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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营商事工」这个是相对较新的概念，仍基于圣经的观念；常见的其他用词包括「营商转化」，「大

使命企业」和「国度营商」。本质上营商事工是一个整全性的概念，相信神有能力，在灵性、经济、

社会与环境上，改变个人和社会。圣俗二分化并不符合圣经，但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却影响了我们对工

作、营商、教会与宣教的观念。营商事工是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的运动的一部分，为要认识并响应

神的呼召将整全的福音带到全球万族万民。 

1. 营商事工是基于「基督身体」的典范思维 

圣、俗二分与灵性、物质二分均不符合圣经，而是源于希腊诺斯底哲学；它被教会视为异端邪说，

然而，仍不断渗在我们的思想、神学与宣教策略。 

 

希腊诺斯底哲学的二分法 

• 优             • 劣       

属灵              物质 

神圣               世俗 

神职人员           会众 

这区分导致教会和会众的观念缺憾，形成「基督金字塔」的思维，而非符合圣经的「基督身体」

思维。我们倾向鼓励往上爬金字塔，达至「全职」顶峰。这种不符合圣经的观点非常普遍，并影

响全球各洲大部分教会。希腊诺斯底思想推崇「圣职」人士而蔑视营商人士。牧师被视为一个较

高尚的呼召、一个神圣的服侍冠称为「全时间服侍」。一个人如果想真正地服侍神，他就要试图爬

金字塔，向着「更高尚的呼召」前进，参与「全时间服侍」。营商人士通常被视为服侍玛门，而非

事奉神；然而，如果他们向教会或宣教机构作捐献，就可以蒙免罪。 

 

 

 

 



错误的「基督金字塔」思维 

                                 牧者、宣教士 

                 基督教机构同工                                     

                                                           慈善组识工作者 

            「世俗」行业人士 

                                       营商人士 

教会和事工仍受掣于这种圣、俗二分的观念，将圣品与会众区分：基督徒时常也诋毁自己，认为

自身的工作非常世俗，只有当他们为教会或宣教机构奉献，才会勉强地获得肯定。然而，正如神

呼召和装备人作翻译圣经或传道，祂也呼召和装备人去营商，藉以服侍神和其他人。基督徒商人

需要被肯定并被挑战：神赐给他们独特的恩赐、职业与经验去满足庞大的需要和机会。 

营商事工认定「基督身体」乃正确思维。错误的「基督金字塔」思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想法、

语言与行为，我们需要拆毁它。如果神呼召你从商，就不要降格自己成为牧师！神对你从商的呼

召是你最高尚的呼召。若神呼召你当牧师，这也是你最高尚的呼召。这世界并无金字塔要你去爬，

但有无数的人等待你去服侍。 

2. 营商事工是源于圣经 

神是原创的企业家，祂从一个意念开始，创造了无数的好东西。我们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具有

神的创新力去制造好东西。神告诉亚当和夏娃「管理园子」，参与这增值的过程，并生活在信任的

关系中。所以，营商是植根于神的品格和我们的被造。营商的核心活动在于提供有意义并能持续

的就业，藉以彰显神的荣耀；这都是建基于神的品格、公义与慈爱。历史上有许多敬畏神的男男

女女透过营商来爱神和服侍人。亚伯拉罕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耶稣在小型家庭企业工作了多年、

箴言三十一章那才德的妇人也是一位商人。 

 

失业是始祖犯罪堕落的后果，但失业不是罪；然而，它否定这人成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美意：富

有创意、能够为产品和服务增值、能够供养自己与他人。提供就业，对个人或群体，都是一个公

义的行动；事实上，这能帮助人按照神的形像成长。 

 



神透过耶稣基督救赎受造之物，包括工作与创造力。我们被召参与神的救赎过程，协助恢复工作

带来的尊严与价值。 

 

工作既富于神圣亦同时富于人性。神看所有受造物都甚好；我们也可以为所制成既实用又优质的

产品与服务高兴。 

3. 营商事工是耶稣的追随者 

耶稣要求那些真正跟随祂的人具有那些主要的品格？他们帮助饥饿的、口渴的、赤身露体的、有

疾病的与在监里的（太二十五）。那么，造成营养不良、饥饿、无家可归、疾病、缺乏医疗服务、

欠债与犯罪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失业！提供就业能够缓解并防止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有人也许

会这样意译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中耶稣的话：「我失业了，你给我工作！」企业家有这一特殊的呼召，

在商场上透过营商服侍，「像是给主做的」。 

 

