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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季,收割和工人 
 

榴梿季节刚过。我们上个月在老越，砂拉越BEM/SIB牧师大会的250位与

会者的午餐有榴梿上桌！据说，全国最好的榴梿来自文冬，那里也被称

为“榴梿之邦”。 

 

这就是在东马的收割禾场的写照。现今在东马既是播种期，也是收割季

节。播种和收割不只是协助人成为基督徒；它还包括协助他们做门徒，

成长。果子在成熟着，收割的却是另一批人。我们的年轻人流失，不是

改信伊斯兰教，就是投向世界。  这就像《马太福音》第13章的撒种比 

喻。一些人有听道却不明白，恶者就夺去那撒在心中的道。一些听了道

就喜悦领受，却没有根。苦难和逼迫发生时，他们就跌倒。而许多人误

入歧途，是因为世上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

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太9：37-38）我们都受召为神的同工, 

无论是跨过南中国海或从东马到西马，我们都遇到对神与神的工有负担

的主内弟兄姐妹，但他们缺乏所需的资源，无法成为有效的基督精兵。

许多人立志要做传道、牧师和神禾场的工人。 

  

在神的禾场（林前3:6-9),保罗提到协助人成为基督徒，然后协助他成 

长。我们当中有些人播种，有些栽种，又有一些浇水，使种子生长。工

作的方式很多，无论那是教导或讲道，分享关于耶稣的真理或在经济上

支助工人。但真正进行栽种和浇灌的是神，因为是圣灵帮助我们看到我

们需要耶稣，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 

 

“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

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约4:35）耶稣的重点很简单。世人

的心灵已准备好，要领受他的赦罪。约4:35-38有一个重点是一些基督 

徒没有看到的。有的人可能“播下属灵种子”却没有收割，而另一些人

可能只收割却没播种。收割工人看到人发觉他们心灵的需要并回应神，

是极令人鼓舞的事。但我们往往忘了播种者。耶稣说，收割的工人进入

播种者曾劳苦的工作。很多播种者会惊讶：他们到了天堂时，神会揭示

他们忠心播种的奇妙效果。 

 

马来西亚现今是播种和收割季节。神要使用我们为传福音的管道。神寻

找愿意参与播种、浇水及收割的人，男女不拘。没有特别的资格要求- 

只要你相信他，并尽心、尽性、尽意地依靠他。 

    Wawasan Penabur 的使命 
 

1.与讲国语教会合作编制与分

发国语资源。 

2.制造国语教会所面对的机会

与挑战的醒觉。 

3.作为国语教会与非国语教会

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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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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儿童图书: 耶稣爱我我知道 
 

年幼的孩子是否能明白福音，并认识基督的救恩呢？我

们如何用简单的词语，包括罪、悔改、救赎，凭信心得

救及恩典的概给年幼的孩子讲解福音？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耶稣爱我我知道》是 

一本小书，旨在讲解人打从开始就需要爱神及顺服神，

让孩子们知道耶稣是他们的朋友。这本书有3种语言的版

本——英文、国语和中文。 
 

本书作者Larry Siah说，救 

恩是大多数孩子都可经历

的过程。最初，一个孩子

的认信可能只是相信一些

事实。他可能会，也可能

不会真正受感动，足以作

出独立的决定或下决心改

变自己的心意或行为。然

而，当他对主的认识持续

增长，他对基督的好感会

增加，他对何为对错的知

觉也愈加敏锐，而他愿意

顺服和行事端正的心意也

增长。 
 

这些书都由Wawasan Penabur出版，每本4令吉。它是今 

年圣诞节的送礼佳品。 

 
 

Inisiatif TITUS 2:7《提多书2:7运动》 
 

探访了哥打毛律的MTS Malangkap，又于2015年七月回访 

PPT PCS，我们终于走遍了东马所有的神学院。 自我们于 

2014年四月起开始探访所有神学院（大多数在内地）起,

沙巴和砂拉越的11所圣经学院总共有544位讲师和学生收

到国语圣经研读本。我们也带来一些书籍，以极低价卖

给他们。 
 

 

   
  Maktab Teologi Sabah, Malangkap         Pusat Pendidikan Teologi (PPT), Kudat 

 

 

