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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营商事工全球智库」开展独特论坛，让全球同工及领袖集思广益。当我们再次开展项目，

即以「激励」一词为关键。智库之目的，是激励全球营商事工运动，装备和鼓励有志事神益

人之士透过营商在全球服事。 

 

为此，我们在国家、地区及国际层面组织了 30 多个工作组，部份组别集中探讨营商事工运

动之特定议题，亦有探讨某地区或国家营商事工情况者。 

 

成立工作组之目的，是聆听、学习、分享与联系。我们发展各类工具与模块，让小组透过遥

距会议及现场咨询通力合作；对话之成果是生出各样材料，包括论文、分析、个案研究、工

具与资源索引。 

 

为使组别对话效果更佳，我们划一营商事工定义： 

 

营商事工是： 

 

 有盈利和可持续的生意； 

 旨在以神国度目的，影响国家与人； 

 聚焦于全面转化和经济、社会、环境与属灵等多方面的结果； 

 关心世上最贫困及最少闻福音的群体 

 

此定义源于营商宣教首次智库，他们发表了《洛桑第五十九号特别报告－营商事工》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 on Business as Mission），及《营商事工宣言》，详参：

http://www.lausanne.org/docs/2004forum/LOP59_IG30.pdf （ 英 文 版 ） 或 

http://www.chinesebam.com/bam-database/literature/（中文版）。 

 

智库项目为营商事工运动汇聚全球知识与社会资本，除了产出多篇专文，还在 2013 年 4 月

泰国举办的营商事工全球会议及工作组领袖论坛建立网络，务求将集得资源共享和广泛传

播。 

 

本报告是30多个工作小组所写一系列论文之一，其背后功臣，是来自各大洲数以百计参与营

商事工之领袖。智库其他报告见：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 （英文版）或 http:// 

www.chinesebam.com/bam-database/reports/（中文版）。 

这些报告，并非营商事工智库最终目的，却是参与相关事工之营商事工同道及各界领袖之重

要反思，以彼此启发，扶助前行。我们仍须继续抓紧各议题，处应需要，裨补罅漏。部份小

组将继续工作，启发新理念，推动营商事工运动继续前进！ 

 

过去两年多，智库幸有机会筹办此前所未有之全球合作项目，回顾整个过程，看见我们固有

力所不逮，志愿未达的时候；然而，我们同时见证神能成就远超我们所想所求的。 

 

在此感谢一同劳苦之各位同道，令智库所谋终于有成。特别感谢策进小组、议题与区域小组

众领袖、支持团队，及我们的丈夫与太太－Mark 与 Jennifer，感谢他们沿途不断支持。 

 

深愿这些论文、个案研究、工具、建议与资源得以广泛使用，以鼓励和装备众同道，为推展

全球营商事工运动出一分力。 

http://www.lausanne.org/docs/2004forum/LOP59_IG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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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

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弗三 20－21) 

 

联合主席 

祖·普伦麦尔（Jo Plummer），迈茨·图内哈格（Mats Tunehag） 

 

2013 年 9 月 

chairs@bamthinktank.org 

mailto:chairs@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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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营商事工之人材招募、训练与部署 

成功与挑战 
 

营商事工全球智库「人材招募、训练与部署」议题小组尝试聆听在职从业者在这方面之经

验，从中学习，以期寻找更有效方法，在以下范畴做得更好：招募人手、创业前后之培训，

确保成功部署之架构与运作流程。 

 

研究方法包括：有营商事工从业者、商务及宣教领袖参与的焦点小组，网上不记名问卷调

查，深入的跟进访谈以取得额外实质资料，并文献综论。以上各种研究旨在探究从业者维持

营商事工理论「四重底线」之成效。 

 

「人材招募、训练与部署」小组首先探究成功营商事工从业者之主要特质，分别从在职从业

者、宣教领袖、及非宗教组织商业领袖三种角度作评估；此外亦检视目前用作招募从业者之

渠道，探讨可改善处。 

 

本小组检视目前营商事工运动之训练做法，并探讨在职从业者所提受训之需要，以期改进表

现与影响力。 

 

最后，本小组探讨身在工场、正在营商事工企业服事的现职从业者其成功因素，我们同时评

估在研究人材招聘及训练阶段被视为重要的因素是否与在部署阶段被视为成功的营商事工从

业者相关。 

 

本研究几项主要发现包括： 

 

 调查样本中大多数现职从业者是「自我招募人士」；可发掘更多主动招募之方法及渠

道。 

 称职的营商事工从业者明显具备四大特质： 

1. 品格和灵命成熟 

2. 有热忱，适应力强 

3. 创业能力强 

4. 社交能力强 

 营商事工培训可有更多元发展潜力，特别在进深营商学、地区及行业营商机遇。 

 有需要增进营商事工从业者与聚焦招募培训及部署机构之间的联系、扩大网络与协

作。 

 营商事工业务在工场部署阶段尤其需要顾问指导、问责、研究与代祷。 

 若论订立目标、表现与问责架构三方平衡上，关注到四重底线理论是否切合实际。 

 事工企业能目标清晰、或能成功转化环境的事例稀少。 

 

营商事工算是新兴运动，在不长的发展年日里，其招募、培训与部署能有目前之强度，的确

令人鼓舞，但仍有可改善处。本报道亦就未来研究、协作与创新方面提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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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事工之人材招募、训练与部署 

成功与挑战 
 

引言 
 

小组目标与营商事工的「四重底线」 

 

营商事工智库「人材招募、培训与部署」小组之工作目的，是探讨事工运动目前相关情况，期望

在这些范畴发展出业内最优秀框架，以本研究发现为基础，应对营商事工运动之需要。 

 

本研究之主要前设之一，是营商事工企业——或称营商转化企业（Business for Transformation, 

B4T）——应考虑「四重底线」；即是说，营商事工从业者应就属灵、经济、环境与社会

（SEES）转化四方面作计划并衡量结果。而本研究设计，是评估研究样本中之营商事工企业及

从业者是否能达到这些目标；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探讨运动的理论目标是否切合实

际，宣教领袖与差会又是否能为营商事工同工提供正确资源，以达到目标。 

 

研究方法 

 

本研究包括几部份。有 23 位营商事工从业者参与网上问卷调查，旨在探究：人材招募过程中其

动员力之源，从业者眼中的成功特质，从业者或差会正在使用、而被认为有用的培训和资源种

类。 

 

每位受访者在网上完成问卷后，均透过电话或 Skype 参与一个后续访谈，旨在为网上问卷所得提

供细节，并作较深入访谈，以了解他们是否成功达至属灵、经济、社会及环境转化四方面的目

标。 

 

本研究另一部份，是为差会领袖、营商事工从业者，及非营商事工之商务专业人员分别设立焦点

小组作研究，探讨各组心目中的成功营商事工的主要因素。 

 

最后作文献综览，探讨营商事工理论家心目中从业者应具备特质。 

 

本研究将发现内容分为优点、缺点、机遇与威胁（SWOT）四大范畴，在此框架下作分析，以发

现其他重点，新兴课题与建议。 

 

人材招募 

 

研究伊始，我们将营商事工人材招募定义为：挑选可造之材，为之提供装备以成为营商事工从业

者之过程。招募过程包括衡量候选人之技能、教育程度、经验、信仰历程与其他因素，以决定差

会是否可培训他们，预备进入营商事工行列。我们发现大部份从业者都是自动投身这个行列，在

认识营商事工后感到蒙呼召。 

 

焦点小组论成功特质 

 

我们探讨的问题是：「成功的营商事工从业者应具备哪些特质，我们应招募哪些人投身服事？」 

 

我们有一前设是，差会领袖组别眼中的成功宣教士特质、营商事工领袖眼中的成功营商事工专业

人员，并商业领袖眼中的成功生意人特质，三者间应有若干重迭处。进行研究前我们假设，下列

特质应有彼此重迭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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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1：文氏图（Venn diagram）显示我们所设三大焦点小组，与我们假定的「成功特质」有重迭处 

 

我们设立三个焦点小组以搜集资料，从差会领袖、营商事工专业人士及商界领袖三种角度，论成

功从业者应具备特质（按世俗营商或营商事工模式）；第三组——商界领袖成员包括生意东主、

行政人员及人力资源管理从业员。 

 

然而，当焦点小组列出心目中应有特质，却与传统文氏图（如图 1）并不吻合。综观三组所列，

我们发现当中虽有重迭处，却是呈线性模式，如图 2 所示。值得留意的是，商业领袖与宣教领袖

心目中的成功特质彼此间并无关连。 

 

 
图 2：据三个焦点小组报告的「成功特质」所绘之文氏图模式 

 

各组别较常提及之成功特质见表 1。第二栏是传统宣教士与营商事工从业者皆提及之特质，第四

栏是营商事工从业者与商界专业人士皆提及之特质。 

 

宣教士 

营商事工专业人士 商业专业人士 

宣教士 
营商事工专业人士 商业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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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 宣教士／营商事工 营商事工从业者 营商事工／商界专

业人士 

商界专业人士 

多元文化智能 重视人 避免论断 擅长观感管理 有远见 

清楚蒙召进入工场 能容纳分歧  擅长期望管理 具诚信 

仰望神作工 怜悯心肠  情绪智商高 有领导才能 

与神契合 处事灵活   诚实聆听 

自我身份意识良好 机智   具竞争力 

明白基督教规 有同情心   可靠 

 

表 1：各组别常提及成功从业者应具备特质 

 

从上表可知，我们若忽略了营商事工同时涉及宣教及商业两个范畴，即可能遗漏若干应具备特

质。 

 

几个组别归纳出成功营商事工从业者应具备特质： 

 

 重视人 

 容纳分歧 

 有怜悯心肠 

 处事灵活 

 机智 

 有同情心 

 可避免论断他人 

 擅长观感管理 

 擅长期望管理 

 情绪智商高 

 

网上调查与跟进访谈 

 

网上调查与跟进访谈探讨人材招募两方面：招募营商事工准从业者之适当场合，并准从业者应具

备特质；此外亦提供几个入行案例。 

 

招募人材之场合 

 

当问及营商事工运动应从甚么渠道招募新同工，大多数现职从业者都提到，会从认识的信徒中物

色；另亦提到可透过商业组织与网络招募。有几位受访者注意到，现职从业者及运动本身应更主

动对外谈及营商事工。此外，大部份从业者在开展生意之前都到过海外，部份人入行前并无营商

经验。 

 

人际网络 

 

有不少受访者认为，透过人际网络物色新同工是最佳途径，然而引申出问题是：「应在哪些人际

网络招募？」据本研究小组之经验，营商事工从业者之间通常彼此认识，许多人正式加入之前已

身处海外或工场，假如招募活动，是以更广阔之「本国信徒网络」为对象，则透过在职从业者人

际网络物色其效果有限，因为他们的网络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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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人中物色 

 

有某些受访者建议可从现职商界的基督徒中物色，这是共同议题，因受访者回答其他问题时亦

说，准营商事工从业者最好有营商经验。这引申出另一考虑，即我们应否联络基督徒商会，在那

里搞座谈会，鼓励他们以营商事工异象将业务扩展海外。 

 

联络与动员活动 

 

有组织透过讲座与会议动员与联络有志之士，藉此物色同工。举例，几位受访者提到枢纽营商转

化网络（NexusB4T）透过向地方堂会与商人分享讲道，招募准从业者，虽然我们不能够确认这是

否一个成功的策略。枢纽营商转化网络主要动员信徒前往 10／40 之窗地区工作（东半球赤道北

纬 10 至 40 度地区），宣教学家称该区是未闻福音人口最密集之地，是项工作饶有意义。他们的

工作可能忽略了想在 10／40 之窗地区以外作营商事工之人士。我们需要更多联络与动员组织和

活动。 

 

倡导营商事工 

 

部份受访者称，应多讨论营商事工。此言甚是，惟需要进一步厘清如何可达致这目标。本研究小

组同意，可以开创对营商事工更开放的讨论，尤其在学院、大学与神学院等场境。 

 

营商事工准从业者要有的特质 

 

据本研究调查所得，营商事工从业者领袖们普遍认为，准营商事工从业者应具备以下特质。 

 

坚毅不屈 

 

收回问卷中，最少六人响应说，营商事工从业者应具备此种特质，他们用「坚毅」、「不屈」、

「执着」等字眼形容。一位受访者说，坚毅心志之所以必要，因为从业者应知道不可能做几年事

就功成身退，必须长期委身。我们相信，大多数商人都知道，做生意不可能一蹴而就或随时离

场，需要有远见，并长期委身。 

 

受教 

 

最少五位受访者写下「愿意学习」、「受教」，我们归作同一种特质。在招募时期，这种特质较

难辨认，但也非不可能看出来。 

 

有团队精神 

 

三位受访者说，从业者须有团队精神。相反，另两位受访者说「能独立」很重要。两相衡量之

下，我们认为「有团队精神」的确重要，尤其在发展中地区做生意往往讲关系，讲求独立的人在

世界大部份文化背景里工作都会有挣扎。 

 

谦卑 

 

两位受访者认为从业者须谦卑，我们同意有志宣教的基督徒企业家须具备此特质。 

 

领受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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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受访者说，营商事工准从业者需要领受特别呼召才进入工场，而且须委身于呼召，遇困难的

时候才能保持目标明确，有不移之志，因为必定有困难。 

 

其他成功因素 

 

几位营商事工从业受访者称，营商事工能否成功，其中最重要因素，是营商经验。第二种最常提

及的因素，是跨文化经验。明显地，很少受访者认为从业者必须受过神学训练才能成功。 

 

