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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戰士： 

 

這幾個月裏實在發生了太多事, 有點度日如年的感覺。”反

送中”事件至今仍未平息, 多人為此犧牲, 警民衝突接二連

三, 暴力事件不斷發生, 政局愈來愈亂…我們曾經多天的

難眠, 為香港祈禱, 求主施恩憐憫叫紛亂早日平息。與此同

時, 我們又墮入了一個網上的騙局, 失去了一筆金錢…在

諸多的壓力下, 少溪感到極度乏力, 預備講章都失去動力。 

當時, 少溪預備講道講到出埃及記 5 章 14 至 23 節, 內容

提及摩西事奉神的三大攔阻分別來自上司(督工), 政府(法

老王)及同工(以色列的長老), 而我們受騙事件成爲少溪事

奉攔阻的講道例子, 也是約 30 年來最貴價的講道例子! 在

出埃及記 5 章 22 至 23 節中, 信心偉人摩西也埋怨主。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裏，說： 

「主啊，你爲甚麽苦待這百姓呢？ 

爲甚麽打發我去呢？自從我去見法老， 

奉你的名說話，他就苦待這百姓， 

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 
 

我們遵照主的吩咐前行, 却遇到每况愈下, 一天苦過一天。

我們也埋怨說:上帝 “你一點也沒有拯救!” 接著, 出埃及記

6 章 1 至 13 節, 主卻給了摩西安慰, 也給了我們安慰! 祂

不祇是要救祂子民脫離埃及人的苦待, 祂更是要救他們脫

苦海(離開埃及); 祂不祇是要救子民出埃及地, 更要守賜他

們迦南美地的約; 祂不是一點都不救, 更是要完全地拯救-

叫他們不再須要肩負重擔, 不再須要作埃及人的僕人, 更

不再須要作任何人的奴隸; 祂不是祇爲了救子民, 更是要

子民認識祂; 祂不祇是要把子民領出埃及, 更是要把他們

領進應許地。主的話語實在寶貴, 願你我都因祂的話得著安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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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 在短宣隊關牧師及梁雯姊妹的支援下, 又在停電風

波的壓力下, 今年福音營仍然得以順利進行, 且有 25 人參

加。雖然這次短宣人數是歷年最少的一次, 但卻是歷年最多

人參與滑索的一次, 幾乎成員的支援下, 進行,是次福音營

25 人參加, 但卻有最多人參加滑索的一次, 而且大多數是

中年以上, 最老的是年過 80, 其中更有一半是臨時決定, 從

山頂滑至山谷, 真是名符其實的, 盡顯真我! 福音營中種下

的福音種籽, 終必在主的時間結果。 

 

(走過山頂的吊橋後)          (整裝待發去滑索) 

 

(分組查經討論)          (背著吊橋大合照) 

 

  (遊戲:方言傳話讀聖經)       (離營前餐廳享美食) 

 

 

悉逢學校假期, 青年節及父親節三喜臨門, 男女老少齊齊玩,  

乒乓球同樂日暨烤羊晚餐共 44 人出席，當晚父親節主日崇

拜 38 人出席, 深深看見主賜這個堂址的益處, 可以讓華人

朋友一同來享受家庭之樂! 感謝主! 喜出望外地, 少溪和錦

婷分別成爲男甲冠軍及女甲亞軍! 計劃明年再辦, 且在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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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 每逢主日下午器樂團練習之時, 增設乒乓球活動, 盼

有助福音工作的拓展, 求主預備人手。 
 

     (男子乙組冠軍爭奪)         (器樂團獻唱)  

(新秀焯鵬(圈中人)首次出臺)  (信息分享:要使父親快樂) 

(主席 Kenny 頒奬各組冠亞軍)      (大團圓結局)

 

