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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营商事工全球智库」開办獨特的论壇，让全球同工及领袖集思广益。當我们再次開展此项

目，就聚焦在关鍵詞「激励」上。智库的目的，是激励全球营商事工运动，装备和鼓励有心

志事神益人之士，在各民中透过营商服事神。 
 
为此，我们在国家、地区及国際各層面组織了 30 多个工作小组，部份组別集中探討营商事

工运动的特定议题，亦有探討某地区或国家营商事工的情況。 
 
成立工作小组的目的，是聆听、学习、分享与联系。我们发展各类工具与模板，让小组透过

遙距会议及现场咨询通力合作；各组的对话产生出各样材料，包括论文、分析、个案研究、

工具与资源索引。 
 
为使组別对话的效果更佳，我们划一营商事工的定义： 
 
营商事工是： 
 

1. 有盈利和可持续的生意； 
2. 旨在以神国度为目的，影响国家与人民； 
3. 聚焦于全面转化和经济、社会、环境与属灵等成果的多重底线； 
4. 关心世上最貧困及最少听聞福音的人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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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与社会资本，除了贡献许多文字资源外，2013 年 4
月还在泰国举办的营商事工全球会议及工作组领袖论壇建立网络，务求把集得的资源分享和

广泛传播。 
 
本报告是30多个工作小组所写成的一系列专文之一，其背后功臣，是來自各大洲数以百计参

与营商事工的领袖。智库其他的报告见：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英文版）或 http:// 
www.chinesebam.com/bam-database/reports/ （中文版）。 

这些报告并不是营商事工智库的最终目的，卻是参与相关事工的营商事工同道，及各界同行

领袖的重要反思，彼此扶助前行。我们仍須继续抓紧各个议题，处应需要，裨补罅漏。部份

小组將继续运作，啟发新理念，推动营商事工运动继续前进！ 
 
过去兩年多，智库有机会促成这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项目，回顾整个过程，我们固然有力所

不逮，志愿未达的时候；然而，我们同时见证神能够成就远超我们所想所求的。 
 
在此诚心感谢一同劳苦的各位同道，令智库所筹略有所成。特別感谢策进小组、众议题与地

区小组领袖、支援团隊，及我们的伴侣－Mark 与 Jennifer，感谢他们不断的支持。 
 
祈求这些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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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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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营商事工运动。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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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20
－21） 
 
联合主席 
祖・普伦麦尔（Jo Plummer），迈茨・图內哈格（Mats Tunehag） 
 

2013 年 9 月 
chairs@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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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倡导与动员  
营商事工的巿场倡导、信息与动员  

 
营商事工运动正不断发展，虽然全球教会内从商的弟兄姊妹众多，但他们的营商技能仍未被

充份使用。在下一个世代，我们幸有机会，可以使用神所赐的营商资源，以应对属灵、社会

与经济贫穷等问题，此机会是前所未有的；若要增加影响力，就必须加强动员力，令沟通果

效更显著 。 
 
我们如何能够有效地进行？过程中会面对哪些障碍及挑战？我们又有什么机遇？ 
 
本报告旨在跟在营商事工运动中参与倡导与动员的同道，分享过往的经验，更好装备和学

习。 
 
我们为今日营商事工的倡导及动员所要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定出下列议题： 
 

• 神正在动工 
• 商界人士是倡导的主要对象 
• 教会担当关键的角色 
• 圣俗二分观念仍然是重要的障碍 
• 好故事与范例的重要 
• 需要更多的资源与创意 
• 建立伙伴关系 
• 我们的信息使人有共鸣 
• 要有耐性纠正错误观念 
• 世界欢迎营商 

 
我们将探讨，就动员招募的巿场策略而言，应该如何按着这些议题传播信息。 
 
我们在以下三大范畴作实际建议： 
 

1. 发展信息内容——适合任何处境的四大关键内容 
2. 发展巿场策略——给有志于营商事工巿场概念与机遇人士的三大建议 
3. 令人坐言起行——动员的三大考虑 

 
最后，我们建议组织以下行动，以作跟进：组织代祷网络，呼召说故事的加入，组织全球运

动，去接触现有营商事工对象以外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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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与动员  
营商事工的巿场倡导、信息与动员  

