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念神的信实：诗篇第 66 篇 
 

我们来到了美好一年的结尾。我们向全能的神称谢，记念他过去和现在对我们的信实，此刻

最合宜不过了！我们知道，祂在未来几年会继续彰显自己的信实。回顾过去确实使我们充满

了鼓舞和期望。 

 

诗篇第 66 篇是感恩的赞美诗。诗人不仅忆起“他将海变成干地，使百姓步行过河”(6 节)的

时候，还想起了痛苦的考验和艰难时期。他记得自己何时失足，信仰受到考验（9-10 节）。

他回想起自己曾被囚禁和受奴役（11 节）。他提到一段“水深火热”（12 节）的经历。然

而，经过这一切，让他看到神是信实的神，还“将我们带到丰富之地”（12节）。 

 

然后，诗人呼唤我们，要召集所有的朋友和邻居，好让我们向他们述说神为我们所行的奇事

（16 节）。分享我们的故事会带出神的能力，那就是见证神为我们所行的事。我们能满怀信

心地期待，因为我们能回顾神所成就的大事，并生敬畏之情。 
 

诗篇第 66 篇 
1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2  当歌颂他名的荣耀，使赞美他的话大有荣耀！  
3 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向你投降。 
4 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  
5 你们来看神所做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 
6 他将海变成干地，使百姓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要因他欢喜。 
7 他用权能治理，直到永远。 他的眼睛鉴察万民；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8 万民哪，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9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10 神啊，你曾考验我们，你熬炼我们，如炼银子一样。 
11 你使我们进入罗网，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12 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13 我要带着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  
14 就是在急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 
15 我要将肥牛的燔祭和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要把公牛和公山羊献上。 
16 敬畏神的人哪，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做的事。 
17 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18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19 但神实在听见了，他留心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20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 

 

今年即将过去之际，让我们谨记我们（无论是个人或是群体的）故事的意义。那些故事要牢

记，要讲论，把荣耀归于神，也要让人受益！赞美神的信实！ 
 

撒种之友会讯: 一份连接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会讯 
 

 

 

 

 

 

 

 

 

 

 



 

   

犯法却不犯罪 
 
十年前 Wawasan Penabur 事工开始时，我国正面

对阿拉和国语圣经问题。那时，讲国语的基督徒

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获得国语圣经。由于在教

会、书店或圣经公会都找不到国语圣经，情况变

得很艰难。教会实在因惧怕而畏缩不前。当时还

是智能手机时代初期，数码国语圣经仍未普及。 

 

我们回顾过去十年神的信实时，有一个从未被提

过的故事，就是珍妮（Jenny）姐妹每个周末从耶

加达忠心地携带多本国语圣经到吉隆坡。她把 20

至 50 本各种尺寸的国语圣经带给 Wawasan 

Penabur，以便我们分发给国语教会。我们根据圣

经的尺寸，每本定价 10 至 15 令吉出售。在 4 个

月内，她把 1000多本国语圣经带过境来。 

 

我们也有几位弟兄从巴淡岛通过巴西古当把国语

圣经带进来。他们前往巴淡岛，把所有的国语圣

经都装入他们的行囊里，通过海关时就切切祷

告。在那两次的巴淡岛之行，他们将 300 本中型

的国语圣经带入境。 
 

    

 
禁令是如何开始的？ 
约在 2008 年下半年，内政部恫言要停止发年度出

版准证给天主教周报《先驱报》，除非它遵照禁

令，停止在其刊物中使用“阿拉”字眼。 《先驱

报》随后决定就此事向法院上诉。 2009 年 12 月

31 日，高等法院宣判内政部的禁令无效。过后，

政府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中止该判决。在

《先驱报》的案件期间，婆罗洲福音派教会

（SIB）的一个案件正在法庭审理着，因为移民厅

没收了从印尼进口的 20,000 本基督教书籍。 
 

   
 

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风暴，在尘埃未落定之

前，约 5100 本由马来西亚圣经公会进口的国语

圣经于 2009 年 3 月抵达巴生港时被没收。这是

早前在国内基督徒人口最多的砂拉越州没收的

30,000 本 国语圣经之外被没收的另一批国语圣

经。 
 

   
 

然而，阿拉/国语圣经问题早在那之前已开始

了。 1981 年 12 月 2 日政府首次禁用“阿

拉”，且未给予任何特定理由。第二年，即

1982 年 3 月 22 日，根据《 1960 年内部安全法

令》（今称为《2012 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

施）法令》SOSMA 2012），使用“阿拉”字眼

的国语圣经（马来语圣经）被禁，理由是它对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1980 年代初，有一千本印

尼来的国语圣经在海关被没收，据说这些国语

圣经在沙巴公开焚烧。 

 