网上调查显明，受访的在职营商事工从业者在学习这事工的时候，有很强的内在动机。他们认识

营商事工多数靠个人网络，很少人透过宣教机构、基督教大学、普通大学或神学院等机构来了解

此事工；与之相比，地方堂会更重要，大概是因为从业者早已和堂会有联系。 

 

创业案例 

 

营商事工会议与讲座在人材招募过程中的重要性，见于一位受访者实例。他首次接触营商事工，

是透过参加东南亚某国举办一个相关会议，并阅读营商事工从业者所写论文。他于 2004 年开始

与导师分享这方面异象，并为此成立小组，一起分享异象与祷告，并于 2004、2005 及 2008 年举

办为期两至三天座谈会，讲营商事工概念，如何开展，在工作活出信仰等。 

 

好几位受访者所提营商事工若干成功事例，都似乎是无心插柳而成事。其中一个人称，他本来是

在某国受雇于一家跨国公司从事专业工作，因看见当地需要，就离开原有工作岗位，开展营商事

工生意，扶掖当地工匠，并以此作属灵接触的平台。 

 

另一位营商事工从业者说，她的企业为准从业者提供实习机会，是理想而风险较低的方法，让有

志者探索营商事工进路是否适合自己，同时帮助他们产生对一同工作的当地人的爱心。 

 

人材招募态势分析的重要发现 

 

下列态势分析（SWOT analysis），概述有关营商事工运动人材招募方面之几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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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多属个人资助 

 基督徒商人数目多，可从中招募和训练营商

事工从业者 

 有营商经验 

 资历高 

 优良书籍素材，以在招募和训练时解释营商

事工概念 

缺点 

 堂会对营商事工运动认识甚少 

 许多营商事工从业者自动请缨加入行列，资

格自定义 

 基督教机构能提供数据者不多 

 营商事工从业者间缺乏相关行业的专门知识 

 差会集中使用传统宣教进路，采取营商事工

进路者较少 

机遇 

 更主动、刻意动员基督徒商人投身营商事工 

 更主动与基督徒商人谈营商事工 

 可利用基督教网络（教会／差会／教育机构

／企业）招募人材加入营商事工 

 招募过程更集中于属灵事，包括师徒门徒训

练与祷告伙伴 

 传递「营商事工团队」概念，以翼发挥更多

营商事工从业者的优势 

 组织营商事工团队应包含营商以外之技能

（如牧养、神学、植堂） 

 可采取已证行之有效的现成工具、计划、技

巧以达属灵转化 

威胁 

 缺乏营商经验 

 有志投身营商事工之士资历不足 

 缺乏优良书籍素材，以在招募和训练时解释

营商事工概念 

 需要高度倚靠个人资助 

 未能充分接触基督徒商人，从中招募及训练

营商事工从业者 

 

表 2：营商事工人材招募态势分析（SWOT Analysis） 

 

人材招募相关文献综览 

 

我们按现有文献，归纳众多作者心目中对成功商人及成功营商事工从业者之定义；所得结果与焦

点小组所见相符，特质包括： 

 

 有远见 

 适应力强 

 有创意 

 有热忱，专心致志 

 具领导才能 

 处事灵活，敏锐环境 

 洞悉先机 

 具解难能力 

 常担当人之谋士 

 

从文献可归纳出营商事工从业者理论上之特质： 

 

 不墨守成规，有团队精神 

 有魄力而坚毅，同时有耐性与怜悯心肠 

 失败乃成功之母，懂得从错误中汲取经验 

 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但广交具备其他才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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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控制大局，又懂得授权 

 难以共事，但追随者众 

 

人材招募总结 

 

各种研究方法为招募营商事工人材提供不同视野，综合所有成功营商事工从业者之特质，可分为

四大类别：性格与属灵成熟度、个人热忱与坚毅、创业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 

 

 
 

图 3：成功营商从业者特质分类思维导图 

 

此四大课题，与现职营商事工从业者所见两大成功要素吻合——即具备营商经验，辅以跨文化经

验。不难看见，这两种经验有助提高从业者之创业能力、人际关系技巧，洗练个人坚忍意志与性

情。 

 

营商事工从业者认同宣教领袖的看法，认为营商事工从业者也须展现传统宣教士应有特性，包括

跨文化灵活度、有属灵呼召、营商事工仰望神带领，并能透过日常生活展现基督教原则。 

 

论到属灵与性情成熟度，受教与处事灵活是两种重要特质；考虑到营商事工作为宣教政策其发展

特质，并开展事工业务将涉界线含糊之处，这些特质尤显重要。 

 

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大多数营商事工从业者非招募而来，大都是自愿投身这个行列，再看书或参

谦卑 

正直 

有清晰呼召 

可靠 

与神关系 

自我身份形像 

受教 

对神有信心 

性格与属灵成熟度 个人热忱与坚毅 

矢志不渝 

坚毅 

有热忱 

专心致志 

灵活 

容纳分歧 

有才干 

擅长解难 

营商事工从业者特质 

具团体精神 

重视人 

有怜悯心 

情绪智商高 

具同理心 

给明智的意见 

避免论断 

有创意 

有远见 

敢冒险 

人际关系能力 创业能力 

擅长把握机会 

竞争力强 

擅长期望管理 

擅长观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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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讲座自学。这可算是优点，因为当事人动机强，成功机会也较大。但亦可见，在招募人材方面

需要更刻意着力动员。 

 

将成功营商事工从业者应有特质一一罗列，看来要求甚高，令人却步，但据此准则招募人材，并

刻意培养这些特质，诚为必要。营商事工要求独特，从业者须同时具备好品格、人际关系及营商

技巧，是其他类型宣教事工所没有的，因此在分享异象与机遇时须清楚说明，并要提供适当训

练，为在职营商事工从业者提供资源，帮助他们尽量培养这些特质。 

 

有关招募人材的建议 

 

既辨明营商事工从业者须具备多样技能方能成功，则应该进深研究，看从业者该如何平衡各项特

质。我们知道，没一个人能具备所有才能及／或特质，因此须辨明当招募人材时，哪些特质属首

要考虑，哪些可以借着后期训练培养。此外亦须探究如何增进营商事工企业的属灵层面，辨清具

潜质之从业者应具备之属灵特质。 

 

目前大多数营商事工从业者属自愿投身，因此值得探究更正规招募机制之角色——比如说，应在

哪里动员，才更容易物色到合适的营商事工从业者？ 

 

训练 

 

招募之后，须为有志投身营商事工之士提供足够训练。作为这部分研究的开始，我们先聆听从业

者的说法并定义培训为「预备、装备、启用并赋权予营商事工从业者开办或受聘于国度生意。」 

 

我们认为装备过程应包括营商训练、及适度的神学／宣教学训练；若属创业，应包括筹划与撰写

业务计划、或是营商转化计划。我们藉各种研究方法验证此理，集中看如何训练自觉被呼召作营

商事工从业者。然而我们亦留意到，营商事工投资者、牧者、差传机构领袖或神学生对营商事工

所知仍不够透彻，因此，在这方面多受教育会有裨益。 

 

现有训练资源 

 

现存若干训练机会，让营商事工从业者、有志投身营商事工之士、基督教非牟利组织同工，及教

会里的从商者可以参与。训练各有特色，上课地点与时间不一，让参加者各适其适。 

 

下列现有之营商事工从业者训练课程数例，详参报告末资源表列： 

 

营商事工创业训练联会 

BAM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Association (BETA) 

http://www.beta-ventures.com 

 

BETA 此一系列课程，为向营商事工从业者提供训练者而设，网上浏览，完全免费。训练分单

元，旨在装备全球基督徒为神国创办中小型企业，课程包括：营商事工神学、营商基本、财政管

理、可行性研究、筹划与创办实业。 

 

营商事工课程 

BAM Course 

http://bamtraining.org/bam-course 

营商事工课程为期三周，为即将投身营商事工之人士奠定基础。第一至二周集中讲营商的圣经基

http://bamtraining.org/bam-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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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营商核心课题，并营商事工落实情况。第三周作实地考察，以真实个案讲授营商事工原则。

课题包括：营商事工入门、圣经基础、营商事工的机遇与挑战、营商事工最佳实践、营商事工的

属灵与个人准备、业务计划、理财计划、销售与巿场学。 

 

营商事工资源队 

BAM Resource Team 

http://www.businessasmission.com 

 

营商事工资源队制作营商事工网站，网站的设计乃作为具备网上图书馆的资源枢纽，有营商事工

书目、网站连结、视频、文章及训练资源。其中营商事工评论博客（The BAM Review blog）及一

系列工具库谈及众多实务议题，让营商事工从业者参考。团队亦举办为期三天之营商事工会议，

及每年办为期五个月的经商门徒训练学校（参 http://bamtraining.org），是属灵成长课程，适合打

算长时间藉营商事奉的人士。 

 

CDAWN 学习计划 

CDAWN Learning 

http://www.cdawnlearning.com 

 

计划训练营商专业人员跨文化工作，除顾问服务与工作坊，亦举办一个网上学习课程，可随时随

地上课，适合小组或个人。课题包括：学习与各种人接触、个人化的学习跨文化方式、培养同理

心、学习与世上任何人建立信任。 

 

前线差会 

Frontiers 

https://www.frontiersusa.org 

 

此差会有时会在美国举办两三天座谈会，集中讲营商事工或营商转化。课题包括：营商事工入

门，营商事工／营商转化的圣经基础，职场、敬拜与神国，国度与职场，职场神学，营商转化最

佳实践，个案研究，织帐棚的实况与张力，在 10 / 40 之窗国家创业。 

 

全球机遇 

Global Opportunities 

http://globalopps.org 

 

此网站除提供众多网上资源外，亦举办两三小时座谈会及为期四日的会议，供有志加入此行列人

士参加。课题包括：现今从事织帐棚的重要性、织帐棚的圣经基础、文化震荡及如何处理、有效

与敏锐的布道、建立家庭教会及为未来领袖作门徒训练、健康团队关系、游走于日常生活与事工

目标、在敏感地区工作、将事工整合在业务计划里。 

IBEC 营商 

IBEC Ventures 

http://www.ibecventures.com 

 

IBEC 营商透过顾问服务、提供训练课节、师徒训练等服务主内肢体，并为服事对象提供量身订

造的训练研讨会与顾问咨商，课题多元，包括：营商事工综览，营商事工最佳实践，营商事工之

神学基础，经商与使命融合之原则，如何创业，如何为海外创业融资，法律指南，跨文化伦理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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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工程事工 

Nehemiah Project Ministries 

http://nehemiahproject.org 

 

尼希米项目旨在透过基督徒营商训练、教育与培训工具，提供具圣经基础之教育及商业实务技

巧。尼希米项目透过网上平台、及为期一周的会议，提供符合圣经的创业一、二，三课程，帮助

基督徒商人学习从圣经的世界观奠定营商基础。 

 

再思营商 

Rethink Business 

http://rethink.businessasmission.com.au/ 

 

再思营商装备基督徒商人回应神呼召，投入营商事工行列。网上课程包括逾 18 小时视频教学，

由八位专家讲授。另有自定义学习速度的训练，内容包括：国度与营商，营商就是使命，异象的

重要性，顾问式销售，建立团队，建立关系，领袖学，理财，有效巿场学原则。 

 

相关课程与额外训练资源，详参下列资源清单。 

 

有关人材培训的研究发现 

 

参与是次研究之营商事工从业者都受过高等教育，逾九成起码有学士学位，逾三份一有硕士或博

士学位，近一成人有博士学位。多位参加者表示，跨文化、领袖学与语言训练，是帮助营商事工

从业者成功的最重要培训；商业与创业训练各获得少 15%的回应。较少受访者认为必须受宣教或

事工训练，最少人认为从业者须受神学训练。 

 

部份营商事工从业者称，曾参加营商事工或织帐棚工作坊，或建议有志入行人士参加此类训练课

程。此类课程一般由「先锋」（Pioneers）或「前线」（Frontiers）等差会提供，此外也有若干组

织或团队，专门提供营商事工或织帐棚之训练，如「营商事工资源队」（BAM Resource Team）

与全球机遇（Global Opportunities）。还有部份营商事工训练项目或课程由大学提供，特别在美

国，包括瑞金大学（Regent University）、泰莱大学（Taylor University）、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罗伯茨大学（Oral Roberts University）、西雅图太

平洋大学（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与柏祺大学研究院（Bakke Graduate University），其中大部

份提供单元课程，也有部份开始发展以营商事工为本的学位课程。这些大学有时会举办相关活动

或座谈会，让公众参与。 

 

对于从业者必须受哪种训练，受访者有不同意见；通常独立从业者受训练较少，与其他组织有联

系、有师徒或伙伴关系者受训较多。 

 

营商事工从业者曾接受、或认为在职及准从业者应该接受之训练，包括以下范畴： 

 

财务：是主要课题，所有访谈都提及，尤其谈训练问题时，通常会提及财务管理训练。大部份营

商事工从业者称曾接受、或认为自己须接受此类训练；部份认为从业者应物色当地合资格会计人

员帮忙。不少人认为从业者最少应该受管理会计学训练。 

 

商业计划：不少受访者注意到学习撰写商业计划的重要。大多数受访者都曾使用、或觉得需要使

用商业计划支持服务，或曾受相关训练，他们表示商业计划是成功的关键。受访者称，此类训练

有助从业者了解经营费用并如何做出适当计划。巿场研究亦在此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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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或行政训练：执行官／高管训练，尤其人事管理，是另一训练要项。此外，跨文化与人类学

训练与此相关，常相提并论，因从业者须了解如何在特定文化处境做管理工作。 

 

巿场学：部份受访者称需要协助，以了解巿场；部份人称需要学习扩大业务知名度，营造更强品

牌。此类训练可以一对一师徒或商业顾问形式进行。也有受访者称希望学习关于社交媒体方面的

事情。 

 

