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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
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赛5:20，新译本）
谁会怀疑我们的国家正发生着一些荒谬的事情呢？漠不关心
已成为许多在位者的特征—对于处在贫穷及困苦当中的社群视若无
睹。从高层到底层已无信誉与尊敬可言。杂乱无章及渎职滥权日益
放任。犯罪率亦越来越猖獗。由于选择性的控告，导致司法公正被
质疑。

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道德及属灵的定力。我们容许邪恶人的道
德烟雾降低及模糊了我们的分辨能力，使我们看不清善与恶之间的
界线，以至许多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我们不要忘记撒但是撒谎之父。撒谎及欺骗是我们现今的症
状。我们拒绝分辨，以至许多人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圣
经对现今的时代及这类人给予严厉的警告。
是非不分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我们看到恶人狡猾地扭曲词
句及声明为错误狡辩，厚颜地误导成年人使他们不再抗拒及接受
所谓的“真理”――如“同性恋权利”及“支持个人选择的权力”
（pro-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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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称这些为同性恋及谋杀的罪。最近，有许多法定宣誓书，
轻易地被利用来互相攻击，以致失去了其作为真相实情声明的价
值。

行政助理
陈月丽
Joussly Buaya

编辑委员
陆宇莲
饶高扬
吴金蝉
钱进逸
美编
Zephyr One

白是 白

撒谎及欺骗，好像是一些政治人物的自然行为。他们昧着良心
掠夺国家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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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谎及欺骗如今被称为“风格”，且成为我们这一代及许多领
袖的特征。
真正的危机是当教会不留意这恶或成为这恶的一份子。当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前的最后一段日子，耶利米先知严厉地
责备上帝的百姓，宣告说：“诚实丧尽，并已从他们的口中断绝
了。”(耶7：28下，新译本)

倪凤幼
章思颖

除非上帝的子民肯站起来成为标准，宣告真理及分清对错，
否则，我们就与这些罪有份。这是教会从沉睡中醒来驱散烟雾的时
候，好让其他人能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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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Edmund Burke曾说：“若是好人不采取行动，恶就必
得胜。”
教会中单有许多的好人并不能展现她的好，除非我们勇予发
言！是的，这是我们应该发言的时候！
※吴金蝉 译

 主编的话

“你吃饱了，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把那美地赐了
给你。你要自己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恐怕你吃饱了，建造美好的
房屋居住。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
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天一样。”
（申命记 8：10-12，18）

全球人 性与 的人 金之 融间 危的 机信 乃任 是、 因制 为度
与措施产生危机所引发的。人与
人之间的口头协议、书面合约及
法律合同等都不再有保障。这不
仅仅破坏了储蓄和投资，也导致
经济、社会关系甚至整个国家都
因此而遭殃。
因为人们忘记了申命记8：8-18
里的律例，就引发了金融危机!
目前的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几乎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
受其影响。
多年来的弊端行为导致国际金融
体系彻底崩盘，大马人就像其他
国家人民一样苦苦地支撑着全球
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后果。
目前的经济大地震由美国开始，
接着殃及整个欧洲、南韩、澳
洲以及全世界。 有些国家如冰
岛、巴基斯坦和匈牙利几乎被击
垮，还有更多国家正处在破产的
边缘。 分析家预测这次的经济
不景气比1997年的经济危机（主
要在亚洲地区）来得严重，甚至
比1929年的经济低迷更令人感到
沮丧。
此次的经济危机由五大因素组
成：(1)产业价值、资金及财富
大幅度的滑落 (2)金融机构的失
策 (3)金融机构的无能为力或不
愿借贷 (4)被保护的货币急剧增
值 (5)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大幅
下降。

虽然还没有演变至最糟的情况，
但今年我们肯定得面对高风险和
大幅波动的实况。
迄今政府已成功地解决最紧急的
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金融机构的
失策，美元的融资和短期融资。
但他们是否有能力长期解决市场
上所有的问题？情况一点也不乐
观，他们目前所面对的许多问题
中，大部分都还未有解决方案。
目前最紧迫的课题是如何提高经
济的成长（或避免经济严重衰
退），不增加外债及避免融资不
均衡持续恶化。

全球经济衰退对马来西亚
的影响
马来西亚是属于小型贸易的经济
依赖体系。因此，它无法不受全
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预料在未来的几个月，需求量和
生产量可能会继续下滑，而投资
回报的前景却依然黯淡无光。随
着失业率的上升，就业率却无可
避免地下降或跌至负数。向银行
贷款的中期至长期保有的利息率
会持续上涨，在这期间企业界要
获得银行的贷款却是难上加难。
与此同时，由于收入减少，通过
政治管道要求重新分配财富的诉
求预计会节节上升，社会与家庭
带来的压力导致人民不得不大幅
度调整以往的生活方式。

共度艰难时刻
当奉献和捐献的来源削减时，
教会和基督教机构同样将面对
财务上的问题。
当我们处在严峻的挑战中，不
要忘记我们有一位“供应我们
一切所需”（腓4：19）的天
父。然而，既然他曾应许满足
我们一切的“需要”，是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反省及改变我们
的生活的方式，以“瘦身”开
始迈向未来。
为政府祷告，因这是上帝所拣
选的机构，求神帮助执政掌权
者能敬畏上帝，不滥用公款谋
私利；在这期间所有的经济措
施都将造福人群，尤其是惠及
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求神去除
当权者中的贪婪、腐败和丝毫
节制的挥霍。
为公司和机构代祷。求神帮助
身为老板能在生意上谨慎行
事，履行合约。
为着每个家庭代求，使家庭成
员能同心合一的共度艰难时
刻，成为有智虑与安稳的好见
证。
为教会祷告，用基督的爱来帮
助那些在物质、情感及精神上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教导他们
以谨慎及敬虔的态度管理财
务。
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
晓得该怎么做，赐我们力量以
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作。腓4：13），成为金钱的好
管家。
※章思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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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出击

活在人群中的教会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有
意义的关系及一
个令人感到安全及被接纳的
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
在夫妻、家庭及邻舍等各层
面的关系上都承受很大的压
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呼求，
希望能拥有归属感、被接纳
及有意义的关系。因此，当
教会能活出爱及以服事为本
的群体时，教会可以为当地
社区带来很大的祝福。当教
会把焦点从人数增长、个人
灵命的成长转移至转化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塑造一个充
满爱及拥抱贫穷者的社区，
如此一来，教会转化社区是
指日可待的。

“大使命”被简化为人数
增长及个人灵命的转化
有些教会似乎把遵守
“大使命”简单化了，天
国的福音被简化为个人的救
恩。对这一类的教会而言，
他们专注于灵命的转化而忽
略了社会转化的层面。简而
言之，光谈属灵信心的社群
不但无法供应贫穷人的需
求，也不能给于实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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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来表达基督徒的爱。
这种简化的路线专注于领人
归主及个人灵命的转化。个
人灵命的转化并不一定能为
社区带来改变。这简化的路
线通常以布道性质的节目向
人传福音，但却忽略了委身
于建立信心与爱心的社区。
间中或许加入一些社会福利
的元素，但其目的依然是希
望藉此让人听闻福音。
首先，简化“大使命”
最终导致教会过于强调个人
布道及以人数的增长为教会
成长的指标。过度强调‘入
教’人数而忘记教会最终的
目的是建立信心、爱心及服
事社区是目前教会所面对的
危机。忽略关爱社区的问题
在贫穷及被边缘化的群体中
尤其显著。
第二，这简化的路线无
法体会福音的核心其实是呼
召我们建立信心、爱心及服
事的社群，而不是单单叫人
‘改教’的信徒。这种方式
导致我们周围各族群的贫穷
群体被排除在福音转化的异
象之外，也加深了不同族群

