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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戰士： 

 

過去半年來, 因為反送中修例風波, 政府未能回應訴求, 

反用警力強壓帶來更大反响, 抗爭持續, 香港的治安､經濟

每況愈下, 情況令人憂慮, 請迫切為香港代禱。儘管起因

不盡相同, 香港的現況與南非有十分相似之處。南非的治

安､經濟每況愈下, 政府管治無能還要謀算無償索地, 農場

主人､專業人仕､技術專才紛紛移民。國營的南非航空及電

力公司不斷為國家製造麻煩。電力公司貪污嚴重, 不斷靠

借錢度日, 欠債纍纍, 12 月 9 日聖誕期初更一度攪出第六

級限電措施(每天停電三次, 每次兩小時), 嚇到總統立刻提

早從外國返來救駕…。 

 

這種蕭條對本地教會包括南非浸信聯會(FBCSA)的教

會也不無影響。有些教會對供養牧者的能力已經亮起紅燈, 

因為主力奉獻者都一個一個的移民去了; 事奉者人手出現

緊絀, 包括受過訓練的司琴和司他。至少有三間姊妹教會

向少溪表示過有這個需要, 教會崇拜幾乎要清唱了!!!少溪

感到責無旁貸, 但力量所限, 暫時祇能協助其中一間

Crossroads Community of Christ(簡稱 CCC)。 

 

自從十月中以來, CCC 由 ABWE 宣教士徐師母(Kathy 

Ishler) 帶動下, 每周 4 位姊妹來接受電子琴司琴訓練, 他

們積極的學習, 並參與在 24/11 的音樂崇拜中的獻唱, 竟

然可以邊彈邊唱“神真美好”和”耶穌就是答案” 兩首詩歌, 

實在令人鼓舞。十一月底起再加入 2 位剛考完 Matric 的弟

兄接受司他訓練。他們既肯花時間練習, 又主動發問,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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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少溪成為更好的老師。 盼望他們很快就可以幫助教會

司琴及司他的事奉, 少溪也可以轉移去協助其他教會。 

 

感謝主! 2019 年平安華人基督教會穩步地渡過, 最後的

聖誕月, 雖然許多會眾都返鄉探親或出旅遊, 但教會仍然

穩定有十人以上出席。 

 

踏進 2020 年, 今年首個主日, 少溪選取了馬可福音 12

章 28-34 節, 講題為: “愛祢愛你”, 親自製作了 “愛祢愛你”

眼鏡及書簽, 送給與會者, 互相

勉勵! 

愛祢- 我要愛獨一的主､我的神, 我要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愛祢。愛你- 我要愛我的親友､不同信仰的人, 甚

至是敵人, 我要愛你如同愛自己! 這個原則看似很簡單, 實

行起來殊不容易。願這一年, 2020 年, 成為我們學習愛祢

愛你的一年!  

 

2020 年, 由於少溪的簽證八月

到期, 先申請少溪探訪(義工)簽證

續期, 才可申請錦婷的陪伴簽證續

期, 申請程序或短或長, 未知數眾

多, 因此今年不是合適時候返港述

職, 要延期至 2021 年, 時間尚待

確定; 一經確定, 必定盡快通知大

家。 

 

為了讓更多人能事先預備時間參與, 今年首次將全年活

動大綱事先宣傳及派發, 求主預備人的心田。 

 

今年活動幾個重點如下: 

 



 

3 

 

1. 第七屆吉他班(2 月 9 日開班)

 

吉他班已開始招生, 器樂團新成員黃杰英最快報名, 但

她可能要長期留在開普敦, 求主引導前路。 

 

陳妍茹在 2018 年曾因為耶證

導師反對而退學的, 今年捲土重來

再度報名。求主賜她恆心, 不怕他

人攔阻能堅持下去。 

 

為了避免去年四人報名最

後祇剩一人的慘痛經歷, 今年

少溪大量印製招生單張及張貼

海報, 與中信月刊100本同發, 

希望能更廣泛的引起興趣。 

 

派完單張, 有位曾到教會來的壽司師傅亞超表示有興趣

學吉他。亞超跟前學員張老師很要好, 曾在 2016 目睹張老

師彈吉他唱歌。不過, 亞超已開了三個餐廳/壽司店, 月中還

要開第四間, 他正在考慮是否有時間來學, 求主為他開路, 

也求主預備更多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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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器樂團 

青少年器樂團 2019 年新的組合, 有兩位新成員, 加上

一位吉他班成功結業的焯鵬合共三位, 使得不斷流失的成員

再獲得補充, 合共十人!  

