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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使命樂活使命

	何慕義姑娘在港宣教	

執行幹事代表崇真會出席安息禮拜以及致悼文

何姑娘退休後其監獄事工服事由白德培牧師接續

何姑娘於 1961 年來港負責崇真會醫療工作

1992 年獲得國際監獄團契 (PFI)  
頒發的傑出義工獎

何慕義姑娘攝於 1989 年 8 月 18 日 
更新會辦公室

1986 年與同工和懲教署職員合照

1968 年起何姑娘負責崇真會托兒所的監督工作

聖誕聯歡會

何姑娘在德國舉行的安息禮拜

何慕義姑娘乃瑞士巴色差會差派來港的宣教士，她服
務的時間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 1961 年 9 月至
1981 年 3月，這段時期工作乃在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的慈
善部，即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前身；第二階段
由 1982 年 11 月至 1996 年 3 月，再獲巴色差會差派來
港，負責香港基督教更新會的監獄事工的工作，至 1996
年退休回國，在港服事共 35年之久。

第一階段	(1961-1981)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何慕義姑娘於 1961 年 9月 23 日由瑞士巴色差會差派來
香港，於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負責醫療工作，當時香港正
值難民潮，大批難民從內地湧來，加上生活貧困，醫療
知識更見匱乏，蒙差會支援，於五十年代開始香港的救
濟工作，何姑娘的到來更是力上加力。

何姑娘來港後開始學習客家話的課程，同時亦在不同地
區參與醫療工作，面對貧苦大眾，何姑娘的服事不單能
改善身體健康，何姑娘對傳福音的熱誠和堅毅更令很多
人得聞福音的信息。當時除何姑娘外，亦有寬濟民姑娘
和顧眷裨姑娘，她們專心一致服事，為不少人提供重要
的醫療幫助。按 1961 年的崇真會年報資料所得，當時
崇真會分別在葵涌、九龍城、崇謙堂、船灣、南華莆、
十四鄉及黃宜洲均設有醫療診所，當年總計治療人數逾
萬，可見當時的醫療需要甚為殷切。

1968 年起，何姑娘負責安強托兒所和安康托兒所的監督
工作。自 1972 年負責醫療事工的寬濟民姑娘回國，何

姑娘即主理新界及九龍共六處的醫療工作，各診所全年
開放八個月，醫療診所除提供醫療需要外，亦是重要的
福音站，讓人在這裏得聞福音。

除了醫療工作，何姑娘對特殊孩子的需要亦充滿熱誠，
當年何姑娘為了辦理特殊兒童院的工作，費煞苦心，悉
力以赴，後在調景嶺有關機構開始招收十名特殊兒童，
何姑娘亦積極投入此計劃的委員會工作。

自 1978 年 4 月起，何姑娘亦參與當時華西靈工團屬下
的慈愛老人院的管理工作，但何姑娘仍責責崇真會其餘
地區的醫療工作。此外，何姑娘仍繼續特殊兒童院的委
員會工作。

至 1981 年，鑑於港府新頒醫務管理條例之限制，崇真
會辦理二十多年的醫療工作，需停止服務，故主理醫療
工作的何姑娘亦暫時離港回國。

第二階段	(1982-1996)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

何慕義姑娘於 1982 年 11 月接獲巴色差會新任務，就是
參與香港基督教更新會的工作，這工作得到差會和崇真
會共同支持。來港之先，何姑娘亦在德國接受了相關的
課程訓練，期望做到最好的準備。

何姑娘以全時間義務宣教士身份在更新會事奉，日常該
會同工港九各監獄、教導所、中途宿舍、勞役中心、羈
留所等機構傳福音，使他們得聽福音，心靈得到基督之
愛的安慰，此項工作甚具意義。除了服侍囚友，亦會為
監獄職員舉辦查經班，這是因為他們需值班，無法在主
日教會崇拜。

自 1988 年 11 月起，何姑娘開始的主要工作是對服長刑
的男性囚犯開導與傳福音，亦注重每星期的通訊聯繫。
到 1990 年開始，何姑娘負責懲教署屬下五處長期拘留
者的工作，她的服務甚受認同，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往
往要等候排期以便得到探訪。該年共有三十三人受洗，
其中有二人讀了神學。令何姑娘特別歡欣的事，是有些
有音樂天才的拘留者，作曲及錄音詩歌，並推銷給有興
趣的各界人士。何姑娘的事奉不單受到囚友及家人的認
同和肯定，她的工作表現更獲得國際監獄團契頒發的「最
佳義工獎」，實在是非常感恩。

何姑娘的監獄工作首要目標是引導囚友明白和承認以往
的錯，基於基督在十架之下的救贖去找尋一個新生，這
個目的是藉著探訪和開導，幫助他們打開生命新的一頁，
與他們查經，鼓勵學習一些謀生課程，推動宗教活動、
崇拜等等，年中有舉行洗禮；另外她鼓勵有音樂天份的
囚友組成樂隊	“The	Fringes”，錄製的音樂帶亦成為

海外監獄囚友的鼓勵。

總結

何慕義姑娘於 1961 年 9 月 23 日抵港，學習客語以協
助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醫療工作。1968 年 6 月顧眷裨姑
娘退休返國，由何姑娘接任安強托兒所監督職務至 1971
年止。1973 年寬濟民姑娘退休返國，由何姑娘在縮小範
圍內繼續負責六處醫療所工作。其後由於政府頒發新醫
務管理條例，崇真會的醫療工作暫停，何姑娘亦暫時離
港。1982 年 11 月重返香港，擔任香港基督教更新會義
務宣教士至 1996 年 3月退休。

何慕義姑娘忠心事主，於 2018 年 11 月 2日於德國海德
堡家中安息主懷。

*資料來自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1961-1996 年度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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