此后，当移民部拦截进口的国语圣经，禁止有

“阿拉”字眼的基督教书籍时，问题就每隔一

段时间浮现。基督教书店不断遭受突击。沙巴

和砂拉越的SIB书店都清楚记得，他们每月（若

不是每隔一周）都要应付政府官员的突击检

查。由于每次检查后都被指示关闭，等待调查

报告，他们无法开展业务，最终被迫关闭。 

2000年，八打灵再也的圣保罗孝女书店的国语

圣经也被没收。 
 

   

这不是犯法的吗？ 
在那充满挑战的几年，

许多个别人士和团体尝 

试以海陆空的路径从加里曼丹越境进入沙巴和

砂拉越，或通过巴淡岛和新加坡“走私”国语

圣经。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航班。因着供求关

系，国语圣经成了贵货，一本中型国语圣经的

价格为50令吉，而在印尼不过是12令吉。 

 

有些人对“走私”一词不悦，因为它表明那是

非法活动。 “犯法”一词困扰着我们。一些基

督徒声称“走私”圣经是错的，因为它羞辱圣

经，因圣经劝诫人要顺服掌权者。那顺服要涵

盖多大的范围？我们提出以下几项对比，以说

明历史现实与不明就里的判断是有一段距离

的。 
 
 

 



  
 

设想一下… 
当摩西的母亲将她的婴儿藏在篮子里时（出  

2），一位埃及的官员敲她的门，告诉她那是

“犯法”的行为。她察觉到自己尝试救儿子是

“罪”，就把摩西交给当局，让他们杀死。 

 

设想当约瑟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夜间将他从

伯利恒偷偷带出伯利恒（太2），朋友却提醒他

们，希律王会因他们犯法而发怒。于是他们把

耶稣交出来，让他与其他孩子一起被杀。 

 

设想在两次神许可的越狱（徒5和12），使徒彼

得并不离开，反而告诉天使，他必须尊重当局

而返回监狱。 
 

    
 

设想当人用篮子将保罗吊下城墙逃走时（徒

9），墙上的其中一人细想后，抓住绳子说：

“等等，你确定这是合法的吗？我们不是听说

要顺服一切掌权者吗？“结果保罗逃不成，反

而被杀。 

 

设想当地震（徒16）将监狱的门都打开，囚犯

都释放得自由，狱卒将使徒保罗带回家时，保

罗却告诉他，窝藏囚犯是犯法的，他必须回到

监狱。 
 

     
 

设想早期的基督徒听了一些神学的专家，秀出

了一些有关政府权柄的圣经经文，还信了他们

的错误见解。于是他们交出名单告发其他会

友，不再抄写经卷，还透露地下墓穴开会的地

点，并碍于对自称为神的罗马皇帝的尊重而停

止一切聚会。几个月下来，基督教可能已不复

存在。 

 

以上的描述听起来或许很荒谬，甚至有亵渎的

意味。这些并非本意，而是要突显当今许多基

督教圈子内对“地下”基督徒事工或某些国家

受逼迫而陷入困境的信徒的一些普遍态度有多

危险。 
 
 

 

任重道远 
近年来，国语圣经问题已随着换政府已获缓解。 

机会之窗开了，成千上万的国语圣经被印刷和分

发。 但许多讲国语的基督徒仍然买不起国语圣

经，他们实在买不起。 许多非国语教会慷慨解

囊，协助补贴印刷和运输成本，但零售价仍在35

至45令吉之间。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对于所有合法或非法通过陆路和水路越境将国语

圣经带进来的“无名英雄”，我们感谢你们协助

讲国语的基督徒能拥有圣经，尤其是当读数码国

语圣经的智能手机仍是他们买不起的奢侈品时。

我们的英雄有份参与建立神子民的工作，没有路

太难行，也没有大到冒不起的风险。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拯救一代的信徒 
 

5 年前当 Arry 首次打开她的儿童国语圣经时，

她就知道这会改变她的生命。她从年幼就明白神

的圣言及其中的生命教训将引导她走正路。她看

到父母当时在教会服侍神，至今他们仍然忠心地

服侍。 

 

她说：“我想学习如何作出选择，因为那是好

的。我不想说谎。不想打架，也不想打朋友。我

想顺服父母。感谢你送给我这本书，让我读了明

白人所作的选择。我想要像耶稣那样。” 

 

Arry 现在 14 岁，她在舞

蹈事工和儿童教会中忠心

服侍。她的主日学课程仍

使用儿童国语圣经。 

 

最近， 一个学园传道会的 

团队在前往沙巴州哥打马鲁都的乡区宣教途中

分发了一些儿童国语圣经，那里的伊斯兰化极

猖獗，异端如雨后春笋般冒起。由于距离和价

钱 

 