我们要反映耶稣的生命与使命：「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二十 21）。这使命是

传道与社会责任并行的。神关注我们「人」，是在社会环境中的你与我；耶稣的事工明显地既是

宣讲，也是彰显神的国度。（赛五十八 6-7；路七 22）。 

 

大多数来找耶稣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情感、肉体或社会需要，耶稣也不断地、恒切地满足这些需

要。曾有一位知识分子尼哥底母带着「属灵的」疑问来找耶稣；这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常规。

重要的是，耶稣从来没对这些有各种各样需求、问题与疑问的人说：「你的需要不对。」 

 

耶稣指出，医治病人、喂饱饥民、安慰受伤者等等，都是神国度的彰显。祂甚至教我们祷告：愿

你的国降临。营商事工就是耶稣祷告的结果──在营商中和透过营商──满足人在肉体、社会、

情感、经济与灵性的需求。 

 

对失业者来说，什么是福音？我们不要尝试比耶稣更「属灵」；祂大部分的服侍都是在满足「世

俗」需求，但祂从来没有因为花费这么多时间与工夫去处理人的日常需要而致歉。 

4. 营商事工源远流长的历史 

有很多历史事件说明基督徒透过营商改变人心、转化社会，并且荣耀神。在教会历史的首四百年，

教会成长并成为社会重要的影响力，部分功劳须归于基督徒商人在商场中活出了他们的信仰。吕

底亚是一个商人，她以分享福音来活出她的信仰（徒十六 15）。我们应该向宣教先驱学习，像景教

跟随者在丝绸之路沿途经商，又像莫拉维夫的基督徒企业家带出深远的影响。 



汉斯‧尼尔森‧豪格（Hans Nielsen Hauge）生于十八世纪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那里没有

民主，宗教自由也很有限。豪格二十五岁遇见神之后，他的生命格言就成了：爱神、爱同胞。他

游遍挪威，做的正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植堂和营商事工。 

 

他开展了三十多门生意，包括捕渔、造砖、纺纱、运输、采盐、开矿、造纸与印刷。他是企业家，

同时也是催化剂。很多人在他的启发下开始读圣经，和信徒一同祷告、聚会，并发展起不同的生

意。 

 

今天历史学家都承认豪格对现代挪威发展所作的贡献，有人称他为「挪威民主之父」。他提倡男女

平等，也带来了灵性复兴与创业运动。豪格所留下的是灵性、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他的生命与工

作阐述了营商事工的一些目标、原则与结果。 

5. 营商事工是对世界需求的适切响应 

圣经的使命是：将整全的福音带到万民万邦，宣讲并彰显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我们要致力

在灵性、社会与经济层面上改变人与社会。世界上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如果我们做市场分析，我

们能发现什么？ 

五个最显著和相关的现象： 

1. 最少听闻福音之民多处于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中，他们大多数生活在「10/40 之窗

内」。这地区及群体几乎从未听过福音，偶或听到，也大都不明白。 

2. 这里你会找到世界上大部份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口。 

3. 这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十，甚至七十。 

4. 近一半的人口是年轻人，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岁。 

5. 这是人口贩卖的高危地区。 

贫困地区的失业率，常高达百分之三十至八十；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在社会上找工作。这些地区

的人很少听闻耶稣的名。高失业率使人容易陷入危险，让贩卖人口和卖淫集团有机可乘。这些恶

行与生活的迫切需求紧密相连。如果我们不强调经济或商业发展，就很难找到长期稳定的解决方

案。在最弱少、最失落、最底层的人中，营商事工有绝佳的机会彰显神的爱。 



若我们想成为耶稣的追随者，我们就无法，亦绝不能，忽略穷人和最少听闻福音之民对工作的迫

切需要。这个挑战巨大，且不断升级：有数据预测，未来二十年，近二十亿年轻人需要找工作。 

单单想到创造就业是远远不足够的，单单想到植堂也是不够的。如果建立教会、教会增长是我们

对成功的唯一定义，卢旺达就是二十世纪终极成功的典型。在一百年间，教会成员从零增加至总

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但在一九九四年，我们目睹这个中非小国的种族灭绝行为几周内一百万人被

杀。很明显，卢旺达的教会有人，但人民没有教会，福音没有真正改变种族关系。 

6. 营商事工是抗衡人口贩卖的关键策略 

贩卖人口是现代版的奴隶制度。人口贩子为了谋取利益，用威胁、暴力、胁迫、绑架和欺骗的招募

方法，运送、窝藏无辜者。被贩卖的人大多最终从事卖淫或体力劳役。受害者常有被运到国外，但

大多数都是在本国内。他们往往被拘禁不得离开，强制劳动，而薪金被没收。大多数受害者是妇女

和孩子，他们都被奴役从事色情行业。今天，数百万计的人仍是在非自愿情况下被败卖，拘禁于奴

隶般的情况下。 

 