 
序言  
 
我们创建的异象，是来自商界人士的声音，他们说：「让我们知道可以怎样缔造改变」，

「我们除了开支票以外，应该可以多作点贡献」，「我们可以怎样参与？」过去十六年来，

商界人士的回应往往出乎我的意料；我常常分享资深商人的故事，害怕再没有新鲜感，但却

遇上新力军，他们正在自己的堂会里组织这样的事工。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从商，他们的营

商技巧高，主理大型分公司或大公司，而他们想参与事奉。有人邀请他们做这样、那样的义

工，可是都用不着他们的技能；许多时候，从商的信徒都得不到肯定，他们也没有被差遣。

现在情况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他们需要得到肯定，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用实际方式去参与。

（Doug Seebeck, 2010）[1] 
 
商人信徒与商业技能还是相对较少开发的资源，可用以建立全球教会的事工，乃至于满足世

界的需要。《洛桑营商事工特别报告》这样说： 
 
我们目前的任务颇具挑战性，包括创造职位、创建新业务、融资、结集商务知识、开发巿

场，并建立清晰的商业道德。光倚赖传统宣教的资源，实在不足以应付。而全球教会有成千

上万的信徒，他们有合时的技巧、经验与人脉，可以在跨文化场境，透过营商事工发挥不同

效力，若是能够有效动员、部署、装备和支持他们，会为教会宣教事工释放丰富资源。

（Tunehag, McGee and Plummer [Eds], 2004） 
 
过去的十到十五年，投放在营商事工的倡导与动员的资源倍增，把事工倡导至世界更多的地

方，然而资源的数量、乃至倡导人员还是比较少，接触和建立的范围有限，所动员的新力军

和资源，只是未开发资源的冰山一角。 
 
本工作小组旨在探讨策略，以增强全球教会对营商事工的意识，俾能更深入了解这种事工，

更多的参与。 
 
倡导，我们定义为：加深了解的沟通 
动员，我们定义为：沟通以致更多人参与 
 
倡导和动员小组召集在这些范畴有工作经验的弟兄姊妹，集思广益，他们来自北美、拉丁美

洲、东非、欧洲、印度、澳洲与亚洲各区。我们从初步讨论及态势分析（SWOT analysis）
订立若干主要议题，进入讨论。态势分析来自网上问卷，有 21 人填写，收集有关事工倡导

和动员的优点、缺点、机遇与威胁等资料，再作分类统计，发现最常见议题。 
 
透过讨论及态势分析，我们看见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有十大议题： 
 

• 神正在动工 
• 商界人士是倡导的主要对象 
• 教会担当关键的角色 
• 圣俗二分观念仍然是重要的障碍 
• 好故事与范例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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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更多的资源与创意 
• 应缔结伙伴关系 
• 倡导信息引起共鸣 
• 需要耐心纠正错误观念 
• 世界以营商为先 

 
我们继而从以下三个范畴思考上述的机遇与挑战： 
 

1. 对信息内容的意义——应该强调甚么信息和内容？ 
2. 对信息传递方式的意义——应该采用甚么方法、工具与巿场进路？ 
3. 对动员大众参与的意义——说明机遇后应该有甚么建议，让人可以投入参与？ 

