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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個前宣教士的生命見證可知，宣教並不是一個浪漫

偉大的選擇，而是一個從上帝而來清晰的召命。一個義

無反顧，不保留，不退縮，不後悔的召命。

今次接觸的前宣教士或宣教士子女中，有崇真會弟兄姊

妹較熟悉的谷素梅姑娘和何慕義姑娘。

谷素梅姑娘今年已81歲。她28歲成為巴色差會宣教士，

被差派到香港事奉了十八年，主要統籌托兒所的工作。

我們在她的房間中感受到她對崇真會的情。牆上有書法

掛畫、用家人照片製作的月曆，也有一幅由幼兒園學生

製作的白鴿畫；書架上放滿書籍和香港朋友送的咭。與

谷素梅姑娘傾談，最深刻的是她心裡極惦念著香港和中

國。她不但用流利的廣東話與我們傾談，更常掛在口邊

的一句是：「如果可以，我真的想親身去探你哋！」

我們將教會弟兄姊妹的問候帶給她，也問她有什麼說話

想對弟兄姊妹講。她言詞不多，但句句也很感動，後來

她更指著窗外說：「那個方向是香港，我要一間房
間可望向香港……我日日都記念你哋。」最後我們

與她同唱【耶穌恩友歌】，然後一同禱告。

探完谷姑娘，我們便從斯圖加特坐火車去海德堡探訪	

何慕義姑娘。何姑娘今年 87 歲，她於 1961 年以巴色會

護士身份被派來港宣教，參與教會免費醫療工作及後初

德瑞之旅： 
探訪崇真會前宣教士

荃葵堂  |  李慧芝牧師

屬靈生命不是一個能「量化」的東西。 
當我們遇到一些沉重的事時， 
能讓我們生命不會倒下，甚至能逆向上升的秘訣 — 
就只有當上帝在我們的生命裏「份量十足」， 
甚至超過我們的困難。 
耶穌說：「我來了，是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 
你對耶穌這個應許有多相信？ 

感
恩在總會的安排和支持下，有機會於 2018 年

7 月份與張愛思執行幹事和蘇慧敏牧師代表崇

真會去瑞士和德國參加由巴色差會德國分會舉

辦的宣教士退修營，並探訪本會前宣教士和宣教士的子

女，這是一個豐富而且深刻的旅程。旅程的豐富，不是

在於當地的景緻和歷史文化氣息，而是在於短短的幾日

之中，能接觸十多個有血有肉、信仰不離地的豐盛生命，

聆聽他們的生命經歷。

以往不少人對宣教士的感覺是：「嘩！很勁呀！」大家

都覺得做宣教士是很獨特的召命；要對上帝有極大的

信心，甚至比做傳道牧師更有信心、要為主放下很多；				

擺上很多……每當我們聽到宣教士的經歷，對於他們付
上很大「犧牲」，我們由衷敬佩，但同時也認真地祈禱：

「上帝，請你不要呼召我做宣教士，我一定唔得！」

但今次與一些巴色差會的宣教士子女和前本會宣教士接

觸，卻有另一種強烈的感受。他們對於自己的身份，沒

有半點表達是「犧牲」，反而覺得是「恩典」與「榮幸」。

他們離開了宣教地多年，心中仍是常常記掛著那些曾事

奉的地方，不斷為那地方的人祈禱，甚至家裏的佈置和

擺設也是散發著宣教的氣息，感受到他們對上帝和對人

強烈的愛，也展現著上帝對他們強烈的愛。如我在文章

開始時的比喻，上帝在他們生命中的份量是極重的。

屬靈生命不是一個能「量化」的東西。 
當我們遇到一些沉重的事時， 
能讓我們生命不會倒下，甚至能逆向上升的秘訣 — 
就只有當上帝在我們的生命裏「份量十足」， 
甚至超過我們的困難。 
耶穌說：「我來了，是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 
你對耶穌這個應許有多相信？ 

期幼兒服務，長達二十年。後來何慕義姑娘於 1982 年開

始全力參與更新會監獄事工，作囚犯輔導，直到 1996 年

才退休回德國。

何姑娘的身體在半年前大病後差了很多，行動不太有力。

不要看她年老體弱，她是一個心水很清的前輩。對於以

往曾參與的服侍，如今心中仍存著一團火！她特別記掛

著監獄事工。按她分享，更新會最初由 4人成立，她是

其中一個，也是堅持得最久的一個。以往二十年來持續

每星期去石壁監獄探囚友，並與他們分享生命，分享信

仰，甚至有些囚友在出獄後仍與她保持聯絡，因為她關

心他們不是出於「責任」，而是出於「真心」。她對在

監獄服侍多年的感受：「我們算什麼？我們豈比獄中
的囚友更義嗎？」她的心願是更多堂會能參與監獄的

福音工作。

何姑娘是個很有智慧，很能反思的人。她在傾談中分享

了一些生命體會：	

「如果上帝恩待，做什麼也可以； 
如果上帝不容許，便順服放下吧！」

「無論上帝呼召我們做什麼， 
我們必須順服。 

順服上帝不代表凡事順利， 
順服上帝包括有苦有甜，但也必須順服，

因為有上帝在便有足夠的恩典。」

當探訪完她們兩位，當刻的感受是，作為一個「幼稚園

級」的牧師，我仍有太多太多的東西要學習。牧養和宣

教並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種生命與生命觸碰所產

生的情，因著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愛、赦罪與復和，本無

血緣關係，卻被深深地連結在一起。「職業」有 Last	

day（完結／退休的一日），但牧養的心卻永不止息。從

宣教前輩的生命中，我們上了很寶貴的課。除了以上兩

位前宣教士外，與其他宣教士子女接觸也是十分深刻的。

谷素梅姑娘（中）

何慕儀姑娘（左二）

巴色差會為宣教士及其子女舉辦的退修會

（右二）本文作者李慧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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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素英姑娘（右一）、露愛光弟兄（右二）的家，一起進早餐。

