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种之友会讯: 一份连接国语教会与服侍者的季度会讯

“潘多”— 基督的身体会伸展
在美国犹他州的瓦萨奇山高处，耸立着一片壮观的白杨树林。那看起来像一大片森林
的，其实只是一棵树！在这片森林的中央有一棵特别古老的树，研究员称之为“潘多”
(Pando— 拉丁名词，意思是“我会扩展”）。在过去久远的年代（据说是80,000
年），潘多的根不断向四方伸展，如今已涵盖超过43公顷的面积。超过47,000个别的树
苗由它冒出，它们底下是一个庞大的树根系统，共6,615吨重！潘多的绰号是“颤动的
巨人”，那片地在风吹时确实会震动，犹如巨人经过！
在过去的几个月，一些涉及东马基督徒权利的法庭重要案件让我们感到我们是基督之
林。我们就像潘多，系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根。当我们与东马的兄弟姐妹们站稳同
一立场时，神的名就使我们合一，祈求神会在这片土地上为他的名，按他的定时行事。
我们个别可能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但我们与众圣徒一起，无论是活着或先我们而去的，
就能产生巨大的变化，在神的灵吹遍这片土地时“震动”。我们在思考彼此间以及与我
们周围世界的定位和关系时，这是一幅令人遐想的图像。
 我们是合一的身体。尽管我们具有多样性，在基督里却有相同的根基。
我们对那些使我们彼此有别的事惧怕和执着，是否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共同纽
带？
 我们具有韧性，能接受变迁和时间的考验。我们团结一致，能承受一切可能撕
裂我们的威胁。因着我们的合一， 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坚持所信的吗？
 我们活在历代圣徒的环绕中。我们的生命反映神的形象，是活生生现实的一部
分。 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属神遗产吗？
 我们合为一，就有可能成为“颤动的巨人”。我们是否未察觉到我们也是神治
愈列国的基列乳香？
愿我们能从潘多学习：我们不仅伸展和成长，也应当汇成一个声音、一条心，每当我们
讲国语的弟兄姐妹的宗教权利受侵蚀时，我们都作出反应。

复活节蒙恩！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将你的道指示我们

深深往下扎根

有一天，两位姐姐来到亚庇附近的一个寮屋区探
访我一家。我们原本来自必达士的小村庄，但贫
穷迫使我的父母到城市去找工作。生活很艰难，
但我们正慢慢习惯...在邻近一带跑来跑去，玩我
们的瓶盖或弹珠游戏。

今天，当你穿过那片白杨树林
时，它们似乎因干旱和真菌病而
衰败。在高耸的白杨树中，少了
一样东西 --树苗！这主要是骡
鹿干的，它们每只每天需要三到
四磅的食物。它们的食物？正是
树苗！
这就好比我国的年轻一代。世界的诱惑和激进的伊
斯兰化正在日渐吞噬他们。我们责任重大，要保护
他们，并确保我们的年轻一代能接受适当的门训，
他们的信心也要不断地增强。
在美里、民都鲁、实巴荷、诗巫、砂拉卓、宁木、
荷万、木中和鲁勃安都地区，有一群基督徒老师忠
实地培育幼苗。 他们每周都教儿童国语圣经。请代
祷，祈求神差遣更多的工人在长屋里作教导，因为
教师严重短缺

沙巴的天主教会也大量分发儿童国语圣经。孩子们
阅读神的话语时有极大的喜乐。孩子们在教会里朗
读神话语的响亮声音，必定会给我们的天父带来极
大的喜乐！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忠于训
练下一代的领袖。帮助我们
记得我们在你的名下是一家
人！

两位姐姐探访我们，分享了4个属灵定律，解释了
当我们违背神和父母，或当我们做错时会如何伤
了神的心。那被称为“罪”的坏东西使我们与神
隔离，与天堂无份。他们讲解耶稣如何为我们的
罪受刑罚。我的母亲和几个阿姨都全神贯注地听
她们分享。

后来，他们带领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因违
抗神而向祂致歉，并祈求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
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们送给我们一些漫画本，是
有关耶稣的故事。《犹大之狮》漫画本很容易
读，我们一直与朋友们分享。我已经读了几遍，
并祈求耶稣帮助我跟从并顺服祂。

*请为Singa Yehuda《犹大之狮》

漫画本项目祷告。自2017年11
月以来，我们已印了9万本，并
分发了48,000本。漫画本的目
标群体是学生和少年人。

桥接基督教社区
一同肩负重担
我叫马斯里，今年8岁。这
是我的弟弟马流斯，今年6
岁。 这张照片是3年前拍
的，当时我们分别是5岁和
3岁。我的父亲曾是圣经学
校的学生，因为他有家庭，
学校就允许我们全家住进