 
我们以一些实际建议作为总结，好增强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工作的质量。 
 
此外，我们也挑选若干有倡导与动员事工往绩的案例，以从中学习，知所行止。案例见附录

C 至 M，我们并从中汲取原则、做法与功课，融入本报告的内容。 
 
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导言  
 
营商事工是一场更广大运动的一部份  
 
谈到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只是一幅大图画的小部分，是神

在职场众弟兄姊妹中间的工作。Neal Johnson 观察道： 
 

过去 20 多年，神一直以各样大能的方式在职场作工，只是很低调、很隐藏。神的手

在全球商界基督徒之间广施作为，他们为基督有同一的异象，有个别工作的、自发性

的，也有全球性的。事实上，这现象已发展成全球的力量，堪称为一场运动，成为

21 世纪基督教宣教运动的主流，如果发展成熟，可能是基督教史上最大型宣教运动

之一。所以我称之为职场宣教运动——而营商事工是主要的一环。（ Johnson
［2009］, 86 页） 

 
Johnson 与 Rundle（2006）分析现今的营商事工运动时，形容这是同一个广泛运动中四大阵

营之一，其余三个是织帐棚、职场事工及企业发展。很多作者和评论家观察到，这个广泛运

动对今日教会宣教而言，是至为重要，而营商事工是其中的一部份。正如《洛桑特别报告—
—营商事工》提到： 
 

营商事工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范式，而是更广泛的范式一部份，叫人认识到神的使命

的整全性，对所有职业的肯定。福音派教会正在学习怎样更有效、全面地宣讲福音。

（Tunehag, McGee and Plummer ［Eds］, 2004） 
 
增强联系  
 
Johnson（2009）论述职场运动的可持续性与未来增长时，特别提到三大动力： 
 

1. 运动与教会的联系 
2. 跨世代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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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动内的各种架构得以增强 
 
Johnson 说的第一点，「毋庸置疑，这个运动跟教会疏离，是未来发展之路上的一大障碍」

（103 页）。据他的评估，现在评估运动的跨世代动力是言之尚早，目前关键是能否将运动

维持到第一代以后。Johnson 在总结时加入第三大动力，「如果这个运动跟教会的关系稳

固，而架构得以增强，则这世代对运动的呼吁，应该效仿福音的跨代吸引力。」（页 103） 
 
「倡导及动员议题小组」对营商事工所做态势分析（SWOT analysis）得到的结果，与

Johnson 对职场运动的分析可谓不谋而合，而营商事工正是职场运动重要的一环。本报告所

见事工的机遇与挑战，令人特别关注以下需要：巩固营商事工与全球教会的联系；进一步建

立架构与发展资源，以使运动合一；促使参与者发挥协同效应；让商人来倡导、动员其他商

人，以建立多世代的认同。 
 
谁在动员？  
 
相信勾勒目前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概况及发展，会提供有用的背景资料继续下面的讨论。若

果要看有关营商事工兴起的更完整描述，请参照营商事工智库报告的「学术与研究」部份。
[2] 
 
虽然结合营商与宣教事工并非新事物，在教会史上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但当代营商事工运动

的兴起，可追溯至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当时少数早期宣教先锋开始使用这种模式工

作，今日称为「营商事工」，当时尚未有统一的名称。在此以前， 1970 至 1980 年代，

「织帐棚」的概念及做法更为人熟悉；至 1990 年代后期，从若干硏讨小组及会议生出「营

商事工」一词，以标志融合营商与宣教的模式，当时规模虽小，却有增长之势；从那时起，

亦有以其他名称形容这类模式，诸如大使命公司、国度营商、转化营商、宣教营商、营商为

转化、宣教企业等（不同语言还有其他名称）。 
 
「全面企业家」（Holistic Entrepreneurs）是首个为这个主题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所赋予的用

词，会议在 2002 年 10 月举行，并出版了《国度营商》（Yamamori and Eldred ed., On 
Kingdom Business, 2003）这本书，掀起了新浪潮，2000 年代初至中期，愈来愈多书籍[3]及
会议[4]谈及这种营商事工的概念。众多书籍与会议，还有主流宣教出版社出版大量专文和

谈论这个题目的分析，是公认营商事工倡导与发挥动员力量的第一步。 
 
在 1990 年代末及 2000 年代初，有若干差会与网络，包括青年使命团的创业和经济发展中心

（CEED, Center of Youth With a Mission）、世界福音动员会（Operation Mobilization）及中

亚营商顾问社（Central Asia Business Consultation）开始举办专为营商事工而设的训练课

程，有的专注训练机构内同工，有的以更广大信徒为对象。与此同时，亦有学术机构举办研

讨会及课程，譬如美国的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瑞金大学（Regent University）及

