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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勇士： 

時間過得很快, 上次與大家分享我身在香港, 轉眼間

我又身處南非, 而

且中間還有幾周身

處德國, 經歷了一

個從南非的冬天到

香港的夏天、從香

港的夏天到德國的

冬天(而且第一次

享受白色聖誕), 最

後又從德國的冬天回到南非的夏天, 感謝主! 身體還行！ 

經過一些新年節期, 少溪又回到雅各書的釋經講道。

最近講到雅各書 4 章 1 至 3 節：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不是從你

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欲來的嗎？你們貪戀，還是得不

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

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

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這次更刺激, 雅各好像對我們教會肢體的當頭棒喝地

指責：要止息肢體之間的紛爭。前文雅各教導我們要追求

屬天的智慧, 作和平之子。接著他又提醒我們, 作和平之

子, 要止息紛爭, 尤其是肢體紛爭。EWW 乃表示「不贊

同、感到厭惡」，肢體紛爭是不值得贊同, 和令人感到厭

惡的。不是嗎? 當我們看到

或聽到某某教會分裂、某某

肢體與其他肢體互相爭鬥, 

我們都不贊同, 也感到厭惡, 

心裏感到傷痛。肢體紛爭有

三個成因, 第一個是

Egocentric 以自我為中心。人類包括基督徒紛爭最主要的

原因乃是因為人都以自我為中心, 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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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鬥。第二個是 Wicked ways 藉惡行去取得。想要擁有並

非錯事, 但用盡自己的方法都不求上帝, 甚至藉著惡行去

取得才是問題。第三個是 Wrong motives 若禱告就妄求。

當人得不到想要得的, 用盡自己方也沒有, 才想到向上帝

求。但若人不願離開惡行,帶著錯誤動機為自己宴樂去求, 

即妄求。這樣禱告上帝不答應, 人自然就接收不了所想要

得到的, 肢體的紛爭就會持續的出現。  

弟兄姐妹, 當我們遇到

肢體紛爭之時, 其實就是我

們檢視自己內心世界的時

機。我們是否以自我為中心, 

藉惡行去取得想要擁有的, 

向神求的時候就懷著錯誤的

動機/妄求嗎? 如果每個肢體都懂得這樣的省察, 肢體紛爭

的事件就必會大大的避免了。願你我都努力的

止息肢體紛爭, 成為和平之子, 使人與人和平, 

使人與神和好。 

南非災難一波未停, 一波又起。因新冠肺

炎南非宣佈進入國家災難期, 接著又因洪水宣

佈進入國家災難期, 現在又因電力危機宣佈進

入國家災難期。進入國家災

難期令政府能有更大權力解決國家災難的問題, 但同時

也讓政府有更多濫權貪污

的機會。南非經常聽到的

字是 Crisis 危機, 

Emergency 緊急! 這個國

家是個危機國度! 請切切

的為南非代禱 。 

因著停電導致全國經濟復元得比任何國

家都慢, 因著俄烏戰爭及其他因素, 南非的

百物騰貴, 家用主要食糧價格增幅達

13.1%。  

更嚴重的是, 失業率高達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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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連醫療及教育工作者聯會抗議要求增薪 10%, 

甚至堵塞醫院入口,導致多人失救而死。接著又到警員罷

工! 

總統最近把內閣改組, 並增設了一位電力部長, 專門

針對電力危機, 能否解決電力危機? 要多久才會改善? 

能否帶來經濟的復元? 這些都成為大家心中的疑問。 

20/3(一) 反對黨發起全國大罷工, 揚言不關門有可能

被搶, 全國嚴陣以待。即便這可能祇是傳言, 但足以令到

全國地震! 因為 2021 年七月的全國大暴動, 巿民仍然 

心有餘悸。

因為疫情和外在環境惡化, 經濟很差, 生意額大跌。

目前, 十年內兌換率下跌了 44.46%, 在南非賺一萬蘭特祇

能兌換約三千七人民幣, 在

南非賺錢供應國內老小的家

庭面對愈來愈大的爭扎, 幾

乎所有人都要為追回失去的

收入而加倍努力。 

因此, 教會的崇拜出席

人數遠低於預期。早堂有時

跌至兩人, 即我們倆人; 晚堂有時祇有四人。 

少溪有一次感到沮喪, 估計沒有人會來了, 崇拜前放

棄清理院子的狗糞, 結果當天早堂突然有七人出席; 又有

一次晚堂意外地達至九人! 主常藉著一節經文安慰我: “壓

傷的蘆葦, 祂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 祂不吹滅!” (賽 42:3 上) 

因為各區天天都輪流停電, 每天時間不同, 大家都要

睇電食飯。我們祇好到他們工場去探訪, 他們有的忙於接

待顧客, 沒談幾句就要間斷; 但有的因為停電沒顧客, 反而

有空坐下來聊天並禱告, 停電還算有 “好”的一面啊!   

