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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勇士： 

新年快樂! 2022 年是一個新的開始, 盼望我們在主裏

也有更新的開始。今年我要與會衆分享新的書卷雅各

書。在頭一個主日(2/1/2022) 我藉著雅各書作者向散住

在十二支派的人的問安: 

“作上帝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 

         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雅 1:1), 

向會衆問安, 也向各位代禱

勇士問安, 並以 “問安的威力” 

與大家分享三個能使人武裝前

進的關鍵因素(ARM)。任何人

給別人問安都帶有某種程度的

威力, 但若這個作者 Author 是熟悉的, 若讀者 Reader

是在散住的, 若內容是貼心有意義 Meaning 的, 那種問

安必然具有更大的威力, 讓人 “武裝” (Arm)起來, 積極勇

往直前! 雅各在初期教會中作為耶路撒冷的教會領袖, 是 

“教會的柱石”的首位, 他是人所熟悉的作者。而他所問安

的對象, 即雅各書的讀者, 則是散住十二個支派中的人, 

即所有猶太的信徒。而這個 “散住”的希臘字, 在舊約七

十士譯本中都幾乎是悲哀的, 被譯成被”拋來拋去”(申

28:25; 耶 34:17)､ 被“分散”(申 30:3)､”被趕散”(申 30:4; 

尼 1:9; 詩 147:2)､ 被”簸了”(耶 15:7)的一群, 都是指一

切被扔下､ 被遺棄､ 被虐待､ 被排擠､ 被隔離､ 被打壓､ 

被歧視, 甚至是被趕盡殺絕的人。唯一一次把 “散住” 正

面地翻譯的經文, 就是以賽亞 49:6 所說的: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 使雅各衆支派復興,使以

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爲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

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賽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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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把 “散住”翻譯成爲 “得保全” 可見在神的眼光

中, “散住”’也可以從樂觀積極的角度來看, 因為神藉著這

種 “散住”在被擄時期卻 “保全”了祂餘下的百姓。由於雅

各問安的用字與以賽亞的用字有四個相同, 包括 “雅各”､ 

“十二支派”､ “散住/得保全” 和同義的詞“僕人”, 可見雅各

也是朝著樂觀積極的角度､帶著為父的心腸, 侃似昔日名

為以色列的雅各, 向他所深愛而散住各處的孩子們, 發出

問安。初期教會的猶太信徒因為受迫逼四散, 本來是悲

哀的, 但神的恩典把它轉化積極樂觀的: 把福音廣傳到地

極! 再者, 雅各用字“問安”在字源和上下文都是與 “喜樂” 

有著緊密難分的關係。所以, 他的問安可譯成: “願你們

喜樂!” 對散住者而言, 這問安非常貼心有意義, 能使人 

“武裝” 起來積極前進的。 

我雖然微不足道, 但在這南非宣教事工中, 算是大家所

熟悉的人。大家都關心南非宣教事工, 卻都散住在世界

不同的角落。這幾年, 你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可能已經

超過了俗語所說的: “十常八九”了, 我的問安: “願你們喜

樂!” 盼能使你 “武裝” 起來積極地勇往直前。 

 

南非 1/11 的地方議會選舉中, 不作為的執政黨ＡＮＣ

失民心, 許多支持者不出來投票, 因而不能取得過半數

(<46%), 多個省巿地區的議會均組成聯合政府, 民生改善

有了新的希望。 

前總統袓馬(Zuma) 7 月入獄, 引起種族隔離時至今最

嚴重的暴動事件。隨後, 他 6/9 被獲批保外就醫, 刑罰形

同虛設。6/12 被法庭指其保外就醫為非法勒令要重新入

獄, 支持者又提出了上訴, 因此暫時他仍未再次入獄, 從事

件可見他的支持者勢力宏厚, 能左右南非的權力中心。 

多國對南非的旅遊禁令逐漸解除, 南非疫情第四波頂峰

已過宵禁也解除, 雖仍維持一級鎖國級別, 已為經濟帶來

新希望。26/12 大主教圖圖逝世, 各處舉行追思禮拜及在

1/1 舉行的葬禮牽動全國和平團結的氣氛。然而, 象徵民主

制度的國會大樓却在 2/1

發生嚴重大火, 總統二

月的年度國情諮文要易

地舉行。事件暴露了國

會大樓的管理和保安漏

洞等問題。 

歷經四年的 “俘獲國家”(State Capture) 調查報告書

三分一的報告已在 4/1 公佈, 期望年中完成所有報告後政

府就有所作為。當年為副總統的現任總統拉馬福薩

(Ramaposa)角色衝突, 是否能公正執行備受懷疑, 傳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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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續任黨主席甚至連任總統的機會也都受到威脅。但願這

些不穩定的因素, 在人心騰出更多空間, 為福音的傳播帶

來更多的契機!  

轉眼又等了三個月, 錦婷的簽證仍未有著落。移民局因

爲工作效率趕不上進度, 又把簽證已過期的外國人有效期延

至今年 3 月底, 讓過期者可以出境, 不算為不受歡迎人物, 

但條件是要在 3 月底前返回。因為疫情隨時變化, 有可能要

增加隔離時間, 未必能如期返回南非。所以, 已有兩次不受

歡迎人物記錄的錦婷, 一日未獲批簽證, 都不能離境。大女

兒去年十月產女, 一月中做刮宮手術; 二女也在今年四月底

預產。錦婷心急如焚, 盼早日獲得簽證前往探望兩女兒。 

(2022 年 9/4-24/4) 

距離香港馬禮遜堂 12 人的南非短宣一日比一日近, 但

仍未見國際間疫情的平靜, 不穩定因素仍存在, 期望早日能

確定是否成行, 求主開路!  

