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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所賜之恩有許多，「蒙揀選」則極為寶貴。

撒母耳到伯利恆耶西之家，要去膏立取代掃羅之君，

上帝在八兄弟之中，揀選了老么大衛。聖經記載耶和華看

人不同於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上帝看人是看內心。

那時身為牧童的大衛，最寶貴的乃是單純、忠心、勇

敢與敬畏上帝。

鄭治慧（那瑪）宣教師正是這樣的一位。是上帝揀選

她，差派她前往穆斯林的世界傳揚真道。在那遙遠的異國

他鄉，鄭宣教師誠然是以她的勇敢、忠心與單純，來事奉

我們的主。

當第二期的宣教之行展開之際，她踏上異國的那一

天，正是茉莉花革命（註）的槍響時刻，人人急於逃離那

地，她卻昂然進入工場，直到病重返國就醫。

╱沈正

「蒙揀選」—紀念那瑪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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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行完了世上的路程，她已服事了這個世代，如今

在父的懷裡，享受父為她預備的獎賞。

對我們教會來說，這是第一位在職安息的宣教師。雖

然心中知道這樣的情況，早晚都會臨到，但對一個在宣教

之路才走了二十五年的教會而言，仍感難以適應，心痛不

已。

但我們仍會堅持所蒙之召，繼續宣教事奉之路，直到

主再來的日子。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詩一一六

15）

「蒙揀選」—紀念那瑪宣教師

■註：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指發生於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

西亞反政府示威導致政權倒台的事件。因茉莉花是突尼西亞的國花而得名，這也

可說是阿拉伯世界近代以來的第一場人民革命。



宣

教

腳

蹤

信友通訊
2012·04 42

鄭治慧宣教師

宣教生涯追憶
╱宣教事工部 整理

鄭
治慧宣教師在世時的文章，表達她對上帝的回應，在此與

大家分享：

1992年開始，上帝把非洲的負擔放在我的心裡，神的

呼召不斷，我卻不斷地拒絕。最後，我跟上帝說，等我服

務滿25年，退休以後再來全時間服事祢。⋯⋯當我在學校

服務到24年時，我生病了，因為生病，時間較多，有空來

思想神的作為，上帝讓我想起自己對祂呼召的回應。在醫

院治療的時候，主常用祂的話安慰我，讓我知道祂愛我，

所以也要管教我。

於是，治療完成後，治慧宣教師回應了上帝的呼召，去

北非宣教。北非的日子，充滿各種挑戰，但她也經歷上帝的慈

愛、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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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當地的同工在基督的愛裡彼此連結，神的愛

將我們緊拉在一起，我們雖來自不同的國家，卻可以一起

同工⋯我很感謝父神給我諸多的愛與恩典，使我在服事他

的路上不孤單，並在每一天的每件事上都彰顯祂的愛。

甚至，在茉莉國革命時，她也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

這一星期中，所聽到的是直升機的聲音與槍聲，我和

室友雖不能做甚麼，感謝主的是我們可以向掌管這一切的

父神禱告，外界情況雖一直在變，但我們天父是不變的，

祂垂聽我們的禱告，給我們心中真正的平安，我們知道他

不會丟棄祂的兒女。

所以，她學習到倚靠上帝的功課：

感謝主，我相信在祂那裡有滿足的喜樂，也有豐盛的

恩典。羅馬書八章28節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所以凡事都好，因為神都掌管。

我們相信，在這幾年中，治慧宣教師心中有滿足的喜樂，

因為她走在上帝的道路中，這正是她的心願。就像去北非之

前，她所寫下的盼望：

感謝神，祂一路上並沒有放棄我，仍然用祂的慈繩愛

索牽引著我，但願愛我的父神引導我這一生，也求聖靈保

守自己的心，一生行在神的旨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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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瑪宣教師生平記述
╱宣教事工部 整理

