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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戰士： 

 

在疫情下很多

人與人疏遠了, 甚

至與神也疏遠了。

在此藉著出 24:1-

11 以色列人與神

約法三 C 成為屬神

子民的事件來彼此

提醒, 我們這些屬神的人, 與神已經約法三 C 的人, 也該

有的三個 C。 

1. Companion 與神相交(出 24:1-2, 9-11)  

以色列人與神立約, 代表他們的尊者: 摩西、亞倫、亞

倫的長子拿答和次子亞比戶，並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

人, 在神面前敬拜, 觀看上帝的寶座, 又吃又喝, 相交無

間。盼望我們這些屬神的子民, 與神有了約定的人, 不

管能否參與實體崇拜, 都經常與神相交。 

2. Compliance 遵守主道(出 24:3-4 上,7 上-8) 

以色列人與神立約, 立志遵行主道, 重覆地表白: “耶和

華所吩咐的, 我們都必遵行”, 幷身上沾著祭牲立約的血

成爲屬神的子民。盼望我們這些藉基督立約的血成為屬

神子民的人, 不管環境是順或逆, 都必遵守主道。 

3. Commitment 獻上活祭(出 24:4 下-6) 

以色列人與神立約, 獻上燔祭和平安祭, 燔祭是全然獻

給神, 平安祭有部份與人分享。盼望我們這些屬神的子

民, 與神有了約定的人, 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在工作, 

休息, 娛樂, 旅游, 活動, 學業,…等, 一切都獻給神, 且

在生活中被主使用, 活出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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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自從 5/3 首個確診病例出現至今, 確診人數已攀

升至超過 63 萬, 最高曾擠身

全球第五名, 目前已回落到

第七名, 每天新增確診者仍

有兩千多, 6/9 有一千多, 但

康復率幾乎達到九成, 感謝

神! 鎖國措施也降至第二級, 

各行各業都在符合防疫措施

下恢復, 烟酒買賣都有限度

的開放了。 

因為不少警察也受感染, 有些警察局都要臨時關閉作

檢疫, 全國的治安問題就更嚴重。我們所住的區域近日來

多了很多入屋搶劫, 偷竊的個案, 鄰舍互助群組經常有提

防的信息, 區內也自發地

增設了多個監視器, 大家

在家都經常留意周邊的情

况。然而, 因為不斷有停

電, 一停電, 監視器十個

有九個無信號。 

每天從四周都傳來警報響, 警車號, 直昇機低飛巡羅

的聲音。這區各家都有保安公司保護, 鄰近又有警察局, 

情況況且如此, 可以想像那些防範力較弱的地區, 人民所

遭遇的事情有多麽的嚴重了。 

南非不單受疫情打擊, 治安惡化, 還有防疫裝備招標

貪污事件、數百萬人失業、性別暴力嚴峻、貧窮飢餓和不

斷停電等等問題，令政府一頭烟，求主賜智慧管治南非。 

去年得知馬禮遜堂將派遣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南非短

宣隊,一行九人於今年復活節期間前來支援, 令鮮有人支

援的少溪感到極之振奮。 

誰不知, 遇上了新冠肺炎, 行程要延期至

18/12/2020-2/1/2021, 使少溪擔心短宣隊員會否因此而

退縮。 

誰不知, 因著疫情帶來的延期, 幷不攔阻馬禮遜堂的

弟兄姐妹爲主爭戰的鬥志, 參加短宣人數不跌反增至 12

人, 令少溪心情從穀低再攀上高峰! 

現在, 考驗又來了, 疫情兩邊至今仍未穩定, 誰知國

際航班何時恢復, 誰知 14 天的隔離措施何時免除, 唯有

主知道。這些未知素都嚴重地影響著短宣計劃的細節安

排, 懇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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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內疫情已受控, 南非疫情仍嚴重, 許多南非華人

都乘搭中國撤僑包機返國, 由於需求大, 九月已增至每星

期三都有一個航班。 

2020 年 8 月 13 日南部非洲齊魯同鄉總會仲志維會長夫

婦在約翰內斯

堡市遭遇武裝

搶劫不幸遇害

身亡，引起華

人圈子極大的

反應, 南非華

人社區沉痛悼

念,治喪委員

數百人儀式也相當隆重。 

事件更引發簽名運動, 就 2008-2020 年共有 20 多名南

非華人喪命向總統發出公開信, 要求保障南非華人的安全, 

逮捕並嚴懲那些橫行的殺手和暴徒。 

雖然全國已經復課, 華人家長仍不敢送子女上學, 仍把

孩子留在家上網課, 有的孩子英文能力不足上網課, 也不

送上學, 寧願犧牲年初預繳全年的學費及宿費, 可見南非

華人對疫情有可能發生第二波的嚴重憂慮。 

 

