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种之友会讯: 一份连接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季度会讯

把握今天 Carpe Diem
我们拉上2017年的幔子，踏入2018年时，我想起一个拉丁短语“Carpe Diem”，意思是
“把握今天”。对于活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来说，它意味着我们应当为神的旨意和国度
而充分利用每一天。我们要天天抓紧神，充分利用每个机会。
我们应该把握每一天，参与他持续的救赎使命。我们应当如此生活——每一天都是人生
的里程碑和标杆，因为那确实如此！对于神摆在我们眼前的机会，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
们在神召我们参与的探索会走哪一条路。我们必须时时朝向“主的日子”——他回来作
王的那天迈进。
两千年前，古希腊作家塞内加（Seneca）写道：“不是我们的时间苦短，而是我们浪
费了太多时间。”几个世纪后，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给希腊的基督徒时说：“你们
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把握时机。”(弗5：15）
我们思考神的救赎计划开枝散叶的时间表时，那赐我们时间又掌管时间的神邀我们重新
献上自己，过不同的生活。Pdt D. Surbakti写的一首美曲《生命就是机会》（“Hidup
Ini Adalah Kesempatan”），能提醒我们时间的真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NL1DID2i4)
Hidup ini adalah kesempatan
Hidup ini untuk melayani Tuhan
Jangan sia-siakan apa yang Tuhan b’ri
Hidup ini harus jadi berkat

生命是个机会
生命是为了服侍神
别荒废神的恩赐
生命当成为祝福

Oh Tuhan pakailah hidupku
Selagi aku masih kuat
Bila saatnya nanti ku tak berdaya lagi
Hidup ini sudah jadi berkat

神啊，趁我仍健壮
求你使用我的生命
让我身心衰残之前
这生命已成为祝福

在这新的一年，你会珍惜时间，视之为真的很要紧吗？我们蒙神的恩典，受邀为别人
舍己；效法为全人类献上自己的主。我们受邀像耶稣一样倾倒自己。我们受邀成为别
人的祝福。如果我们如此过活，我们在与他面对面的那天会听到:“你这良善又忠心的
仆人。”
Carpe Diem, Coram Deo.

要把握时机，活在神面前。

我们回顾2017年，心中充满感恩，我们要与《诗篇》117篇的作者遥相呼应：
1

“ 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族啊，你们都要颂赞他！
2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存到永远。
哈里路亚！”

桥接基督教社区
送鞋项目
纳威的故事，以及我们在上一期会讯中学童赤脚上
学的故事，感动了一位加拿大的弟兄（和他的太
太）。他们一直求神告诉他们应当把资金送去哪一
个事工。

Sikhem 倡议
我们要赞美神，因为许多个别人士、小组和教会
透过Sikhem倡议赞助了31位圣经学校学生、13位
全职青少年同工及1位主日学教师培训员。

他某天走出家门去丢一些垃圾时，突然右脚一阵剧
痛。通往垃圾桶的小径铺满小石头，他踩到了一块
石头。虽然他穿着拖鞋，但脚仍剧痛异常，持续好
久才消散。
回到家里，他知道孩子们赤脚上学肯定好痛。神如
此回应他的祷告，于是他认献6000令吉，买新鞋来
赐福孩童。千里迢迢之外的八打灵，一个细胞小组
也为了相同目的而奉献另一笔6000令吉！

沙巴的一群中学生领袖也获赞助，得以参加领导
培训和短宣。

沙巴某间圣经学校图书馆也增添了360本新书。
一个星期后，我们循主的带领到了诗巫，见了一位
在伊班族当中服侍的牧师。我们必须缩短相会的时
间，因为她必须将一些校鞋送去长屋。主突然使我
们想起，那12000令吉正是为了“送鞋项目”！
慷慨的奉献也使我们能支助诗巫一名在伊班人长
屋服侍的兼职传道。