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的商学院都是这方面的先锋。首个区域顾问会议亦于这时举行

——中亚营商顾问会议（Central Asia Business Consultation，后称中亚营商事工顾问会议）

于 1998 年举办第一届，以后持续举办了十年。2000 年代初，在坦桑尼亚为东非事工举办会

议及在巴西为拉丁美洲事工举办会议。而过去十多年，各地区倡导与动员活动愈来愈多，除

上述的活动以外，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地亦持续有类似的网络和活动。 
 
最早采取营商事工模式的是韩国人，堪称业内的先驱。2000 年初至中期，在中国、韩国及

美国已有若干组织举办韩语训练及动员活动；2007 年起，韩国商人在国际营商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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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Alliance）的名义下在上海定期聚会，后移师首尔，继续举办年度的

大型会议。 
 
2000 年代初开始，亦出现首批营商事工倡导及动员团队，由来自差会及网络的个人及小组

带领，如迈茨・图內哈格（Mats Tunehag，洛桑会议营商事工资深伙伴）、Lynn Green（青

年使命团的营商事工资源队）与黎基传（Patrick Lai，后来的枢纽——营商转化事工

［NexusB4T］），此类团队锐意发展营商事工材料及资源，以服务更广阔的网络。首个服

务营商事工的网站 businessasmission.com 于 2002 年投入服务，由营商事工资源队（BAM 
Resource Team）制作，现已发展至第四版。 
 
2002 至 2003 年，洛桑运动召集首个营商事工智库，是首次如此大型的召集，包括众多从业

者，连同宣教、教会及学界领袖，一起研讨营商事工的概念以达成共识，如何实行以达成使

命。智库共有 90 位人士参与，其中 70 人于 2004 年 11 月出席会议商讨，终于拟定《洛桑特

别报告——营商事工（2004）》，是标志性的集思广益的成果。这第一个智库，发展成为今

日的营商事工全球智库，本报告是智库的成果之一。 
 
在 2000 年代初到中期，自从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活动的努力开始呈现起，尔后相关的书

籍、会议、网站、论坛、文章、课程等纷纷推陈出新。从一开始，就没有某「类型」倡导或

单一组织主导着这些动员活动，今天情况依然，著名的营商事工倡导单位来自各种背景，有

着不同经验，包括： 
 

• 学界（如：Rundle, Johnson） 
• 教会（如：美国亚特兰大巿周边教会［Perimeter Church］，韩国首尔善牧教会） 
• 营商事工从业者（如：黎基传） 
• 差会 / 非政府组织（如：圣公会差会——非洲［CMS-Africa］，巴西 CCI，全球伙

伴［Partners Worldwide］等） 
• 商界（如：Dwight Nordstrom，PRI，Julian Foe，印度尼西亚 KBC Indonesia，上海

IBA） 
• 网络（如：Tunehag、Yamamori） 

 
此外有其他幕后人员及本土同工，其背景更显得多元。 
 
全球营商事工倡导者迈茨・图內哈格谈论过去 15 年事工发展与改变时说： 
 

我们看见当今时代人对基督徒从商有所觉醒，愈来愈多人参与营商是为荣神益人，且

看近 15 年的发展，现有情况在 15 年前是绝无仅有的。现在我们对称为「营商事工」

的概念在全球有更大的共识，尽管不同群体对某些术语定义不一样，但对这种事工的

理解已有重大共识。 
 

15 年前当你提及营商事工，别人会问「那是甚么？」「我们真的想牵涉这种事

吗？」今天你去到任何国家，都会遇见听过、谈论过、甚至正在做营商事工的人，这

是全球的一大转变。 
 

过去 15 年来的另一转变是全球营商事工从业者的紧密联系，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全

世界有更多人参与这个「营商事工生态系统」，不仅有生意东主和专业人员，也包括

提供支持服务者。近年愈多人意识到，差会、教会、学界须与商界合作，发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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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才更全面。因此，营商事工已不再是在世界各地的几宗个别事例，而是全球的运

动，令大众同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大改变。（Tunehag, 2015） 
 
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的机遇与挑战  
 
营商事工承接近辈前人倡导与动员工作的奠基，继往开来，迎向未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透