专门业务知识：最成功的从业者似乎都具备业内专业知识—或是入行后再深入学习研究，或是本

身来自某个专业背境后来投入事工。可见从业者投入工场前具备业内经验，或先学习相关知识，

至为重要。其中一位受访者反省道，开展营商事工前其实应接受更多与这个行业相关的专门训

练。 

 

下列范畴之训练，相对地较少营商事工从业者提及： 

 

属灵训练：受访者称对事工或宣教训练之需求，比较营商与企业训练虽只是稍微少一点，但在受

访过程中，他们其实很少提及属灵或灵命塑造训练之需要，就算有，也只是在谈营商事工模式的

神学理解时稍为触及。部份人特别提到从未受过属灵训练，虽然公司有同工曾受训。值得留意的

是，许多受访者由著名差会派往工场，甚至有份创办事工组织，而那些组织要求同工有神学／宣

教学训练。此外，受访者许多并无清晰的属灵目标，就算没有清晰的属灵果效他们也觉得无伤大

雅。从业者缺乏正式的属灵准备，且未言明属灵目标，情况值得留意。虽然许多营商事工从业者

在创启地区或在未闻福音族群中工作，但有必要重申，属灵转化是营商事工策略主要目标之一。 

 

环境训练：受访者显示，他们从事营商事工其环境目标极其有限，尽管营商事工理论将环境转化

视为主要目标之一。受访者亦少提及事工对环境的影响，尽管部份业务涉及物料循环再用，或处

理潜在有毒物质。其中一位受访者经营咖啡生意，将咖啡渣卖给虫农制造肥料。而另一位受访者

称，「执拾自己垃圾」已是环境贡献。我们认为营商事工从业者在固守基本权利之外，可以踏前

一步，找机会作此范畴之表率；然而这要求从业者进工场前或之后受训，或接受师徒培训，以了

解其业务如何与环境相关，适度筹划，以发挥环境影响力。 

 

人材培训态势分析（SWOT）主要发现 

 

从态势分析可见目前营商事工运动在人材培训方面的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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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优质的书籍材料，可资解释营商事工 

 愈多成功营商事工案例可作培训模范 

 大量基督徒商人可被动员，为营商事工从业

者提供训练或作师徒培训 

 愈多从业者发展出培训资源以训练新的营商

事工工人 

缺点 

 目前培训不足以涵盖所有营商事工范畴 

 神学训练不足 

 营商事工组织未能集中统合招募、训练与部

署的力量 

机遇 

 从业者知道自己需要在会计、商业计划、行

政领导、巿场学、社交媒体方面接受进深训

练 

 语言训练 

 联系经验丰富的商人与目前的营商事工从业

者，配合成师徒 

威胁 

 营商事工从业者普遍神学训练不足 

 营商事工从业者不觉得需要神学或属灵训练 

 达高等程度的营商事工训练相当少 

 许多经济支持不足的从业人员转向营商事

工，但缺乏营商知识或经验 

 透过营商事工归主、建立教会的例子寥寥可

数 

 伦理挑战，有从业者称「缴税不全」或「贿

赂」，是必要生存之道 

 堂会在支持、训练准营商事工从业者方面参

与度小 

 部份国家限制严格，不准新招募／受训的营

商事工从业者在当地做生意 

 合法经营问题：部份国家对外来商务营运资

历要求很高 

 全球经济持续疲弱，令新受训的营商事工从

业者难以营运 

 难为新受训的营商事工从业者筹募创业基金 

 

表 3：营商事工训练的态势分析（SWOT Analysis） 

 

培训总结 

 

参与是次研究的不少受访者称，曾接受基督教机构所办营商事工训练。大部份参加者称，曾接

受、或打算接受一般商务训练，范畴如会计、业务发展规划、巿场学，或行政管理等。大多数受

访者表示，营商事工成功之关键在于与业务相关之训练，他们也想接受这里进深培训。较诸商业

训练，宣教学或事工训练的需求较小，称营商事工须有神学训练者数目明显较小。较多受访者称

跨文化训练比神学训练重要。此外，较少人曾经、或打算接受与环境议题相关之训练。 

 

本研究可见，从业者曾受、和想接受之训练，主要环绕营商与管理课题，关注属灵及环境训练者

较少。这似乎偏离了营商事工的四重目标，显示训练涵盖范畴应更全面，以收各方面平衡之效。

不过，综览现有培训课程，即可见涵盖范畴非单一，当中既有商业题目，也有神学、宣教学、跨

文化及个人准备等范畴。 

 

处境或专业相关的课题一般视为更重要，如社交媒体或法律知识等范畴，因此，可在一般训练以

外，提供有关特定地区及特定行业的训练，装备从业者在其处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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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建议 

 

专为营商事工而设的训练课程及模式，目前依然相对少。可发展更多元训练，涵盖营商事工实务

之各方面，再加上特定地区及特定行业训练。目前训练形式与模式多样化——正规或非正规、课

堂讲授或实战模式、网上教学或课堂授课、集体受训或单对单师徒形式等，值得深入评估各种形

式的长处。 

 

很多受访者称，营商能力是营商事工成功与否之关键，也是他们希望透过受训得以改善的范畴，

因此我们认为，值得开发更多教授商业知识的进深训练；而其中，开创与评估商业计划是重要学

科。但我们依然强调，无论是训练课程或是预备商业计划，须反映营商事工四重目标，且比重应

该平衡。此外，应进一步考虑培训之角色，如何藉培训提高从业者意识，看到营商事工在属灵及

环境方面的需要。我们明白，如何在营商事工里落实四重目标，情况会因从业者、处境、服事呼

召及营商模式而异。此外，亦须继续探讨师傅与顾问、投资者与支持教会在持续训练过程中之角

色。 

 

部署 

 

我们的议题小组花了些时间定义「部署」，因为这并非营商事工从业者常用字眼；我们将部署定

义为——「将已受训者带进蒙召服事的工场之过程」，内容包括： 

 

 实践营商与转化计划 

 若是创业或扩展业务，即提供初创支持，以助正确理解及履行法律上、治理上以及符合规

则的营运流程和做法 

 支持个人或领导团队过渡首数年运作 

 监督个人／领导团队执行其转化或宣教计划，及在属灵、经济、环境与社会四方面所拟目

标 

 在初创、发展等阶段或周期，为个人、领导团队或分公司提供培训或顾问服务 

 为解决特别问题提供专业技能协助（或联系这方面专家） 

 

营商事工招募、训练与部署议题小组集中访问已在工场事奉的从业者，据上列项目设计问卷，期

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包括：事工所以成功之因素；对新从业者或准从业者而言，部署过程哪个环

节最重要；按个人经验，他们觉得部署过程有哪些最大的不足或弱点。 

 

就部署议题作个人访谈 

 

个人访谈给「何谓成功差派」之议题带来启发，受访的现职从业者提到几个成功关键： 

 

问责性 

 

问责性是访谈中最常出现字眼。论到成功关键，受访者最常提及师徒培训与问责性。「师徒培

训」此字眼出现频密，可能只因为这已成今日基督教流行术语；但考虑到其常见程度，并在不同

话题背景均有提及，可见这很重要。我们的结论是，师徒培训关系与问责系统有助营商事工成

功。 

 

当地经验与适应 

 

另一常见主题，是有当地经验，学习当地文化，包括学语言——大部份营商事工从业者都普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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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事工孕育期属必经阶段。 
 

营商实战机会 

 

从业者称必须有营商实战机会，从「在地」角度看事工。换言之，有志之士不能在工场以外的地

方想出营商构思，再进去工场执行。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必须先花时间在目标国家内做研究，才

设想营商构思。其中一位受访者建议：「目标与异象要清晰，且要切实际，要了解目标文化需要

甚么，希望得到甚么。」另一位说：「按工场情况拟定构思，远较身处海外时想出来的好！要组

织合拍团队，包括互相问责的伙伴。别太教条主义，看法分歧，许多时候是对方误解我们的西方

观点，或是文化差异，不一定关乎圣经立场。」 

 

确切领受呼召与祷告的重要 

 

确切领受呼召，是另一常见答案。受访者认为从事营商事工必须领受呼召而行，这是事工之特

征，亦是必要条件。除此以外，从业者普遍认为无论事工在何阶段也要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部署的调查结果 

 

以下按答案比率列出营商事工从业者认为，在工场取得成功之必要条件（注：请受访者打分数，

最高 10 分）： 

 

 祷告，有人代祷（9.3 分） 

 有资金支持（8.4 分） 

 有需要时得到专门顾问服务或专门技能援助（8.3 分） 

 持续而个人的师徒培训（8.2 分） 

 有人就法律或当地政府问题给意见（8.0 分） 

 为宣教与营商计划及目标订立问责系统（合计 7.8 分） 

 联系其他营商事工从业者或人际网络（合计 7.8 分） 

 可接受持续教育（7.2 分） 

 商业与事工评估、等支持服务 （7.0 分） 

 巿场与分销服务（6.7 分） 

 在网上取得营商事工的最佳实践、研究与专题信息（5.8 分） 

 

参加研究者几乎一致认同，成功最主要关键在于祷告，平均 9.3 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意识到所

参与事工具备属灵性质，知道需要充份祷告支持，需要神介入，才会成功。 

 

营商事工从业者似乎都明白，他们是宣教事工策略的前线代表，所以属灵与营商支持同样重要。

近所有受访者表示，须拟定营商计划——包括预算及巿场可行性计划、营商及属灵转化计划，设

定清晰目标，可按营商事工策略四重底线评估。 

 

论到营商事工之四重底线，受访从业者在预备与计划工作时，最着眼于达至经济底线；其次是社

会转化底线（70%）、属灵层面（61%）；较少从业者称会就环境转化底线拟定目标（39%）。

另外，9%受访者称所拟定目标与四重底线无关。 

 

约 70%受访者表示，当抵达目标国家时已有一套营商计划，其中大多数人拟定目标关乎经济影响

力，较少关乎社会影响力。过半营商计划包括属灵目标，少于一半计划包括环境影响力目标。稍

多于半数受访者称独力撰写营商计划，少于半数人受友人或商业伙伴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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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次调查，营商事工资金来源有几个，多数从业者（57%）称自行筹募起码部份资金；43%受

第三方私人资助，受教会或基督教组织资助者比率亦相约。仅少数人（4%）称从银行或财务公

司借贷，部份称曾受营商事工投资基金资助。 

 

属灵与社会影响数例 

 

营商事工虽有四重底线，但从我们有限的调查与访谈所见，很少从业者认为自己在四个范畴都成

功。「属灵范畴成功」其定义颇宽，多数人定义为传福音、与别人一起祷告，但至今为止仅一位

受访者称看见真有人信基督。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数受访者都在鲜闻福音的国家工作，所以传福

音本身已是突破性发展。一位受访者称，属灵范畴要收到长期果效，需要团队工作，其中部份人

负责学语言，部份经营生意，部份人计划植堂等。 

 

其中几位受访者提供有力例子，显明其营商事工计划与发展过程具备属灵与社会目标。一位受访

者的企业旨在帮助亚洲某国妇女摆脱淫业，公司职员中有牧师，负责筹备每日灵修与敬拜，提供

个人辅导与属灵支持，令公司内好几名员工归信基督，灵命继续成长。该组织亦为雇员子女提供

教育资助，为妇女提供艾滋病检验资助、儿童日托服务，常探访妓院，与妓女保持联络。 

 

另一位营商事工从业者提到，他们透过商务接触及其间接渠道领人归主，在当地建立多个教会。

他提到，在营商过程中与人分享生命，展现基督教原则，遇艰难时与对方一起祷告，是有力见

证。 

 

一位在中亚开咖啡室的从业者称，他们开始改变当地餐厅对雇员及顾客的态度。从其他餐厅换工

作过来的几名员工讲述过往经验：「我们从前工作的那家餐厅，除客人点餐以外，要是我们和客

人谈其他事情被逮住，老板会罚钱的。」「我的前老板随意解雇人，弄得人心惶惶。」「某某餐

厅聘人只用两个月，支付很少薪水，再换另一批员工用两个月。」这家营商事工的咖啡室看重员

工，对员工的待遇很好，员工流失率低；又容许伙计与顾客互动，彼此建立关系，累积不少老顾

客。这种人际关系管理方法，改变市内营业模式，也令咖啡室荣升巿内首屈一指的餐厅。 

 

部署态势分析（SWOT Analysis）的重要发现 

 

以下态势分析归纳出营商事工部署环节之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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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营商事工从业者希望从事真实业务，并取得

合法利润 

 营商事工公司可获利 

 从业者进工场需要祷告托住 

缺点 

 属灵目标定义不清晰 

 环境目标定义不清晰 

 问责架构欠缜密 

 衡量成功准则欠缜密 

 四种底线皆欠问责 

 营商伦理问题，有受访者称「缴税不全」或

「贿赂」是经济上生存必要 

 差会集中于传统宣教进路，少用营商事工模

式 

 营商事工组织未能集中力量合作部署 

 从业者在服从当地政府规例方面反应不一 

机遇 

 可增进营商事工从业者之间的联系 

 可善用传统宣教士所得经验，他们认识当地

文化，知道如何传福音、与人建立良好关系

等 

 在学习当地语言方面可改善 

 为经验丰富的商人与现职营商事工从业者配

对师徒关系 

 创业后训练从业者，或提供顾问服务 

 组织营商事工团队，部份成员具备营商以外

的技能（如牧养、神学、植堂） 

 可采用行之有效、现成的属灵转化工具、原

则与技巧 

威胁 

 许多宣教士因经济支持不足而转为营商事工

从业者，但缺乏营商知识或经验 

 藉营商事工信主或建立教会的实例很少 

 部份国家限制入境，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未

必获准在当地营商 

 全球经济环境疲弱，令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

公司难以开始／营运 

 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可能筹不到创业资金 

 