但神恩待了我一家。在他念书三个月后，来自八
打灵再也某教会的一个小组决定为父亲提供经济
支援。除了付学费，他们还以每月200令吉的津贴
支助我全家。这对父母来说意义重大。至少我们
不必饿肚子，而父亲也可以专心念书。
今天，我的父亲是必达士一个小村庄的牧师。
我在附近的小学读书。我为父亲感到自豪吗？
是的！我为成为牧师的儿子感到自豪吗？肯定！
我知道我有一天会长大，为父母奉献一生服侍神
而感恩。感谢神，祂是我们的供应者，因为父亲
在念圣经学校时，祂眷顾了我们。

宿舍。
我出世两年后，父亲从新加坡回来，与我和母亲
同住在村子里。他一直都在努力谋生。我的祖父
是非常忠诚的基督徒。他在年轻时有几年作传道
人，在一批德国宣教士回国之前在他们的领导下
服侍。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就靠他，在一个简朴
的基督徒家庭长大。

桥接基督教社区
我的新鞋
.

但他们很穷。贫困迫使父亲在念了中三后就辍
学。他年纪轻轻就出来工作，在他感到前途茫茫
的那几年，他的灵命倒退了。他在哥打京那巴鲁
工作了几年后，跟几个朋友到新加坡。他在新加
坡开始重新参加教会，最终将自己献给神。他回
到甘榜作简短逗留，就在那里认识了当时在主日
学火热服侍的母亲。他们不久就结婚，父亲又回
去新加坡多一年。
但神对父亲有一个计划。主似乎感动他进入全职
服侍。他祈祷了好几个月，决定报读圣经学校。
他的教会没有钱来支持他。进入圣经学校又没有
收入来源，对一个有家庭的学生来说实在很难。
因此，父母亲以恐惧战兢的心完全依靠神的供
应，带我们一起去圣经学校。

你永远无法知道一个善行的效应可以去到多远。
琳达来自诗巫的一所长屋，她只记得她从来没有
新校鞋。但去年的圣诞节，来自诗巫教会的一群
人到访她的长屋。他们几个月前曾到来为鞋子尺
码而量孩子们的脚，并记下其他细节。

哗，闻到新鞋的气味她有多开心！至少她不必担
心她会赤脚踩到鸡粪或小鹅卵石。她收到礼品卡
和鞋子时，她只能看着那些送鞋的人。她的双眼
充满泪水，抬头看着那位女牧师，平静地说：
“谢谢你。”
鞋子不仅让人走路时感到舒适，还经常保护孩子
的脚免受割伤、受感染和弄脏。在垃圾中搜寻东
西是许多贫困社区的生活方式，孩子们也参与其
中，在危险的垃圾堆场找寻丢弃物。尽管存在着
风险，穷人视鞋子为奢侈品，因为通常优先获取
的是食物和药品。

桥接及播种
2018年媒体工作坊

因此，年纪小的兄弟姐妹轮流穿同一双鞋是很
平常的事。轮到他们穿鞋的那天也轮到他们去
上学。

我们于过去的3月23日至24日在双溪威梳邦英文
卫理公会（SSMC）举办了第一次媒体工作坊。
共有48人报名参加，由9位协调员/培训员组成的
小组忠实地在讲国语的教会会友当中撒种，让他
们学习如何运用媒体。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少了一双鞋意味着割伤和踩
伤脚的风险增加，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感染。
* 您是否计划前往东马或原住民的村庄进行短
宣？你可以将一些校鞋或书包，或是一些文
具一同带过去，送给你要探访的村庄的孩子。
善行会如涟漪般，其效应去到很远......。

播种国语基督教资源

媒体的理论和实践技能都传授给与会者。他们学
习了媒体创作的基础知识：从讲故事到写剧本，
从基本的摄影机技巧到电影剪辑以及后期的制作
过程。

新书出版
Pembacaan Alkitab Satu-Dengan-Satu《一对一
读经》是基督徒做一对一门训的简易指南。这种
全新方式以活泼又有功效的神话语为依据，是关
系布道和门训的最实际和最个人的方式之一，它
提供一对一读经的实用工具并以动员神子民配合
教会活动为前景。
该指南旨在协助基督徒以最根
本的方法来帮助其他人：与他
们一起读经。在传福音与造就
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得上打开
圣经，阅读神确实说的话。基
督徒只需要相信神的道，并掌
握与他人一同读经的基本技
巧。

与会者分为几个兴趣小组，并与协调员互动，而
问答环节则是针对特定兴趣领域发问的好机会。

第二天，与会者通过制作短片来学习以团队方式
合作。那是一个让他们实践前一天所学的大好机
会。

媒体工作坊的结果？他们制作了四段短片。您可
以从Sabda Harian网站上查看它们！
牧师们，你们会想要让你们的长老、执事、
同工、门训协调员和会众每人都有一本！
*这本书零售价为RM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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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恳求你们为这项目祷
告，因为这是我们2018 年其中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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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wasan Penabur的愿景: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後来结实，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马太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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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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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 Company Name)
Contact Person
地址:

联系电话: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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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