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光使團」- 跨宗派國際信心差會
潘翠琼傳道
恩光使團執行主任

 		 恩光使團是一間跨宗派的國際信
心差會。我們致力於最少聽聞福音的群
體中，1用本土語言和文化傳揚福音建
立屬於他們的教會，以榮耀神。啟示
錄5章9節中提到「從各族、各方、各
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我們深信神從起初到終末的心意始終如一，就是恩及萬邦。我們服侍的
群體包括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難民/流散群體、以及其他亞洲的少
數族裔。幾年前，我們更開展了聾啞人士的工作。「轉化福音未及社群，
齊來尊崇耶穌基督」是我們的異象宣言—透過我們的見證、服侍與宣講，
以不同創意的方法，讓未得之民經驗福音所帶來的轉化，成為敬拜耶穌的
群體。

有關恩光使團的成立與發展，主要來自於三個不同的根源。

服侍佛教及亞洲少數族裔的根：

	 1909年，杜玉蘭姑娘	(Miss	Florence	Drew)	從美國來到香港。她的心
志是接觸貧窮人，起初於油麻地開始服侍漁民群體。及後隨著不同的同工
加入，事工擴展至廣東省沿海及珠江一帶，後來華南水上基督徒會正式成
立，建立了40所水上教會，有數千人聽聞福音。因著不同水上人的需要，
他們後來也建立痲瘋病院、建立福音船、辦學教育漁民子女。1949年因中
國政治環境劇變，宣教士撤離，並轉移於香港、日本、泰國、及毛里裘斯
繼續展開福音工作。於1953年，重返香港的三首福音船正式改名為東方水
上教會（現時名為東方基督教會）。1967年與國際傳道會（現名恩光使
團）合併，這也成為了我們現時服侍佛教徒和亞洲少數族裔的根。

1. 「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是指身處少於2%	 基督徒人口的社區，以及並不能用自己的語言或文化
認識福音信仰的人。現今全球有超過33億人口屬於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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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有超過五億的佛教徒，除了遍佈東亞地區（如泰國、柬埔寨、斯
里蘭卡、日本等）外，在世界不同的地區，也可找到他們的足跡。他們的
信仰是透過自身的努力不斷修行，以達涅盤的境界。當中有約78%的佛教
徒，從來沒有機會聽聞福音，也不知道只要信靠耶穌基督，便可得著真正
的自由和平安。我們希望透過與他們一起生活，與他們分享真正的平安。

服侍印度教的根：

	 來自蘇格蘭的戴維森牧師	 (Benjamin	 Davidson)	 於印度開展布料商
貿工作。他熱衷於與人分享基督信
仰。1930年，戴牧師年正69歲，他
在印度的南部開展了印度事工，這就
是印度傳道會的起始點。差會建立了
超過250間教會，許多教會都是由印
度教歸主者負責植堂建立。於50年
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差會在巴
基斯坦開展了新的工作。1953年，
印度傳道會正式改名成為國際傳道會		
（現名為恩光使團），成為了恩光使團服侍印度教群體重要的根基。

	 現時全球約有近12億的印度教徒，有超過九成的人屬於最少聽聞福
音的群體。他們相信業報輪迴，深受種姓觀念拘束，認受每人的命運（甚
至職業）也是出生前已經命定；人能做到的就是順從一切命運的安排。印
度教徒一般會膜拜不同的偶像，希望從中得到保護。而我們定意前往他們
當中，讓他們知道人有自由意志去作出選擇，同時間獨一真神已為我們預
備了最好禮物—就是那讓人得著真正自由的福音賜予我們。我們曾認識一
位印度教背景的女孩子，她透過宣教士的分享，認識和經歷到耶穌基督的
真實。有一天，她對當時仍是印度教徒的爸爸表示：「我已決定要跟隨耶
穌，以後也不會再膜拜別神。我知道你聽了後會不高興，甚至會打我，但
我已決定了，也不會改變。」你願意見到有更多的印度教徒經歷同樣的生
命轉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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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伊斯蘭及流散群體的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千上萬的難民和孤兒從周圍國家湧入伊朗西
部。1921年，弗朗西斯．斯特德	 (Francis	 Stead)	 帶領七名孤兒，在伊朗
建立了孤兒院和工業學校。他的目標是希望被撫養孤兒能在基督教環境成
長。他在其中建立教會及幫助農民，好讓他們能更有效地耕種。伊朗內地
會於1950年成式成立，並於1955年與國際傳道會（現名為恩光使團）合
併。1979年，伊朗發生了原教旨主義的大革命，以至不少人流亡逃難。差
會也在同年間於土耳其及美國西部開展伊朗流散群體的工作，成為了我們
服侍伊斯蘭世界及流散群體的根基。