原先期望晚堂可以逐漸恢復每個主日舉行, 但照目前的

情況看來, 這日子可以說是遙遙無期了。雖然至今早堂出席

仍是稀少, 聚會完往餐廳共進午餐祇試過一次, 但早堂仍然

是教會發展的出路。今期吉他班招生雖然祇得一名初中生

James, 少溪仍開放讓他母親 Tina 決定是否仍送他來學吉

他, 時間也隨她改動, 讓他們有機會與我們接觸, 將來能蒙

恩得救。 

感謝主! 器樂組雖然祇能每月首主日進行一次的練習, 

上個月祇有四人, 但這個月已升至七人。唯一吉他手少琴說

早已將學過的吉他伴奏全部還了給少溪了, 感恩她願意來加

班練習。 

四月初將有連續兩次晚堂崇拜, 由短宣隊帶領, 下午四

點有興趣班: 汽球班及點心製作班, 晚餐後有崇拜分享,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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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使用短宣隊能吸引更多肢體和新朋友。 

(2023 年 1/4-18/4) 

感謝主!一切隔離及防疫措施已經解除, 馬禮遜堂短宣隊九人

真的可以放心來南非體驗了。  

是次體驗包括探

訪商場、店舖、工廠

和餐廳, 主領福音營

及崇拜, 還包括觀光

等, 內容極為豐富。 

這次的短宣隊, 

與過往很不一樣的地

方, 就是出發前成員

都參與「試從差傳新觀豐富事奉果效」的課程, 相信是次

短宣隊成員必然會為工場帶來更大的祝福。所以, 每當從

Whatsapp 中看到短宣隊非常積極的籌備和練習, 實在令我

們感到鼓舞!  

然而, 由於外在環境影響, 

福音營報名反應十分不理想, 

但感謝主, 至今連同短宣隊共

有 18 人報名全營及 3 人報名

1 天的日營。願主仍然使用這

次疫情後的第一次福音營, 叫

參加者都能得著福音的好處。 

隨著短宣隊來臨日子愈來

愈近, 我們都非常興奮, 努正

在快馬加鞭地預備接待的工

作, 期待著與短

宣隊同工, 一同

為德班的華人帶

來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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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中-11 月底) 

感謝主! 是次的述職, 在主的恩手中順利完成, 計劃在三

個月內與 13 間教會分享,結果卻與 18 間教會的肢體分享過, 

實在令人意外。此外，在 8/11 晚上的分享禱告會，也有約 30

位肢體出席。 

 

 

 

 

 

 

 

 

下次的述職, 因著護照將要到期, 必須在 2025 年初返港

述職及續辦護照, 時間在復活節期間, 求主賜智慧作出調節, 

期待著到時又可再次與大家見面。 

錦婷延簽終於在 6/2 收到結果遭拒, 理由是有一段時間非法

居留, (但那段時間移民局是因疫情鎖國而豁免的), 還有一

些事前無人知的要求沒有達到。13/2 遞交了申訴書, 求主

早日賜下正面結果。錦婷的簽証一直都是令人煩惱的事情, 

對她心情影響不少。一直以來她都以為自己有高血壓, 但最

近醫生證明她並非高血壓, 而是精神過分緊張, 求主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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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和相聚 

這次返港感觸特別多，三個女兒的生活都分散在三大洲

(歐洲、亞洲和美洲)，現在要一家團聚真是相當困難，難怪老

人家對「離別」的感受都是酸溜溜！ 

感謝主，在香港四個月裡，每週二到老二家看看孫仔信

信，看著他這幾個月的成長，婆孫間互動，享受「不滿足的

愛」，就靠著手機相簿來思念！ 

十一月底與摯親分離，轉到德國和老大一家相聚。我和牧

師首次到慕尼克，而我留在老大一家短住兩個月，自從小孫

女 Anna 到了託兒園後，他們一家輪流生病，當時德國五歲

以下兒童發生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大爆發，Anna 也中招，

只有醫生處方才能買到退燒葯，老大兩夫婦忙於工作又擔心

女兒，我在德國這兩個月剛好成為他們最強的幫手，婆孫的

關係和互動也是走得最親，天父的安排真是最美！ 

感恩一月初到英國探望姪仔姪女和姪孫，他們兩個家庭

是剛移民到英國，看見很多香港朋友們努力適應新生活，彼

此照顧和幫忙，雖然只有幾天相聚，郤是非常非常珍惜。 

回到南非德班與少溪會合相聚，一齊走天路！ 

「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神造萬物，各

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 

1. 感謝主! 述職完滿結束, 享受到眾教會領袖與肢體的愛

心關懷及熱誠的款待。 

2. 感謝主! 從南非、香港、德國再返南非, 經歷了三輪冬

夏交替, 身體還算良好！。 

3. 感謝主!一切隔離及防疫措施已經解除, 馬禮遜堂短宣隊

九人可以放心來南非體驗。 

4. 求主保守南非這個危機國度, 早日解決電力危機, 讓百

姓能平安渡日!  

5. 求主使用福音營, 叫參加者都能得著福音的好處。 

6. 在南非賺錢供應國內老小的家庭面對愈來愈大的爭紮, 

求主眷顧。 

7. 求主賜錦婷簽証申訴早日有正面結果, 並醫治她的精神

緊張。 

 

謝謝代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