● 2005/9

鄭治慧姊妹就讀台灣浸信會神學院，2008年6月自（第55

屆）宣教碩士科畢業。

● 2007/4/1

差傳主日學「從聖經看宣教」開課，由鄭治慧姊妹授課。

● 2007/8/30-2008/5/29 

鄭治慧姊妹前往北非茉莉國跨文化宣教實習。

● 2008/9/10

宣教事工部會議、九月27日長執同工會接納鄭治慧(那瑪)姊

妹為本堂海外宣教師，預計前往非洲創啟地區事奉。

● 2008/11/19-23

舉行2008年信友堂第二十一屆差傳年會，主題：祂的「最

後命令」，我們的「第一件事」(His "Last Command", Our 

"First Concern")，鄭治慧（那瑪）宣教師配搭差傳主日第一

堂及青少崇拜證道。

● 2008/11/23

差傳主日第三堂崇拜舉行鄭治慧（那瑪）宣教師差派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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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3

鄭治慧（那瑪）宣教師前往差會德國總會受訓，十天後轉

赴非洲創啟地區工場事奉。

● 2010/6/18-9/28

鄭治慧（那瑪）宣教師完成第一任期二年的事奉(含九個月

在北非的宣教實習)返台述職。

● 2010/7/1

週四宣教團契晚上7:30-9:30在504教室舉行，由本堂鄭治慧

（那瑪）宣教師分享「我不能！祂能！」。

● 2010/11/23

鄭治慧（那瑪）宣教師結束述職，返回非洲創啟地區工場

繼續第二任期宣教事奉。

● 2011/5/3

鄭治慧（那瑪）宣教師因病自非洲創啟地區工場返台治

療。

● 2012/3/31

鄭治慧（那瑪）宣教師因病安息主懷。

● 2012/4/12

上午在台北信友堂二樓大堂舉行鄭治慧（那瑪）宣教師安

息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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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耶和華，

去到福音最前線
—懷念鄭治慧宣教師

╱耿煒紅

2010年的8月，正值治慧回台述職的期間，神賜我們有

幾天時間一起瀏覽馬祖的風光，也拜訪她的親族、

同學，略述所見以為紀念。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

裡去。」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

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去。(太十四28-29)

治慧的家在馬祖鐵板的海邊，蜿蜒的巷弄，雞犬相

聞，親族比鄰，夜不閉戶，全村像一家人。也因著離島的

獨立、曾為戰地的保障，於血緣、地理、文化上，都有獨

特的感情及堅固的堡壘。治慧以護理專業，本可以在島上

擔任穩定的公職，但她聽見耶穌說：「你來吧。」就從倍

受呵護的家鄉下去，渡過海峽，甚至漂洋到北非，領受呼

召，要到耶穌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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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

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找著

了，就歡歡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裡，就請朋友鄰舍來，對

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路十五4-6)

與治慧一同拜訪了她的父母、妹妹、叔叔、姑姑、表

親、同學等等，因著多年不見，他們用福州話親切地交談

著，歡喜之情溢於言表，每人都拿出家中最好的招待治

慧，也邀請她上最好的餐廳，享用道地的家鄉料理、留她

敘舊、走訪共同熟悉的土地、分享多年來彼此的變化，

一切的溫情，濃密而甘甜，是情感及生活上的支持及歸

屬，然而她更看見北非那失迷者的需要，「去找那失去的

羊」，若找著，與朋友鄰舍的歡喜更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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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

離這非利士人的手……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

敗全在乎耶和華。」(撒上十七37，47)

治慧的個性淡薄樸實，從不為自己與人爭，穿著打扮

一向低調，親友要請她吃大餐也撿選不鋪張的、不坐宴席

的大位。然而當涉及真理及公義時，她就像牧羊的大衛一

般，與巨人歌利亞交戰而不至懼怕。不是靠口才(她不說閒

話)、不是靠外表(她個頭小)、不是靠知識(她由語言學起)、

不是靠背景(她單身)，只以單純的信心，倚靠耶和華，去到

福音的最前線。

所羅門的歌：「王帶我進了內室…他帶我入筵宴所…他

的左手在我頭下，他的右手將我抱住。」（歌一4；二4、6）

治慧不論在台馬或北非、在護理或宣教、在家中或

教會、在健康或疾病，她從未掉轉眼目在屬世的名位、

財富、人際、能力、個人的獲得上，只是單單仰望主，

享受有主同在的喜樂。縱使身體極度軟弱時，所求的

不是個人得醫治，是求「回去宣教工場」、「家人信

主」。她真體會到主愛的甘甜，一心尋求祂。如今她在

父的家中，進入內室、入筵宴所，蒙天父的安慰，願我

們眾人也同領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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