穆斯林屬於全球最龐大的最少聽聞福音群
體。現時共有超過19億的穆斯林，其中
86%未從聽聞福音。他們所認識的耶穌，
只是先知不是神，也沒有死而復活。他們
相信要靠五功（包括：念証、禮拜、齋
戒、天課和朝覲），才有上天堂的機會；
但他們自己也知道，要得到上天堂的機會
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同時間，伊斯蘭教
卻是一個很講求順服的宗教，不許他們的信徒提出問題或去認識其他宗
教。曾記得有一位穆斯林，他認識了我們的同工並得知他是基督徒後，有
一次在沒有其他人在場的時候，靜靜地問同工：「耶穌是誰？」與「人死
後會去那裡？」的問題。穆斯林群體需要之龐大，你會如何回應？

差會現況：

	 現時恩光使團約有近600多位同工，於最前方的工場和後方作出支
援。前方的同工住在不同最少聽聞福群體中，透過與人生活和聖經，將真
正使人平安的救主介紹給他們，以致他們的生命能經歷轉化，成為敬拜耶
穌基督的一份子。隨著時代的轉變及不同地方的需要，我們除了需要傳統
模式的宣教士之外，近年來更積極開展職場事工（Marketplace	 profes-
sion）及營商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盼能以更多元的平台進入未
得之民當中，成為他們的見證。而在這使命的背後，我們很需要不同的支
持者，在祈禱、經濟、以及實踐行動上成為我們的支援。你會否願意成為
我們的一員，與我們一同肩擔及完成神所交托我們的大使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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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前「亞森」開始跟我們聯絡。五年前他在夢中見到一個白衣男
子，雙手發光，這個夢多次出現後，他的一位朋友幫他找到一本聖經，通
過研讀聖經和朋友的見證，五年前亞森決志信主。他描述在冰冷的氣候、
地上還有積雪的環境下受洗！他又給我們寄發自己寫作和錄唱的詩歌，他
的未婚妻和兩個弟弟也信主了。最近，他那位持極端主義觀念的表兄向當
地政府舉報他，控訴他傳基督教，幸好那位表兄的母親及時警告亞森——
他和一位弟弟在宗教警察抵達家門前半小時逃離了！

	 亞森計算過跟隨主的代價，他引述路加福音18:31-33：「耶穌把十二
使徒帶到一邊，對他們說：『看，我們現在上耶路撒冷去，那藉著先知們
所寫的一切有關人子的事，都要成就。要知道，他將被交給外邦人，被戲
弄、受凌辱、被人吐唾沫：他們要鞭打他，並殺害他；然後在第三天，他
要復活。』」

	 這些日子，亞森正背負著自己的十字架，他不能回家，也不能在自己
所屬的省份逗留。可是，他傳福音的熱情卻沒有減弱，他願意跟素未謀面
的「韋伯」聯絡，談論聖經真理，又主動提出及組織網上聚會，讓他認識
的信徒可以一起查經。九月中旬，我們開始了第一次的網上查經，亞森、
韋伯、亞森未婚妻的好友（一位主內姊妹）和我們夫婦二人一同在網上聚
會，這是我們從事這個普族事工的首次信徒小組聚會（並非單對單，而是
超過兩個信徒）	，實在感謝天父！

	 在網上查經後兩天，亞森向我們發短訊，通知我們他被當地政府捉
拿了！請記念亞森，求主保護和堅固他，甚至施行奇蹟釋放他；又在這個
困難的境況下，堅固他的未婚妻和兩位弟弟。請切切為上述的網上聚會禱
告，求聖靈賜智慧並指引下一步。

動人故事 小枝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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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多，我們不斷向成千上萬的人發送聖經故事，也一直祈求天
父展示這些故事如何改變普族人的生命。「莫文」的反應正是這個禱告的
回應。在看到我們的臉書廣告後，他點擊了「發送消息」按鈕，連接到我
們的聊天機器人，並在一天之內讀完了第一個系列27個故事！他表示有興
趣查考有關耶穌基督的資料，並在收到第二個系列有關耶穌的教導和奇蹟
的幾個故事後，說：「我對耶穌基督的觀念日復一日在轉變中，我面臨一
個嚴重但有價值的警報。」讚美父神，祂的話語充滿力量！莫文收閱有關
計算代價的經文後，向我們致謝；然後，他主動提出跟我們通電，追尋了
解如何回應他所閱讀的真理。在收閱有關經文後，他決志信主，並表示獲
得赦罪的確據！感謝天父！