我们可用成因、解决方法和正面变革者来总结人口贩卖： 

 

• 成因：失业、收入不足、国内的工作没有发展前景 

 

• 解决方法：就业、提供职位、切实可行、可持续、有盈利的企业 

 

• 呼召：神呼召并装备人为「天国营商」──重建人的尊严、捍卫人权，并有效打击人口贩卖 

 

若能主动及预发性地开展商业，就能解决人口贩卖的先天性问题；尤其在失业率和人口贩卖率高企

的地区，营商事工是预防的关键。 

 

与此同时，营商事工亦是重建受害者的关键，因为我们必须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将他们从贩卖者

手中（包括色情行业）救出来，然后呢？」我们需要提供就业和具尊严的环境，成为个人在社会、

经济和灵性上整全转化的一部分。 

 



7. 营商事工是一种离心力 

我们需要履行耶稣的命令和响应真实的需要，也让各地各方的营商人士响应神。达到这一点，我

们需要较少的向心力，而更多的离心力。向心力是朝着中心向内移动的力量，而离心力是从中心

向外移动的力量。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做饭时，从盐瓶向肉撒上盐。 

 

 

 看上去有点荒谬，但当然另一种方法：用力将肉挤进盐瓶，使肉变咸。 

 

 

 基督徒要做世上的盐；让我们以盐瓶代表教会，以肉代表耶稣差我们要去的世界。 

 

 

    教会                   职场 

不幸的是，我们通常都忙于将人挤进教会，通常都是在同一个狭小的建筑物内参与某些活动。很

多教会只关注向心力，就好像我们要「将肉挤进盐瓶中」。我们应该多一些离心力，想象我们可

以在职场上怎样作盐，可以怎样为营商的基督徒祷告。教会应该为职场中「作盐的会众」献上感

恩。那些有从商呼召的基督徒，我们可称为营商宣教士（bissionary）。 

 

 

 

     教会          营商宣教士      职场 



社會的持份者 

8.营商事工是个人与社会的整全转化 

 

 

 

 

 

 

 

 

上图显示的是一个持续的发展图：由有限的世俗思维，股东获利为营商首要目的，扩展到更宏大

的思维，惠及其他的持份者及达成其他效益。「企业的社会责任」含盖其商业对社会与环境造成

的影响，也关注社会的整体得益。「营商事工」含盖四重效益，也让基督的身体成为问责单位。 

营商事工是关乎真实、可行、可持续、有盈利的商业行为，具天国目的、观点与影响，在灵性、

经济、社会、环境上带出个人与社会的整全转变，叫神得着更大的荣耀。 

9. 营商事工寻求盈利 

我们要透过教会及在职场中彰显神的国度。教会和基督教机构均是非牟利的单位，营商则需要盈

利。以下是两者的异同之处： 

教会／基督教机构       营商 

 荣耀神                        • 荣耀神 

 服侍人                        • 服侍人 

 满足各类需要                  • 满足各类需要 

 不以牟利为目的                • 牟利，但不是唯一目的 

問
  

責
  

單
  

位 

營 商 效 益 

基督的身體 

股東 

經濟 社會 環境 靈性 

營商事工：個人及社會的

整全轉化──四重效益 

企業的社會責任： 

三重效益 



营商就需要在经济上可以维持，提供人愿意花钱购买的产品和服务。持续发展意味着这商业活动

是有利可图的。不论在甚么文化，利润是所有营商的关键要素。没有利润，企业就不可能存在，

亦不能实现其目的。因此，营商事工中的企业是真实运作的企业，且能产生财富与利润。营商事

工并不将利润视为邪恶、败坏或不符合圣经。相反，只要不是靠压迫与欺骗顾客获得的利益、其

产品与服务不会耻辱基督及福音，那么，利润都是好的、可喜悦的、有益于神及祂的目标。 

基督徒商人不仅对家人与教会有责任，也对股东、政府（课税）、顾客、环境、员工与其他人都

有责任。如有盈利（如果要持续并可行的营商，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利润不是由教会来支取；

公司持有人／执行者有一个超越但包括教会的相互制约的关系网。 

 

 

 

 

 

 

 

 

10. 营商事工不是为宣教而营商 

营商事工不是一个筹款策略，不是资助传统事工之新的替代方法。不管我们的专业及收入，神都

要求我们慷慨地捐输。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捐钱给慈善事业才成为教师、外科医生、家庭主妇、行