过态势分析及讨论，得出以下课题，每个课题都涵盖今日事工机遇与挑战的某些广阔范畴，

态势分析总纲见附录 A。 
 
神正在动工 
 
神正在全球职场大大作工，或许是我们的最佳机遇。今天很多商界与宣教界的领袖都认同

「职场运动」的力量与潜质，而营商事工固然是重要一环。葛培理（Billy Graham）曾经

说：「我相信神接下来其中的一步，是透过职场上的信徒成就祂的大事。」[6] 
 
基督的身体近年的想法与做法起了变化，而营商事工的信息正是这些范式转变的重要部份。

愈来愈多教会、网络跟组织按这些信息操作，我们应该好好把握和利用。神正在商人中间动

工，他们特别渴慕这种信息；当今全球在职场的信徒都感应神的呼召，要借着自己的工作岗

位影响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的信息必须肯定商界专业人士，鼓励他们用职场上的经验与专

业，扩展神的国度。 
 
营商事工从业群体必须看重祷告，最为关键。当我们动员信徒参与宣教事工，就发现自己乃

是与圣灵同工；我们若不与神同工，祂在众人生命里动工，我们配合努力，倡导与动员工作

就难有成效。我们并非要加推一个项目，而是神的运动，我们能参与其中，是何等荣幸！ 
 
这也是一场属灵争战，对我们是主要的挑战；Brad Hopp 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突破会议

上，仿效鲁益师《地狱来鸿》（C. S. Lewis, The Screwtape Letters）的形式来开场，幽默又

不失严肃，生动地阐明这一点（参附录 B）。撒旦要毁坏神的工作，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

战，乃是与黑暗势力、与属灵恶势力争战（弗六 12）。我们的仇敌要对付聚焦于天国的营

商，想破坏我们服事、联系和装备这些业务公司的工作，我们很需要祷告，聚焦祷告是营商

事工的主要策略。 
 

宣传信息的时候说，「神正在全世界成就这事」，比起说「我们应该在我们教会里开

展这项目」强而有力得多了。——美国动员者 
 

商人得其教会鼓励而投入参与，神似乎正在呼召愈来愈多人加入这个形式的事工。—
—美国动员者 

 
神正在商人中间作工！营商事工的异象不仅在一处「忽然冒起」，不限于某个群体、

某个区域，却是全球性的，反映神正在运行。——全球动员者 
 
商界人士是倡导的主要对象 
 
营商事工倡导，应以商界人士为主要优先对象，包括：商科学生、年青专业人员、生意东主

及企业家、商界专业人士、处青年危机、中年危机的人士，及退休人士。我们作态势分析时

发现一个不断浮现的主题——就是让商界人士向同业推介，其力量大，效果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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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事工倡导的弱点，在于没有选取合适对象，并且缺少为事奉而营商的人；由商界人士开

发的资源比较少，或者专门为他们而设的资源也少。现代营商事工从业者都忙，又往往独立

运作，很缺乏作师傅的，没有时间与人分享他的经验与工作的模式。 
 

营商事工的信息若是倡导得宜，会很吸引，有更多人参与的。我认为由实际参与营商

事工的商人分享其故事，现身说法，效果最佳。——美国动员者 
 

动员工作的力量分散得太广阔，受众往往是：(1) 根本没有能力参与任何层面的营商

事工；或 (2) 长期参加会议，但是资金不足或是经验不够的人。经朋辈招募的效果

可能更佳。——美国动员者 
 

所谓物以类聚，过去给动员而投身的参加者，最能吸引想法类同的人参与。——美国

动员者 
 

基督教大学及大专的年青学生，是策略性的理想对象，有机会可以请商界领袖设计、

讲授课程，为学生提供师徒训练。三藩巿地区就有一群商人领袖组成「蒙召作工」组

织（Vocari），为高中生举办训练活动，帮助他们从神国的角度计划将来就业，融合

信仰与工作。试想一下，若有更多商人投资在年青的一代身上，会造就怎么样的景

况？——美国动员者 
 
教会担当关键的角色 
 
议程上另一项重要事项，应该是营商事工运动与全球教会保持联系；我们需要确保牧者与教

会领袖明白和支持这个理念。教会内有支追随基督的全球大军正在蓄势待发，我们有更好的

机会服事和装备教会及教会领袖，让他们肯定从商的会众，差他们出去。堂会担当着重要角

色，给从商的会友灌输圣经知识，塑造灵命；除祷告与经济支持外，教会亦可为从商者提供

传福音与门徒训练的模式。 
 
目前倡导活动的最集中火力之一，是帮助教会与牧者「掌握」并参与营商事工。反过来说，

全球营商事工今日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教会领袖不予以肯定和认同。另一个常常提及的挑战

