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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戰士： 

 

儘管某些國家已開始注射疫苗，疫情開始穩定下來，但有

些國家卻再次爆發，令人心寒，看來這疫情比想像中需要

更長的時間才能平靜下來。 

 

最近在教會崇拜錄播中分享到出埃及記 32 章 1 至 14

節發生一件非常令神心碎的事

件- 就是金牛犊事件！ 雖然經

歷過上帝多次的神蹟拯救，施

恩和帶領，以色列民人性敗壞

的一面顯露無遺。摩西仍在山

上，山下的亞倫就縱容百姓，

效法埃及和當時最普 

 

 

及的偶像來造金牛犢！百姓在金牛犢面前跪拜，並說這就

是領他們出埃及的神，把榮耀的上帝貶低降格為吃草的

牛！亞倫又私自宣告守節，百姓更用埃及包括有淫亂行為

的拜偶像的方式來守節，敗壞至極。這事令上帝心碎，稱

百姓為摩西的百姓＂你的百姓”(不是祂的)，準備要發烈怒

把百姓消滅。感謝主！摩西這個時候，成為貼主心的代求

者的典範，他針對神的慈愛﹑名聲和信實，重申百姓是 

“祢的百姓”（不是摩西的），安慰了祂傷透的心，制止了

上帝消滅百姓。在宗教﹑政治和疫情都惡化的今天，讓我

們從摩西身上學習，爲人心敗壞而憂傷﹑爲上帝心碎而難

過，並爲神人的復和而代求，作個體貼主心的代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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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近日發生了很多大事，令向來不穩定的南非，

雪上加霜。首先，由於疫苗供應量不足，南非新冠疫苗注

射進度遠低預期，保守估計全民接種疫苗到年底都不能實

現，不可能在今年內產生群體免疫。日前，一艘來自印度

的貨船停泊德班港口，有檢測在陽性之後，南非已有至少

四人感染了印度變種病毒，南非的亞裔人佔大多數都是印

度人，與印度關係的密切可見！ 再者，冬至來臨南非各

地開始爆發第三波疫情, 各省都嚴陣以待。 

 

再者，南非執政黨ＡＮＣ六大巨頭之一常務秘書長因

被指控貪腐等罪名，不肯辭職被黨停職，誓與黨主席（南

非總統）鬥爭到底，可

能引起黨內甚至國家分

裂，情況令人憂慮。 

 

第三件大事

就是新任袓魯王

國管治危機。南

非袓魯王室半年內 3 死疑雲引起外界懷疑，攝政王

(皇后)即位 35 天猝逝駕崩，皇后臨終的遺囑(有傳被

篡改過)已宣佈了繼任袓魯王的人選，但袓魯王室圍

繞繼承權激烈內訌。夸省

(本省)乃是袓鲁王国坐落

之處，袓魯王國的動盪也

就是本省的動盪，更可能

是全國的動盪。表面上領

導人隨即宣告爭論已經平

息，但願如此。 

 

懇請大家為南非代禱。但不必為我們担心，我們雖然

在這個動盪的國家生活，但因為我們住在教會物業之中，

各樣設備都齊全，區內鄰舍互助互愛也很安全，使得我們

在生活事奉各方面都平穩地不停的前進。  

 

我倆的簽證已於去年 8 月到期，因疫情影響，少溪去年

黨主席 

(南非總統) 
常務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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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初才成功遞交延簽申請，至今仍在移民局總部，未有

進展。錦婷曾因逾期居留，申請未成功就出境，兩度被列為

不受歡迎人物，雖然都申訴成功。這次若再出現問題，恐怕

五年內會被拒入境。因此，少溪等待簽證成功獲批，才會為

她申請陪伴簽證。我們一直都憂慮移民局會視她逾期居留又

遲遲未入紙申請延期而刁難，感謝主！ 今年 3 月 30 日移民

局宣布因疫情影響，在鎖國下逾期的簽證有效期自動延至 7

月底，使我們鬆了一口氣。然而，少溪的延簽一天未成功，

錦婷的申請也未能進行。而且，我倆未來的簽證的結果將左

右今年的兩個計劃。敬請記念！ 

 

(2021 年 9-11 月) 

原訂的計劃 14 間教會的述期分享日期早已安排妥當如下:  

日期 教會 日期 教會 日期 教會 

5/9 銘恩浸信會 3/10 荃盛浸信會 7/11 綠楊浸信會 

12/9 上午-恆安浸信會 

下午-田裕浸信會 

10/10 花園大廈 

浸信會 

14/11 長康浸信會 

19/9 順安浸信會 

福音堂 

17/10 順安浸信會 21/11 元洲邨浸信會 

26/9 深恩浸信會 24/10 宣道浸信會 28/11 和樂浸信會 

  31/10 學基浸信會   

然而，“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

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

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

事，或做那事。」”(雅 4:14-15) 若少溪延簽未有結果，或

少溪延簽成功而錦婷的陪伴簽證未有結果，少溪返港述職

又要再延期。再者，即使延簽兩人都成功，但以下的情

況，也可能左右少溪是否能順利返港述職。敬請代禱！ 

 