 

其中的新人彥妮, 你還記得她嗎? 

她曾參加 2015 年教會辦的中文班, 又參加了福音營; 後來

返國唸完小學再回來德班升中學。轉眼間, 會彈吉他､彈琴

及唱歌, 水平遠超其他成員。感謝主! 她今年 19/1 開始加

入崇拜司琴行列了! 

3.乒乓球事工- 

鑑於過往乒乓球比賽參與者眾, 可惜時間太短。今年將

在比賽前推出訓練(暨同樂日)(15/3, 14/6), 並把比賽分為初

賽及決賽兩次進行(5/7, 20/9), 作為福音預工, 求主使用吸引

人來教會聚會聽信耶穌。雖然我們都很都樂意作教練, 但若

有更專業的乒乓球教練來指導, 將更有說服力及吸引力, 求

主預備。 

 

4.南非短宣(1/4-17/4)暨 “認識你我祂”福音營(3/4-5/4) 

感謝主! 祂已為我們預備了香港短宣隊(馬禮遜堂), 由關

牧師帶領一行九人前來主領福音營､受難節及復活節聚會。

感謝主! 祂已預備了一個我們從未去過的､很大､很美､管理

又好的營地”To Strand”, 營地也提供不同的營地活動, 很配

合我們的需要。請記念短宣隊的籌備及福音營的宣傳工作, 

並使用短宣隊及福音營叫更多人聽聞主的福音! 

 

5. 南非短宣(21/12/2020-2/1/2021)暨讀經營(25/12-27/12) 

感謝主! 關牧師已聯絡了約兩位有心人準備來短宣, 主

領讀經營, 求主預備更多肢體參與。由於是聖誕節, 熟悉的

營舍因聖誕檔期不租短期, 要預備租給長時間渡假的旅客。

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之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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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3 馬拉西亞短宣隊主領猜燈謎暨中秋晚會) 

  

(20191103 陳少琴及郭劍輝的浸禮) 

  

  

 

(20191124 第六屆音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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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2 聖誕聯歡會,

停電前結束) 

 

(20191231 年終感恩崇拜, 

遊戲中數算主恩) 

 

自廚房及照明系統翻新工程後, 今年一月七日開始另一項工

程, 就是浴室花酒禮堂風扇等工程, 計劃在三天以內完成, 

方便迎接未來的短宣隊, 也迎接大熱天在禮堂中崇拜的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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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婷已於 26/12/2019 返港渡假, 在返港前曾跌傷, 搌

轉導致皮膚炎, 幾乎上不了飛機。感謝主! 讓她找到合適醫

生, 並藥物, 使她逐漸好轉, 並與家人出外旅遊。這是她年

終時的感恩事項: 

 

感谢主赐福敬枝/敬儿和敬裔都分别转了新工, 都遇上

很好的同事! 女婿们都非常爱惜妻子, 照顾得很好! 

 

感谢主! 今年正式踏入司琴事奉, 惊慌的心情渐退! 感

恩有短宣队前来帮忙福音营和中秋节聚会, 实在帮助很大! 

 

感谢主! 今年小毛病特别多, 提醒我更加要时刻靠主, 

又能体会患病者的心情和无奈, 感恩这些学习! 

 

感谢主! 今年被骗后, 确信主的信实, 主有无比慈爱, 

为我们预备了"Shalom "和邻居两头狗狗, 使我们的保安加

强不少! 

 

1. 請繼續爲香港局勢祈禱, 求主早日賜下平安, 賜下平安! 

2. 感謝主! CCC 司琴及司他訓練進展令少溪感到自豪。求

主賜他們盡快成為司琴及司他協助教會崇拜。  

3. 感謝主! 器樂團添了兩位新成員, 連同剛結業的結他學

員焯鵬一共三位。其中彥妮還於一月加入司琴行列! 

4. 請為吉他班的招生代禱, 求主賜超過三位有興趣且能堅

持穩定的學員。 

5. 請為 4 月份南非短宣暨 “認識你我祂”福音營的籌備工

作代禱, 求主使用叫更多人得福音的好處。 

6. 求主 12 月份南非短宣及讀經營的

籌備工作代禱, 並求主預備讀經營

的營地。 

7. 求主賜平安肢體 2020 年藉著學習 

“愛祢愛你”的功課上更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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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