	 在2021年阿國政權變遷之前，莫文積極鼓吹人權，在政權變遷後，他
害怕新政府逼迫，故此開始逃亡，在山區朋友家中借宿。祈求天父保護和
供應莫文，為他開一條出路；山區的手機信號時好時壞，求父憐憫，讓我
們的聯繫不會受到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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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短宣使團（簡稱「國宣」）乃於1991年7月第四屆華福會議期
間成立，並於1994年12月在美國註冊成為一個華人國際宣教組織，並於
2012年12月在香港註冊。感謝神，現在全球	 9	 個地區設立短宣中心（香
港、多倫多、東馬美里、溫哥華、紐約、悉尼、泰國、芝加哥、三藩市灣
區）及	 3	 個地區設立短宣佈道團（波士頓、英格蘭、蘇格蘭）推動人人「
短期受訓、長期宣教」，國宣肩負凝聚各區總負責人定期交流功能，讓大
家能在課程、講師、學員、資源上彼此參考。另外，國宣也承擔著差會角
色，負責差派及支援宣教士，投身普世宣教事工。國宣五年一度國宣大會
訂定未來五年發展方向，感謝神，2021-2026國宣與各區正同心推動	 5	 項
聯合事工，包括：拓展新區域、電子資源中心、eSTM「華語福音勇士訓練
課程」、「本地跨文宣教」課程、「網絡文化宣教」課程等。

 感謝神！2021-2026國宣與各區短宣中心及佈道團，開展五項聯合事
工，拓展短宣運動，深深體會聖靈的引導！

I.	 開拓新區域—英國
 經過「英國短宣同路人」一年的禱告凝聚，在全球新冠疫情影響下，
仍於2022年7月份完成網上佈道訓練，及兩區福音探訪工作。感謝神！於
2022年7月23日成立「英格蘭短宣佈道團」及「蘇格蘭短宣佈道團」，榮
耀歸主！請記念兩區短宣佈道團的開展。

麥鳳佩傳道
（國宣義務副總幹事）國際短宣使團 https://ifstms.org/

推動全球華人「短期受訓、長期宣教」

「英格蘭短宣佈道團及
蘇格蘭短宣佈道團2022.7.23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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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國宣電子資源中心
	 於2021年10月1日啟動，由不同的佈道人提供佈道、護教、宣教資
源，歡迎瀏覽採用。https://eresource.ifstms.org/

III.	 開展eSTM華語福音勇士訓練課程
	 目標透過電子平台，設計適切華人的佈道宣教訓練課程，務求裝備更
多操華語信徒，向全球超過13億華人還福音的債！。

IV.	 本地跨文化宣教課程（香港）
 https://ifstms.org/%e5%9c%8b%e5%ae%a3%e8%aa%b2%e7%a8%8b/
	 本課程旨在裝備廣大信徒，對不同宗教群體的認識，例如︰穆斯林、
佛教徒、印度教徒、猶太教徒等等。期望學員能從接觸到了解，結業後組
成跨文化使命小組（Focus	Group）、長期關注該宗教群體的情況。

	 另外，「猶福課程」亦計劃於2023年2月開辦。2022年10月18日舉
行「猶福異象分享會暨猶福課程」介紹。
歡迎報名https://forms.gle/7v47ZUfgFEejte469

V.	 網絡文化宣教課程（網上授課、全球召募學員）
	 現今互聯網發達，世人深陷線上虛擬世界，「網絡文化」應運而生，
其負面影響卻常被忽視，實在需要更多信徒興起裝備，能有效地透過網絡
作見證，成為網絡宣教士。

「穆福課程」講師、委員及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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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至2023年2月國宣、港宣及新興宗教關注事工合辦「網
絡宣教課程」，共六科：「異端與新興宗教綜覽」、「網絡文化（一）：
分辨真偽訊息」、「網絡文化（二）：從網民到網宣」、「福音（生命見
証）影片製作」、「福音神學」及「福音影片製作實務」共60小時課堂，
另30小時實習及60小時畢業企劃。

第三屆「一厘米」本地跨文化短宣體驗（香港）
	 國宣與港宣於2022年7月5至17日（二至日）合辦第三屆「一厘米」
跨文化短宣體驗，分13天、6天、3天（穆福隊及猶福隊）行程，領隊及隊
員62人次，齊心拉近與本地少數族裔距離至「一厘米」、分享基督的愛，
包括：南亞人（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泰國人、印尼姐姐、猶太人
及柬埔寨人等。8月11日見證會順利進行，41位出席。

第三屆「一厘米」短宣隊_1
─她們「幫襯」少數族裔的店鋪

第三屆「一厘米」短宣隊_2
─與尼泊爾小孩活動

第三屆「一厘米」穆福隊準備出發
─深水埗行區祈禱

第三屆「一厘米」猶福隊品嚐
地中海特色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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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參與服侍印尼姐姐，讓他們經歷主耶穌的愛＞ 