表 4：营商事工部署环节态势分析（SWOT Analysis） 

 

部署总结 

 

本研究之受访营商事工从业者在进入工场前都有仔细的准备。他们视营商事工为属灵工作，须领

受呼召而从事，肯定必须以祷告托住事工。从业者深明事工之属灵性质，知道营商方面也需要充

足准备，并为此下工夫，实在令人鼓舞。此外，许多营商事工从业者都意识到，需要有健全的问

责体制，并有合适的支持系统，才能成功。 

 

另一优势是，很多受访者会花时间学习当地文化，汲取实际经验，显明他们了解营商事工具备跨

文化与经济向度。 

 

部署建议 

 

有一点值得留意，就是投入工场前在属灵范畴上之计划程度不高，若论对环境转化与影响的计

划，则从业者兴趣更缺。整体上我们注意到，从业者主要着重经济与属灵目标，社会目标随后，

环境目标陪末座。类似情况已见于人材培训阶段之研究，因此我们相信，须加强计划与准备过程

的角色，令营商事工达到四重底线。我们建议进一步探讨以下各方面——培训之角色、在计划阶

段拟定平衡目标、持续使用合适的衡量准则与问责制度，以按四重底线决定事工整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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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营商事工同业师徒培训，这似乎是装备营商事工人员与期望管理

的成功方法。调查结果显示，由现职营商事工从业者来招募、培训新人，提供辅导与支持系统，

成功机会相当大；此外，可辅以包括非营商事工从业者在内的问责体制，在属灵及其他范畴目标

发展方面尤其如是。 

 

主要调查结果总结 

 

结果之间脱节 

 

我们发现，营商事工之定义（或理论）讲求属灵、社会、经济与环境四大范畴平衡发展；在招募

营商事工人材方面，对于合适人选有全面的定义特质；现有资源与训练课程已有讲授神学及品格

发展题目；而且现职从业者意识到事工所带来的属灵与伦理挑战。但同时我们亦发现，从业者感

到在神学或属灵塑造方面的培训需要不那么大；此外，营商事工组织普遍缺乏缜密的问责体制。

上述落差归纳于图 3。 

 

 
 

 

图 3：研究发现之间的脱节概要 

 

脱节的情况，可以几个原因解释。从价值上言，事工或宣教训练略低于营商或企业训练，而从业

者可能觉得事工训练已涵盖神学或灵命塑造元素。另一个可能是，从业者的确视神学准备或灵命

塑造，与营商训练同样重要，只是不会寻求正规培训。第三个可能原因，调查样本太小，不足以

代表营商事工从业者的受训经验、并自觉应该受训之需要。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决定。（参

下文之建议） 

 

然而我们的研究样本显示，在转化属灵范畴方面，的确缺乏实际例子，这是一大弱点，可能威胁

营商事工的将来。既然本研究倾向显示，营商事工从业者或是未受过神学训练、或是认为这不重

要，我们认为应作更佳准备，以处应此问题： 

 

 从业者应更深入了解一般神学、及营商与职场事工神学； 

 可借用现成而行之有效的灵命塑造工具、课程与技巧； 

 建立包括合资格神学家或植堂专家在内的部署团队。 

 

研究亦显示，事工往往缺乏慎密的问责架构，就算有，也只是环绕财务表现，甚少关乎属灵转化

的进展。营商事工运动花很多时间谈「干实业」，但也要确保不忽略结属灵果子。我们需要确

保，「真宣教」不至沦为次要，随「干实业」之后。同样地，此研究结果亦可能关乎样本小的问

题。无论如何，既然接受访谈从业者都看重师徒培训与问责，因此我们认为，营商事工运动可更

营商事工的多元目标 

 营商事工定义／理论的四
重底线 

 招募人材之理想特质包括

灵命与性格成熟度，适应

力强，创业／人际关系能

力 

 现有训练课程／资源已有
讲及圣经基础与属灵／宣

教学准备 

 在职从业者意识到事工的

属灵性质，知道祷告重要 

从业者感觉上对训练与问

责的实际需要 

 在职从业者觉得神学与

灵命塑造训练不那么重
要 

 缺乏同时着重四大底线

的问责架构 

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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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这些范畴，以助新营商事工从业者成功。 

 

加强人材招募活动 

 

多数现职营商事工从业者都非经正式招募入行，而是自愿投身，或受熟朋友鼓励加入这个行列，

并透过阅读、参加座谈会等多作认识。我们认为，投身的强烈个人动机是个优点，有助成功。 

 

由于大部份受访者是自愿投身，不经刻意招募过程，因此本研究对于「招募人材最佳地点与方

法」能进言不多。举例，当被问及「在哪里可以招募新营商事工从业者」，逾三份一受访者称不

知道；其余受访者认为，可以从职场事工人员、堂会，及商业世界入手。按他们的经验，主要透

过书本或其他人认识营商事工。既然从业者多数透过营商事工会议、网站与机构、差会及教会认

识事工，则他们对其他渠道所知有限；而另方面，这是新兴事工，过去五年内参与者不多，因此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些资源在训练新一代营商事工从业者而言，是否开始赢得更重要位置。 

 

整体而言，我们看见目前有新机会，可以更主动招募和动员基督徒商人加入营商事工，方法如： 

 

 更多向全球教会介绍营商事工，将目前弱势转为强势； 

 主动向基督徒商人群体或网络介绍，以招募人材； 

 将营商事工纳入神学院、大学，及其他训练场所之神学与宣教学课程。 

 

加强训练资源 

 

本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营商事工从业者在营商方面已算成功。从一般营商角度看，大多数从业

者所属公司其领导人都曾受装备，接受充足商业训练；但仍有不少人觉得需要接受进深的营商训

练，如会计、经营筹划、行政领导、巿场学与社交媒体等。也许可以在创业前就在这些范畴作更

多准备，可以透过受训，或是持续培训、专业顾问服务等。 

 

众受访者之另一观察是，差会一般无法提供重要的营商信息，且准备不足、甚至没有准备。阅读

与自学固然令人对营商事工的宣教影响力充满憧憬，却很难藉此学会营商机制。因此，各类训练

模式须继续处应这些问题，切实装备从业者进入营商事工的工场。 

 

应有不同教育程度之训练（基础座谈会，中、高等教育，研究院等），以满足教育背景、能力各

异的人。本研究样本中多数从业者曾受高等教育；然而，近年愈多「传统」宣教士因为改变策略

或经济支持减少，打算转向营商事工。这也切合实际，因为在非洲及亚洲许多地方，宣教团队能

留在工场、或是让新人可以进工场的理由很少，营商是其中之一，尽管「营商事工思想家」称营

商事工主要不是筹款策略。因此，提供简便训练以再培训宣教士，或是装备当地同工，能帮助很

多有热忱和敏锐、但欠技能的人成为营商事工从业者。 

 

为转化环境而招募、训练与部署 

 

据我们的大部份访谈内容所见，营商事工的环境面向往往表现较逊，也是较少人留意的一环；这

可以透过进深培训、圣经查考及个案分享而扭转局面，化弱势为优势。此外，可以帮助营商事工

从业者从其他行业所产生废料中寻找商机，举例：用餐厅废油来供应生物柴油厂，又或者用咖啡

渣养虫来制造肥料。 

 

更紧密联系与资源共享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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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受访者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且事奉动机很强，此有利增强营商事工从业者之间、及营商事

工从业者与有志入行信徒之间的联系。信息科技发达，上网、手提电话科技将大大增进人员间的

联系。 

 

此外，我们亦留意到，营商事工运动已发展至一个程度，现在已经有良好的资源并案例，让准营

商事工从业者参考，从中思考自己在营商事工中的角色。资源共享与网络，能扩大成功营商事工

模式的资源，可以分享，以协助动员及差派。 

 

研究在部署环节上的角色 

 

本研究所见，许多从业者往往在未抵达目标国家之前已有生意构思，我们的受访者称此是一大弱

点。从多次访谈可归纳出，受访者建议多花时间做研究、了解巿场，及目标国家的巿场动态，然

后营商事工者才创业。 

 

全球宣教运动发展至今，令宣教工人遍布世界每个国家，很多宣教士在工场生活多年，了解当地

文化、语言，懂得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如何更有效传福音与门徒训练。主流商业若打算全球扩

展业务，会定期往访目标国家，清楚了解当地规章、竞争环境、供应渠道、定价与差益，并某项

产品或服务需求。营商事工须从宣教群体并主流商业学习如何更有效掌握环境，而本研究或者可

以作为开端，以供参考。许多人一直在海外各国生活、工作，做生意，其知识与经验丰富，可供

借鉴。营商事工从业者若是有更好的研究和准备，无论在文化或个人情感上都会较容易适应，能

发展出更有效计划，且更贴近所服事对象，在各方面大大提高成功之可能。 

 

张力管理 

 

我们从多次访谈归纳出营商事工面对之张力，可能造成的威胁。贿赂问题是其一，行贿与避免滥

征税款以维持生意的试探的确存在；而身为基督徒，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或政权下，都需要知

道自己是蒙召要「计算代价」而行事，要是遇上困难就妥协，会失去我们在小区里「作盐的味

道」。但要决定哪些做法属道德上的妥协，哪些做法是精明商业决定，对营商事工从业者而言可

能是两难。据世俗标准，「荣耀神」与「精明营商手法」之间若有分歧，会造成很大张力；若是

有股东与投资者投下大笔资金但企业面临风险，从业者就更为难。这些挑战，再次突显装备营商

事工从业者确须包括充足神学训练，教会也要多参与其中；然而这两方面，都被视为事工较弱范

畴。从此可见，设立问责架构，并为从业者物色师傅很重要。此外，亦突显出投资者群体及问责

监督人员亦应有充足的神学及属灵准备，以应付这趟艰困旅程。 

 

祷告与呼召 

 

访谈间，受访者常提起祷告，并从业者须领受「呼召」的重要性；这是营商事工运动之长处，实

在令人鼓舞，显示营商事工从业者信靠神，愿意将营商效率、所涉人际关系都交托，深信神派他

们进入某个处境自有心意。为营商事工祷告，亦是推动教会、差会与基督徒商人网络连手作工之

良机。神也常用祷告来呼召、动员新人投身事工，向世界传扬基督。当祷告网络成员为事工从业

者代祷，而亲身经历神应允，他们的身心灵亦得转化。 

 

总结 

 

从我们对营商事工运动其人材招募、训练与部署活动研究可见，一直以来，许多营商事工从业者

都是「自动投身」，也自行作准备，在非正规招募的情况下领受呼召。自己部份或全部想方法受

训、受教育，物色连串学习资源，内容因人而异，主要在世俗及基督教学府报读课程。拟定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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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时，亦只在部份环节得他人协助，且大部份是自资创业。然而靠着神的恩典，这些营商事工

从业者尚算成功，在世界各地最艰难地区开创事业，规模虽小但不断长进，且能获利，对当地经

济、社会与属灵情况都带来转化。 

 

在营商事工的整个招募、训练与部署过程，及可用资源上，有重大缺点，改之即转劣势为优，可

以成为未来的机会，更有效招募营商事工的人材，在技能和知识上装备，知其长短，再决定差他

们到现有的营商事工公司工作，或是创业。要把握机会有效招募人材，必先化解其缺点转为优

点，负责事工人材招募、训练及部署之人员须不断累积「后备人员」实力，方能把握未来机遇。 

 

营商事工还有其他方面有待研究，尤其在招募、训练与部署过程中所面对张力及威胁，及脱节等

问题。商业机构、差会、人际网络，及负责事工招募培训之人员之间可以合作更多，共享资源。

目前专门为营商事工而设的课程较少，专门课题与讲授模式可以更多样化；若论正式的招募、与

动员差派组织，则数目更少。营商事工发展年期尚浅，能有目前规模已令人鼓舞，但路程漫漫，

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下就未来研究、合作与新举措三方面提几点建议。 

 

建议及行动计划 

 

上述数据与内容经分析及诠释后，人材招募、训练与部署议题小组有以下建议，并提若干行动步

骤。 

 

动员策略 

 

 在基督徒商人网络、差会、神学院、宣教门徒训练课程介绍营商事工，积极动员基督徒商

人投身。 

 

 将营商和职场神学、营商事工在当代全球宣教的异象与角色、个案与真实故事制成多种语

言教材分发，让有志营商事工者透过各种网络与电子媒体取得信息和帮助。 

 

 在现有基督教网络举办认识营商事工座谈会，鼓励可以侨民身份去到外国事奉的商人投

身，亦以广大基督徒为招募对象。座谈会宜厘清营商事工与其他职场事工之别。会议可藉

视频，网上研讨会(webinars)或 DVD 发放。 

 

 在最鲜闻福音地区动员当地信徒投身，可开创新业务，或将现有业务化为国度企业。 

 

 设计营商事工课程，于基督教大学及学院开课。这在全球均需要，可以教育整体教会有关

营商事工。 

 

 当有志之士考虑投身之初就为他配对师徒关系，帮助他了解营商事工的特质。 

 

设计新培训课程 

 

 发展有关营商的进深训练课程，涵概范畴如会计、营商计划、行政领导、巿场学与社交媒

体，内容专门为营商事工场境而设。 

 

 为营商事工发展更多元培训方法，如： 

◦ 切合各种教育程度之课程 

◦ 网上授课和网上研讨会 

◦ 各类课程与讲座，历时可长可短 



营商事工从业者之招募、训练与部署议题小组报告 - 2015年7月                                 27 

◦ 集体授课和一对一的辅导 

◦ 为某行业或地区专门设计之课程 

◦ 设计单元培训课程，方便持续训练 

◦ 创业营会，孵化式或「创智赢家」形式的培训过程，协助孕育营商计划 

◦ 堂会为本、大学为本、工场为本之训练等等 

 