及宗教之间的鸿遘，因为它
制造了一种专注赢取信徒人
数的多寡而缺乏对有需要人
士的真心关怀。
第三，这种路线制造了
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布道
及得救人数的多寡会自动带
来公正的社会。当我们 观
察在非洲及南美洲一些已经
基督化的国家时，我们不难
发现这些国家仍然面对着很
严峻的贪污文化。当教会以
人数增长为重而忽略了对公
义等伦理价值的考量，教会
就不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
也没有能力影响社会成为公
义、怜悯及公正的国度。
当教会将“大使命”
的地位列在“大诫命”之前
时，教会就失去了它的真实
性，教会的操作也会与神的
心意，即通过建立分享爱的
社群以荣耀神相互抵触。一
个高呼福音布道、人数增长
高于“大诫命”的社群，最
终只会形成肤浅的关系，也
无法达致神所要求的一个信
心、爱心、及服事的社会。

 重点出击

“大使命”- 行动路线

恢复以“大诫命”建立
信心、爱心与服事的社
群
最大诫命是爱神，其次
是爱人如己，这应该是教会
实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大
使命”的大前提。教会必须
清楚意识到社会行动与传福
音对教会都是同等重要的呼
召。我们所要达到目标即非
单单提升生活的素质，也非
只叫人信教而已，而是建立
一个在信心、爱心及服事中
被转化的社群。
我以表⑴及表⑵列出以
“大使命”及“大诫命”为
异象的教会的特质。

终极目标是个人信主及转
化灵命
焦点是门训， 注重转化灵
命，较忽略转化社区。
领人信主及传福音是与社
区互动的指南。 教会短期
性的参与最终只产生一些
得救的信徒而无法转化社
区。
训练会友传福音。
注重个人的表现， 也就是
以个人领人信主的数目为
衡量标准。 个人信仰与家
庭、 工作、 教会、 宣教、
职场是整合的。
事工以教会为中心。

“大诫命”- 爱的路线
终极目标是转化社区
焦点是结合属灵与社区的
转化。
以神的爱及见证为与社区
互动的指南。 这也关系到
教会长期的参与， 朝向转
化社区的终极目标。
训练会友成为忠实的见证
者，以生活方式见证福音。
注重个人的灵命的转化渗
透在生活中， 它将化为社
会行动及救济贫穷者。 个
人信仰与生活的每一个层
面整合，包括社会、经济、
公民意识、施政等。
事工范围包括教会、 社区
及个人生活的见证。

教会无法理解建立信
心、爱心及服事社群的异象
将导致对福音片面的诠释。

破坏该群体原有的文化。这
将让极端份子有理由乘机煽
动，制造更大的分化。

这样的路线，愿意长期委身
于建立信心、爱心及有行动
的社群。

首先，当教会选择性的
接触社区中特定的个人或家
庭时，将导致当地的社群难
于参与这一类型的教会。

最后，属灵式的“大使
命”路线最大的危机在于传
达了一个错误的讯息，即遵
守“大使命”比建立一个充
满神爱的社群来得重要。可
悲的是，一个人在热心传福
音时，有可能他并不爱神，
也不爱其邻舍。

※原文：Kon Onn Sein
研究部委员

其二，无法针对社区，
甚至自己会友的需要给予整
全的帮助。这类教会所设计
的活动主要是叫人信主，却
无法改变社区。可惜的是，
对于贫穷边缘化的社群而
言，福音对个人来说有其吸
引力但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
或社会状况。
其三，在宣教时把
‘爱’隔离，也没有‘助
人’意识的教会，肯定会伤
害其他宗教群体，甚至产生
敌对的关系，因为教会将被
视为只要人‘信教’及企图

※饶高扬译

事实上，只注重属灵
事务的教会在经济、人权、
种族分化、施政、贪腐、公
民角色等课题上并无太大贡
献。这类教会最终将从塑造
一个充满神爱的社群中脱
轨，无法为社区带来改变。
相对的，采取‘大诫
命’路线的教会对转化社区
有长远的规划。很欣慰的是
目前已有好些教会开始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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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道

——何雪卿牧师

何雪多 卿年 是前 神从 召大 会家 的都 牧公 师认 ，的
“铁饭碗” （政府学校高层管理
人员）一职急流勇退，委身于神国
的事工。
透 过 Urban Impact认 识 何 牧
师。由其开创的Urban Impact英语
教室，在华人人口稠密的甲洞以英
语为桥梁，从事教育与福音工作。
何牧师是事工上的两栖动物，除了
投身教育事工，也从事在我国少有
的同性恋改造事工，她就是“走出
埃及”事工背后的主要推手。
近期，她又有“壮举”，在雪
州仁嘉隆小乡镇，设立凯青发展中
心。今年6月16日注册，工作范围
涵盖各项青年事工，通过教育协助
发展健全的亲子关系也举办如读书
技巧，备考技巧，性教育，激励课
程讲座及儿童假日营等。
凯青的对象是贫苦家庭的孩
子，及中学辍学的青年，他们在乡
镇工作，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语言
的掌握，特别是英语与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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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按着社群的需要教导
马来文与英文能有效地吸引他们。
凯青可说是基督徒办教育的其中一
环，凯青能轻易的被当地的居民接
纳与村民对早年的宣教士办学留下
美好及深刻的印象有着莫大的关
系。学生前来询问时，他们会表明
这学习中心是基督徒开办的，中心
会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教学。小班的
孩子会教他们唱童诗，也就是儿童
圣诗。
关于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兴
趣，她谈到一些经验，包括引述中
四课本有关柔佛Bukit Kepong在紧
急状态的情况，并且与仁嘉隆的
历史相连接，引起他们对学习的兴
趣，有些学生回家后还追问家长关
于那段历史事迹。
仁嘉隆是以佛教为主的地区，
那里的东禅寺已经成为雪州的旅游
景点，带动当地的经济，每天吸引
多辆旅游巴士前来参观，使到当
地的市况比邻近的万津市发展得还
快。

 专题报道

陈爱仁弟兄在1990年毕业于纽西兰管理学系，也是合格的
会计师，1992年回国后从担任会计师、营销员到总经

理，短短的8年期间在同一家公司历涉三个不同的领域。2000年
决定创业，进军办公室傢俱市场，从设计、设厂到开发国内外市
场，事业的忙碌决不在话下。虽然如此，他没有因此而忽略神国
的事工，他是教会称职的财政，同时也是教会的区长、小组组长
及婚姻家庭辅导员。在事业与教会两忙之间，他也不忘基督徒对
社会的责任，意识到教育对国家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他选择了成
为华小的家教协会理事为起步。在邀请爱仁弟兄接受专访时，他
欣然地答应了，在访谈中才惊觉原来在全世界金融海啸之中，他
是首当其冲，在海外投资的他，损失极大，在这非常时期他依然
能淡定的对国家经济金融建设娓娓道来，使人联想到圣经的一段
经文：