在八月和九月，我们花了5个星期在沙巴和砂拉越，参加

在哥打京那巴鲁的沙巴SIB领袖会议；以及在泗里街、老

越及马鲁帝举办的砂拉越BEM牧师会议。我们为那些促

成 “提多书2:7运动” 的捐献者赞美和感谢神，使国语圣 

经研 读本能以50令吉卖给讲国语的牧师、领袖及圣经学 

院生。 
 

总共有413本研读本分发到沙巴的SIB，另有433本给砂 

拉越BEM的牧师/领袖及386本给砂拉越BEM的主日学 

老师。 

 

        
 

BEM Sarawak Sunday School teachers & WP Book Table in Conferences 

 

主也打开新的大门，让我们把基督教书籍带入沙巴的

各个基督徒宿舍。建立这些宿舍是教会对贫困学生所

作的部分回应，另外还培训他们，使他们在神的话语

中扎根。这也是一项打击政府学校宿舍学生当中的伊

斯兰化之部分战略。 
 

    
 

 

 
 

Satu Anak Kristian Satu Alkitab Campaign 

“一个基督徒孩童一本国语圣经”运动 
 

国语儿童圣经仍然非常受欢迎。我们听到一些见证，

本书如何赐福孩子。一位主日学老师见证说，她必须

真正研读圣经，因为孩子们如今”查考“圣经，看她在

主日学讲的圣经故事是否真实！ 国语儿童圣经也在砂 

拉越的ISCF聚会中使用。 

 

与往常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些书会去在哪里，有谁会

阅读。各教会或个别人士会透过“一个基督徒孩童一本

国语圣经”运动发送给我们一些儿童接收国语圣经的相

片。我们上个月去拿笃的腹地时有一个惊喜：内地的

浸信会告诉我们，他们孩子的相片出现在我们的视频

片段。看哪，那些孩子（如今成了青少年）就在我们

面前。我们收到的还是2年前的相片呢！ 

 

   
 

26
耶稣说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

27 
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28
地生五谷是出於自然的：先发苗，後长穗，再後穗上结 

成饱满的子粒；
29
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马可福音4:26-29) 
 

 

 



桥接基督教社区 
 

Sikhem Initiative《示剑倡议》 
  

马来文有一则谚语这么说：”Berat mata memandang, 

lebih berat bahu yang memikul”，译出来的意思是： 

“要眼睛看到很难，要肩负重担更难。”这是我们在 

Wawasan Penabur看到的两个事实。一个是：我们讲国 

语的兄弟姐妹需要帮助—大量的帮助。另一个是：许 

多非国语教会想帮忙，却不懂要如何做。他们看到讲

国语弟兄姐妹肩上的重担，有意与他们一同肩负。如

何把这两个现实连接起来？通过2015年9月24日推出的

“示剑倡议”（Sikhem Initiative），Wawasan Penabur 

希望能将这两个现实弥合。 
 

国语圣经的Sikhem或英文圣经的Shechem

来自希伯来文的shékém，意思是 “肩”， 

“背”或“马鞍”。因此，“示剑”是这项倡议

的恰当名称。因此，Wawasan Penabur希 

望能在门徒训练方面肩负迫切的需要，

协助门训导师和受训的门徒，尤其是青

少年。 

 

在东马各地和原住民教会，越来越多的

兄弟姐妹有心投入神的工，但他们缺乏

所需的经济资源，无法成为有效的基督

精兵。许多信徒立志要做传道、牧师和

神工场的工人。虽然我们欣慰有各种人 

回应神的呼召，并报名入读圣经学院，但他们来自乡

区，入不敷出成了每天的挑战。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捉

襟见肘，勉强交足学费，而他们同样贫困的内地教会

无法为他们提供任何经济支援。 
 

 
Some of the guests at Wawasan Penabur’s Thanksgiving Dinner 

 (24-September 2015) 
 

几个经挑选的宗派教牧同工的迫切需要的一些数据如

下（教牧同工包括牧师和传道）： 

 
宗派 会友人数 会众数目 教牧同工 

沙巴SIB 120,000 550 380 

砂拉越BEM 130,0001 703 403 

巴色会国语大会2 22,000 90 46 

PCS3 52,520 327 144 
 

1  不包括儿童 
2  来源  ：http://www.bccm.org.my （2009年更新） 
3来源：http://protestantchurchinsabah.org/ (2015年议会报告）。 

