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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戰士： 

感謝主! 少溪去年 10 月返港, 藉著二女敬兒出嫁, 與眾親

友同聚, 經歷神的祝福。返回南非前更可以家人同往日本旅

行, 享受家庭旅

行的甜密! 在此

期間, 感謝主! 

神為平安華人基

督教會預備了美

國宣教士徐達麟

牧師 Darin 施餐講道兩次, 莊育靖牧師講道兩次, 更有關大

男牧師駐堂約一個月!!!感謝主的預備, 讓教會經歷宣教士述

職期前所未有的穩定! (關牧師探訪遠方肢體) 

在內憂外患的南非生活, 華人面對許多無形的威脅與壓力, 

好像在埃及為奴的希伯來人一般。因此少溪選取了出埃及記

為今年的釋經講道書卷。最近講道講到出埃及記神看到祂子

民在埃及為奴的痛苦, 要興起拯救者帶領他們出埃及。當放

映完 “十誡” 的片段時, 驚奇地發現, 會眾 90%以上都沒看

過!  

 

講到第二章時, 我們看見神非常奇妙的預備, 這位未來的拯

救者摩西的出生, 在在都是神的奇妙的預備。在出埃及記第

一章末法老下令把希伯來初生男嬰盡行殺絕, 希伯來人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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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淡! 但是, 神預備一對有信心抗命的父母, 把摩西收藏起

來三個月; 到收藏不了要放棄在河上, 又藉著他父母因著信

製造的蒲草箱來保護他, 這蒲草箱的原文就是挪亞時代救了

他們避過洪水的方舟! 神又預備了他的姊姊米利暗跟隨著漂

流的摩西作隨時的幫助, 又預備法老的女兒遇見摩西, 而且

時間恰巧是她需要兒子的時候; 摩西沿途沒有哭(否則早被

發現必定遭殃)恰巧遇到法老女兒的時候才哭! 神又預備米

利暗機智地為法老女兒引薦摩西親母去作他的奶媽, 神更預

備了法老女兒供應摩西親母餵養親兒摩西的一切需用!!! 因

此,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徒 

7:22) 神為祂子民有非常奇妙的預備。 

 

平安華人基督教會出席人數非常的低, 祇有幾位肢體能每周

出席崇拜,其餘的都是每月一次, 每兩月一次或更久才一次! 

教會像當時的希伯來人一樣, 前途暗淡, 然而, 教會也同樣

經歷了神奇妙的預備! 成功購堂, 令教會有了穩定的基礎, 

每月省下租金可積存預備將來聘請牧者 ! 鄰舍 Phil 與

Charmain 漸老, 身體毛病多起來了, 閒談中聽到他們也在

計劃將來會遷至退休人仕宿舍, 提示將來出售房子也希望賣

給教會! 雖然時候

還未到, 但已足見

神為教會 未來預

備了擴展的空間! 

然而, 為教會人數

增長代禱! 讓教會

能預備好自己承

載神為教會所預

備的祝福!  

 

原來製作特刊, 編輯的工作遠超過我所想像的繁複, 校對工

作殊不簡單。感謝主! 曾當過報刊編輯的差會幹事 Winnie 提

供了許多幫助, 並代為肩負最後的付印工作! 特刊已到準備

付印的階段了, 期待很快就可與大家分享。 

 

南非國營電力公司 Eskom 贪污嚴重､ 欠下巨債､管理不善､

人材流失, 再雪上加霜, 上月因熱帶氣旋「伊代」在非洲肆虐，

向來部分電力供應購自鄰國莫桑比克的電力輸送管道被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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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南非實施第四階段分區限電措施，一天限電兩次，每次

兩小時, 各處愁雲慘淡, 怨聲載道。三月下旬一個主日教會

在黑暗中進行崇拜, 大家拿起手機照明, 主席司琴司吉他藉

後備燈看譜, 雖然辛苦, 但氣氛卻異常熱切! 感謝主!限電不

減敬拜熱誠! 也感謝主! 經過一星期的黑暗之災, 南非終於

重見光明, 電力恢復正常供應。政府準備將電力公司改組一

分為三, 即發電、輸電和配電, 盼能有更好的結果。 

 

 

南非經常有示威遊行, 有的是為爭增薪點, 有的為了抗議外

族黑人搶飯碗, 有的為改善巿政或其他原因。有的示威演變

成暴動, 有的甚至死了人, 德班中國城也曾被波及, 開普敦

這個旅遊勝地也讓人感到不安, 請為南非的治安早日改善代

禱。 

 

今年 5 月 8 日將是南非第六次的國民議會選舉, 南非政府採

行議會制；國民議會由 400 名議員組成，採用封閉式名單比

例代表制選出。200 個議席從全國的名單比例代表制中選

出；而另外 200 個議席則從九個省的名單比例代表制中選

出。南非總統在大選後由國民議會選舉產生。較具實力的政

黨紛紛登記參選, 參選的已達 48 個之多, 可見選情將是十分

激烈。求主保守大選能和平地進行, 並興起合祂心意的領袖

及總統。 

 