“你使我心里喜乐，胜过人在丰收五谷新酒时的喜乐。
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因为只有你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
《诗篇4：7-8》 。

（续下页…）

续上页：

她不认为这是一种属灵的挑战，中心
的老师与她纯粹把主的祝福与同在带给当
地的社会。
凯青的学费比市价低，因此须找人赞
助。当地卫理公会，神召会与来自巴生的
弟兄姐妹都大力资助。凯青是超宗派，企
盼当地信徒挑起承担这事工的责任，一旦
这愿望实现便是她退下的时候。她强调：
我只是一个召集人。
这种教会办教育的工作，卫理公会
一直都办得很好，像卫理中学，幼儿园与
学院等，他们一直在此领域服侍。但是，
一旦受政府接管后，就缺乏了属灵的特
质。她说：“我们办教育，便是再次鼓励
弟兄姐妹注重全人的发展，尤其是属灵层
面。”
教会办教育例子不多，但是现在蛮流
行的是家庭学校（home schooling）。这
种家庭教育原本是父母在家里教导本身的

孩子，但是现在发展成为中心，有专职的
老师在教导。
她提起，甲洞司徒伟南牧师所办的家
庭学校表现不错。他们也是中文神召会背
景，却以英语为教导媒介，可谓中文教会
办英校。他们以这种方式在华人人口稠密
地区办教育接触人群。学生当中某些属于
品行有需要密切关怀者，或无法跟上政府
学校教育，甚至是个人水平已经远远超越
政府教育水平者。
询问关于家庭学校是否成为未来教育
的趋势？何牧师不认为，但会是其中一种
方式，且越来越盛行。
小学与中学都有基督徒老师，也有基
督团契，但未必每个基督团契都活跃。教
会需要更关注教育，鼓励更多年轻人当教
师。
※专访：钱进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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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道
续上页：

“经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交易，
是对物品的生产、流通、交换
和消费等活动，简单来说从巴杀到公司与公
司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买卖都属于经济
的范围。当我们用钱买东西时需要有保险、
船务公司、贸易政策、银行等帮助经济发展
的形体，因此金融也可说是经济发展的结
果。换句话说金融是指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
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以目前而言，银
行是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金融市场不仅与个
人的收入或财富增长有关，还与整个国民经
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爱仁为经济与金融之
间的关系下了简单的定义。

我们作了什么？
谈到基督徒或教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
有什么贡献时，爱仁认为马来西亚的整体经
济是从巴杀、中小企业、大企业到国家重工
业所形成，因此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在国家
经济上作出了贡献，而基督徒也是其中一分
子。“我们很难论定基督徒或教会对国家经
济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就好像许多人说美国
的经济是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却拿不出官方
的统计来证明，只能从间接的现象当中看到
这种情况。一般上我们可以说我国的马来人
或回教徒在政府机构或国家行政上担大任，
而华人却在经济金融上作出很大的贡献，因
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肤色及名字上直接看到
分别，但基督徒的额上并没有刻上‘基督
徒’三个字，我国的财政部长或国家银行的
总裁并不是由基督徒担任，而国家的经济及
金融体系也不受教会管制，因此我们很难很
明确的谈基督徒或教会如何建设国家的经济
及金融。”爱仁直截了当的说。
但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徒或教会对国家
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呢？爱仁却有另一番见
解：“基督教的教义教导我们要勤奋、诚
实、不赌博、不贪污，这已经对国家经济作
出很大的贡献，若一个人犯法或贩毒，国家
需花大笔的钱去请警察、建监狱、包他们的
伙食，这就对国家经济带来不良的影响。”
爱仁非常重视基督徒在职场上的见证，
他认为大部分的人每一天都处在职场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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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督徒不论是‘打工一族’或‘创业一
族’都得尽自己的本分，前者应勤奋工作，
后者得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优质的产品、
讲信用、不诡诈、不贪污。
“早期欧洲许多国家如如瑞士及德国
等都是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他们都活出了
以上的特质，其他国家的人也因此乐意与他
们进行贸易，无形中就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地
位。”爱仁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谈到我国的情况，他说:“我国中小企
业的总和比一个大企业大。若我国的基督
徒商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耶稣教导的原
则为标准，坚持信仰的立场，为顾客提出最
好的产品与服务，我们也能像早期欧洲国家

的基督徒一样，为国家经济作出非凡的贡
献。放眼看世界，实例比比皆是，香港、新
加坡、丹麦、瑞士等都是属于贪污指数低的
国家，这些国家经济情况都达到非常高的水
平，反之，贪污指数高的国家，经济必然一
塌糊涂，如：印尼、菲律宾、寮国、索马里
等。”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提起教会还可以做些什么，爱仁认为个
别教会应该负起教导信徒在职场上实践耶稣
在圣经中的训诲，职场有它的黑暗面，有些
公司的产品是无益的，如：烟和赌博等。基
督徒不应该在这些公司上班，也不要购买这
些公司的股票，这些行业带来的祸害无穷，
轻则损害个人健康，重则导致家破人亡，不
利于国家的建设。

 专题报道

爱仁承认在这方面教会还需要继续努
力，“一般的牧者都缺乏职场的经验，需要
有成熟的基督徒老板向年轻的基督徒分享上
帝如何转化他们的公司，上帝怎样为他们开
路，使神的国能够行在地上等。年轻的基督
徒需要一个可参考的模式，一个可效法的榜
样及一个可激励他们的见证。”。他补充
说：“我们也需要一些受过神学及讲道训练
和有职场经验的成熟领袖来帮助基督徒去面
对职场上的冲击，活出基督的榜样，以圣经
的原则为工作的指标。当基督徒以认真的
态度工作，将最好的献上，尽力将工作做

走了，但更多的时候，你所失去的‘耶和华
以勒的上帝’却在其他方面给于供应。纵然
什么也没得到，但却没有失去身为基督徒的
本质与公义，这比我们所失去的利益更为重
要。有的客户觉得我们是‘傻瓜’，但从中
也让他们了解到原来世界上有一群叫‘基督
徒’的人，拥有一套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价值
观。我们要以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今天你
所失去的，在永恒里是微不足道的，因着你
的坚持，不但佳美见证展现人前，同时也把
果效带进永恒，这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的。
爱仁坦诚的表示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
一蹴而就的，信仰的坚持是经过岁月的洗涤
与操练而逐渐成熟的，间中必然经历许多的
挣扎。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的事业是上帝交
给我们管理的，它并不属于我们。我们要常
常提醒自己要尽管家的本份，凡事要按‘老
板’的心意行事，求神赐给我们恩典与智慧
去领导公司，以祷告开始每一宗的交易，遇
到困难时也要把他交托神。