由於大部份做生意的華人肢體因為要顧及許多工人的

生計, 或是醫療用品的大量需求, 一直在疫情底下都要繼

續營業,但對于出席教會聚會仍然是萬分謹慎。 

鎖國措施已降至第二級, 本地教會陸陸續續在防疫措施

運作下重啟實體崇拜, 但在南非的華人教會仍然以安全至

上, 至今仍以網上錄播或直播進行聚會或崇拜。 

感謝主! 六月底 Bonnie 姐妹成功乘搭台灣撤僑包機返

台了。除她以外, 平安家又有兩位肢體在八月乘搭撤僑包

機返國治病, 還有至少兩位肢體仍在等候中。  

雖然實體崇拜仍未重啟, 但錦婷每天都仍然十分忙碌, 

預備完將要補送的父

親節與母親節禮物﹑

又預備親手製作的布

口罩送, 鄰舍及割草

公司, 接下來又預備

讀/聽經運動的獎品。

當然, 還有不斷的練

琴…。 

少溪每主日的重點事奉就是釋經講道, 每次沉著地應戰, 

從原文釋經去講解出埃及記, 充滿著挑戰, 也委實充滿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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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每星期足不出戶(除了要購買糧食外), 都不覺枯燥, 因

為先領受聖經教導再教導人, 實在是最蒙福的事奉! 

今年的多個特別聚會都以錄播崇拜進行, 包括受難節紀

念崇拜, 復活節主

日, 母親節主日和

父親節主日。其中

最困難就是獻詩了。

感謝主! 母親節主

日(10/5) 約有七位

肢體參與領唱, 分

享及獻唱。 

父親節主日(21/6)更是史無前例的空中七人大合唱“父

親” , 肢體們都深受感動。 

教會崇拜錄播, 仍然在改善中。少溪自 6/9 的聖餐主日

起,逢聖餐都會用視像, 盼能有助肢體更投入聖餐記念主。

司會馮弟兄及嘉煒已漸漸能獨自藉著 You Tube 的詩歌

MTV 錄唱敬拜詩歌, 愈來愈好了。Jane 自知不能唱準, 所

以每次輪到她, 她都認真的錄下開會禱告, 敬拜詩歌則由

少溪負責, 有時重播從前獻唱的片段, 也帶來不少的記憶, 

回味無窮。錦婷甚至可以自己包辦司琴, 錄完再加上領唱, 

不過, 少溪隨後的編輯就有點累, 怕怕了!  

自從八月中, 在少溪指導下, 彥妮姐妹加入詩歌獻唱的

行列, 也令崇拜錄播增添了不少奉獻的活力。 

五月至今的鎖國封城改變很多人生，鄰居男主人吞槍自

殺後，我倆多晚不得安睡，因爲擔心女主人承受不了壓力

會做出儍事，所以每

天戰戰兢兢地禱告和

守候作她隨時的幫

助。感謝主，經過數

月的創傷後輔導，母

親、兒子(八歲)和女

兒(四歲)都漸漸走出

哀傷，母親一直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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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牌沒有外出工作，面臨經濟拮据，必須要重新掁作，感

恩上月她報名學習修甲課程，因爲全日上課，我們便幫忙

看顧她一對子女！ 

于是設計了兩周的

聖經班給這對小兄妹，

也突破了我的英語界

限；大約十年前有個英

語小男孩參加我的兒崇

後，他向母親投訴聽不

懂我的英語，那次的經

驗對我來說都挺負面，

然而基督的愛超越人的軟弱和限制，小兄妹專心聆聽聖經

故事，享受唱游，安靜地完成手工，主動參與祈禱，幫手

清理場地和洗碗碟，非常感恩！ 

我上一次帶假期聖經班已經是十八年前的事，當時只有

四十三歲，衝勁十足，還有一班得力導師幫忙，這回的宣

教體驗實在是主恩奇妙！ 

耶利米書：10：12「耶和華用能力創天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聰明鋪張穹蒼。」 

 

1. 感謝主! 截至 9 月 6 日, 南非出現新冠肺炎累計確診超

過 63 萬, 康復率約達九成, 求主保守盡快控制疫情。 

2. 感謝主！平安家的主日崇拜錄播一直在進步之中。 

3. 感謝主! 六月底 Bonnie 姐妹成功乘搭台灣撤僑包機返

台了。為商弟兄和羅姐妹返國治病代禱, 求主醫治。 

4. 感謝主! 賜我們服侍鄰舍幼童的機會, 用英語作寒期聖

經班兩周。 

5. 為馬禮遜堂年底的南非短宣行程代禱, 求主挪開一切障

礙。  

6.  南非正受著疫情﹑治安﹑貪污、失業、性別暴力、貧窮飢餓

和不斷停電等等問題困擾，求主賜智慧政府管治南非。 

7. 為我倆簽證續期的申請代

禱, 求主叫有關當局盡快

恢復接受申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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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