政总裁或农民。我们不会愿意让某位只求赚钱捐给教会的外科医生为自己动手术；我们需要他具

备精湛的医术和正确的动机，能够准确地完成任务。神给每个人恩赐与才能；我们要作这些恩赐

好管家，有责任地行动，关心他人，不论是家人、朋友、员工、顾客，还有在其他国家的穷人和

有需要的人。这同样适用于营商的基督徒：用专业、精湛的技能与诚信服侍神和人。 

11. 营商事工不容假营商、冒宣教 

营商事工是真实的营商，不是以营商为外衣的基督徒慈善组织，但它又不仅仅是营商。有两类经

营手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属于「营商事工」范围：（1）没有实质业务的公司；只为宣教士可以获

得签证，进入目标国家。（2）声称有宣教动机的公司，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只注重个人利益，而非

天国的利益；虽是基督徒开的公司，但没有明确的国度策略。 

營商事工：相互制約的關係網 

神 
股東／銀

行 

/ 

銀行行 

家庭 

顧客 
商業 

員工 其他 社會/群體 政 府 ／ 機

構 

教會 利潤 



12. 营商事工有别于织帐棚事工，却有关联 

「织帐棚事工」源于使徒保罗，他有一份「世俗」的工作（织造帐棚），从而支持他的「事工」（该

词及其用法通常加深了神圣与世俗的鸿沟，与圣经的整全概念背道而驰）。在宣教中，织帐棚事

工通常意味着某人受聘于海外某公司，从而有机会与同事及他人分享福音。这是切实可行的想法；

但不能与营商事工相题并论，纵然两者有重迭的部分及相互补充的关注点。 

           营商事工与织帐棚事工相互补充的关注点 

营商事工                         织帐棚事工 

1. 提供工作岗位        1. 承担工作岗位 

2. 企业家、持有人或执行者     2. 各类工人或专业 

3. 发展商贸（中小企）      3. 一般工作 

4. 通过营商看到个人及社会转化     4. 在工作中作见证 

13. 营商事工的另类缩写与终极底线 

AMDG ─ Ad Maiorem Dei Gloriam: 为神更大的荣耀！ 

 

 

 

 

 

 

 

 

 



营商事工宣言 

二零零四年洛桑「商贸宣教」项目小组曾就此课题商议了一整年，内容包括「神在工作及商贸上的目

的」、「商人在教会及宣教上的角色」及「世界的需要与商贸的响应」。小组由七十多人组成，大部份

为各洲商人，也有教会及宣教领袖、学者、神学家、律师及研究人员，讨论包括六十篇专文、二十五

个研究个案，并举行了数次国家及地区性的「商贸宣教」咨商会议，和透过电子通讯进行讨论。讨论

的高峰是为期一周的会面商谈及工作。综合所得，有以下各项： 

 

声明（Affirmations） 

 我们相信，神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并赋予创意，使能为自己及他人创造美好的事物──也包括

商贸。 

 我们相信，应该跟随耶稣的脚踪，始终如一地满足周遭人群的需要，藉以申明神的爱和祂国度的

统治。 

 我们相信，圣灵会赐所有基督肢体服事的能力，满足其他人属灵及肉体上的需要，申明神的国度。 

 我们相信，神已经呼召并且装备从商的人士藉其事业建立神的国度。 

 我们相信，福音的大能会改变个人、小区以至社会，从商的基督徒可以透过  商贸而进行全人塑

造。 

 我们认知，在少听闻及认识耶稣之名的地区里，贫穷与失业正在肆虐。 

 我们确知，发展商贸有其迫切需要及重要性，惟商贸宣教并不止于商业交易，乃以神的国度为观

念、目的及影响。 

 我们确知，需要在全球开创就业及多元化商贸，但必须以灵命、经济、社会及环境塑造四方面为

基本目标。 

 我们确知，在基督徒商人团体中，教会拥有庞大可供发展的资源，透过贸易，可以满足世界的需

要，并且在职场内外将荣耀归予神。 



 

建议 

 我们呼吁，普世的教会要确认、肯定、代祷、委任及差遣商人及创业者，使能运用他们的恩赐，

及响应呼召到全世界去从事商贸──到万民之中，直到地极。 

 我们呼吁，全球的商人接纳这一项声明，并思想如何运用其恩赐及经验，透过商贸宣教去满足世

界上最迫切的属灵与物资的需要。 

 

结论 

商贸宣教最终的目的是使神得荣耀──Ad Maiorem Dei Gloriam──A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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