   

钱的关系，连大人都很难买到圣经。孩子们收

到自己的圣经，父母感到很兴奋。 

 

穆伊纳是异端信徒，她说：“我读这本书就像

读小说，从封面读到封底，先查看里头是否有

错误，才让我的孩子使用它。我觉得我传给人

之前，我首先需要它。它挑战我所作的选择是

否正确。我的全家人一起进行，彼此挑战。我

的丈夫就是喜欢那样。” 
 

   
 

当他们分发儿童国语圣经给基督徒的孩子时，

一些非基督徒的孩子也问他们是否也可以拿一

本。宣教队员乐得给他们每人一本。 

 

宣教队的一名团员说：“我们为这事工感谢

神。我们祈求能透过事工以神的爱，触摸更多

的孩童和家庭。作出正确的选择始终是挑战，

但当我们通过儿童国语圣经培育孩子时，我们

肯定挽救了整个下一代。”  
 

 

 

桥接基督教社区 
 

Kami Sepuloh! 我们十岁了！ 

 
Wawasan Penabur 于 2019 年 10 月 27 日欢庆神

在过去十年的信实。我们几个人谈论如何以国

语的基督教书籍来强化国语教会，就这样催生

了 Wawasan Penabur，简单开始。神的手在我

们成型的头几年明显动工，直到今天都不改

变。 
 

   
 

  
 

老朋友和事工伙伴共聚吉隆坡的万豪酒店的宴

客厅，晚上的庆典活动以充满活力和色彩的各

族传统舞蹈拉开帷幕。若不是主感动杨忠礼集

团管理层的心，慷慨赞助整个会场和晚宴，这

场盛宴不可能办得成。接下来，我们的总监周

志恩长老致开幕词，并作谢恩的祷告。 
 

    
 

  
 

穿插在引人入胜的传统舞蹈之间有几个视频短

片，重点介绍了 Wawasan Penabur 过去十年开

展的许多项目：“ 一个孩童，一本国语圣

经”,“ 犹大之狮”，“示剑倡议”，“ 以马

忤斯倡议”，“提多书 2:7 倡议”和“走向数

码化”。我们还将手工制作的盾牌（terabai）

和鲜花送给董事会成员及其配偶，以示感谢。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Wawasan Penabur 出版的新书 
 

 
 

《与小知乐一同灵修》是与一名叫小知乐  (Si 

Domba Cilik) 的小女孩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的精彩经

历。 这本书提供 3种语言版本，旨在教孩子如何在

他们的生活里背诵, 欣赏, 思考和运用神的话语。

本书提供 30天的每日灵修短文。每一天的灵修都有

沙巴和 砂拉越各部族美丽的绘画为插图。孩子们还

学习写日记或 记下他们从神的话语学到的东西。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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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坚信祷告是我们所进行的工作的根基，

这就是为什么当晚的第二个亮点是为马来西亚

祷告。在我们热爱的国家，仍有许多事情需要

做。几个孩子分别用英语、华语和国语为马来

西亚的讲国语教会祷告，求神使我们的信心更

扎实，保守下一代的门徒，也为神国来临而祷

告，感动了许多人心。 
 

   
 

那一晚感觉好像结束得好快。我们的宾客陆续

从宴会厅走出来并告别，会场终于静默一片。

主仿佛主让我们看到忙碌有时，休息也有时。

但在平静的期间，祂仍然在幕后努力工作。神

的工继续在讲国语的众教会进行，祂与我们同

行,我们为此而感到欢欣雀跃。 
 

    
 

Wawasan Penabur 走过的所有风雨，神一直是我

们的亮光和避难所。我们在过去十年确实曾航

入一些未知的领域，主是我们的船长，是祂协

助我们在暴风雨中能乘风破浪。荣耀归于主！ 

  
 

有两个极动人的时刻，对我们来说深具意义，

首先是对我们敬爱的已故朋友泰斯（Alfred 

Tais）的纪念。他是神的一股力量，捍卫全国

各地国语教会，他对耶稣的笃信极令人鼓舞。

他的遗孀埃斯特拉（Esteala）与孩子上台接

受名誉会督华勇的祝祷时，台上几乎所有人都

掉泪。当我们想起我们的朋友舍己以履行神在

他身上的旨意时，这一刻既严肃又不失纪念

性。他如今确实已进入耶稣基督的怀抱，永远

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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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支持“一个基督徒儿童一 本圣经运动”。  

赞助与支持 “Sabda Harian Digital Project”  

 赞助与支持“示剑倡议”(Sikhem Initiative) 以

支持内陆圣经学校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