2021 年 10 月 1-16 日接待馬禮遜堂 12 人短宣隊: 由于疫情

影響，原訂由去年(2020 年)復活節，延期至同年聖誕節，再

延期至今年(2021 年)復活節，又第三度延期至 10 月已是航

空公司容許的極限。感謝主！ 雖然一波三折，短宣隊成員

仍然堅持前來支援。祇因日期與少溪 9 月返港述職時間有衝

突，希望機票在六月前能再延期至明年(2022 年)復活節。假

若短宣隊機票延期不果，少溪返港述職也需要延期，以便接

待短宣隊。又或延期不果，而疫情仍未受控，行程也將要改

動。再者，若疫情需要從南非回程要隔離，短宣隊也無法成

行，機票費用十多萬港圓都可能要白白的浪費。懇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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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短宣半年因疫情滯留變成一年多的 OM 香港宣教士

Judy 與少溪同在

三月生日，我們互

相祝賀陪伴，她還

特意製作生日蛋糕

與我們分享。Judy 

已經飛往泰國，現

在隔離中，盼能平

安順利返港與家人

團聚，請為她代禱。  

 

 

自從去年 9/2 暫停實體崇拜至今(除了 10-11 月外)，實

體崇拜已經足足暫停了一年零一個月，教會仍然以錄播方

式進行崇拜。一直無法統計參與人數，令少溪有點沮喪，

但錦婷安慰說: “若有統計，結果人數太少，豈不更傷心

嗎?” 所以我們不再理會有多少人參與，祇有盡全力製作錄

播崇拜，一切都交托給主。4/4 突然收到一位返國的姊妹

告之，她與兒子一同在參與教會的錄播崇拜，令沮喪已久

的少溪大感欣慰！ 

 

雖然二月已開始疫苗的注射，三月起戒嚴又回落至第一

級，但是由於華人對疫情的惡化可能性仍大都非常敏感，

除了日常必須的工作外，大家都極力避免參與群體聚集。

加上不少肢體已返國避疫，能穩定出席實體崇拜者沒有幾

個人，能接載人來往者更少。執事會主席 Kenny 是最熱心

且能接載人往來的，但他現身在台灣，計劃要在七月才返

回南非，而且還要取決於他頸椎移位的復原程度﹑新房子

裝修的進度和疫情的發展。所以，教會恢復實體崇拜的日

子最早也要等待他成功回來。 

 

雖然錄播崇拜缺乏肢體相交的互動性，但漸漸有肢體

加入獻唱行列，使得錄播崇拜增加了色彩。而且，司會與

獻唱者因為日子有功，領唱及獻唱者的水平都不斷在進

步。9/5 是疫情下第

二次錄播的母親節主

日，當天一共有十二

人參與獻唱及分享，

使得在疏離中的肢體

倍感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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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

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馬太福音 10：42) 

鄰居男主人去年五月因生活困窘自殺身亡，留下妻子

和兩小孩(八歲兒子和四歲女兒)，少溪和我便成為他們最大

的支援，因為這位年輕母親與我大女兒敬枝同齡，所以這三

位鄰舍如同我們的女兒和孫兒，除了每月金錢援助外，日常

生活也隨時候命，兩位小孩很喜歡到我們家來吃喝玩樂，去

年底設計了兩週聖經班給他們，鼓勵他們和母親繼續參加附

近教會崇拜。 

今年二月老師告知哥哥注意力不集中，他很想念爸爸

而需要見輔導員，而且需要一位父親模樣的人陪他玩耍，所

以我們設計了一個「每週三活動」給兩兄妹，好讓母親有一

個下午歇息的机會，活動包括： 

1.與我一起在

花園拔野草或修剪

樹枝賺取零用錢

(pocket money) 

2.母親也來享受半小時豐富下午茶(為了他們常常儲備巧克

力/棉花糖/果汁) 

3.與少溪踢足球一小時(我們特意買了一個大龍門架) 

最近十天的學校假

期中的「週三活

動」，我們邀請他

們一家看電影和上

餐廳午膳，孩子們

和母親都非常享

受！ 

感謝主，雖然「平

安家」還未能進行實體崇拜，探訪受限，肢體相交多在於

微信和電話，然而一個近鄰成為了我們的服侍對象象，一

杯涼水的服侍，在生活上活出基督，真是很美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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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主！在動盪的南非生活，我們住在教會堂

址，設備齊全，社區鄰舍互助互愛，我們平安地

生活和事奉，肢體參與獻唱分享積極，水平也不

斷提升。 

2. 感謝主！ OM 香港宣教士 Judy 已經飛抵泰國隔

離！ 請為她行程平安順利，檢測陰性，早日返

港與家人團聚。 

3. 請為印度變種病毒入侵南非並第三波疫情的爆發

代禱，求主賜政府智慧控制擴散及加快疫苗注

射。 

4. 請為執政黨 ANC 的內訌能早日和平解決，致防

貪腐之餘，不致分裂引起國家的動盪。 

 

5. 請為新袓魯王繼任危機代禱，求主穩定袓魯王

國，使得最多袓魯人的本省不致受影响使治安惡

化。 

6. 請繼續為少溪的延簽能盡快獲批以便為錦婷申請

陪伴延簽，9-11 月少溪返港述職的計劃等代禱，

願主引領。 

7. 請繼續馬禮遜堂十月的南非短宣行程代禱，是否

能再延期，願主的旨意成全。 

 

謝謝代禱！  

欲奉獻支持我們，請以支票抬頭爲「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有限公司」郵寄九龍中央郵政信箱 70834 號，或現金存入中國銀行戶口 012-589-00017737､中

中銀轉數快號碼: 161520218 或恒生銀行戶口：369-439-153-883, 幷將入數紙 (支票及入數紙背頁請注明：鍾少溪宣教士伉儷) 郵寄或傳真 27864786 

至差會; 如欲收取代禱信或查詢,請致電 34223350 或電郵 mission@abwemhk.org 至差會,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