是，有部份教会专注于自己的项目和活动，但却未必吸引到商人的兴趣，亦不能让他们从中

发挥所长。 
 
因此，我们须在这方面多下工夫，让堂会与教会领袖明白营商事工，对许多人来说，营商事

工是全新的概念，需要时间清楚阐明，受众也要有开放的心，方能理解这种宣教的新范式。 
 

令教会领袖接受这强大有力的范式转移，是我们的限制之一。我们的文化不喜欢阅

读，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向领袖阐明，他们才能理解。——东非动员者 
 

我的情况是，大部份关乎营商事工的工作都跟美国教会紧密相连，无论倡导或涉及各

种资源，美国教会都是主要的联系。——美国商人 
 

部份基督徒领袖依然认为狭义的传福音、植堂等工作才是「真事工」，他们不鼓励企

业家在海外发展而发挥影响力，藉此建立康健、自养、牧养得宜的教会；却教他们从

事其他大材小用的岗位，或令从商的会友不再投入营商事工。——美国动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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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工非常有限，可说是各家自扫门前雪。然而，倡导工作若能透过

教会，跟堂会及基督徒领袖合作一齐做，会友才会明白，营商不仅是赚钱的工具，也

是神所赐的器皿；从商的会友要知道自己具备独特的才能与技巧，是扩展天国的宝贵

资源。——东欧动员者 
 

我们需要改变神学院及圣经学院的视野，然后从讲坛开始改变视野。我们需要从牧者

及教会领袖出发，塑造营商事工的信息。——美国动员者 
 

［营商事工运动领袖］若不聚焦于耶稣与祂的福音，细意耕耘与大公教会的紧密联

系，努力成为整个基督身体的中坚份子，就有可能很容易在有意无意之间扭曲这个运

动，失焦出轨。——Johnson （2009），页 104。 
 
圣俗二分观念仍然是主要的障碍 
 
从态势分析所见的大威胁之一，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圣俗二分」观念。信徒下意识存着这种

世界观，认为某些活动或职业本质上是「神圣」或属灵的，会讨神喜悦，值得信徒从事；而

某些活动或职业则较「属世」或是不属灵。按照这种错误的世界观，做生意和赚钱并不是

「虔敬」的追求，基督徒也不适宜在商场打滚，或在其中服事。这种观念令信仰与营商分

割，令信徒以为「事工」或是事奉神，是远离工作场境的事。 
 
因此，透过各种方法克服和打破圣俗二分的观念，是营商事工倡导的首要任务。目前全世界

依然有不少教会对创造财富和做生意存有偏见，我们应该按着圣经回应。所幸目前已经有不

少文章和丰富资源，纠正圣俗二分的观念。[7] 
 

营商事工倡导的果效有限，因为这是个新范式；多年以来，教会和基督徒都有圣俗二

分的观念，尤其认为营商是在教会的领域以外。这是观念的问题，还幸我们有圣经以

作回应。——东非动员者 
 

营商是神的意思，营商事工是神的意思，信徒必须知道营商事工的圣经基础。我们要

能够阐明这个论点，信息要简而精，解释神对工作、就业的设计和看法，撕破圣俗二

分的虚假概念。必须以圣经信息打破偏见，令信徒不再认为工作是神的咒诅，或是定

规的恶。——美国动员者 
 

圣俗二分可说是「硬化的分类概念」之一，即如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二分的概念。此外

