 

 
 2.  研究及培训实习生 Interns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最好是东马刚毕业的大学生（任何科系），能独立工作，善于跟不同性格文化背景的人合作，能

进行研究，具备良好的圣经根基，在教会生活与宣教有基本体验。 

 
 3.  数码领袖 Digital Leader 

 

他/她将制定Wawasan Penabur的整体数码媒体策略，包括事工的网络形式、数码电子书、电视 

以及社 交媒体元素。工作的一部分是网站增强与改进，确保数码电子书的预备、生产及销售。 

此外，职分也表示与不同的机构与个别人士合作，为不同的媒体流（包括视频与社交媒体）开发

各种内容。申请兼职工作者也将受考虑。 

 
申请手续: 

请提交您的申请 (包括一份完整的简历、近期护照相片、相关证书与文件及联络资料的扫描副本) 

请电邮至：wawasan.penab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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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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