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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戰士： 

在主裏祝大家新年快樂!  

在疫情下我們

與人疏遠了, 但卻可

以更靠近主, 不知你

是否有同感? 在此藉

著出 24:12-18 摩西

與主靠近的事件中, 

彼此提醒我們與主靠

近的真諦的三個 P。 

1. Purpose 目的-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裏來，住在這裏，

我要將石版幷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

訓百姓。」”(出 24:12) 靠近主必須有良好正確的目的

或動機, 就是要愛神､要領受主的話且要爲世人帶來永

恒的祝福! 

2. Procedure 步驟- 從經文上記載了摩西三次上山的

行動, “13 摩西和他的幫手約書亞起來，上了上帝的山。

14 摩西對長老說：「你們在這裏等著，等到我們再回

來，有亞倫、戶珥與你們同在。凡有爭訟的，都可以

就近他們去。」15 摩西上山，有雲彩把山遮蓋。16 耶和

華的榮耀停于西奈山；雲彩遮蓋山六天，第七天他從

雲中召摩西。17 耶和華的榮耀在山頂上，在以色列人眼

前，形狀如烈火。18 摩西進入雲中上山，...” (出 24:13-

18 上)我們可以看出他靠近主的三個步驟, 就是準備､

等候和獨處。靠近必須作出很好的準備, 把世務放下, 

好好的停擺一下等候主, 並在主面前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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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duction 成果- “…在山上四十晝夜。”(出 24:18 下) 

摩西領受主的律法和誡命, 足足四十晝和四十夜, 不吃

不喝､不感饑餓､不覺口喝, 因爲在神的道裏面靈裏極其

飽足､充滿力量, 隨後更能將從神領受的去教訓百姓。

靠近神必須要付出時間､浸淫在神的話語並與神相交, 

靈會長進才能有最大的成果､事奉才能有最大的果效､才

能爲世人帶來長遠甚至永恒的祝福! 在疫情下我們都少

出門, 看似是失去了很多自由, 但如果用來靠近主卻可

以成為莫大的祝福! 

 

由於疫情惡化, 馬禮遜堂的 12 人南非短宣行程也再度由

18/12/2020-2/1/2021 延期至 26/3-10/4/2021, 現在仍然難以

確定是否成行, 願主的旨意成就。 

 

感謝主! 差會特別在 17/12 爲此舉行了一次 ZOOM 分

享祈禱會, 讓短宣隊及其他關心我們同工及肢體更瞭解我

們的景况, 為我們祈禱。 

 

雖然南非短宣隊前來的日期一再改期, 但神在卻奇妙地

將世界福音動員會(OM)一位從香港來的短宣姊妹 Judy 帶

來德班探訪, 21/12 前來教會贈送查經冊子, 與我們交通､

午膳及禱告長達四小時。 

 

姊妹今年二月已到南非作為期一年的短宣體驗, 曾目擊

南非極之醜陋的一面-強姦案件, 並賊人企圖入屋行劫等驚

心動魄的事件, 說起來也心有餘悸。目前在德班, 稍後再

去約堡探訪後二月返港, 求主賜她在德班兩個月期間能有

美好的體驗, 並保守她二月返港的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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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雖然已從世界確診排行榜上排行的第七名(9 月)降

至如今的第十八名(12 月), 然而, 南非已進入疫情的第二

波, 每天確診人數全國已

從千多人急升至 14,305

人, 本省(KZN)已從百多人急升至 4,188 人!  

 

到目前爲止，專家們仍然在觀察出現在南非和英國的

新型冠狀病毒變種，這兩種變種似乎並不相同,暫時沒有任

何可靠證據顯示新的變種比之前的傳播能力和毒性更强。 

 

防疫措施都是完全一樣: 要勤洗手、戴口罩、减少不

必要的出行、保持社交距離。專家提醒南非人：因為南非

藥監局審批藥品的過程本身非常複雜，這會延緩疫苗在南

非的發布, 2021 上半年注射疫苗希望不大。 

 

又有報導指南非將會在 2021 年從二季度再開始大範

圍的注射。南非已經參與了 Covax 協議，南非可能有四種

候選疫苗，其中是來自瑞士-英國的 AstraZeneca；來自美

國的强生、輝瑞和 Novavax 疫苗,南非將首先得到能够滿

足 10%人口注射的疫苗。求主盡早賜下安全疫苗, 並能惠

及全國百姓!   