好，这将为国家的金融及经济带来正面的影
响。”爱仁强调我们不要忽视个人所发挥的
影响力，马来西亚有10%左右的基督徒，如
果每个基督徒都这么做，所带来的果效是大
的。
陈爱仁表示他最近开始有负担要帮助
教会刚开始做生意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晓得
如何处理金融问题及了解基督徒做生意的原
则，以便培训新一代的基督徒商人在职场上
成为世界的光和盐。

访谈结束前，爱仁语重心长地说：“目
前我国无论在教育、政治、治安、宗教及种
族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片混乱，每一个领域似
乎都被政治化了，这种局面对经济产生不良
的影响。”但他坚信藉着祷告，上帝能医治
我们的国土，转化我们的国家，就如历代志
下7章14节所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
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
罪，医治他们的地。 ” 而他也身体力行，
每星期四他都拨出一段时间来建立为国家代
求的祭坛。

※专访：吴金蝉

当被问及个人的经历时，陈弟兄表示，
他在做生意时，事先就会与生意伙伴或客户
清楚表明基督徒的身份，自己的立场与原
则，有时我们会送礼篮表达感谢，但坚持
‘不给’也‘不拿’‘台底钱’。很多时
候，眼看就要到手的交易就因此从指缝中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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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门话题

根据马来西亚在2000
年进行的人口及房
屋普查，沙巴和沙劳越的基
督徒人口超过马来西亚基督
徒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东马大约有150万基督教
徒，其中大部分是土著，在
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使用本身
族群的语言及马来文。
早在17世纪时，马来文
就已经成为他们在崇拜、讲
台信息、祷告、和宗教教育
所使用的语言。东马的土著
基督徒是从 Alkitab（马来
文圣经）获取主要的属灵粮
食。马来文圣经是在基督徒
出版商的资助下翻译而成。
在西马也有许多基督教
徒（如：原住民），他们的
第一语言是马来文，Alkitab
成为他们属灵粮食及宗教教
育的依归。对这一群的基督
徒来说，马来文所扮演的角
色是无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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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政府千方百
计的禁止Alkitab及基督教刊
物的出版及流传，迅速的剥
夺了马来西亚半岛和东马基
督徒从小在宗教教育上所使
用的语言权利。

来自内阁的反对声
2008年12月30日内政
部长拿督斯里赛哈密对《马
来前锋报》说，政府禁止
Alkitab 及其他马来文的基
督教刊物的流传是为了要
保护回教徒，免得他们被
混淆，因为Alkitab里使用了
‘Allah’一词。
在同一天，《马来前锋
报》也援引另一内阁部长的
话说，“政府将拦阻任何传
播基督教所做出的努力，包
括把圣经翻译成马来文，因
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混淆国内
的回教徒。”1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
末扎希博士提出，政府将竭

尽所能的反对马来文基督教
材料的出版。
这些尊贵的部长可能对
完整的马来文圣经已在1731
年译成一无所知。其实在更
早前的1633年，马来文版本
的《马太福音》已经在市面
上流传。

马来西亚基督信徒的
回应
身为马来西亚半岛、沙
巴、及砂拉越的基督徒，我
们非常关注及不满这些部长
们的言论，理由如下：

1

使用‘Allah’这词并没
有带来混淆。我们也没
有任何要混淆国内回教
徒的意图。如果圣经翻译成
马来文引起任何的混淆，可
以轻易的藉着回教的宗教教
育、宗教师或神职人员来誊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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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担心马来文圣经使用
‘ Allah’ 一 词 会 造 成
回教徒的混淆是没有根
据的。因为‘Allah’这词
汇早在回教创立之前已被使
用。而全世界的回教徒和基
督教徒已经同时使用了好几
个世纪。

引用大英百科全书的
说法，“这些名字的起源可
以追溯到最早期的著作，其
中犹太人对上帝的称呼是
Il 或El，后者是与圣经旧
约的‘耶和华’一词同义。
‘Allah’是标准的阿拉伯
语中的‘上帝’。目前阿拉
伯的基督徒和回教徒都同
时使用‘Allah’一词。 在
此，并无产生任何的混淆。

3

我们反对部长的声明，
即 “坚决反对这些材
料的出版。我们不会接
受任何出版马来文圣经版本
的要求。”
这项声明不仅是不负责
任且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
也不符合政府把马来文列为
国语的立场。
它也违背了在沙巴及
砂拉越大力推动的热爱马来
西亚语（爱国语）运动的精
神。当政府不断的鼓励在社
会各阶层中使用马来文的当
儿，却发表如此的声明，我
们认为政府的立场是不合逻
辑也是极不合理的。

4

同一个部长给于 “不
要玩火和挑战回教徒。
我们愿意做任何事情来
保护我们的宗教” 2 的警告
是没有道理也是不必要的。
声明中的威胁和恐吓与马来
西亚联邦宪法的精神相违，
我国马来西亚是一个自由民
主的社会。

忽视和剥夺
如果部长们这样的声明
可以被接受，这将意味着我
们的会友和教会将被禁止使
用我们已惯用的语言来阅读
圣经和剥夺我们用自己的语
言接受宗教教育的权利。
最近公报允许有条件的
使用‘Allah’一词后又撤
销，在在的证明政府正试图
限制基督徒以我们认为适当
的马来文来翻译及阅读圣经
及做为宗教教育的用途。

我们的立场
身为马来西亚半岛、沙
巴及砂拉越的基督徒，我们
为这事件的发生感到痛心疾
首，并呼吁政府以理智和理
性处理有关事件。
我们恳求政府停止一
切企图禁止以马来文出版的
基督教刊物及 Alkitab 的流
传。如此一来，我们相信这
将实际的缓和基督徒和回教
徒之间的张力，而不是如部
长们所说的制造混淆。
身为马来西亚的公民，
我们接受马来文为国家的官
方语言，我们将继续使用马
来文圣经及其他马来文的基
督教文献。
				
※译：倪凤幼

这是近乎荒唐及不可思
议的，完全违反了身为人及
我国联邦宪法的第11及第12
条款所赋予公民的权利。
部长们做出这样的声
明，是有意忽视在我国马来
文使用者的基督徒所面对的
困境。并以行动来表明无视
于西马、沙巴及砂拉越原住
民基督徒的权利。