感謝主! 教會的內部設施已續步改善。自去年九月開啟第一期

維修項目-玻璃房工人房及客房後, 至今年二月完成第七期維

修項目-禮堂電燈工程, 承建商弟兄

有其他維修工作, 教會的維修項目

暫時休息。五月底短宣隊之後, 將

再開啟第八期維修項目-廚房廚柜

翻新工程, 及其他項目。廚房廚柜

翻新的承建商 Andile,是姊妹教會

CCC 牧師的女

婿, 也曾是與我們常作友誼足球賽的球

隊領袖。他要與之前的承建商 Wayne 弟

兄有緊密的合作, 才能讓教會在翻新期

間的周末有正常的廚房運作, 求主賜主

內弟兄最美好的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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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吉他班開始收費制度, 以鼓勵學員不那麼輕易放棄, 結

果收了四位學員, 包括曾經半途而廢現在捲土重來的前足球

隊教練朱明, 另三位都是首次學吉他的朱偉洪, 李子仁, 及

九年級學生馬焯鵬。感謝主! 至今未有一人退學! 器樂團連

同新成員李彥妮每次練習都有 7-8 人, 現正忙於準備在福音

營中伴奏, 

復活節主日, 

母親節主日

等獻詩。感

謝主! 大家

都表現積極, 

且大有進

步。  

目標 30 人的福音營, 由於限電影响, 工廠限電期間進度受阻

要後來加班追補趕貨, 福音營最終還有 25 人參加! 剛好滿五

個房舍, 感謝主! 

是次合共約有 11

位未信主或信得不

清楚的朋友參加, 

求主使用福音營, 

叫他們得聞福音, 

得著神的拯救! 

 

感謝主! 在極度人手缺乏之際, 神預備了關牧師和梁雯姊妹

前來支援, 使得福音營能如期舉行。關牧師也帶了一系列的

講道, 讓教會得到滋潤, 

也讓少溪可以喘喘氣。

首次參加短宣的梁雯姊

妹, 第一次來南非便要

肩負很多事奉, 包括見

證, 司琴, 愛筵, 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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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 福音營領會, 組長…等, 求主賜她額外的能力, 也賜她

有超乎想像的體驗! 22-26/4 短宣行程結束, 我們將改變野生

動物園遊覽為往開普敦觀光,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求主賜短

宣隊豐富的體驗與經歷。 

 

今年 3 月 31 日會員大會, 100%在德班的投票會員都出席了,

這是史無前例, 通過了財

政預算及新執事, 使得年

輕化的執事會誕生了! 除

了中年的主席馮亦揚以

外, 另外兩位執事錦愛及

嘉煒都是年青的! 4 月 7

日新舊執事交接會議嘗

試 了 首 次

的 視 像 會

議 , 打 破

了 從 前 難

以 同 聚 開

會的僵局 ! 

還在部署教會敬拜錄像/錄音的計劃。求主賜福年輕化的執

事會, 為教會注入更新的動力! 

「流淚撒種的，必然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2019年初靈修時，詩篇 126篇 5-6節裡的兩個詞「必

然」和「必要」給我很大的鼓勵！ 

在港三個月期間，除了忙得不可開交，到一月尾快

要返南非時郤患上嚴重感冒，嚇得敬裔在半夜到我

房間用手指探究我是否仍有呼吸，日間發短訊看我

是否仍然活著，當時只有兩母女相依為命，感謝主，

仍有女兒在旁照顧。 

幾次大咳嗽扯傷了肩胛肌腱，適逢家中天花石屎剝

落,房署在我返南非前一週來維修，竣工後砂塵碎石

全屋皆是，當我爬在窗台上抹窗時，突然失足甩手

從窗台上掉下來，大能的主伸手拯救，那刻我感覺

到有一雙手在我腋下托著我，然後雙腳慢慢著地，

而且是腳尖落地不是腳踭(本身已患上足跟神經炎)，

奇蹟發生，就是「有雙手托住、慢慢用腳尖著地」，

天父知道我肩胛肌腱受傷和足跟發炎，祂又知道敬

裔在內地出差，祂就是我唯一的依靠---「耶和華所

親愛的必同耶和華安然居住，耶和華終日遮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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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住在他兩肩之中。」(申命記 33：12)感謝主奇妙

的雙手！ 

感謝主，鄒子仲傳道用了九課堂悉心指導司琴變奏

方法，回南非後的司琴事奉的確幫助很大，未來日

子人手更見短絀，明年司琴小弟兄到開普敦升學，

剩下的很可能只有少溪和我，求主喜樂的靈扶持我

們，為我們預備事奉者。香港的教會真幸福，可以司

琴的肢體比比皆是，願我們更珍惜每個事奉的机會！ 

「原來我知道耶和華為大，也知道我們的主超乎萬神

之上，耶和華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

處都隨自己的意旨而行。」(詩篇 135：5-6)

1. 感謝主! 南非電力供應恢復正常! 為南非的治安得以改善代禱! 

2. 為 8/5 國民議會及總統大選能和平進行, 求神興起合祂合意的領袖和總統。 

3. 為五月底 Andile 的廚房廚柜翻新工程及 Wayne 的其他維修项目禱告。 

4. 為吉他班四位學員的堅持及器樂團的進步感恩, 為教會人數增長代禱。 

5. 為福音營約十一位未信或信仰不清楚的參加者代禱, 讓他們能得聞福音, 蒙主拯救。 

6. 為南非短宣關牧師及梁雯姊妹的豐富體驗和經歷代禱。 

7. 求主使用年輕化的執事會, 為教會帶來更多活力! 

謝謝代禱!                        少溪&錦婷 

 

 

如欲奉獻支持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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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幷將入數紙 (支票及入數紙背頁請注明：鐘少溪宣教士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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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