部署准备 

 

 善用营商事工从业者、及非营商事工的宣教士之经验，在认识当地文化、分享学习语言心

得、在特定文化背景传福音之技巧等方面，为营商事工新丁提供指引。 

 

 协助营商事工从业者更主动设计属灵转化计划；建立个案研究资源，显明属灵转化之上佳

事例——借鉴优良做法、项目及进路，供后人借用。 

 

 建议营商事工从业者将属灵咨商与师徒培训包括在营商事工问责架构内，须针对目标工场

之文化背景来设计。 

 

 鼓励营商事工差会令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设计事工策略计划时，将属灵转化计划包括在

内，且须定期评估并按须要修订。 

 

 营商事工从业者需要有更大的问责性，及持续支持，渠道包括： 

◦ 让堂会参与差派营商事工从业者，令从业者须在属灵上问责。 

◦ 当营商事工处于计划阶段，就配对经验丰富的商人和营商事工从业者成为师徒。 

◦ 创业后，为从业者提供训练或顾问支持。 

◦ 重新设计差派及差派后程序，确保从业者如传统宣教士般发代祷通信、组织祈祷链

等。 

◦ 建立营商事工团队，并将营商以外的事奉技巧包括在内，包括牧养关顾、神学与宣教

的实践，并植堂技巧。 

 

 筹办更多创业及初进工场基金，以减少让营商事工从业者完全自资创业，但须拟订适当的

财务条款。 

 

 鼓助全球基督徒商人群体增加对营商事工之投资，藉此增强营商事工从业者与差派教会及

基督徒群体组织之联系。 

 

 邀请支持教会及商界领袖参与设计策略及筹募基金过程，并在持续师徒培训上担当角色。 

 

网络与合作 

 

 营商事工从业者似乎常孤军作战，可以帮助他们多彼此联系，以分享、学习，互相鼓励支

持，彼此代祷。 

◦ 设计流程与体制，让现职营商事工从业者、准营商事工从业者，及差会建立沟通渠

道，也让从业者可以分享信息与资源。 

◦ 增强营商事工从业者间的合作，加入像使命枢纽（Missio Nexus）等桥梁组织，该组织

代表全球不同宗派和机构共数百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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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负责营商事工招募、训练与部署的同工分享最佳方法及资源。 

 

 营商事工运动应该更积极于培训环节，使学员提高意识，了解其他从业者在社会及环境范

畴上如何作工，多分享故事、技巧与项目内容。特别针对这些范畴的营商机会如： 

◦ 雇用曾经被贩卖或卖淫的人制作手工艺，或以循环再用布料缝制被子，俾其帮补生

计。 

◦ 回收业，收买金属罐、纸张、钢铁或塑料，循环再造；或以废弃塑料袋压缩造成家

具；或用其他废弃物料制作产品。 

 

有待研究的问题 

 

 是否有哪种工业或商业适用于许多国家做营商事工？可否将这些生意作「特许经营」，以

协助营商事工的新手创业？ 

 

 营商事工企业在全球地理分布如何？在哪些区域最流行？哪些最不流行？ 

 

 营商事工企业是否因强调社会与属灵果效，而倾向雇用更多人手，以至削弱与非营商事工

企业之竞争力（因此增加财政压力）？ 

 

 在为营商事工招募人材方面，为何差会、基督教大学与堂会参与角色较小，及不上自愿投

身者众，影响力也不及营商事工组织及营商事工刊物？差会、基督教大学与堂会可以如何

在营商事工招募上增强其角色？ 

 

 在本地招募基督徒营商事工人材方面，应该作何改善？ 

 

 可发展哪些人材招募工具与训练资源，以辨识并栽培最适合投入营商事工者？ 

 

 招募准营商事工从业者时，应该物色具备哪些特质的人？又哪些特质应该透过训练与师徒

培训发展或加强？ 

 

 营商事工从业者须具备哪些属灵特质，才能增强其属灵影响力？ 

 

 应特别针对在哪些地点招募人手，能找到最合适的营商事工人选？ 

 

 在招募与训练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时，神学或圣经训练有何价值？为何现职从业者往往低

估此类训练之需要？ 

 

 哪种形式的跨文化训练最适合新晋的营商事工从业者？ 

 

 营商事工有四重底线，为何环境底线较财务、社会、属灵底线更常被营商事工从业者忽

略？ 

 

 哪些方法最有效，可以鼓励营商事工从业者拟定目标与策略时，能兼顾四重底线？ 

 

 营商事工有四重底线，这理论是否正确？大多数营商事工从业者在实际上是否认同和接受

此四个范畴？营商事工理论，是否应该视环境底线与属灵底线为同样重要？ 

 

 营商事工在问责制度或架构上，有何上佳做法？如何更有效衡量营商事工的所有四重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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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施行问责？ 

 

 如何在持续咨询、师徒培训和辅导等方面，为从业者提供更强支持？这种支持可否由更广

泛的营商事工运动集中处理或促进？ 

 

 如何帮助营商事工从业者找到创业及营运资金？ 

 

 现有营商事工训练资源可否更公开，令人更易接触？各个训练资源其特质可以如何分类、

比较、宣传，让人传播和使用？ 

 

 全球大多数地区（非西方、非以美国为基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是否接触到营商事工的

训练资源？这些资源与西方的训练资源有何分别？ 

 

 营商事工运动如何能帮助行政人员提升管理层次？ 

 

 让有志人士自由贴出履历、或让营商事工贴出招聘要求的「营商事工维基百科」，此理念

可行吗？ 

 

若读者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上述研究问题，可参以下营商事工智库议题报告： 

 

 营商事工特许经营——寻找可复制的营商模式 

 衡量营商事工之影响力——标准与目标问责 

 为营商事工筹募基金——营商事工企业资金来源 

 孕育营商事工——孕育事工，包括师徒训练，以使创业成功 

 营商事工的倡导与动员——有效的宣传信息与动员模式 

 

如对本文及内容所建议有何想法，欲联络文章作者或工作小组，请电邮至 info@bamthinktank.org

（英文）、info@ChineseBAM.com（中文）。 

mailto:info@bamthinktank.org
mailto:info@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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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表列 

营商事工训练与支持资源 
 

训练课程 

 

以下表列包括专为营商事工从业者而设的训练课程，及让营商事工从业者训练后辈、或自学用的

商业课程。 

 

ACE 发展 

ACE Development 

http://www.acedevelopmentfund.org 

 

ACE 会带本身是商业领袖的学员赴亚洲及非洲一或两周，在当地教授其中一个商业训练课程，

包括为期三至五天座谈会，以训练和装备本地企业人士开办新业务。机构异象是「透过开荒创业
带来机遇盼望」。座谈会内容多样，适合不同人士，如：在穷人中创业者，服事孤儿寡妇者等，

教导有志从事此类工作人士如何守业。亦有专为商业专家及行政人员举办之座谈会，内容关于业

务增长，或如何以业务帮助小区。座谈会题目包括： 

 

 营商之目的 

 巿场学 

 如何开展营商计划 

 做预算案 

 面对风险 

 

营商宣教课程 

BAM Course 

http://bamtraining.org/bam-course 

 

由营商事工资源队（BAM Resource Team，参下文）举办的几个营商事工训练资源之一，为期三

周。营商事工资源队于过去八年每年举办营商事工训练课程，而此课程之设计，旨在帮助有志从

商以宣教之人士奠定基础。第一、二周集中谈营商之圣经基础、核心营商课题，及营商事工实

务。周三作实地考察，用实际案例阐明原则，课题包括： 

 

 营商事工入门 

 营商事工的圣经基础 

 营商事工今日机遇与挑战 

 营商事工个案研究与实地考察所得 

 营商事工个人准备 

 营商成与败 

 营商事工的属灵实况 

 营商事工财政与资金 

 职场仆人领导 

 营商计划与订立目标 

 财务计划与管理基础 

 销售与巿场学基础 

 

营商事工资源队 

BAM Resourc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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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sinessasmission.com 

 

除举办营商事工训练课程（http://bamtraining.org）外，营商事工资源队亦主领为期三天的营商事

工会议，制作营商事工网，并与营商事工智库、其他人士及组织合作。营商事工网是资源库，适

合任何对营商事工有兴趣之人士，网页包括网上资源图书馆，罗列众多营商事工书籍、相关组织

链接、视频、文章，与训练资源；其中营商事工评论博客包括一系列有用的营商事工数据，涵盖

众多实际课题，是营商事工从业者之指南。 

 

营商师徒门徒培训学校 

Business Discipleship Training School 

http://bamtraining.org/business-dts 

 

营商事工资源队（参上）亦每年举办为期五个月的营商门徒训练学校（Business Discipleship 

Training School），是灵命塑造课程，对象为有志长时间藉营商事奉神的人。营商门徒训练学校

的课程内容包括： 

 

 职场与营商的圣经基础 

 为了共同的利益营商 

 营商作为使命实践 

 圣经综览 

 神的特质与性情 

 神的国 

 罪、恩典，与十字架 

 世界观与宣教学 

 跨文化工作 

 传福音与前线宣教 

 代祷与敬拜 

 建立关系 

 呼召与个人长处 

 外展阶段 

 

营商事工教育 

BAM Edu 

http://www.bamedu.com 

 

营商事工教育旨在帮助和装备神国企业家在缺少基督徒作见证的地方发挥正面的属灵与经济影响

力。提供四个免费网上课程，为有志投身营商事工者奠定基础；另设六个进深课程；课题包括： 

 

 订立目标 

 评估属灵基础 

 订立核心价值 

 自我评估 

 

营商事工创业训练联会 

BAM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Association (BETA) 

http://www.beta-ventures.com 

 

营商事工创业训练联会提供连串网上免费课程，内容完整，方便有志投身营商事工者使用。学习

材料由转化创业（Transformational Ventures，世界创业［Transformational Ventures）子部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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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装备全球基督徒开创中小型企业，发挥天国影响力。这是单元训练课程，用家可自行决定

完成所有单元，或只使用部份材料。课程内容包括： 

 

 营商事工神学 

 营商要素 

 财务管理 

 可行性研究 

 营商计划 

 创业步骤 

 

CDAWN 学习课程 

http://www.cdawnlearning.com 

 

本课程训练商业专才在跨文化环境工作，学员包括《财富杂志》100 强企业其中一些的行政人

员。教材使用多年，以训练商界及各界人材投身营商事工，满足了从业者常提的跨文化与领袖训

练需要。除顾问服务与工作坊外，CDAWN 亦设电子学习课程，个人或小组可随时随地上课，课

题包括： 

 

 学习与不同人士联系 

 针对跨文化工的个人学习风格基础 

 了解别人行为背后之想法 

 发现你的「同理心」按钮 

 学习与世上任何人建立信任 

 

营商事工中心 

Center for Business as Mission 

http://centerforbam.org/xe 

 

营商事工中心以美国及南韩为基地，资源以韩文写成；课程为乔舒亚商业学校（Joshua Business 

School）及禧年企业学校（Jubilee Entrepreneurship School）使用。中心的使命，是推动商业世界

及全球宣教改革，传扬基督教信仰与世界观，传授营商事工原则与策略。营商事工中心之工作，

包括举办会议、座谈会与论坛，透过教授相关策略与训练技巧，分享营商事工发展异象。禧年企

业学校课程内容包括： 

 

 营商事工 

 领导与师徒培训 

 团队工作 

 产品定价与宣传 

 人力资源 

 会计与财务 

 

冠冕商业学院 

Crown Business Academy 

http://crownbiz.com 

 

冠冕商业学院提供资源、支持与训练，予有志统合信仰、家庭与营商之基督徒企业家，帮助个人

与家庭据圣经原则及卓越技巧营商。创业学院成员（Venture Academy Members）可观看超过 190

出专业制作影片，讲授重要的营商概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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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 

 巿场学 

 会计与财务 

 商业法 

 人力资源 

 营商计划 

 商业沟通 

 经营 

 科技 

 服务管理 

 

前线差会 

Frontiers 

https://www.frontiersusa.org 

 

前线差会不时在美国举办为期两至三天的座谈会，探讨营商事工、或营商转化题目，议题包括： 

 

 营商事工入门 

 营商事工／营商转化的圣经基础 

 工作、敬拜与神国 

 职场与神国 

 工作神学 

 筹备与实行营商转化最佳良策 

 个案研究 

 织帐棚的现实与张力 

 在 10／40 之窗国家创业 

 

全球盼望 

Get Hope Global 

www.get-hope-global.org 

 

全球盼望提供两个营商训练课程，为有志服事低收入妇女、或人身安全受威胁的女孩之人士而

设，帮助她们开创微型事业维生。全球盼望提供小型贷款，国际／本地同工在购买「盼望营商训

练课程」后，即可为受助妇女申请。 

 

全球机遇 

Global Opportunities 

http://globalopps.org 

 

全球机遇网站提供多项网上资源，此外亦为有兴趣投身营商事工人士举办两至三小时座谈会、及

为期四日之会议，以装备信徒。此外亦举办「织帐棚——营商事工课程」，简介织帐棚者和营商

事工企业家的入门知识，是从业者进工场前必修；有志投身此事工人士亦可报读，以了解这种事

工形式是否适合自己。训练课程帮助准从业者为有效的跨文化事工作周详计划，课程包括圣经基

础、挑战与机遇、团队、个人计划，和实用课题。相关会议曾在最少六个国家举行，研讨题目包

括： 

 

 织帐棚在今天的重要性 

 织帐棚之圣经基础 

 文化冲击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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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劳动巿场 