注脚：
1 《马来前锋报》(http://www.utusan.com.my/utusan/info.asp?y=2008&dt=1231&pub=Utusan_Malaysia&sec=Dalam_
Negeri&pg=dn_05.htm).
2 2009 年 2 月 2 日出版的 《新海峡时报》 (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2BNews/SE%2BAsia/Story/
STIStory 333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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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爱冀 教会合力
华爱的全名是槟城华文教会爱心
关怀网络，雏形始于1998年。
当年，著名末世预言作者黄丹尼博
士莅临槟城，槟城的12位牧者在陈汉光长
老的号召及带领下，成立了一个工委会，
负责主办黄丹尼博士主讲的末世预言研讨
会。直到1999年7月，华爱才正式成立。
刚开始时，华爱除了按月开会及交流，也
举办了多场大小型特会，这是华爱的开荒
期——充满兴奋与期待的时期！
2002年2月，华爱经过改选后由我
负责带领。我们的新团队基本上只做2件
事，即祷告与吃早餐！祷告早餐会订在每
星期五上午8时至10时半，每月轮流在各
个参与的教会中举行。因着这样风雨不改
的交流与服侍，参与者藉此建立了与神及
与肢体的关系。祷告会一直持续到2008
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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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我个人深信，就是这种关
系，使槟城跨越了一波又一波的考验：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4年
的南亚大海啸；2005年由教会肢体所发
出的超级海啸假预言，间中还穿插了泰南
的政治危机、禽流感等问题；以及槟城州
内所面对的各种内忧外患……也因着参与
者彼此建立的关系与对华爱的委身，才能
叫华爱继续成长、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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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爱定位与方向
因此，华爱突破了紧绷
的岛民心态，更为以后的远
景，预备了长远的定位与方
向 。 这 是 华 爱 的 巩 固 期 ——
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时期。
2008年7月，华爱又改选
了！这是华爱的第三里路。
由戴雪妮牧师带领下的华爱
更 上 一 层 楼 —— 在 新 的 执 委
们同心祷告及策划下，为华
爱定下了长期的异象、使命
与策略：

华爱的异象：
· 整合、装备与遍传
华爱的使命：
· 藉祷告整合基督教会
· 藉装备培训委身信徒
· 藉遍传落实福音使命
华爱的策略：
· 主办联合敬拜赞美祷告特
会，整合众教会为槟城祈
求复兴。
· 主办一些特别的培训，装
备信徒投入教会的服事。
· 主办嘉年华会，以实际行
动落实福音使命，达成遍
传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的
异象、使命与策略，其实都
是 为 了 一 个 目 标 而 定 —— 福
音遍传，即主耶稣的大使命
（太28：18-20）！换句话
说，也就是传扬耶稣，透过
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得着及
转化槟城！请大家多多为槟
城代祷及守望。

证及支持下，在一个月内，
筹到了马币近4万令吉，用
以租借及装修一个合适的中
心，使华爱的事工及使命得
以继续推广。

华爱中心落成启用

在未来的日子里、在
全球仍然面对政经文教种种
“大海啸”，以及大马国
内尚需应付大大小小各种问
题 的 特 殊 时 期 里 —— 新 的 执
委将在神的引导及应许下，
逐步落实华爱的使命，即整
合、装备及遍传。

感谢赞美主，今年10
月23日晚上8点正，在华爱
新任执委的邀请下，马来西
亚福音联谊会的执行顾问黄
锦光牧师，以及槟岛22间华
文教会的多位长执、各团契
领袖、同工及会友们见证了
华爱中心的落成启用。出席
者同心地为华爱中心祝福，
并 奉 献 给 主 —— 这 是 槟 城 众
教会历史性的一刻，也是槟
城教会落实合一、迈向城市
转化的第一步！我们全体同
工，为此惊叹神的伟大，也
感激众教会及弟兄姐妹对华
爱的付出与摆上。一切荣耀
都归于神！

同时，华爱执委也期
待槟城众教会、马来西亚福
音联谊会以及全马的华文
教会能够继续以祷告、奉献
及委身的实际行动，来支持
与祝福华爱，并乐意与华爱
一同迈进，极力达至主托付
我们的共同使命。期盼透过
神的动工，槟城众教会在人
力、财力、物力及灵力的汇
合上，产生一个属灵的大海
啸！更盼望我们这关键的少
数（CRITICAL MASS），
假以时日，可以产生一个
属 灵 的 核 裂 变 （ NUCLEAR
FUSION）！

2009年，华爱将举办的
重点活动是：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 阿们！（太6：10）

1. 5月31日及8月31日，联
合敬拜赞美祷告特会。

※文：潘国贤牧师

2. 培训课程
a) 装备
b) 信 徒 参 与 “ 嘉 年 华
会”的特别培训课
程。日期：3月7日至
9日；以及4月30日
至5月2日。特邀讲
员：黄瑞君牧师（香
港）。
c) 领袖培训课程（按需
要开设）。特邀讲
员：黄锦光牧师。
3. 嘉 年 华 会 及 探 访 祝 福 行
动 8月23日至26日。

上帝的恩手，似乎又开
始新的工作及引领。新的执
委，在多个牧者与堂会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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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论坛

1964

年 8 月 3 1
日，沙巴州
及联邦中央领袖在根地咬庆
祝马来西亚成立一周年，仪
式上揭示了一块宣誓碑，碑
上以马来西亚语刻写三条经
由当地领袖同意的原则即：
1. 沙巴享有宗教自由。
2. 沙 巴 州 的 土 地 权 落 在 州
政府的权力管辖内。
3. 原 住 民 的 传 统 习 俗 受 到
政府的尊重及维护。
宗教自由被列为第一条
原则的意义是很深重的。
就让我们看看东马两州
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宗教自由
的状况。在这两州中，沙巴
状况最差。
1969-1974年间，由敦
哈伦领导的沙统（USNO）
在沙巴执政期间，曾经策划
及推动将沙巴州多元族群融
入马来文化。这项计划也是
联邦政策所推行的。Gordon
Means教授这样形容这计
划：

“这计划的内容包括
在公众场合强调马来文化的

14

标志；迅速发展马来文成为
国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为
国家宗教；并成为在州内实
现文化及宗教合一的媒介。
沙巴统一伊斯兰教协会在沙
统政府支持下，大力推行改
信回教的运动，上千人集体
皈依回教的宗教聚会得到官
方媒体广泛的宣传。1973
年，回教成为沙巴州的官方
宗教，马来文也成为沙巴唯
一官方语文。改信回教成为
敦哈伦领导的沙统政府内分
享权力的条件之一，使得从
政者面对巨大的压力改信回
教。截至1973年为止，虽然
穆斯林群体占沙巴总人口的
比率少于40%，而且多数非
穆斯林群体的领袖是有基督
教背景的，但在沙巴州立法
议会内就只有5名成员是公开
承认的基督徒。”
在这种背景下，沙巴的
主流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
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后称为
沙巴教会理事会，以便在众
教会共同面对的课题上有一
致的立场。
在1976年州选举中，沙
统获得20个席位，而由敦史
蒂芬领导新成立的沙人团党

在28个议席中获胜，成立新
州政府。很不幸的，新任首
长敦史蒂芬、拿督彼得莫俊
亭及其他新任内阁立法议员
在1976年6月6日一场空难中
一起丧生，他们所乘搭的轻
型飞机在哥打京那巴鲁降落
前坠落。沙人团党的副会长
拿督哈里沙列过后接棒，担
任党总会长兼州首席部长。
沙人团党执政4年期间，沙巴
取得迅速的发展。
1981年3月，沙人团党在
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在48个席位中赢得43。
沙人团党政府在任期间
操纵了原住民族群在人口上
的辨别方式，这是很显着的
滥权行为也违反了宗教自由
的精神。在1980年人口调查
中，沙人团党政府废除了过
往以个别部落名称的方式辨
别原住民的身份，却将沙巴
多元族群的原住民笼统地归
类为“土著”。“土著”其
实包括了半岛的马来人，以
及来自菲律宾、汶莱和印尼
的移民，这样的人口辨别方
式有欠公平，因为抹杀了沙
巴原住民的多元性。