陸漢思牧師（中）

參與 mission 21 
亞洲團契 （Asia Fellowship）

青年聚會有感
總會青年部副部長  |  高靖姊妹

作者本人（後排左三）

白德培牧師（中）

2018 年 7 月 8 日早上，我們前往 Backnang 探訪露愛

光和谷素英夫婦。愛光和素英要背負的十字架一個接著

一個，當他們結婚後，曾到印度宣教的五年，他們幾個

兒女都遭遇不同的難處，比起電影情節更曲折、更刻骨，

聽者流淚。但上帝就默默陪伴著他們，帶領著他們一步

又一步往前走。他們如今常帶著平安、善良、笑容和感

恩。這種有血有肉的生命見證，難以筆墨形容。

7月 9日，我們到mission	21 總部參觀巴色差會歷史檔

案館和祈禱室（Power	House），親身了解開荒宣教士

們在委身召命、尋求、等候、順服、出發、歷程、感受、

記述、得失的心路歷程。他們在有限的資源下，仍盡心

盡力地以基督的愛服侍宣教的對象（異文化的社群），

不單將使人靈魂得救的福音「信息」傳遞給他們，更藉

著衛生常識、醫療、教育、技能、語言、文明，並日常

無條件的關愛，使他們的身、心和靈也得益，將群體帶

進上帝的國度中，讓他們從各方面認識並體會上帝的愛。

我們在祈禱室中，為著個人的生命和事奉再次立志委身，

並與mission	21	的代表一同為著香港崇真會、巴色差會

和	mission	21 能繼續蒙主使用，並且彼此之間能有更多

合作，將宣教伙伴的關係由歷史延展至現在和將來祈禱。

至於今次旅程最後一位探訪的是陸漢思牧師。陸牧師來

華已五十年。他與我們在用餐和坐火車的時間內，細談

他的事奉體驗和退休後的生活。我問陸牧師：「在你多
年在香港的事奉經歷中，最深刻的是什麼？」他

想了一想，便回答：「是工友能分享他們的生命見
證。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低下層的人，沒有學識，
又沒有讀神學，所以對信仰認識很淺，沒有資格
帶查經。我們漸漸鼓勵他們，讓他們知道分享信
仰並不是高學歷的人才有資格，而是他們只要真
誠地分享上帝如何改變他們的生命便可以。到後
來，他們能輪流帶領聚會，分享見證，這是非常
好的事。」從這位常帶著微笑的退休牧師的分享中，感

受到他對工友的愛至今仍存。因為他們的關係不只是宣

教士和福音對象，而是朋友。

經過今次探訪之旅，除了令我對崇真會的宣教歷史更深

刻外，更成為我踏進崇真會事奉第十二年的一個極大的

鼓勵。縱然事奉路上會經歷高高低低，但當捉緊耶穌的

手，認定起初從上帝而來的召命，便能在恩典之路上繼

續邁步向前。

參觀檔案館及與前檔案館館長見面（左二）

2018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6 日，很感恩我有機會參與由

mission	21 於台南舉辦之亞洲團契	（Asia	Fellowship）青

年聚會，以及第六屆亞洲團契大會，分別與不同國家，包括

台灣、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及印度的弟兄姊妹彼此

相交，當中有文化交流、談及社會關係問題，和教

會事奉。

首三天是青年聚會，我們在台南的口碑教會渡過，

每天有早禱會、敬拜、分享 burning	 issue，並在

教會住宿，三天共同生活讓我們彼此認識更多。當

中最令我特別深刻的經歷，就是以祖魯語在主日崇

拜內獻唱，及在當地弟兄姊妹的家裡借宿一宵；

最後一夜，教會更舉行了營火會及燒烤。之後的

七天活動，是各青年與其他牧者及婦女代表匯合

一起，參與一連串的分組查經、敬拜、研討會、

文化之夜以及選舉。當中與來自不同地區的弟兄

姊妹分享、討論公義與和平的議題，例如：各地

區移民人士的情況及處理方式。在最後一天的主

日，我們分別到台南不同的地區教會探訪，再參

觀當地具文化特色的建築。

對我而言，這次經歷讓我有機會見識更廣，十分

感恩！並且不單認識了一班來自亞洲區不同地方

的弟兄姊妹，更彼此交流了不同的想法和分享了

不同的文化。雖然各人身處在不同地方，因為

上帝的愛令我們聚集一起來為主作工。雖然有

時面對很多不公義的事，但有一顆為主彰顯公

義憐憫的心，令我十分感動。盼望在主的愛中，

興起更多的人作工，以及祝福更多人。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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