 有效并敏锐的布道 

 带领进深查经 

 建立家庭教会与栽培未来领袖 

 健康的团队关系 

 准备与效率 

 实用课题——平衡日常生活与事工目标 

 在敏感地区工作 

 整合事工与营商计划 

 

IBEC 创业 

IBEC Ventures 

http://www.ibecventures.com 

 

IBEC 安排经验丰富，擅于改变生命、转化小区的专家提供顾问服务，帮助从业者创业与守业。

IBEC 创业透过顾问服务、单元训练课程、师徒培训，并概论营商事工计划与宣教策略重点，以

服务从业者。其顾问服务过程包括整体顾问、及项目专家，助人解决专门的营商问题，如开发产

品、供应链管理、财务、科技、法律、巿场学与销售等。IBEC 亦提供量身订造的训练讲座与顾

问服务，涵概不同课题，包括： 

 

 营商事工概览 

 营商事工最佳方法 

 营商事工之神学基础 

 「好心做坏事」的慈惠事工——营商事工在其中之角色 

 营商与宣教融合原则 

 如何创业 

 如何为海外创业融资 

 开创营商事工企业的法律指南 

 跨文化伦理议题决策指南 

 

国际基督徒商会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hamber of Commerce 

http://iccc.net 

 

国际基督徒商会提供职场生命转化（TWL）培训，帮助从商者明白，工作是神对每个人的基本呼

召。商会在不同地区举办 TWL 课程并制作光盘，包括两套学习指南及 DVD 系列：《你也可以

创业》（You Can Start a Business）与《如何开创领先企业》（Developing a Leading Business）。 

 

尼希米项目事工 

Nehemiah Project Ministries 

http://nehemiahproject.org 

 

尼希米项目事工旨在透过基督徒营商训练、教育与培训工具，提供具圣经基础之教育，传授实用

商业技巧。尼希米网上创业学会（The Nehemiah Online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e）透过一个网上

教育平台提供「合乎圣经的创业」（Biblical Entrepreneurship）基督徒营商训练教材；此外亦举

办为期一周的会议，及两个训练项目：符合圣经的创业（一）（二），帮助基督徒从业者按圣经

世界观奠立营商基础。三个项目涵盖下列题目： 

 

 符合圣经的创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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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圣经的创业实务 

 国度营商企画 

 

复和事工 

Reconxile 

http://www.reconxile.org 

 

复和事工指导和支持世上最穷困地区人士发现、本于工人及小商人身份，借着经营简单而小型的

生意而使自己和家庭脱贫。事工提供免费的简单训练材料，可从网站下载，教人如何申请「小额

贷款与乡村储蓄借贷计划」（Microfinance and Village Savings and Loans schemes），提高成功机

会。所设计训练，是转化营商网络（Transformational Business Network）之预备课程，训练课本

可下载自： https://www.tbnetwork.org/resources/training-materials/ business-start-up，单元包括： 

 

 课本 0——帮助和启发以圣经为基础之业务 

 课本 1——创立以圣经为基础之业务 

 课本 2——透过以圣经为基础之业务改进表现 

 课本 2++——进深营商资源 

 

瑞金大学企业中心 

Regent University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http://www.regententrepreneur.org 

 

瑞金大学企业中心旨在推动建立以基督教世界观为本的企业，以改善世上贫穷人的经济与属灵状

况。训练课程由设立在全球各地点的营商发展中心（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s）提供。 

 

Rep 

http://www.repurposing.biz 

Rep 的异象，是帮助领袖及公司重订目标，发现与实践个人及公司的呼召，从而转化小区与国

家。Rep 在网上提供「重订营商目标」（Repurposing Business Training）训练课程影片及网上研

讨会，帮助商人重订营商目标。课程单元有： 

 

 基础：神与营商 

 框架：聚合研究 

 塑造：重订营商目标 

 自由：周末定点课程 

 实地准备：创业营 

 

再思营商 

Rethink Business 

http://rethink.businessasmission.com.au 

 

再思营商帮助男女商人放胆回应神呼召，借着营商以事奉。网上课程透过一本学习指南及一系列

影片讲授，由不同范畴共八位专家主讲，共 18 小时，内容缜密有致，可分为 30 分钟之课节，让

学员按自己的步伐学习。内容包括： 

 

 国度与营商 

 营商事工 

 异象的重要性 

 顾问式销售 



营商事工从业者之招募、训练与部署议题小组报告 - 2015年7月                                 36 

 建立团队 

 建立人际关系 

 职场领导 

 财务管理 

 有效巿场学原则 

 

第三创业路 

Third Path Initiative 

http://thirdpathinitiative.com 

 

第三创业路旨在装备信徒透过营商发挥恩赐，改变别人生命；提供 12 个月辅导课程，装备基督

徒以有智慧、且切合实际的方法建立业务。课程是小组形式，一起透过观看 30 分钟训练影片、

学习指南与创业数据学习，合作伙伴通过在线群组串连。课程内容包括： 

 

 订定目标 

 建立品牌 

 创建业务 

 创新产品 

 推动销售 

 金钱管理 

 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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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综合态势分析(SWOT Analysis) 
 

优点 

1. 有营商经验 

2. 资历深厚 

3. 有优秀的书籍、教材等，当招募人材及作训

练目的时可资解释 

4. 从业者大都是自愿投身、自学成材 

5. 训练课程多元化 

6. 自资工作程度高 

7. 明白跨文化工作之重要 

8. 营商事工从业者主动性强 

9. 从业者志在做真正的生意、赚取盈利 

10. 营商事工企业领袖教育程度高 

11. 营商事工企业大部份有盈利 

12. 从业者知道进入工场须祷告托住 

13. 成功的营商事工企业不少，可作训练模范 

14. 基督徒商人数目多，可从中招募、训练从业

者 

15. 不少作者与从业者累积大量资源，可作招募

人材与训练之用 

缺点 

1. 事工在堂会曝光率低 

2. 从业者大部自愿投身及自学入行 

3. 相关训练侧重某些范畴，比重失衡 

4. 缺乏清晰的属灵目标 

5. 缺乏清晰的环境目标 

6. 神学训练不足 

7. 基督教组织未能提供有关营商事工的重要信

息 

8. 与专门业务有关的知识 

9. 缺乏缜密的问责架构 

10. 缺乏缜密的衡量成功准则 

11. 四重底线的问责都弱 

12. 部份从业者称「缴税不全」或「行贿」是企

业经济上生存必要 

13. 没往访目标国家已订立营商大计 

14. 差会主要使用传统宣教模式，不采纳营商事

工 

15. 营商事工组织未能携手合作招募、培训、差

派人材 

16. 基督徒商人不知道其营商技能如何可以用作

宣教 

17. 营商事工仍须「证明」自己是可行的宣教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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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1. 更积极动员基督徒商人投身营商事工行列 

2. 更主动向基督徒商人谈及营商事工 

3. 使用基督徒网络（堂会／差会／企业）招募

人材 

4. 改进营商事工从业者之间的联系 

5. 在各范畴进深训练，如：会计、营商计划、

行政领导、巿场学、社交媒体 

6. 使用传统宣教士对工场当地文化、传福音技

巧、建立人际关系等知识 

7. 语言学习 

8. 到访目标国家、评估机会后才构思业务 

9. 配对经验丰富的商人与现职营商事工从业者

结成师徒 

10. 为从业者提供创业后培训／顾问咨商 

11. 部署须以祷告托住 

12. 建立营商事工团队，部份成员具备营商以外

的技能（如牧养、神学、植堂） 

13. 采纳已证行之有效的工具、项目、属灵转化

技巧 

14. 基督教院校众多，可从中招募营商事工人材 

15. 基督教院校众多，可在其中开办营商事工课

程 

威胁 

1. 遵守政令与法律问题 

2. 营商事工从业者神学训练不足 

3. 营商事工从业者不认为需要神学训练 

4. 达到高等教育程度的营商事工训练课程很少 

5. 许多传统宣教士因财政支持不足，转向营商

事工，但缺乏相关经验及知识 

6. 因营商事工而信主、植堂的实际事例稀少 

7. 逃税、行贿的试探 

8. 堂会在寻找和训练未来营商事工从业者方面

参与度小 

9. 创启国家／限制进入的国家／禁止进入的国

家可能不准许新招募／受训的营商事工从业

者入境做生意 

10. 环球经济持续疲弱，令新招募／受训的营商

事工从业者很难开始或守不住业务 

11. 新受训的营商事工从业者可能筹募不到创业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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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书面调查问卷 
 

我们代表营商事工全球智库，旨在丰富与推动营商事工运动。智库约有 300 多位参与者，分成

17 个小组，各组集中研究营商事工运动所面对的各种议题，并设区域小组检视该区情况。 

 

我们的小组，集中在「人材招募、训练与部署」课题；现诚邀阁下参加这项调查，我们确保过程

内容会保密。我们将使用收集得的数据建立个案研究，并为本研究作总结与建议。我们不会汇编

任何名称、工场或联络数据的列表。 

 

若阁下有多个营商事工业务，请为每个业务填写一份问卷。非常感谢阁下。 

 

基本数据 

 

1.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在公司里目前职位／角色为何？（请剔最适用者） 

___ 行政总监／主席 

___ 东主 

___ 总经理 

___ 顾问／教练 

___ 我目前并无任何角色 

___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公司位处哪大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公司位处哪个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公司主要产品／服务为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公司开业多少年？____ 

 

7. 公司赚取盈利有多少年？____ 

 

8. 2010 年总收入约多少？（可以的话，请以美元计算，否则请列明货币种类） 

___________________。货币：__________________  

 

9. 2011 年总收入约多少？___________________。货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全职雇员总数多少（包括你自己）？____  

 

11. 兼职雇员数目多少（包括你自己）？____ 

 

12. 雇员中本地人占百份比？______% 

 

13. 雇员中外侨占百份比？______%  

 

14. 雇员中信徒占百份比？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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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材招募 

 

15. 你是由教会或其他组织招募加入营商事工行列的吗？是／否 

 

16. 你是否「心里有感动」，或「领受呼召」，驱使你自己加入这个行列？是 / 否 

 

17. 你借助哪些特别资源，以更认识和了解营商事工（请剔合适选项，可多于一项）？ 

___ 书籍 

___ 营商事工网页 

___ 其他人 

___ 差会 

___ 营商事工组织 

___ 会议／研讨会 

___ 堂会 

其他资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你认为下列各范畴经验是否必要，以令营商事工可以成功？请按必要程度为各项打分数（1

分为完全不必要，10 分为十分必要）。 

___ 实际工作经验 

___ 曾创业、经营生意 

___ 神学训练 

___ 商业教育 

___ 跨文化工作经验 

其他必要训练（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下列各项，你认为哪些是有效招募营商事工从业者入行？请在旁打钩： 

___ 基督教学院 

___ 神学院 

___ 一般商业场所 

___ 堂会 

___ 现职宣教士 

___ 参与职场事工的人 

___ 按我个人经验，我无法回答此题 

其他来源（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训练 

 

20. 你的最高教育程度为何（请选一项，在最合适者旁打钩）？ 

___ 高中以下 

___ 高中毕业 

___ 大学 

___ 职业技术学校／证书 

___ 学士学位 

___ 硕士学位 

___ 博士学位 

 

21. 你认为下列各范畴正式训练是否必要，以令营商事工可以成功？请按必要程度为各项打分数

（1 分为完全不必要，10 分为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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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事工或宣教训练 

___ 神学或圣经训练 

___ 营商训练 

___ 创业训练 

___ 语言训练 

___ 跨文化训练 

___ 领袖训练 

___ 按我个人经验，我无法回答此题 

其他正式训练（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你接触过哪些训练教材或资源（书籍、训练课程、网站等）在训练营商事工从业者上有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派 

 

23. 下列支持系统／网络在多大程度上有助营商事工从业者成功？请按重要程度给各项打分数。

（1 分为不重要，10 分为十分重要）若该项目你没有任何经验，请留空。 

___ 立法、法律与政府信息与建议 

___ 持续的师徒培训／辅导 

___ 有需要时得到专业顾问服务，有专家可咨询 

___ 宣教与营商计划与目标有人问责监督 

___ 资金支持 

___ 巿场学与发行服务 

___ 持续教育 

___ 网上查阅营商事工最佳范例、研究与课题研讨信息 

___ 联络到其他营商事工从业者的网络 

___ 祷告队 

___ 营商与宣教评估／审核服务 

其他支持系统（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你认为从业者能撰写以下计划，对事工有多重要？请按重要性给各项打分数。（1 分为不重

要，10 分为十分重要） 

___ 财政预算 

___ 巿场可行性分析 

___ 营商计划 

___ 社会与属灵「转化计划」 

___ 四重底线的目标／可交付成果 

 

25. 创业前你有否撰写经营计划？ 

___有 

___没有 

你就此题目之意见（不一定要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你答「没有」，以下三题不必作答。 
 

26. 撰写经营计划时，是否有人帮助你？若有，是谁？（请在适用者旁打钩，可选多于一项） 

___ 朋友 

___ 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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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资助者 

___ 生意伙伴 

___ 我自己写的 

其他资源协助（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 你撰写的经营计划有否就下列四个层面（四重底线）订定目标？有的请在旁打钩，可选超过

一项。 

___ 属灵层面 

___ 经济层面 

___ 环境层面 

___ 社会层面 

 

28. 你的业务最初如何融资？请在合适的选项旁打钩，可选超过一项。 

___ 自资 

___ 第三方私人捐献 

___ 银行或商业贷款资助 

___ 教会或其他基督徒组织资助 

___ 世俗非牟利组织资助 

其他资金来源（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还有其他问题望阁下解答，惟以电话或 Skype 联络访谈为佳。若阁下愿意接受访问，请填写阁下