 宗教论坛
这个政治企图是为了模
糊化沙巴的文化及个别部落
的身份。沙人团党政府加速
了沙巴人融入马来西亚的过
程。马来文及马来文化也被
推广成为国民结合的基础，
这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是一致
的。
1976至1985年期间，
沙人团党政府宣称成功使
32,000人皈依回教，这是公
然的漠视二十点的保证及联
邦宪法所保证的宗教自由。
当中许多曾在天主教学校受
教育的卡达山人尤其深感被
侵犯。由卡达山人拿督百林
领导的多元种族的沙巴团结
党在1985年的选举中打败了
强大的沙人团党。
1979年，伊朗的巴列维
王朝被霍梅尼所领导的伊斯
兰革命推翻，这场革命顿时
振撼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也加
剧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即使
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马
来西亚也无法幸免。以下所
谈及的一些事件发展可以说
是被这个世界性的现象所影
响的。
我国一向来都有政府
管理或支助的伊斯兰传教机
构。但伊斯兰教的复兴促使
他们更积极的传教及根据可
兰经严格的要求努力过一个
“纯”穆斯林生活。马来西
亚回教福利机构就是一个显
著的例子。随着回教社会要
求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声音越
响亮，回教在多元文化、多
元宗教的马来西亚的影响力
也增长了。很不幸的，伊斯
兰影响力的扩展却同时也限
制了其他宗教人士的宗教信
仰自由。
虽然沙巴、砂拉越及印
尼加里曼丹位于婆罗岛上，

但也被伊斯兰教的复兴所冲
击。在沙巴及砂拉越内地的
政府寄宿学校，有越来越多
的投诉说那里寄宿的中学生
面对强大的压力，要强迫他
们皈依回教。这些学生必须
在这里寄宿求学，因为他们
的家离开学校很远，通常需
要好几天的路程才能到达。
州回教官员的过分狂热
的态度影响了所有人。2003
年12月11日，沙巴州宗教司
在州公报上刊登回教法令，
禁止非回教徒使用32个与
回教教导有关的马来文字眼
如阿拉（Allah）、可兰经
(Quran) 等等。2003年12月
29日，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
闯入一间基督教书局，没收
了几个书名的书籍，遭没收
的原因是因为书里使用“阿
拉”的字眼。
穆斯林当中对宗教自由
的容忍度是非常有限的。近
来的一些司法判决，很不幸
地显示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是
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民事
法庭根据国家的法律实行公
义，全国人民可以在这里寻
求公义的地方。但是，当民
事法庭把宗教自由的主权交
给（在定义上只能处理有关
回教条规）回教法庭，其实
已经显示这国家的宗教自由
是名存实亡的。
在沙巴，自1978年，
在没有经过沙巴伊斯兰宗教
理事会允许下，向穆斯林传
讲任何宗教教义是犯法的，
违反者可以被判入狱一年或
要缴交3000令吉罚款或两者
兼行。任何穆斯林若在言行
举止上显示要脱离回教，这
是个可判罪的行为。回教法
庭有权命令叛教者被囚在伊
斯兰感化中心长达36个月。
如果这种严酷的事情真的发

生了，是否与联邦宪法第11
（1）条文相抵触这仍然是
个须要讨论的课题。
一切看来已经乖离了
起初的原则。马来西亚的概
念原本是建立在跨种族、跨
宗教友善及相互谅解的基础
上。1969年的513事件仍然
是我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
影。
于1970年8月31日推展
的国家原则被认为是团结我
国多元民族社会的重要文
件。国家原则被提出的原因
是要补足宪法的不足。在里
面所列下的5大原则即信奉
上苍、忠于君主国家、维护
宪法、遵守法律、良好行为
及道德都印在全国学校作业
簿的背后。希望这五大原则
可以简要且具体地向年轻一
代马来西亚人表达创国时的
精神与盼望。信奉上苍的原
则是取之于联邦宪法第3及
11条文。
东马的经验显示了马来
西亚建国时所许下的承诺仍
然是联邦宪法重要的基础。
联邦宪法第3及11条款保证
了我国宗教自由。因此，也
应该维护及持续马来西亚人
民过去所立下的承诺。
※原文作者：David Fung
宗教自由部委员
※饶高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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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报道

日期：7月6日至9日
讲员：马健明牧师、黄锦光牧师
地点：Hotel Seri Malaysia
(Gohtong Jaya)
分区祷告

两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祷者出席了
2008年的“全国祷告营”，为了鼓励
八打灵（雪州）

吉隆坡

柔佛

16

团体大合照

青少年事工领袖的参与，大会特别赞助他们第一
天的营费，藉此把这重大的异象传承交接给年
轻的一代，神的话语说：“…你们的儿女要说
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
象。”（珥2：28）凡上帝所拣选的儿女，无论
男女老少都应对马来西亚的复兴有份。
马牧师鼓励年轻人要勇于为主作梦，长辈
应全力支持并协助年轻人达成他们的梦想，共同
完成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使命。合一的见证不该只
停留在教会的层面，更要延伸至城市。两代携手
合作的见证乃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
向父亲。
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应该重新思索生于这片
土地的真正意义，这不是巧合更不是命运，乃是
上帝的旨意要我们为他得着马来西亚。基督徒应
该多关心国家时事，掌握国家动向，并且清楚知
道圣灵在此地的工作，立志与主同行。赢得更多
灵魂，这才称得上转化国家。

 活动报道

黄锦光牧师在专题分享中提到，在国家变幻
莫测的政治局势中，我们要学习不要看人，要单
单仰望我们的神，上帝要他的子民再次回转。自
去年308大选后，我们从对政治不闻不问到大胆表
达对政府施政的不满，加上民联企图夺权计划，
这都是180度的大转变。虽然情况看来并不怎么乐
观，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时机把
福音传开，并且迫切地为国家政治局势代祷。求
天父使正直的领袖大大兴旺，愿他自己成为恶人
的绊脚石。
大家同心领受 圣 餐 。

弟兄姐妹在祷告营里同心合一地向上帝呼求
祷告，我们相信上帝喜悦他的儿女在主里连结一
起，因在上帝的眼里并没有地域的疆界，更没有
宗教的派别，他只有一个梦想就是「使他们都合
而为一…」约17：21。盼望2009年全国祷告营看
见更多的主内弟兄姐妹一同出席！
※章思颖整理

专题讲员黄锦光 牧 师 。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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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关爱