 

 

雖然南非華人仍可以乘搭中國撤僑包機返國, 但似乎很

多人都已經卻步, 因為往返來回要隔離的日子頗長, 遠超

過職場放假的日子, 不認爲有價值了,除非是返國後不急著

返回南非。 

 

最近看到一些華人朋友在冬至聚集舉行聚餐, 也令人憂

慮, 因為社交距離和口罩都欠奉。看來, 連華人都進入防

疫疲勞的階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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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南非開普敦生命堂的吳偉南傳道因新冠肺炎安

息主懷, 令我們不得不再度提升警覺性, 也為吳傳道的家

人, 親友和教會肢體代禱, 求主安慰他們。 

 

 

全國疫情在九月底穩定了下來, 本省每天新增確診人數

下降至一百多,教會從 4/10 起恢復實體崇拜, 且繼續把崇

拜實錄上載傳送給未能出席者在家觀看。感謝主! 一般都

有七, 八人

出席, 比預

期的好。 

 

感謝主! 

足足有兩個

月時間恢復

了實體運

作, 吉他班

和器樂團也都運作正常。兩位主動性很強的學員 Peter 及

黃姐妹開始學起吉他來, 姐妹卻中途因工作下班得晚退了

學, 最終祇有 Peter 堅持到結業, 在結業典禮中自彈自唱

中英版本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感謝主! 29/11 有十人 

 

 

出席實體的音樂崇拜, 

包括 Peter, 器樂團現

場成員五人, 還有來

自美國､國內及台灣的

肢體錄影/音參與,  

 

 

最後大家都領到師母親手作的杯墊作紀念品, 大家都十

分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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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的實體運作計劃, 因為十一月底疫情再度惡化, 

都被迫取消了。 教會從 6/12 起, 再度由實體崇拜還原為

錄播崇拜, 吉他班和器樂團也暫停。 

 

感謝主! 原本不能出席實體崇拜者就完全隔離了,但

自 9/2 起, 無論實體或錄播崇拜, 教會都把實錄/錄播上載

(雖然不是直播), 反而可以讓身在剛果､在台灣及在美國的

肢體都能藉網上參與敬拜! 唯有在國內的肢體仍未能觀看, 

求主賜智慧如何解決。 

 

執事會成員目前分布不同時區了, Jane 返國, Kenny 

夫婦和女兒返台, 但感謝主! 執事會每月一次仍可藉著微

信語音通話進行會議。 

約翰福音 20：19-26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

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

平安！」……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

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路加福音 24：36 

正說這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

安！」他們卻驚慌害怕，以為所看見的是魂。耶穌說：「你

們為甚麼愁煩？爲甚麽心裏起疑念呢？…… 

馬太福音 28：9 

忽然，耶穌遇見她們，說：「願你們平安！」她們就上前抱

住他的腳拜他。耶穌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

的弟兄，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裏必見我。」 

主耶穌的被殺真是驚天動地，特別是跟隨主的門生和一衆追

隨者，他們害怕極了,隨時有殺身之禍，躲藏是最佳辦法。

新冠肺炎出現了整整一年多，有好些肢體足足一年沒有見

面，我們在德班亦很難做探訪，只可以偶爾約談或在商店中

看望，新常態的問候和接觸，只能靠微信﹐而在微信中用語

最多的就是「願你們平安！」這句話，真的不要少看這句祝

福語，很多次得到的回應是肢體們剛遇到煩惱、懷疑、恐懼

或是信心軟弱，這個世紀疫病除了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得

遠遠，還成爲很多信徒們的信心考驗，德班華人當然也不例

外，穿著平安福音的鞋常作預備，用不同的問候方式都不離

「願你們平安！」這句話，願主賜下平安堅固我們的信心，

得著力量和喜樂去迎接困難，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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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主! 29/11 有十人出席實體的音樂崇拜, 包括學了兩

個月的結他班,學員 Peter, 大有來自美國, 國內, 臺灣等

的肢體錄影/音參與, 又有師母的杯墊作紀念品, 大家都

十分享受。 

2. 感謝主! 少溪南非銀行戶口曾被凍結, 但主垂聽禱告, 

14/12 已被解凍, 生活運作一切恢復正常。 

3. 求主使南非疫情第二波能盡早獲得控制、全球疫情也盡

快受控、安全的疫苗能盡快上巿，求主賜下平安！

 

4. 少溪的簽證續簽尚在等候階段, 預計 6-8 周, 即 12 月底

將會有結果, 求主賜早日獲批, 以便替錦婷申請陪伴續

簽。 

5. 為馬禮遜堂明年三月底的南非短宣行程代禱, 願主旨意

成就。 

6. 南非開普敦生命堂的吳偉南傳道因新冠肺炎於 21/12 安

息主懷, 求主安慰他的一切家人。 

7. 為 OM 短宣 Judy 姐妹在德班的體驗並二月返港的順利

代禱。 

謝謝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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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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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