电邮地址、电话号码，与 Skype 帐户名称，让我们可以联络你作进一步访谈：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kype 账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谢你参与是次调查，若阁下想收到调查报告，请再次填写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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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书面调查问卷结果 
 

受访者统计资料 

 

大多数受访者都在营商事工上担当行政职位（83%是东主或行政总监），曾受高等教育，逾 92%

有大学程度，26%有硕士学位，两位受访者有博士学位。事奉地区主要在亚洲（十人中有八），

欧洲（十人中有一人）及非洲。所经营业务年期大都很短（中位数是三年），十人中有八人创业

少于七年，营运有盈利的平均只有几年（2.6 年）。有 1／4 公司尚未有盈利，但这些公司创业平

均不超过两年；其中五家公司尚未有年收益。大部份事工都属小型业务，却都不断增长，2010

至 2011 年平均增长率为 31%。2011 年收益中位数是 11.6 万美元，平均数为 17.84 万美元，但此

数字不能作准，因其中一家大公司年收益近 100 万美元，假如这家公司收益不计算在内，则收益

中位数是 11.3 万美元，平均数是 13.12 万美元。 

 

 
2011 年公司收益分布 

 

营商事工产品及服务种类多元，似乎任何行业都行得通（参附录戊表列），其中以咖啡销售或供

应最常提及（六次）。产品销售与生产有 60%受访者提及，一般营商服务为 21%，教育服务为

19%。 

 

本研究对象所经营公司大多数设于亚洲，但由于本调查之统计学不可预报性，所得结果不适用于

广大营商事工禾场；营商事工公司地理分布状况仍有待调查。受访的营商事工规模都小，年资

浅，增长率尚算健康，大致上都有盈利，此发现令人鼓舞，洗脱一般认为营商事工发展不健康／

没有盈利的错误观念。 

 

雇员 

 

受访公司雇员数目较相同规模的其他公司多，平均有 12 名全职员工，5 名兼职员工，大大降低

每名员工赚取收益比例，大概 9,500 美元（美国小型企业约 75,000 美元）。大部份员工是当地人

（十人中有七人），约半数员工是基督徒。 

 

目前仍不知道为何营商事工的公司雇员人数会较一般公司多，背后原因可能出于宣教动机——尽

量制造就业机会，或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基督；但调查数据并未显明原因。雇员较多的结果之

一，是成本上涨，较难有盈利，但似乎营商事工从业者已一一克服这些困难，同时达至尽量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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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材，让他们多认识基督和基督教价值此目标。 

 

招募人材投身营商事工 

 

大多数营商事工从业者（十人中有七人）均非应征入行，而是「领受呼召」自动投身。在认识营

商事工上，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其他人（78%）及书籍（35%），营商事工网页（26%）及营商

事工组织（22%）其重要性随之。出乎意料，差会及堂会在招募人材及／或培训目前营商事工管

理人员这方面的角色较小。 

 

营商事工从业者被问及，在哪里可以有效地招募到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大多数人都说在已涉足

职场事工的人中物色（二人中有一人），亦可在堂会（三人中有一人）及一般商界场合（五中有

一）物色；但有超过 1／3 受访者认为个人经验不足为据，无法回答此题。受访者被问及从业者

应在哪些范畴受进深装备，方可取得成功时，受访者的答案主要着重实务及跨文化经验（满分

10 分，两者分别取得 9.1 及 8.6 分），也有不少人称曾受商业训练，及曾经营生意（7.1 与 7.0）

都是成功因素。受访者对神学教育的重要性各不相同，是偏低的 5.1 分。 

 

不幸地，多数受访者都是用自己的方法认识营商事工，经帮助下或正式应征入行者不多。因此，

当被问及从哪些途径可以招募新的营商事工企业家时，逾 1／3 人没意见。其余受访者则说，可

从已涉足职场事工者、堂会及商界物色。据个人经验，受访者主要从书籍及其他人认识营商事

工；其他影响力不算大的渠道包括参加营商事工会议、浏览网页，透过基督教组织、差会及堂

会。值得留意的是，多数受访者已在五年前入行，也许在这数年间，上述渠道已经增强影响力，

负责教导新一代认识营商事工。 

 

训练新从业者 

 

调查受访者都曾受高等教育，因此都认为准营商事工从业者在投身之前须受专门而正式训练。在

各项应受训练里，实际工作经验与跨文化经验评分最高，分别是 9.1 及 8.6 分（10 分满分，属十

分必要）；继而是领导学（8.5），语言（8.4），营商（7.8），创业学（7.5），与事工／宣教训

练；至于正规神学训练的价值，受访者有分歧（5.4）。 

 

当被问及事工训练的专门范畴，受访者同意各范畴都有价值，并认为新入职者应该花时间做营商

计划（9.3）、财政预算（9.2）、社会／属灵转化计划（9.0），巿场可行性研究（8.9），并为四

重底线订下目标（8.3）；而且受访者大都身体力行，有 70%创业前曾撰写营商计划。然而，十

人中有六人称是自己一人写计划的，其余则运用各种资源协助（朋友、生意伙伴、提供资金

者）。谈到营商计划如何呼应事工之四重底线，大部份计划为经济底线订立特定目标（83%），

其次是社会底线（70%）及属灵底线（61%），环境底线居末座（39%）。 

 

受访者被问及，哪些特别资源会有助训练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所提及资源里，有 2／3 是书

籍；仅几位受访者提及训练课程及其他资源。提及的书籍题目广泛，显示受访者各有所好；值得

留意的是，世俗营商书籍提及次数，较基督教或营商事工书籍多。但有两本属灵书籍得蒙三位受

访者提及：《神在作工》（Ken Eldred, God Is at Work）、《织帐棚》（Patrick Lai 黎基传, 

Tentmaking）。 

 

论到训练未来的营商事工从业者，现有做法与正规训练渠道似乎仍在受访者选择之列。所提及大

部份正规训练，都是世俗性的（跨文化、领导力、语言、商业与创业训练）；事工或宣教训练，

则只有基督教机构提供，且非受访者首选。谈到受训后所写计划，同样地，多数计划都来自世俗

训练项目（营商计划、财政预算、巿场可行性研究）；属灵转化计划与属灵目标，亦只能由基督

教营商事工训练资源提供。据受访者个人经验，目前并没有某个基督教营商事工训练课程特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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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部署与支持新从业者 

 

当被问及哪种支持服务及／或网络对领导营商事工企业很重要，受访者普遍认为所有选项重要性

都高，其中以祈祷队最高（9.3 分，10 分为十分重要），继而是取得资金（8.4）、专门顾问服务

（8.3）、师徒培训／辅导（8.2）、法律及政府信息（8.0）。支持服务方面，关乎联系顾问及同

行者得分最高，继而是取得信息／学习渠道，最后是取得专业服务（如商业评估与巿场服务）。

值得留意的是，取得营商事工信息（如最佳做法、相关研究等）得分是所有支持服务之选项中最

低（5.8），跟进访谈将探讨此情况，看受访者对支持服务有何深入的意见。 

 

被问及营商事工最初如何融资，半数受访者经几种方法筹集资金，十人中有六人自资创业，十人

中有四人接受第三者捐款，十人中有四人从教会或基督教机构取得资金。仅一人取得当地银行贷

款。除自资以外集得资金，似乎仍是营商宣教一大挑战。 

 

营商事工从业者大都靠自己行事，在没有外力帮助下领受营商事工的呼召，自行寻求训练与教

育，物色到的训练与学习资源种类繁多，内容因人而异，主要由世俗及基督教机构提供。从业者

自行撰写计划，仅部份得人协助，并且自资创业。但靠着神的恩典，他们都在世上某些最困难的

地区创出一番事业，其规模虽小却发展不断，且有盈利，在经济、社会与属灵方面皆发挥生命更

新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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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Ｄ——电话或 Skype 作深入访谈 
 

首先谈谈你业务的某些基本数据： 
 

1. 请描述你业务的目的。 

 

2. 你可有哪些核心价值与原则，据此营商？ 

 

现在问一下关于营商事工四重底线的问题： 
 

3. 一般来说，你会透过公司做哪些活动，以使属灵、经济、环境与社会得转化？ 

 

4. 你可曾见过转化属灵范畴的成功例子？可以的话，请提供具体统计或数据支持你的说法。 

 

5. 你可曾见过转化环境范畴的成功例子？ 

 

6. 你可曾见过转化社会范畴的成功例子？ 

 

7. 除经济范畴外，你以甚么方式在属灵、环境与社会转化目标上向别人问责（如有）？ 

 

以下问题关乎有志投身营商事工者： 
 

8. 你认为投身营商事工者要成功，须具备哪些必要的个人特质？ 

 

9. 你认为用甚么方法招募新人入行最有效？ 

 

最后一组问题关乎你曾接受、与营商事工相关的训练及支持服务： 
 

10. 自从投身营商事工后，你受过哪些训练？ 

 

11. 你仍然需要哪些训练？ 

 

12. 你认为营商事工从业者在创业阶段需要哪些支持服务（如技能训练、业务发展计划、教练

培训、顾问服务、巿场服务等）？ 

 

13. 你目前正在接受甚么支持服务？ 

 

14. 你与服务提供商有何关系？ 

 

15. 你是付款购买服务的吗？ 

 

16. 你是否希望得到其他支持服务？ 

 

17. 营商事工从业者若要成功，你认为他应该做哪几件事，是最重要的？ 

 

18. 营商事工从业者若要成功，你认为他不应该做哪几件事？ 

 

19. 你的生意可有何未来大计、目标、或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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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Ｅ——营商事工之各种类型 

受访者出售的主要产品或服务 

营商类别 产品类别 

制造／零售 咖啡供应或零售（6） 

电子学习软件 

成衣（男女童装） 

太阳能电灯 

造船，售卖船艇零件 

低脂豆品 

食材 

电镀首饰所用的化学品 

西方糕饼 

煮食炉 

咖啡蒸馏器 

纱线 

手工艺销售—零售 

农产品 

手工艺出口——批发及网上销售 

服务 小额贷款 

法律服务 

寛频网络 

商业顾问服务 

营商事工顾问服务 

网络通话技术服务 

维修船艇 

巿场营销 

视频监控服务 

教育 英文班 

当地儿童课后补习班 

为外国孩子办学 

雇员支持计划或辅导 

介入与预防策略 

书店或图书馆 

训练曾被贩卖、已被拯救的妇女 

支持建立工匠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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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Ｆ——业务简介：咖啡烘培与咖啡室 

受访者业务精选实例 
 

业务模式与背景 

 

咖啡烘培与咖啡室是相关业务；前者业务开展少于四年，后者约 18 个月。两位主事者都全职参

与营运，两个店开在中亚，顾客对象是当地人。 

 

两位主事者都有强的信仰背景，曾受正规神学训练，过去曾涉足各种生意，也受过各种训练。曾

受训并进行直接工场事奉（布道、门徒训练，建立运动），已完成神学课程。具备在非政府组织

财政与运作范畴工作经验。 

 

策略与异象 

 

业务目标，是成为巿内最佳咖啡烘培与咖啡室，在服务、产品，对待员工及顾客态度方面成为业

内模范。 

 

价值观：诚信、赋权、团队精神，好玩 

 

两项业务都有盈利，利润率约 20%。咖啡室在 15 个月内每月销售额由 17,000 美元升至 50,000 美

元，期间并无加价。烘焙咖啡业务则在 30 多个月以来大概每月增长 10%。 

 

营商事工经验 

 

因着其开放与慷慨态度，咖啡室已成为巿内首屈一指的咖啡室，教人另眼相看，想知道他们因何

与别不同（不仅是食物水平不同而已！）。开业以来有一名员工信基督，曾有多次其他交谈。咖

啡室成为许多其他信徒的聚会点，因为比较安全。开业 16 个月后，开始招待社会较高层顾客。

餐馆位于小小学城，他们做事谨慎，不操之过急，同时不掩藏其属灵价值观。看见有许多布道和

门徒训练的安排和约会在那里发生，实在令人鼓舞。 

 

他们改变了当地餐馆对待员工与顾客的习惯，在巿内成为佳话。部份员工曾在其他餐馆打工，他

们告诉两位主事者：「我在某某餐厅工作的时候，除点餐之外，要是被逮到和顾客闲谈的话，要

罚我们钱的。」「某某餐厅老板整天在骂人，才刚聘人一下子就解雇了，弄得人心惶惶。」「他

们聘人，过了两个月试用期，随便付点微薄薪金就解雇，再聘新人又是做两个月。」这个咖啡室

员工流失率很低，因为主事者看重员工价值，对他们待遇好，让他们自由与顾客互动，与客人建

立稳固的关系基础，处事习惯有别于区内其他餐馆，因此对城巿有一定影响。 

 

这家公司曾帮助一对从事青少年事工的当地信徒夫妇创业，现已能自立。团队亦开始帮助当地一

位牧师创办一个小的家庭式业务，令他在牧养之余可以自给自足。 

 

事工如何发挥影响力： 

 

 属灵方面：给员工放假，与他们分享信仰与价值观，鼓励基督徒员工在工作场合活出价值

观。给员工解释，为何会关心他们，并慷慨行事。开始协助其他人创业，让信徒可以进到

区内的小村庄，在穆斯林环境贡献社会。 

 

 经济方面：付出公平的工资，交税，派发花红，尽量不行贿。当地老板习惯剥削员工，此

业务致力建立忠诚与快乐团队，从而带来转化。其他商店尝试了解他们的成功诀窍，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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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恶待员工，付微薄薪水。 

 

 环境方面：他们环保回收自己的垃圾，这做法是区内罕有的。现开始从台湾进口生物可分

解外带杯（每月大概 15,000 只）。 

 