牧长营
主题 ：2008 年《全人高效，一生结果》
日期 ：9 月 8 日至 11 日
讲员 ：王一平牧师、黄锦光牧师
地点 ：Genting Awana Resort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顾念到国内许多牧
者为主的缘故劳心劳力，没有得到适
当的休息，更别说是享受悠长的假期。牧者也
是人，无论是身体或心灵都需要休息。因此，
我们希望籍此机会让各教会的牧者能好好的休
息，同时也让牧者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在服侍
的路上互相扶持和彼此鼓励。
这是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第一次主办全国
性的“关爱牧长营”，为了减轻牧者的负担，
津贴超过一半的营费，牧者只需负担部分费
用便可享用4星级的酒店住宿和服务。凡参加
“关爱牧长营”的教会可获得免费安装“好消
息”有线电视配套。总共有230位来自150多间
教会的牧者一同参于加这盛会。
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享誉全球的王一平牧
师担任讲员，来自香港的王牧师长期委身于中
国的宣教事工。王牧师以幽默并生动的方式跟
大家分享异象的长短、恩膏的虚实、内外的分
别以及身份的混合等，给予那些长久服侍渐渐
失去方向或已觉气馁的牧者们打气，在场多位
牧者深受感动更重拾当初服侍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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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 月 8 日和 9 日
时间 ：8pm
地点 ：民政大厦（PGRM）宏愿堂
J International
由马来西亚Network
Berhad主办，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
（ NECF） 、 怡 保 以 琳 职 青 团 契 、 协 传 培 训
中心，We Consultancy 及爱梨巴运动协办的
“YEAH SHOW 之唔生唔死”终于在2009年1
月7日至9日分别在怡保及吉隆坡举行了三场。
票务反应非常热烈，尤其是最后一场，全场经
已爆满，有些观众甚至不介意没座位也要求入
场。
当晚由大家熟悉的电视艺人黄智贤及关
德辉担任见证分享嘉宾。电视剧“真情”中的
阿海也分享他个人成长的经历：他曾经是个自
卑的人，不晓得自我表达的他在认识上帝了之
后，不但懂得怎样欣赏并疼爱自己，还自愿加
入辅导热线，把“爱”传递给有需要的人。
表给人感觉很酷的关德辉感恩自己能
在年少时就认识上帝。这些年来，
眼见行内许多艺人抵受不住五光十色的诱惑而
跌倒甚至迷失了自我，但因有上帝作他的GPS
（导航系统），他才能够在娱乐圈里站立得
稳！

外

整晚的高潮是林以诺牧师的栋笃笑！林
牧师用非常幽默的方式，说出现今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生死的看法。现场的
观众笑得前伏后仰，林牧师在笑声当中带出了
当晚的主角-主耶稣。让大家真正明白生为何
事，不再惧怕死亡。最后牧师和敬拜队Psalm
1以诗歌“爱与被爱”，呼召新朋友接受耶稣
基督。

两场的布道会超过5万8千人入场，而
决志者有53人，重新决志者40人，
超过百人对福音有兴趣。1月9日更是马来西亚
Network J正式成立一周年。愿上帝藉着林以诺
牧师及Network J的服侍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
※章思颖

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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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政治发展

族群及宗教背景

砂拉越是马来西亚最大的
州属，在19世纪初曾被汶莱王朝
统治，接着又辗转交换了几个不
同的政权，直到1963年才加入马
来西亚联合邦。在组成马来西亚
联合邦的谈判过程中，砂拉越人
坚持保留四项领域的自主权，即
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土地及移
民。砂拉越有权力拒绝半岛的马
来西亚人入境。

砂拉越大约有40多个亚族
群，每个亚族群都有自己的语
言，文化及生活方式。达雅族
（Dayak）是这些原住民族群的
一个统称。

SARAWAK

砂拉越州

1965年，砂拉越的第一位
首席部长是伊班族的拿督宁甘组
织了联盟执政，但其政权并不稳
定。当巫统领导的国阵发动不信
任票动议时，引发了一场法律争
讼，当时的政府发布紧急动议，
宁甘最终被迫下台。
自1970年，砂拉越在国阵
执政下，先后由两位马拉瑙裔穆
斯林出任首席部长即土著联合党
的阿都拉曼耶谷（1970-1981）
和他的侄儿泰益玛目（1981年至
今）。虽然如此，巫统的势力至
今仍无法进入该州。
在最近的全国大选，国阵
在国会的简单多数席位中，21%
是来自砂拉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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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班人占当地人口的30%，
大部份信奉基督教。比达雅族则
占人口的10%，大部份也信奉基
督教。大部份玛拉瑙族（5%）是
穆斯林，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习俗
与马来人很相似。
“乌鲁人”（Orang Ulu）
是砂拉越内陆河流上游各个部
落的统称。他们包括Kayan，
Kenyah，Kajang，Kejaman，
Punan，Ukit，Penan，Lun
Bawang，Murut，Berawan，
Saban 及 Kelabit，占砂拉越人
口5.5%，以基督徒居多。
无论是什么宗教背景，大
部分仍然继续实践传统习俗及信
仰。根据联邦宪法，他们是土
著，享有与马来人相等的特权。
砂拉越是马来西亚唯一没有官方
宗教的州。州宪法也没有针对脱
离回教的法律条文或惩法条款。

马来西亚统计局（2007）
人口 ：2,404,500
种族 ：原住民和达雅族 48.2%、
华人 25.5%、
马来人 22%、
其他 3.7%
宗教信仰（2000）：
基督教 42.6%、回教 31.3%、
佛教 12%、泛灵信仰 5.2%、
无信仰 3.9%、
道教／孔教 2.6%、
其他 1.3%、兴都教 0.1%、
未知 1.0%

但是，砂拉越人在分发马
来文的基督教材料上遭受（联邦
政府，尤其是国内安全部）限
制。在2003年4月，政府以“阿
拉”是穆斯林专用词汇为理由，
宣布禁止伊班语的圣经。不过几
个星期后，在公众强烈抗议下，
当时的代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
达威撤消了这项禁令。尽管如
此，若和其他州属相比，砂州的
宗教争纷事件并不多。

 代祷简报
贫穷偏差大隐忧
联邦政策及施政的偏差
蕴藏着丰富天然资源的砂
拉越理应是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州
属之一。世界上最大的液态天然
气厂就坐落在民都鲁。在美里岸
外的许多油井使砂拉越成为重要
的原油生产地。
虽然如此，数十载以来，
该州的经济发展却远落后于半岛
的诸多城镇中心。与沙巴一样，
它只获得5%的石油税。
1970年代提出的新经济政
策，其目的在于提升土著的经济
地位，但似乎没有为砂拉越的土
著带来显着的益处。数据显示砂
拉越至少还有一个少数族群仍然
缺乏生活的基本需要。亚洲策
略及领导研究中心为第九大马
计划准备的报告中指出，大约
一万二千名住在内陆的本南人
（Penan）仍然生活在经济，教
育及卫生落后与贫乏的状况中。
2006年，教育部长拿督斯
里希山慕丁曾经承诺会着手处理
沙巴及砂拉越州内乡村地带的学
校缺乏基本设施的问题。但是，
直到如今仍然没有看到任何的改
进。2008年5月，他也说教育部
会重新捡讨国家教育蓝图中重点
事项，沙巴及砂拉越学校的需要
被列为当务之急。
同时，首相也向人民保证
政府会对各州一视同仁，砂拉越
的发展走廊会给当地人民，尤其
是年轻一代，带来许多机会。政
府也重视乡村的发展，尤其是基
本设施、水电 供应及建设公路
等（星报， 11/6/2008）。他也
说该州的贫穷率从2004年的7.5%
降至2007年4.2%证明了这些政策
凑效。虽然如此，随着通货膨胀
造成生活成本的增加，这样的进
展是欠缺说服力的。
不幸的是，虽然联邦宪法
赋予达雅族特权及优惠，但在达
雅族群中普遍感受到是被边缘化
及剥削。多年来， 砂拉越只有
30% 的用水是经过处理的，现代
经济的管理及拥有权也仍未有显
著的公平分配。