 只有52人领薪。其余的以义工方式服侍 

 
 

 

      
 

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学院生和大学生，是最大的禾

场，迫切需要基督徒门训。庄稼已成熟，却是别的人

在收割。我们要么就让我们的孩子在各学校、学院及

大学给来势汹汹的伊斯兰化努力掳去，或让他们流失

在世界里。 

 

PEKDIS (伊斯兰学校传 

教组织）是2005年开始

的非政府组织，使命是

鼓励其成员在学校推动

伊斯兰传教活动。截至 

2010年，全国伊斯兰研

究（Pendidikan Islam） 

教师的人数（都是 

PEKDIS的成员）已触及 

43,000人大关，而他们

预测人数在2015年所有 

空缺都填满时达到60,000。 

 

根据由教育部（http://www.moe.gov.my/en/home）提

供的2014年数据，马来西亚共有10,154间学校（7,760

间小学和2,395间中学），小学学生有2,704,046人，中

学则有2,220,679人。学生总数为5,120,802人。 
 

以今年在全国调派60,000

名伊斯兰研究教师的悲观

数据来看，我们看到全国

每间学校都会安置6名教

师，特为推行伊斯兰传教 

工作。现今，我们实际有多少位基督徒教师已进入我

们的学校？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和年轻人没有扎根于

神的话语，我们是否能阻遏这股将临的潮水？ 

 

有许多人想要回应庄稼之主的呼召，但要踏出在任何

事工当全职同工的一步往往需要信心的巨大飞跃，因

为柴米油盐往往是许多人心中最大的思虑。事实上，

许多给中学生及大学生提供门训的同工需要额外资源

以让他们更有效地把工做好。 

 

我们可以帮助肩负其中的一些需要。 “示剑倡议” 

(Sikhem Initiative) 打开了一扇门，让你和我能参与， 

成为他禾场的同工——当播种人、栽种者或收割工 

人。我们祈求，这一战略性举措将确保马来西亚下一

代的基督徒在神的话语与学他的样式上有强稳的根 

基，以便他们能成为他的器皿，将生命的活水赐给世

上饥渴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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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wasan Penabur的治理模式 
 

“我不再支持神的工人，因为他们需要援助时才写信

给我。还有就是他们做了整一年，他们怎样做和做了

什么都没有消息。而且我不知道他们用钱是否得当.” 

“多年来，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但我们仍

忠心支持他们，并相信他们的工作。”我们多次听到

这样的意见。我们认识到，奉献者和领受者有必要彼

此沟通。 

 
通过Wawasan Penabur的“示剑倡议”，我们希望能 

作一道超宗派和语言的赞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桥梁。

我们的问责制和治理模式尝试确保每个人(差遣群体、

学校、组织或教会、赞助者和受益者）扮演各自的角

色，保持沟通和关系。 

 

您需要播种才有收获 

这模式所涵盖的应当不只是送钱

和收钱。以圣经学院生为例：与

差遣群体或教会所作的70-30％支 

援的安排似乎是可行的计划。虽

然差遣群体或教会事实上无法为

学生筹获全额奖学金，他们至少

应当至少筹30％的援助，如此鼓  

励群体对他们的未来牧师有一种认领感。 

  

赞助者则将支援高达70％的经费,

他们也受鼓励祷告，发送信息，

甚至探访他们赞助的学生。学校

在挑选及推荐学生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校方须在每学期结束时提

交学生的成绩报告。 

  

另一方面，受助的学生要在每季至少一次写报告给赞

助者，并为他们祷告。Wawasan Penabur将与各方紧 

密合作，进行挑选学生、推介学生给赞助者以及发放

奖学金给圣经学院。我们将确保持续的沟通，并将报

告提交给赞助者。  
 
 
 
 

 
 

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你不撒下种子，就不能拥有花园。没有播种就不能指

望有收成。我们必须教育受益者，要为捐助者的任何

捐赠负责。如果他们不学会感恩，并向捐助者表达谢 

意，他们就不能指望捐助者会继续支持。他们的思维

方式需要改变。只领受播种者的支援而没有一丝感恩

不是他们的“权利”。 

 

