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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戰士： 

 

無獨有偶, 剛好今期是我作宣教士的第 99 封代禱信, 

正好也是我剛完成第 99 篇出埃及記的信息。雖然今時今

日講奉獻實在是不受歡迎, 

但卻是十分需要, 所以, 我

仍禁不住要與大家分享出埃

及記 35 章 20 至 29 節從

678 看奉獻。 
20以色列全會衆從摩西面

前退去。21凡心裏受感和

甘心樂意的都拿耶和華的禮物來，用以做會幕和其

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聖衣。22凡心裏樂意獻禮物

的，連男帶女，各將金器，就是胸前鍼、耳環、打

印的戒指，和手釧帶來獻給耶和華。23凡有藍色、紫

色、朱紅色綫，細麻，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海

狗皮的，都拿了來；24凡獻銀子和銅給耶和華爲禮物

的都拿了來；凡有皂莢木可做甚麽使用的也拿了

來。25凡心中有智慧的婦女親手紡綫，把所紡的藍

色、紫色、朱紅色綫，和細麻都拿了來。26凡有智

慧、心裏受感的婦女就紡山羊毛。27衆官長把紅瑪瑙

和別樣的寶石，可以鑲嵌在以弗得與胸牌上的，都

拿了來；28又拿香料做香，拿油點燈，做膏油。29以

色列人，無論男女，凡甘心樂意獻禮物給耶和華

的，都將禮物拿來，做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一切

工。 

從 6 看奉獻的盡心- 首先, 出經文中出現了 6 次 “心”的名

詞, 顯見當時的以色列人甘心樂意奉獻建造會幕的禮物, 

並獻上紡綫技術等恩賜。從這 6 次“心”的出現可見以色人

此刻奉獻的盡心。 

從 7 看奉獻的盡意- 再者, 經文中 7 次出現一個表示目的

可譯作 “爲了” 的介詞, 顯見以色人奉獻的心意是爲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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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會幕(神的家)､神家的運作､神僕的衣著､爲了呈獻且要獻

給上帝､並爲了要遵行上帝藉神僕所吩咐的及神國的一切

事工。從這 7 次 “爲了” 的出現可見以色列人此刻奉獻的

盡意。 

從 8 看奉獻的盡力- 最後, 從經文“來”的動詞共出現 11 次, 

其中指帶禮物來奉獻的使役主動動詞共有 8 次, 譯作“都/

也拿(了)…來”､ “帶來” 及“獻”。 從這 8 次 “都拿了來” 的

出現可見以色列人此刻奉獻的盡力。 

以色列人當日因為拜金牛犢, 百姓經歷了一場浩劫, 

一天死了三千人! 剩餘的人經歷了上帝的饒恕, 生命得以

存留, 隨後便甘心奉獻。今天, 我們也經歷了一場浩劫, 因

新冠肺炎全球已死了超過四百六十五萬人, 其中不乏我們

的牧者､肢體或家人, 我們剩餘的人蒙了上帝的保守, 生命

得以存留, 我們也要甘心奉獻。 

更值得一提的是, 經文中的獻禮物原意乃是舉起舉祭

及搖動搖祭。他們獻給上帝的禮物, 其實不是用在上帝身

上, 不像獻燔祭般全然燒盡, 乃像舉祭､搖祭般獻上之後, 

蒙上帝發回賜給百姓用以建造會幕, 為使百姓得著上帝同

在之福。今天, 我們奉獻給上帝的金錢､物資和恩賜, 其實

不是用在上帝身上, 我們獻上了, 祂發回來分配在宣教､神

學教育､服侍社群､建立教會…等事工上, 為使更多人得著

上帝同在之福。 

求主幫助我們, 效法當時同心的以色列人, 作個盡心､

盡意及盡力的奉獻者! 然而,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腓

4:11 上) 因為從始至今, 南非福音事工的奉獻亳無缺欠! 

深願普世差傳工作, 都同樣蒙主充足的供應。

 

南非疫情第三波雖未完結, 但已經呈現明顯的下降, 

戒嚴七月底從第四級降至第三級, 9 月 13 日起再降至第二

級。感謝主! 南非現時疫苗供應充足, 接著的挑戰轉為要

鼓勵更多人願意接種。 

南非執政黨ＡＮＣ領袖鬥爭及袓魯王國管治危機漸轉

緩和後, 七月中又出現自種族隔離時代最嚴重的暴亂, 最

終出動軍隊才平息, 生

活已恢復正常, 但經濟

損失之大, 令人難以想

像。 

南非的危機包括: 

貪污､缺水､缺電､新冠疫

情､性別暴力(南非第二

個疫情)､經濟危機､失業危機…等。 



 

3 

 

據專家估計, 原

先已有 1,900 萬人靠

救濟金生活, 加上疫

情額外有 150 萬人失

業, 總數達至 2,050

萬! 