(2022 年 9-11 月) 

感謝主! 述職期 13 個主日中, 已獲邀往教會作述職分享

的已經 12 個主日, 感激支持教會的熱誠。然而, 因應疫情

影響需要的隔離, 可能要提早一段時間返港, 求主賜智慧作

出適當的安排。 

 

感謝主! 身在台灣的執事會主席 Kenny 已打了疫苗, 等

到屋子裝修完成, 估計過了春節就能返回南非。現在離國容

易, 返國卻難, 獨自在國內的執事 Jane, 擔心若一旦返回了

南非與丈夫團聚, 恐怕兒女有需要就難以返國支援, 實在兩

難。沈執事的父親日前因為旅遊禁令被迫取消行程,現再計

劃二月返回南非,希望這次可以順利, 一家團聚。部份會眾仍

在等待航班離境返國, 求主開路。感謝主! 雖然疫情影響生

意, 但會眾大多承受得起!  

19/12 教會舉行史上首次聖誕錄播音樂崇拜, 反應熱烈,

參與獻唱､獻奏及讀經的肢體合共十一人, 到了截止日期仍

然有參與。 

因為 19/9 中秋節成功舉行 “平安網聚樂團圓”和反應熱

烈, 我們對 26/12 年終舉行 “平安網聚樂感恩” 的期望可能

太高。因為日子與聖誕節期太近, 反應慘淡, 除了我倆, 祇

有兩人和一小孩出席。但對於她們來說, 也是一個較為深入

的分享, 為她們貼身的禱告也更加深入。 

踏入 2022 年第一個主日, 2/1 我們恢復了實體崇拜, 暫

時不設吉他班､器樂團和晚餐。這次我們已把期望降低, 即

使祇有我倆也不介意了。感謝主! 有倆位新朋友, 兩位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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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合共三對夫婦共六人出席, 分別來自中､港､台, 特別有

代表性, 也燃點了我們對教會前景樂觀正面的希望!  

 

由於疫情加上七月中的暴動造成許多建築工程延誤, 

Wayne 弟兄要等到 12 月初才有時間來, 但感謝主! 趕及

在聖誕節前完成。他用心思替我們解决後園地下水常造成

泛濫的問題､ 

   

   

   

修補停車間的坍場的部分路面, 建設好一個停車蓋幷更

換了二手的洗手盆。 

  

  
(詳情見 https://web.facebook.com/groups/peacechinesechristianchurh) 

上一封代禱信(2021 年 9 月)與大家分享小孫女(Anna)快

要出生, 今天 Anna 已經三個多月了, 感謝主在這些日子的

保守,香港教會的代禱支援是我們力量之一! 

去年十一月底大女婿新冠確診, 當時德國正處於疫病高

峰期,因他的病情可以留家隔離治療, 而敬枝熬過一周照顧丈

夫和女兒後,在十二月初也確診新冠(那時幾乎買不到 PCR 檢

測材料), 不久 Anna 也開始咳嗽流鼻涕, 雖然沒有爲她檢測

也能猜到,這回可以算是全家中招了, 因禍得福, 天父的意念

總是最美, 他們一家三口再不怕互相感染, 反而可以彼此照

應,前後三週的休息, 三口子的身體漸漸康復。 

https://web.facebook.com/groups/peacechinesechristianchu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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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艱難時期, 作為母親的我非常難過, 南非發現病

毒變異株, 多國封鎖從南非開出的航班, 加上簽證還未發出,

那一刻誠然乏力無助, 唯一出路就是發出代禱消息, 奇妙的

救恩從奇妙慈愛主而來, 感謝香港的主內弟兄姊妹每天的禱

告和問候, 特別多謝元洲邨浸信會南非支持群組代禱勇士每

天的慰問代求給力, 少溪也把一些禱告文和鼓勵語複印給敬

枝,好讓他們知道靠著天父的慈愛加上主內一家的關愛, 在這

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 沒有恐懼!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

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

的, 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

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 8：26-28) 

 

1. 感謝主! 多國對南非的旅遊禁令陸續解除, 南非疫情第

四波頂峰已過宵禁也解除, 雖仍維持一級鎖國級別, 已

為經濟帶來新希望。26/12 大主教圖圖的逝世, 其葬禮

牽動全國的團結氣氛; 然而, 象徵民主制度的國會大樓

却發生大火, 暴露了民主政制潜服的危機, 請代禱。 

2. 感謝主! 在德國的大女一家已從確診中復元, 且刮宮手

術延至一月中, 求主賜順利。感謝主! 正懷孕五個月的

二女已搬入較寛濶的新居, 且獲親屬借用二手車, 女婿

接送上下班減低迫車的辛勞。她因懷孕沒有接踵疫苗, 

求主保守免受感染。感謝主! 三女工作事奉都均衡。脚

母指外翻暫不須做手術但經常疼痛, 求主醫治。  

3. 感謝主! 錦婷恆常運動並改善飲食習慣, 减磅漸見收效

有助控制高血壓。請繼續為她的簽證代禱, 求主加快移

民局的效率, 使她的簽證早日獲批。 

4. 感謝主! 少溪今年釋經講道選定了雅各書, 求主使用成

為眾肢體的幫助。 

5. 感謝主! 19/12 的聖誕錄播音樂崇拜參與獻唱､獻奏及讀

經的肢體合共十一人。且 2/1 首次實

體崇拜有六人出席令人振奮。 

 

謝謝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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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