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瑞德旅程與去年有別，我們有幸家訪多位宣教

士子女，包括：Bernhard	Fischle 夫婦〔賀允恭

牧師（E.	Fischle）〕，馬樂梅和馬恩梅姊妹〔（馬恩

靈牧師（F.	Maier）〕，何梅清夫婦〔何道根牧師（H.	

Hofmeister）〕，谷素英、露愛光夫婦〔谷靈甦牧師（H.	

Glasle）和露潤黎

醫生 H.	Lutz〕，

他們都是宣教士的

子女；當然與他們

共晉晚餐是最重要

的。會長當晚亦代

表本會向各位宣教

士及其子女表達衷

心的感謝。

除了宣教士外，我們也相約了巴色差會於 2001 年與其他差

會組成Mission	21 前最後兩位會長見面，包括：施民澤牧

師（Rev.	Wolfgang	Schmidt），及接任他的最後一位會

長Magdelene	Strub 女士，從他們口中得知巴色差會要與

其他差會組成現時的Mission	21 的前因後果。

宣教士的故事

Bernhard	Fischle 是賀允恭牧師的兒子，他爸爸在 1925

年到內地宣教，1929 年於梅縣清涼山被綁架，經過十六個

月的飢寒、凌辱和疾病，後於 1930 年獲釋。然而這痛苦的

經歷沒有減去賀牧師來華的宣教心，他於 1933 年至 1940

年重回中國，繼續宣教工作。去年我曾問Bernhard，為何

爸爸經歷了綁架，還要再回去中國宣教呢？他說：「那次不

是綁架，只是因當時村民太窮困，他們實在無辦法。」我聽

罷，心裏有一股熱淚湧出來，「除了基督的愛，還可以說甚

麼呢？」

今年，我們到訪Bernhard 的家，見他家門上掛了一幅掛，

是由不同的魚圖案組成的字畫，很美的構圖。我問為甚麼用

魚？他說他的姓氏Fischle 就是「小魚」的

意思，這個真有意思！他提到他小時候，

必須跟著一些叔叔姨姨離開中國，回到德

國。他的父母繼續留在中國宣教，與他同

船的曾說，「你現在坐船回家，但你的小

帽子現在會在海上游回香港，向你爸媽獻

上問候。」以此來安慰他，暫時忘記分離

的痛苦。我聽罷，心裏有說不出的一種憐

憫。

易定恩牧師今年 4月 13 日慶祝他的 99 歲

生日。我們到長者中心探望他，感謝白德

培牧師（Tobias	Brandner）與我們同行，

在他的德語協助下，讓易牧師很快便聊起

以往在內地宣教的故事，聽起來當時的宣

教事工也十分困難，甚至生命危在旦夕，

談到這裏，他突然輕描淡寫地說：「所以

要天天感恩，時時禱告。」我還記得他說，

「信耶穌除了有耶穌的愛，也有苦難，兩

樣是分不開的，但耶穌的愛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要天天感恩，時時禱告。」信仰的見證是如此堅定。

由於會長要提前回港，未能親身與易牧師見面，於是我撥長

途電話請會長與易牧師講幾句祝福問候說話，我們告知易牧

師，電話另一邊是崇真會的會長時，我目睹易牧師與會長第

一句說話後，便將自己帽子除下，這種謙卑真是無法形容。

在簡短的客家話交談中，會長感謝易牧師在崇真會事奉多

年，易牧師重複的用客家話說着：「多謝接納我做傳道」，

牧師簡短的和重複的說着這句話，令我們十分感動。我們盼

 共晉晚餐

 會長 ( 右四 ) 代表本會向各位宣教士及其子女表達衷心的感謝

此外，我們也到訪曾來港工作的宣教士，包括：易定恩牧師

（Rev.	Ernst	 Itten，1946-1951；1956-1961）、谷素梅

姑娘（Rosmarie	Glasle，1965-1983）、歐格靈牧師夫

婦（A.	Eglin,	1965-1971）和華基道牧師（C.	Waldmeier,	

1987-2003）。

家訪宣教士
總會執行幹事  |  張愛思女士

（2019年 6月 15日至 23日）

 歐格靈牧師夫婦

 華基道牧師（中）

Magdelene Strub 女士（右四） 

 易定恩牧師今年已 99 歲（前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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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21 
暑期學習 2019

望明年能為易牧師慶祝他的 100 歲生日。願主賜恩祂的僕

人有健康的身體。

每次探望谷素梅姑娘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我還記得

1996 年與青年訪問團去到當時的西德，谷姑娘是負責我們

的嚮導同工。1997 年她來港出席本會 150 周年的會慶，記

得我送她去機場的巴士上，她說，可能要在天國才可再見。

然後數年後，我結婚那年，收到她給我的結婚咭，一別已是

二十多年。去年有機會探訪她時，她精神不是很好，見到我

時，我倆好像戰後重逢，喜極而泣。離開前，她說又可能要

在天國才可再見。我當時說：「不會，我明年再來。」我答

應了她，所以今年我到她的房間時，我說：「我們又再見

面！」實在高興！今年她的精神十分好。我們一起在她的小

房間崇拜、唱詩歌、祈禱、會長分享。我們猶如一家人，十

分親切，願天父繼續祝福谷姑娘有健康的身體，享受天父的

祝福。

這旅程有很多寶貴的功課值得我一思再想，還有已探望的卻

無法在此完全記錄，但他們的生命讓我看見天父的慈愛。但

願天父的愛時刻提醒我們，縱然感到危險和絶望，但上帝仍

坐著為王，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因為祂才是主，願一切榮耀

都歸給天上的父。

 我們一起在谷姑娘的小房間
唱詩歌

 谷素英、露愛光夫婦 ( 後排右
一、二 ) 與我們一起探訪谷姑娘

 撥長途電話請會長與易牧師講幾句祝福問候說話

(Misson 21 Summer School)

本會於 8 月 17 日至 30 日與 Mission 21、瑞士的巴賽爾大學及崇基學院神學院合
辦 Summer School，參加者共 21 人，包括歐洲、東南亞及非洲的牧者、學生

及教會領袖，為期兩星期，期間一同討論、學習，探索信仰領域。第一週在香港，8 月
17 日歡迎晚宴中馮少雄副會長代表本會歡迎各人並致詞，當晚周燕鏞副會長亦出席。

參加者分為三組加翌日（8月 18 日）的崇拜，包括：救

恩堂、筲箕灣堂及荃葵堂崇拜，午膳後由各堂安排認識香

港。在此特別感謝三間堂會熱誠接待；教牧同工、執事和

弟兄姊妹的幫忙。參加者都表示十分感謝。

筲箕灣堂探訪及接待

救恩堂組接待
和帶他們到香
港歷史博物館
參觀

荃葵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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