南非的危機一浪

接一浪,一方面叫人喘不過氣來, 另一方面却是令人麻木。 

從前覺得本地人的工作效率慢得難以接受, 現在才較為體

諒, 原來在這麼多災多難的､接二連三的危機困擾之下, 受

盡折磨的百姓, 能保住飯碗､能不倒下､能繼續工作服侍人

群, 那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感謝主! 去年八月簽證到期至今, 延遲了整整一年, 少

溪的延簽終于在 9 月 2 日取得, 獲批至 2023 年 8 月! 算起

來是三年的簽證, 但實際上收到時已少於兩年, 辦理甚麽兩

年的合約都被拒絕了, 祇好接受現況。錦婷的延簽在 9 月 15

日首次遞交受挫, 20 日再度遞交, 求主賜她延簽順利。 

(2022 年 9-11 月) 

因為疫情影響, 很多計劃都無法掌控, 返港述職再度延

期至 2022 年。謝謝各教會的體諒幷瞬速地作出改期的安

排。主若願意, 少溪將到下列教會作述期分享:  

日期 教會 日期 教會 日期 教會 

4/9 銘恩浸信會 2/10 荃盛浸信會 6/11 綠楊浸信會 

11/9 恆安浸信會 9/10 (待定)- 13/11 (待定) 

18/9 順安浸信會福音堂 16/10 田裕浸信會 20/11 長康浸信會 

25/9 深恩浸信會 23/10 宣道浸信會 27/11 和樂浸信會 

  30/10 學基浸信會   

感謝主! 香港馬禮遜堂 12 人南非短宣的機票終於能再

延期至明年 9/4-24/4 復活節期間! 然而, 疫情的反覆, 到時

能否成行, 極需要代禱。古語有雲: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 成員關心南非福音需要的熱誠備受挑戰, 求主加力, 

並賜智慧各人作出適切的部署及調節!  

 

感謝主! 教會肢體陸續都接種了疫苗, 我們倆也在 7 月

底完成第二針疫苗的接種, 都沒有不良反應; 錦婷的濕疹曾

復發, 現已無大礙。日前, 在申請延簽前的例行檢查, 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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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有幾天偏高。感謝主! 經過幾天運動後已漸復正常。執

事會主席 Kenny 仍滯留在缺乏疫苗的台灣, 踏入九月了仍不

能回南非, 因為仍需等待打二針疫苗。執事 Jane 仍在國內

生活, 照顧兒女。沈執事因為打過第一針疫苗, 最近確診但

也很快復元, 還可如常的作司會服侍。三位執事目前仍分擔

崇拜司會的服侍, 使得錄播崇拜仍然穩步前行。 

向來由于網速慢及不穩問題, 執事會一直都以微信音頻

開會, 但從八月起, 終於突破了, 改用 Zoom 以視像進行, 倍

感親切。9 月 19 日中秋節那天, 教會才試辦首次網聚,  

舉行 “平安網聚樂團圓”, 對於香港肢體來說, 這已經是太落

後了。然而, 平安肢體分別從南非(德班､約堡､開普敦)､愛爾

蘭､中國和台灣等地, 能首次在網上見面, 大家心裏都感到興

奮和激動! 可惜的是有些肢體未能成功登入, 希望日後有更

多肢體成功登入, 彼此相交!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

賜。」(詩 127:3) 

2020 年四月買了兩張機票計劃前往德國慕尼黑探望女

兒敬枝和女婿，無奈疫症影響到無法成行，一拖再拖，終于

在八月忍痛辦理退票手續！敬枝的預產期是十月中，是她的

第一胎，也是我們第一個孫女，首次當外婆的我除了禱告

外，事實上有很多幻想和妄想的興奮，去不了德國也帶來不

少愧疚。這樣的遭遇和心情不是我唯一獨有，在新冠疫症下

顯然不少人有如此經歷！如何使女兒學

習預備成爲母親，我向她分享了自己懷

孕時必做的祈禱咭片，是一周循環式每

天的爲孩子禱告咭，這些咭仍然存留在

身邊，我也分享給大家看看，盼望我的

女兒也懂得爲她的孩子禱告，世代邪

惡，沒有主，人們就沒有希望。 

在德班 FBCSA 中有位巧手的師

母會製作手工洋娃娃，我特意訂購了

一個給快將出生的小孫女，能透過師

母的手製作也就是透過師母的禱告成

爲祝福，實在太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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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可以做些什麼？第一次學做嬰兒被，一口氣做了三張

不同大小/不同厚薄的嬰兒被，雖然不美也微不足道，却

是天父給我最大的滿足

和安慰，感謝主，只須

四天的快遞，「愛的禮

物」已經送到慕尼黑，

繼續每天的禱告，求主

賜福敬枝生産順利，讓

她和女婿在懷孕和生產

過程中更多經歷主的奇妙救恩，求主的靈養育胎兒，在主

裡健康成長得享救恩的福樂。 

 

1. 感謝主！南非執政黨 ANC 的內訌和袓魯王繼任危機已

經緩和, 未造成國家明顯的分裂。 

2. 感謝主! 南非第三波疫情高峰已過, 戒嚴措施下調至第

二級, 疫苗又充足! 求主賜更多人信心接種疫苗。 

3. 感謝主! 少溪的延簽獲批至 2023 年 8 月, 錦婷申請陪伴

延簽業已於 9 月 20 日遞交, 求主賜順利。 

4. 感謝主! 香港馬禮遜堂南非短宣行程順利再延期至 2022

年 9/4-24/4。但因疫情未穩定仍須求主開路。 

5. 感謝主! 首次網聚在中秋節當天成功舉行, 共 18 位肢體

並偕同子女出席! 求主賜日後網聚更多肢體可共聚。 

6. 感謝主! 少溪在 9 月至 11 月期間的周日放大假, 在本地

旅遊和休息, 可以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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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