在经济策划组的综合发
展指数中，砂拉越在我国14
个州属中排名第11位（NST，
8/9/2007）。

Hijau公司继续任意地剥削、
掠夺原住民的传统习俗地的
权 利 。 （ Malaysiakini.com，
16/12/2007）

传统习俗土地权

3. 本 南 族 是 受 影 响 最 大 的 一
群。滥伐森林造成猎物、传统药
物、森林特产减少，引发族群中
广泛的饥荒。森林大量被砍伐及
转变为油棕园，使得他们已无法
持续游牧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从
这些发展中得益。

砂拉越的雨林在马来西亚
成立前就已经是原住民的家园。
如今大片的雨林被滥伐及开发
种植油棕而大量减少。在砂拉
越的原住民传统习俗地权法令
（Native Customary Right）
下，在1958年1月1日前任何有
原住民居住的土地都是属于他们
的。
2005年3月，在马来西亚人
权咨讯委员会（SUHAKAM）举
办有关于原住民传统习俗地权的
研讨会中，达雅人提出了他们所
面对的困境：
1. 侵占原住民传统习俗地是非
法的，并且妄顾原住民的律法、
传统及习俗。
2. 州政府任意签发伐木准证给
私人公司。
3. 州政府所给的赔偿金只包含
产业及水果的价值，却没有将土
地的价值纳入计算中，因此赔偿
金额其实是远低于市价的。
4. 伐木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
影响了水源，也破坏了农作物及
产业。
根据马来西亚婆罗洲资源
中心（Brimas），官方时常抵触
原住民的传统习俗地权利。政府
在没有得到达雅社群的赞同下把
他们的传统习俗地分割给私人企
业，导致好几代的人在自身土地
成为非法居民。
举些例子如下：
1. 曾经承诺若Ulu Baram
的乌鲁族村民让出他们的传统习
俗地以种植油棕，他们可以获得
经济利益，在这项计划中得到
30%股份。直到现在，他们不但
没有得到被应许的利润，甚至还
拖欠工资（Malaysiakini.com，
12/3/2007）。
2. 砂 拉 越 达 雅 伊 班 人 协
会也呼吁及向州政府施压，
阻止国际伐木巨羁Rimbunan

在6月27日，138个比达雅
家庭在一项法律诉讼中取得初步
胜利，州政府被禁止在未寻求咨
询及商讨赔偿数额之前，随意夺
取逾百年来传于他们的土地。
古晋高级法庭颁发临时
禁令禁止，采石公司Naim
Cendera Lapan Sdn Bhd 进入
他们的农耕地。原住民认为采石
矿会破坏果树及其他农作物。
首相在近几个月承诺会全
面发展砂拉越，减低贫穷率。预
计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到2030年
时，会使该州的平均生产增加5
倍。（The Star，21/4/2008）

为砂州祷告事项
1. 诚信和公义的州政府，有效
地消除原住民中的贫穷。
2. 所有的州计划以公众利益为
出发点，没有任何的族群被
忽略。
3. 商业群体协助制造工作机会
以财富祝福贫穷社群。
4. 有效的执法以保护原住民及
他们的传统习俗地。
5. 消除偏差的政策与施政。
6. 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合力改善
通讯及交通、卫生与建康、
教育设备，并为乡村地区提
供基本设施。
7. 教会：团结、有活力、在社
会及族群课题上扮演积极的
角色。有效地培训青少年，
对失丧的灵魂有负担，乡村
地区有更多的同工，半岛的
教会能给于更多的支持。
※饶高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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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追击

费用
：RM180
截止日期 ：2009年5月10日

讲员 ：徐道弟兄和张清云姐妹
日期 ：2009 年 6 月 5 日 至 7 日
地点
22 ：Hotel Green Park Temerloh, Pahang

*欲参加者请联络 林国明 长老
012-9863337
		
Henderson 牧师 013-9380950
		
Michael 牧师
019-9846480

 编辑室

新秘书长上任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理事会一致决定委任洪永和弟兄正式成为秘书
长。洪弟兄对国家建设的热诚和他多年来的领导和牧会经验，是
秘书长的最佳人选。而前任秘书长黄锦光牧师却转任为本会的执行顾问。
对于大马福联的事工范围，洪弟兄可说是了如指掌。他从1990年开始
担任荣誉财政；2004年被委任为荣誉秘书；2008年的5月暂时接任代秘书
长一职。
除了参与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的侍奉之外，洪弟兄既是马来西亚基
督教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又是五大宗教理事会（佛教、基督教、
兴都教、锡克教和道教，MCCCBHST）指派会员。2000年至2003年间，他在西马读经会
（Scripture Union Peninsular Malaya）担任秘书长的职位，同时他也是书花书室的理事之一。
洪弟兄表示紧接的工作就是巡回全马办说明会，同时探访各地区的教会牧者。另外，在8月
25日至27日于吉隆坡全备福音堂举办全国性教牧研讨会（National Church Conference，以英
语为主）。这对本会来说是个重要的研讨会，聚集了全马教会各层面和各种事工的领袖，更借
此机会让教会更认识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的工作。
他也提到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在2007和2008年间的财务状况入不敷出，在经济不景之下迫
切需要将大马福联的财政状况稳定下来。再者，长期的目标就是极力推动并着手建设国家。最
后，洪弟兄也提到因经济走下坡的缘故，过去的两三年成绩较为显著。但是我们会继续持守，
随时审核并调整我们的方式与计划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好些教会致电给我们说有一段时间没收到
《福音联网》，我们在此向教会和读者们澄
清，由于中文编辑一职已空缺许久，因此
《福音联网》无法如期出刊，2008年只出版
过一期，我们深感抱歉，我们会尽力使本刊
得以顺利出版。

诚聘中文部同工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仍需一位负责《福音联
网》的中文编辑（兼职），主要条件是中文写作能力佳并掌握国家时事趋向，需懂
电脑软体InDesign、Photoshop、Illustrator。有意者请附一份个人履历表以及近照
一张，并所属教会牧者推荐信一份，寄至32, Jalan SS 2/103,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E.，并注明应征字样。
欢迎加入编辑委员/投稿
我们也诚邀您加入编辑委员会（采访、翻译或排版等岗位），欢迎有共同异象的弟
兄姐妹加入我们的团队，有意者请电邮到chinese@necf.org.my询问详情。另外，
我们也欢迎读者以投稿式（不含稿费），同样将您的文章电邮或邮寄给我们。我们
将按着主题、时下热门话题等作考量是否刊登。
乐听意见
为了使《福音联网》能够更加进步，也欢迎弟兄姐妹将您的宝贵意见，透过电话或
电邮等方式传达至编辑部，让我们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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