同时，捐助者必须有神的话在

心中。在神的国度，我们播的

种子是神的话。收到报告是他

们的权利，如果受益者没有与

他们沟通，他们有权停止发放 

援助金。但他们也有责任祈求种子落在好土，使那些

听道的人会明白，并开花结果---一些结果一百倍，一 

些结六十倍，一些三十倍。种子是会长大、成熟并繁

殖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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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11你们必凡事富足，能多多施舍， 
使人借着我们而生感谢神的心。 

12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使许多人对神充满更多的感谢。 

13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宣认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慷慨捐助给他们和众人，把荣耀归给神。 
14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身上而切切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 
（林后9：10-14） 

 
 
 

 

 

 

 

播种和工人的见证 
 
 

(1)  Minggol Bin Lobok 

我在入读Pusat Pendidikan Teologi 

PPT PCS（沙巴复原会的神学教育 

中心）之前,是在Pitas区的Luntuk

和Gailun 一带作兼职牧师。兼职 

牧师没有支薪，工作完全出于自

愿。由于会众面对的许多需要，

我感到有必要接受神学培训，我

自己也想更多认识主。起初，我

不得不在上课之外做兼职，以支

持我家的日常开支以及孩子的教 

育需求。我从一些散工每月赚200令吉，仅够我的家人

使用。但我们学会节俭。 

  

如今我获得每月400令吉的奖学金，其中一部分是付学

费，剩下的就是我家的日常开支。在通常情况下，我

必须在外面工作以帮补家中的收入，但我很感谢 

Wawasan Penabur推介的赞助者协助减轻我们的负担。 

我今年毕业，让PCS总部调派我到任何地方服侍。 
 

 



 

 
 

 
 
请为以下事项与我们一同喜乐与感恩： 

1.神的恩宠显现，为我们打开门户与机会，与不同地 

  方的教会、团体及宗派合作。 
2.神在Wawasan Penabur事工中的供应与支援。 

3.你......我们事工的合作伙伴与撒种之友（Rakan 

Penabur）。 

  

与我们一同祈求： 

1.神对事工的遮盖 

2.神保护我们与我们的家人 

3.我们在所有的旅途都有平安 

4. 对服侍机会作决定有智慧与神的明确方向。 

5. 来临的行程/演讲： 
 

 

10月 
 

17-18 Living Waters Presbyterian Church, 

Muar 

24-25 Gereja El-Shaddai, Butterworth 
 

11月 6-7 SIB Semenanjung Leaders Meeting 

15 Varsity Gospel Centre, PJ 

12月 18-20 Wawasan Penabur Board Planning 

 

请联系我们，如果你的教会希望我们分享一下所面临的

马来西亚讲国语教会的机遇和挑战。 

 

(2) Charles Pius 

我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并在一

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的父母都

是主的全职仆人，在我的家乡教

会当传道人和领袖。从个人来说

，当牧师或读圣经学院从未闪过

我的脑际，但主在2011年感动我

去报读 Pusat Latihan Pemuridan  

Asas，Tagaroh (PLPA), 那是一 

所沙巴SIB短期门徒学校。在校内 

三个月时，我收到了砂拉越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经过一个星期的挣扎，我知道如果离开PLPA，我会终

生后悔，特别是当我留意到主一直以来怎样使我与他

亲近。因此，我决定转去Maktab Teologi Sabah (MTS) 

（沙巴神学院）报名继续深造。 

  

我凭信心而行，相信主若呼召我，他会提供我一切所

需。在头两年，我一天只吃一顿饭，为了省下钱并付

学费，我也做了很多散工。有一天，我在一个塞满 

Wawasan Penabur出版物的箱子上见到一个地址和电话 

号码。我决定写信分享我所关切的事。他们有回应，

我也要赞美主，透过他们我在2014年领受来自PJEFC某

细胞小组的奖学金，我重新受鼓励，更加感谢主。尽

管我的邮件须译成英文，而他们的电邮透过Wawasan 

Penabur译成国语，我仍与赞助我的弟兄姐妹保持沟 

通。我感谢神，也感谢那些赞助我的人。 

  

我如今念着最后一年，几个月就毕业了。我已承诺无

论神要差遣我到哪里都要为他所用，我恳求你们为我

祈祷，我可以成为神的忠实仆人。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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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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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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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的“一个基督徒儿童  

一 本圣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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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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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的“示剑倡议” 

(Sikhem Initiative) 以支持内陆圣经学校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