歡迎不同教會/肢體參與，
同心合意，見證主愛！

日期：10月23日（週日）
時間：下午2:00-6:00
地點：觀塘海濱發現號一號場

各教會可選擇參與範圍：

（1）台上表演項目：歌舞、魔術、樂器、默劇…
（2）派出義工協助場內場外之工作；
（3）認購門票：鼓勵會友送給家傭參加活動，每票$20。
（4）奉獻支持：本活動預算$5萬元（包括場地租借及攤位佈置及安裝、

禮品）
（5）設置攤位：1-2個攤位活動，可以服侍或遊戲，讓參加者藉不同遊戲

思想人生及信命真義！

貴會可考慮選擇參與以上的不同環節，望於
9月30日前回覆，之後按需要安排各參與單
位一同開會，了解流程。

報名及查詢：
Rainbow	牧師	93321671
Anna	51720624

香港浸信會差會
主辦＜印尼青年節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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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應許的尚未成，有人以為衪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4：35下）

1. 成為「宣教的同路人」
	 今日，世界在新冠肺炎持續肆虐下，已超過六百萬人喪
生，而俄烏的戰爭亦導致超過六百萬烏克蘭難民逃離家園與
及帶來能源危機，加上最近台灣台東縣連續兩日六級以上的地
震，這些災難讓我想到主再來的日子近了。其實，神藉聖經清
楚表明主沒有耽延衪再來的應許，而是寬容基督徒要把握時機
往普天下去傳揚叫人得救的福音，並且應許他們領受聖靈所賜
的能力，作主復活的見證人。（徒1：8）因為這是神對全人類
的心意和計劃，祂不願有一人沉淪，而願人人都悔改，得著救
恩。（彼後3：9）二千年前，主耶穌提醒門徒，福音的莊稼
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4：35下）今日，我們看見世人
活在苦難與恐懼、病患與不安之中，失去人生的盼望。世人極
需要耶穌基督的福音帶給他們平安、喜樂和大有盼望的豐盛人
生！弟兄姊妹！世人沉淪在罪海中，不能自救，我們願意將福
音的救生繩拋出去救人嗎？深願主興起我們成為「宣教的同路
人」！大家同心協力，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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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心協力，興旺福音！」(本會工場)

A. 國內事工
• 求主保守潮南仙港、神山、仙城，與及清遠連山吉田、永
和的需要，疫情中各人都平安，福音工作及教會發展不受
疫情影響。

B. 泰國清邁恩福之家
求主保守藍福秀姑娘及同工在清邁「恩福之家」學生中心的事
工發展，疫情中各人都平安；又求主幫助中心學生在生活和學
習中，能夠聽信福音。	

C. 德國工場(香港浸信會差會工場)
• 求主保守宋景昌牧師師母9月15日回港述職，一切順利，
並賜他們平安與健康。

• 在9月至11月期間，求主保守、賜福及使用替代牧者李傳
道夫婦的牧養工作。

• 在疫情中，求主保守教會的弟兄姊妹身體健康，有和諧的
人際和家庭關係，並醫治確診的弟兄姊妹。

• 求主恩領漢諾威教會事工的發展，保守長執與同工有美好
的配搭，使用福音預工接觸及與慕道朋友分享福音。

• 求主賜智慧予人事小組約見部份時間傳道同工及處理相關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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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為緬甸求平安(香港浸信會差會工場)
• 求主保守及供應恩盈中心的需要，在疫情及暴風雨中各人
都平安。

• 宣教士：文燦潤牧師、師母的代禱事項：	
1. 感恩已辦妥一年簽證和多次來回簽證。按神合宜時間，
進入緬甸參與服侍。

2.	已於	8	月	1	日回港述職及放年假，並將於10月底或11月
初返回工場，繼續泰緬工作，求主開路，賜一切順利。	

3.	記念每週一次在泰北美彰晨曦會培訓中心教課和每週講
道服侍。	

• 緬甸工場的代禱事項：	
1. 求神憐憫緬民，早日止息戰亂和開關，緬民有機會得聞
福音，在困境中得著平安。	

2.	為緬甸的醫療需要代禱，因病患者缺乏治療設施和照
顧，求主憐憫。	

3.	緬甸浸聯會籌備全國大會於	11	月	23-27	日在大其力舉
行。求主堅固牧者作美好服侍。

E. 其他
• 世人面對新冠疫情、烏克蘭的戰火和難民與及台灣台東縣
地震的災民，求主憐憫、施恩拯救他們。

• 求聖靈感動和興起眾教會弟兄姊妹成為「宣教的同路人」
！大家同心協力，興旺福音！

• 「使命團契」將於2022年10月23日(日)下午2:00至6:00
參與「印尼青年節同樂日」活動，求主使用當日每一個項
目，讓負責的弟兄姊妹謙卑學習服侍印尼姐姐，讓她們經
歷主耶穌的愛，誠邀預留時間出席參與，如有查詢，歡迎
聯絡黃玉音執事(電話9175	7209)。

2022.10.02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