 社会方面：业务成功在区内营造十分开放与创意环境，举例，他们欢迎摄影师在咖啡馆取

景，不收费。电视节目和筹款活动在那里进行亦免费。圣诞节联同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

在店内竖立圣诞树，上面挂上待助养孤儿的照片。 

 

学到功课 

 

 目标与异象要清晰，且切合实际。 

 了解当地文化需要。 

 按工场需要而生的构思，较在海外筹划的好得多！ 

 建立良好团队，能彼此问责的伙伴。 

 提防太过教条主义——许多西方做法都行不通，这多数因文化差异使然，无关乎圣经原

则。 

 思想不要太狭隘，事情不仅看表面。 
 

业务须向一个顾问委员会问责，但他们今年太忙，与委员会开会不足。此外，主事者亦须向合作

组织问责。 

 



营商事工从业者之招募、训练与部署议题小组报告 - 2015年7月                                 54 

附录Ｇ——业务简介：微型贷款 

受访者业务精选实例 
 

业务模式与背景 

 

组织始于 1994 年，最初是某非政府组织的先导计划，在小区自立后，于 1999 年成为小型企业小

额贷款公司。 

 

当地社会处理金钱交易普遍欠操守，这家贷款公司希望示范如何诚实营商，处事符合道德标准，

让小区借镜。面对问题之一，是如何在高通涨经济环境借贷予小商户，所订利率须当地人负担得

起。公司约有 30 名全职员工，7 名兼职，几乎全是当地人，信徒比例十分小。2010 年收益为 19

万美元，2011 年为 21.7 万美元。 

 

随着业务发展渐成熟，公司财政增长稳定。公司位处中亚，由于全球经济环境使然，自 2008 年

末起经济下滑，令公司年收益曾经下跌，过去两年才反弹，现在逐年增长。 

 

（千美元）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资产 424 721 1,183 482 502 

总贷款额 327 534 915 244 346 

产权 355 365 408 110 122 

 

营运公司，信仰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因着当地财务与借贷环境陋习甚多，此组织以诚实、符合

营商操守而著称。即是说，就算员工非信徒，也须根据公司的信仰价值和处事方式做事。开业之

初，东主很容易与人谈信仰，但自 2005 年起国内局势很多转变，受环境所限，从业者较难公开

表达信仰。 

 

公司东主有财务工作背景，但未试过自己创业。前往中亚事奉前曾受事工／宣教训练。 

 

策略与异象 

 

公司是金融服务组织，向小型企业提供小额贷款。 

 

价值观 

 

 提供卓越服务（诚实、顾客为先、目标清晰、不断改进） 

 提供最佳金融服务，促进国家发展。 

 

口号：我们贷款，为你改进。 

 

目的和目标 

 

 发展成小额贷款储蓄组织，至 2015 年在该国提供最高质的金融服务，特别专注协助小型

企业发展。 

 发展成中型金融服务业 

 未偿还贷款增长至 150 万美元。 

 除作为贷款机构外，亦成为提存储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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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目标： 

◦ 令更多人取得金融服务 

◦ 目前业务增长 

◦ 减少贫穷 

◦ 增加就业 

◦ 帮助创业发展 

◦ 增加房屋 

◦ 增加目标巿场占有率 

◦ 增加城巿及乡郊地区顾客 

 

营商事工经验 

 

业务重点在属灵转化，但亦包括经济与社会转化。基于业务性质，在环境范畴方面影响有限。公

司非以赚取盈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想透过经营借贷公司，示范诚实营商，行事符合操守，成为小

区典范。很多员工对此表示欣赏，与国内其他公司相比，他们很享受在这里工作。虽然由于全球

经济下滑，公司近年收入有起有跌，惟过去两年反弹，录得稳定增长。 

 

学到功课 

 

谈到事工效率，东主认为学好语言是营商事工所必要的；此外，须具备若干重要的素质或能力，

如：谦卑、愿意学习、擅聆听、懂发问、了解当地文化，特别要留意当地人的文化偏好，还有与

当地人联系、建立关系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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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业务简介：顾问公司 

受访者业务精选实录 
 

业务模式与背景 

 

创业者是美国商人，持小型业务发展的高等学位。于 2009 至 2010 年间创办顾问公司，位于东南

亚，年收入持续增长，但未有盈余。公司为中小企提供管理顾问服务，对象包括基督徒与非基督

徒所办业务，协助当地人创业。 

 

东主创业目的，是为门徒训练生意人做「真正」天国生意。他曾接受策略计划训练，并联系相关

人士——试过为公司作融资扩展的人士、提供服务之人士以装备自己，亦参加有关植堂或营商议

题的座谈会与工作坊。公司使用 LAred.org 资源作为主要工具。 

 

公司有 60－70%员工是当地人，30－40%外侨，半数员工是信徒。该国因子十年战争后穷人很

多，但自由贸易开始带来部份经济革新，亦兴起年轻一辈的中产阶层。城巿与乡村收入贫富差距

颇大，因此减贫、提供就业、与外来投资，是该国经济首要任务。国内逾半人口是佛教徒，基督

徒约占 10%，但当地许多非信徒肯开放听神话语，接受公司所秉持、符合圣经的世界观。 

 

策略与异象 

 

公司旨在赚取盈利，转化小区，扩展神国，建立教会。 

 

价值观 

 

用七道问题检视工作： 

 

 符合实情？ 

 是否对所有人有利？ 

 是否建立善意和友谊？ 

 是否对所有人都公道？ 

 能否提升生命？ 

 是否荣耀神？ 

 可以持续经营吗？ 

 

营商事工经验 

 

业务在社会、环境及属灵范畴发挥影响力，但尚未有盈余。虽然东主旨在真正做生意，但没有盈

余，业务难以增长或持续。还幸他们开始看见有转机。 

 

东主须向一个委员会及若干人士问责，交代业务运作是否符合诚信，并对社会有何影响。 

 

诚信，是事工关键。他们用七大问题筛选合作客户，以提高标准。他们希望与诚实的人合作。公

司用 LAred.org 资源每周作一项特质发展评估，员工与顾客一起做。可以看见，业务成功转化属

灵与社会范畴，顾客的世界观开始改变。他们透过公司引进另一套世界观，如「管家」观念，与

当地固有文化大不同。他们开展营商门徒训练小组，以转化当地人，对象包括基督徒与非基督

徒。他们发现当地人对此十分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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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邻国非法居留者众，令人口贩卖问题严重。公司在某会议上听闻此情况，即开始与政府合作

应对此问题，曾经阻止兴建两所涉人口贩卖的妓院。 

 

河流污染，是当地一大问题，甚至有人将灯泡中的水银倒进河流。公司曾与一位致力改善食水安

全的女士合作，为乡郊四条村落验水，并挖井，为逾 34 户提供清洁食水。此外在部份村落调查

研究，计划兴建卫生设施及厕所。这是顾问业务的一个副业，虽然客户也是顾问业务的客户。 

 

学到功课 

 

 营商事工从业者需要具备技巧与心志，且要作充足准备。 

 东主相信，基督徒生意人应该做真正的生意，必须有营商经验。 

 从事营商事工要能成功，你必须处事灵活、敏锐当地文化、完全倚靠主，有信心，坚忍。 

 营商失败三大因素是——「财、色、虚荣」。从业者未出发海外进行营商事工前，应在祖

国先处理好此三大试探。 

 诚信乃必要，你必须转化自己，才能作门徒训练者。因为转化生命在乎以身作则。 

 做生意能诚信周全，这包括必须赚取盈利。生意即事工，必须具备真正营商技巧。 

 营商事工从业者不能「我行我素」，亦须了解当地法律。有些做法不一定是错的，只是文

化不同而已；许多时候，那往往是文化「分歧」，而非「道德」问题。 

 必须了解当地文化。在这个国家，大家习惯透过吃饭喝咖啡来谈生意，是本地文化，你以

为他们闲懒吃喝，其实他们是在工作。 

 创业之初公司完全与非信徒合作，缺乏转化营商环境的要素。后来他们发掘新材料与营商

方法，将之实践。 

 

问责很重要，东主招聚一群经验丰富的基督徒商人组成顾问委员会，对业务很有帮助。 

 

东主常提及许多人堕入性试探，提醒准从业者必须先对付这问题，再进入工场。他的应对方法，

是办培育品格查经班、门徒训练小组，参加者包括信徒与非信徒，果效令人十分鼓舞。 

 

东主以下列问题作自我评估，他称之为「自省生命」，回想过去一周我有没有： 

 

 花足够时间作素质高的查经 

 花足够时间过素质高的团契生活 

 看色情物品 

 花足够时间陪伴家人 

 在财政上忠心 

 忠于呼召 

 对你说谎？ 

 

论及如何招募新的营商事工从业者，受访者认为不应在堂会动员，应该与当地生意人同工，让他

们与当地牧者同工。换言之，不要到教会里招募商人来工作。应该与商人分享异象，以小组形式

对这些商人进行门徒训练，动员他们透过营商关系成为转化的媒介。 

 

总结 

 

本业务积极接触非信徒，在多个层面取得成功。受访者认为，营商事工从业者必须有营商经验，



营商事工从业者之招募、训练与部署议题小组报告 - 2015年7月                                 58 

处事灵活，敏锐文化环境，完全倚靠主，有信心，能坚毅。 

 

公司用七道问题筛选客户，其他营商事工可借鉴，以辨识出「能以转化」或对福音开放的顾客，

在服务行业尤其如是。问责问题也是优良模范，显明从业者须对己、对人问责，尤其当我们远离

朋友、家人、堂会问责架构时，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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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业务简介：被子生产与零售 

受访者业务精选实例 
 

业务模式与背景 

 

业务于 2006 年在印度创立，旨在聘用当地妇女，助她们摆脱性交易。公司年收入为 5 至 6 万美

元，共 90 多名员工，超过 90%是当地人。创办人是应征加入营商事工行列，同时领受呼召。公

司以回收再用的沙丽造成不同尺码的被子，生产再作零售。另一扩展性业务的的非牟利环节，透

过另一组织接受捐款资助。 

 

策略与异象 

 

公司旨在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妇女脱离淫业（防止与恢复）；借着雇用曾经当娼的妇女，使她们

用其他方法维持生计能以自立，并提供安全、感到被爱的环境。 

 

价值观 

 

 让妇女心灵和情感都得释放 

 提供整全、仁爱的应对方法 

 提供安全地方生活 

 在经济上赋权 

 帮助妇女学习如何负责任地生活，可以掌管自己的自由 

 重建和重整生命 

 

营商事工经验 

 

 环境影响——所有产品原料都是循环再用物料。 

 

 经济影响——运作如同一般公司，会赚取盈利，能自负盈亏。 

 

 社会影响——服事弱势社群（娼妓），为她们的小孩提供课后支持，帮助患上艾滋病的妇

女，为一些小孩提供日托服务，与妓院里的妓女保持联系。目前公司已能在医疗宣传及艾

滋病问题上支持妇女，医疗宣传部有一名兼职员工。至目前为止，已有 144 名妇女上过识

字班、算术班、精神健康班，学习缝纫及营养学；40 人完成领袖训练学校课程。 

 

事工创办人并未受过营商事工正式训练，她认为，从业者必须有工作经济，却不一定要有营商经

验。她广泛阅读，参加过「治愈」的训练，但没有其他训练。她希望能修读工商管理硕士（她已

有文学学位），也想接受其他训练，学习使用社交媒体，并在组织内培育领袖。她认为在创业之

初，若能得到行政、一般商务操作训练，巿场学助理，低廉的网页设计，业务发展规划（如司法

国际风险投资公司所作的），及当地法律及会计师事务所协助，会有好处。此外，她觉得需要：

一位以美国为基地的人士协助事工发展与筹募资金；在印度物色好的印刷商；专门训练人员到印

度举办领袖及管理训练课程，并负责对外发言。 

 

公司目前正接受一名律师及会计师协助，亦有聘请一名人力资源人员，负责与政府部门斡旋；此

外，有一名科技员管理网站；另聘一人负责在美国营销。 

 

公司是当地另一业务其中一个部门，大家服事对象一致，因此公司须向其他部门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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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计划 

 

 服务扩展至其他村落，预防妇女涉足淫业 

 内部培训领袖与干事，增加领袖人数，使他们更成熟 

 多聘请几位专业印度同工，协助公司运作 

 令更多当地教会参与，让他们向员工提供属灵支持和方向 

 在美国建立分部，营销推广产品 

 

学到功课 

 

从事营商事工要能成功，你要主动、坚毅、长期委身一个地方、目光远大、有耐性，真切委身、

爱所服事对象，明白群体与合作的价值，有创意，能适应跨文化环境。 

 

 预备有好几年要十分刻苦、长时间工作 

 委身于异象与使命，做事手法要切合实际 

 愿意创新和改变 

 肯求助 

 肯认错 

 不要当完美主义者——失败是没问题的 

 必须与当地人共事 

 不要以为做两年就可以走 

 不要以为可以独自完成工作，不理当地文化环境 

 不要与做类似工作的人比较 

 不要破坏联系 

 不要放弃 

 

招募新从业者的最佳方法，是接收实习生，让他们切实工作。营商事工需要有更多人留意，我们

应该多向人介绍营商事工，更多公开对话。可以到大学校园和商科学生、或国际发展系学生谈，

也可以在基督教大学办营商事工课程，让大家知道，营商事工是实实在在的事工。 

 

总结 

 

是项业务已运作经年，其目标已达，就是提供就业机会助妇女脱离淫业，亦在几重底在线达成转

化。此类业务容易仿效，同样计划可在其他村落运作，收杜绝淫业、栽培领袖之效，十分令人鼓

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