厨房及照明系統翻新工程, 整個月都未完成, 因為各人同時

兼顧幾項不同地方的工程, 這是南非裝修業界的習慣。再

者, 由於特別專長的需要, 由一個承建商 Wayne 弟兄包辦, 

變成厨櫃交由 Andile 負責, 厨櫃工程中有花崗岩的部分, 

Andile 又分給 Robert 負責, 協調工作顯得十分困難。 

 

感恩的是, 他們都是主內弟兄。眼見他們分工合作, 一起為

主爭戰, 互相補足, 真是何等的美! 雖然時間拖得頗長, 但

慢工出細貨; 又有得商量, 許多細節都樂意改動或修補。然

而, 少溪和錦婷頻繁地要清潔厨房有點疲累, 大量物件仍在

客房及客廳中擺放, 使用廚房時有許多不方便, 求主賜工程

能盡快又妥善地完成。  

 

(Robert(圈中人) 及其下屬拆除花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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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 與其下屬拆除煙窗, 並更換假天花) 

 

(糟糕! 爐灶造得太高了)  (Andile 帶同妻子把爐灶削低)  

 

(削低後的爐灶非常適合)  (照明系統翻新後的廚房光猛)

 

 

「耶和華啊！祢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保障，在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 

(耶 16：19上) 
 

這兩年的體力真是每況愈下，失去了過往的醒目機警，自

問十三年來在南非的日子，晚上半夜的風吹草動聲音會讓

我警覺,都會起來走走看看屋外如何，可能這是帶著孩子的

母親自有特性！可惜在去年一個周六零晨三點多，我們的

鄰居家裏起火，召來消防車救助；少溪和我都沉睡著，什

麽都沒有聽到，直至鄰居在翌日下午前來詢問我倆昨晚是

否在家，爲何沒有跑出來，那刻我深知不妙。 

 

今年六月尾一個早上，發現教會大門口電閘電池被偷，原

來有賊人在半夜連環爆竊，對面鄰居告

知他家中的狗狗整晚在吠叫，然而，少

溪和我都沉睡著，什麽都沒有聽到，這

一刻我楞住了！好比沒有警覺性的五個

童女，可惜我的身體日漸衰敗，半夜就

是夢鄉！感謝主,蒙執事會體恤容許我們

飼養一隻狗，好讓我倆在工場事奉不至

太內疚。我們在愛護動物協會領養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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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一歳多的母狗，它原先是流浪狗，所以不容易接近人，

就連教會的黑人傭工，直到今天還是相處不來，求主幫助

它能盡快適應，我們給它起名叫"Shalom"，意思：願你平

安！深信我們一切的幫助和保障都是大能的上主而來，盼

望 Shalom 與我倆同工，補我們的不足之處。 

 

1. 爲香港局勢祈禱, 求主早日平息紛亂, 排除暴力事件, 

減少傷亡, 賜下平安! 

2. 感謝主! 國民議會及總統大選和平進行, 總統拉馬福薩

順利當選, 國家平穩過渡。然而, 南非仍面臨各種大挑

戰, 包括失業率已上升至 11 年的最高峰 29%! 

3. 感謝主! 十周年特刊終于完成, 將盡快送至各教會, 感

激差會幹事 Winnie 的辛勞。

 

4. 感謝主! 福音營在人手短缺下仍順利完成。求主賜福種

下的福音種籽, 在主預備的時間結果。 

5. 感謝主! 乒乓球同樂日 44 人出席，當晚父親節主日崇拜

38 人出席，主賜福美好交誼時刻，主的愛在新朋友心中

留下美好的印象。計劃來年再辦並以乒乓球活動作跟進, 

求主預備人手。 

6. 感謝主! 吉他班學生(焯鵬)成功地參與了器樂團在父親

節主日獻唱的伴奏行列，表現良好！ 

7. 感謝主! 12-14/9 將有馬來西亞短宣隊來體驗，主領

13/9(五)的中秋晚會，求主賜福籌備工作。 

8. 感謝主! 賜下三位弟兄 Wayne, Andile 及 Robert 幫助

厨櫃及照明系統翻新工程。求主賜工程能盡快又妥善地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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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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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