赞美神，那笔款项将450双新鞋送到15个长屋的孩童
手中！

Elson今年（2017年）毕业于
沙巴马来西亚大学（UMS），
获心理辅导学位。他念大学
期间，有人向他推介校园生
命事工。这事工大大改变他
的生命，特别是在他与神的
关系上。他奉献自己，透过
学园传道会（MCCC）服侍
主，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
Lawrince 毕业于马来西亚砂拉
越大学（UNIMAS），获得电
子工程学位。在UNIMAS的四
年期间，他积极参与“校园生
命联系”（CLC），这是学园传
道会（MCCC）的大学事工，
积极与学生分享基督的爱。
通过CLC，他认识到我们不能
将基督的爱留给自己，而不让
别人也有机会认识并体验神的爱以及神对他们的
计划。这激励他继续委身于学园传道会的事工，
并寻求神对他的特定呼召

Penabur Benih Sarawak砂拉越撒种人
内地的孩童怎样收到他们的儿童国语圣经？在西
马居住和工作的一群砂拉越土生民决定接受挑
战，在年轻人当中撒种。一个基督教老师的网络
也开始在小学生当中撒种，结果一些基督徒团契
成立，一些查经聚会也开始了，甚至在内地或砂
拉越都有人宣告主的名。一些老师也在长屋里开
始了每周圣经聚会。

我们赞美主，“砂拉越撒种人”（Penabur Benih
Sarawak）于2017年收到的个别奉献共有 16,720
令吉，3,350 本儿童国语圣经因此得以分发给长屋
和学校。

Rojana于2017年毕业于沙巴马
来西亚大学，获得社会科学系
的地理学学位。在大学期间，
她透过“校园生命联系”积极
参与学园传道会。她在大学的
第二年，有人与她分享“四个
属灵定律”。她在那一刻认识
到她在基督里的救恩确据。于
是她藉着这个事工参与门徒培
训和传福音。事工深深影响了她的生命，尤其是
她与神的关系。她受提醒，她如所曾亲尝的那般
与其他人分享神的爱是很重要的事。除此之外，
她希望能栽培一些学生成为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
人。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决志投入学园传道
会，全职服侍神。

Elson, Lawrine 和 Rojana只是一些从东马的青年
成年人，他们通过学园传道会（MCCC）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主。 你可以成为他们的
“Sikhem”（希伯来文的“肩膀”)来支持
MCCC的土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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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地址:
P.O.Box: 8327, Kelana Jaya Post Office,
4678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Fax: 03-5888 4987
Email: wawasan.penabur@gmail.com
Website: wawasanpenabur.org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已出版的书籍
2017年出版了几种书，特别是《八颗宝石》Lapan
Permata 主日学全套教材。

Singa Yehuda (犹大之狮)
2017年10月出版的《犹大之狮》
福音和护教连环图被许多教会和
机构迅速抢购。我们的第二刷于
2017年12月完成。我们为教会的
支持感谢神，使我们能在2017年
4月开始制作这些漫画。

Eksposisi Khutbah

《解经式讲道》是牧师和
其他教导神话语的信徒的
绝佳资源。我们赞美神，
Wawasan Penabur在八年
内出版了约160种书，使国
语基督教资源能广泛传播，并可廉价买到。
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孩童一本圣经”运动 Satu
Anak Kristian Satu Alkitab (SAKSA) Campaign仍然广
泛分发儿童圣经。

我们的“提多书2:7”运动 (TITUS 2:7 Initiative)
继续分发研读本国语圣经Alkitab Edisi Studi 给教
会领袖、圣经学校学生以及学生领袖。

培训
我们致力与Sun Focus Malaysia合作以培训更多主
日学教师。我们的合作伙伴Wong Kim Ting牧师已
办了几次“八颗宝石”培训课程。我们今年有了
第二代的培训员，因为过去曾受培训的老师也开
始开培训课了。

Going Digital 实行数字化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获得资源，我们在十二月份
开始制作Sabda Harian (每日读经）网站
（http://sabdaharian.com)，能下载电子书、视
频、教材以及见证。网站还没有正式启动。我
们恳求你们为这项目祷告，因为这是我们2018
年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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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118：1）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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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支持Wawasan Penabur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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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Wawasan Penabur的“Singa Yehuda”
(犹大之狮)，印刷与分发福音和护教漫画给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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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机构/公司希望奉献给Wawasan Penabur Sdn. Bhd。
兹附上我的/我们的奉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 给 Wawasan Penabur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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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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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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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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