也有其他观念令人瞎眼，看不见神不断创新，比如认为宣教工作必须由宣教士来做，

商人只有奉献金钱的份，基督教重点只在个人得救，与社会整体无关等等。——
Michael Baer （2006），页 146。 

 
好故事与范例的重要 
 
按营商事工倡导经验所得，好的故事往往叫观念重获生命，好的范例能启发人跟着起而行

动；尤其是我们想动员的目标世代，是特别着重实际经验的。 
 
然而，现在我们所分享成功的范例不足够，故事的类型也不够多样化。这里所面对的挑战

是，我们需要花时间收集实战者的经验，写成分享个案。实战者通常忙于维持公司的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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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暇记录故事的过程，或是他们孤军作战，就是所用模式成功，也没有人知道。于是，我们

得召集一群「说书人」——其中包括研究员、作家及摄影师，作为营商事工运动的人力资

源，协助联系实战者，记录其事迹，传说他们的故事。 
 
深愿营商事工全球智库的工作能令个案与故事记录的宗数倍增，以应对此挑战。除记录外，

还得有人负责修缮、传播，才能激励新一代从商的信徒加入，成为未来的新力军。 
 

倡导营商事工最主要群体，往往还来自宣教专业，而不是属于商界，这是一大弱点。

要等待有一两个阿根廷从商的弟兄或姊妺来做营商事工，才会有突破。我们祈求，但

愿有最少一个人能够来分享他的经验。——阿根廷动员者 
 

我们需要拥有一定成功案例的组织，来提供更多的个案研究与故事；诸如美国的全球

伙伴事工（Partners Worldwide）及印度尼西亚的国度营商社（Kingdom Business 
Community）等。——全球动员者 

 
许多营商事工从业者都是孤军作战，他们的故事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善用社交媒

体，更多传播营商事工信息及模式，以提高信徒的意识、兴趣与参与度。——美国动

员者 
 
需要更多的资源与创新 
 
事工倡导与动员的最强力量之一，是有愈来愈多人和资源集中在这个事工上。其中的机构愈

见成熟，提供让人投身的机会亦不断增加。虽然如此，事工最大的弱点仍然是缺乏宣传和成

功人仕，并缺乏普遍资源。 
 
目前有意识地倡导营商事工的机构，及专职负责营商事工动员的人相对仍然少，特别缺少有

商界背景的人员。虽然有可用的资源，却是支离破碎，很难找，或是在目标对象看来并不吸

引，且素质参差。[8]巿场倡导不济，有欠创意。虽然今日全球有多种社交媒体与沟通管道

可用，增加机会，我们却远远未能善用；就算有信徒想深入了解和参与营商事工，也缺乏途

径。总言之，这个范畴存在一大资源缺口。营商事工的资深倡导者迈茨・图內哈格论说：

「我从事全球营商事工 15 年以上，从未见过会众像今天这样，对倡导营商事工这么渴求。

需求的确很大，但我不肯定供应方是否应付得来。」[9] 
 
另一个弱点，是除英语外，其他语言的倡导资源稀少。而此事工概念，必须在世界很多其他

地方经历「本色化」的过程。 
 

目前营商事工并未推展到海地的教会，在国内仍然只是由国际组织推行的运动。——
海地动员者 

 
几乎没有关于营商事工的中文资料，遑论全面详尽、神学立场扎实、理论正确而又实

际可行的讲论和文章了！——香港与中国动员者 
 

我作为年青的专业人士，过去六年多一直对营商事工很感兴趣，却从未见有跟营商事

工相关的网站、会议、书籍或视频，是由年青专业人员领导制作，或以这个族群为目

标对象的。有的都是设计差劲，编撰拙劣，内容参差，可观的事例欠奉，了无新意，

且欠缺网上群体，动员与号召力也弱。——美国商界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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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善用社交媒体，把营商事工的信息与模式传播开去，增加信众的意识、兴趣

与参与。然而，我们仍然做得不够，特别是以年青一代为对象方面。一些著名的基督

徒思想家、演说家如 Tim Keller、Wayne Grudem 等，他们有不少好信息，我们需要

有平台广播出去。营商事工的领袖应该集中想想如何栽培下一代投身事工；教会也需

要在这方面接受教育，有支持事工延续的远象。——美国商界专业人员 
 

营商事工的倡导成效有限，因为在本地区这仍然是较新的模式。要改进这个情况，可

以训练更多有志宣扬这营商事工的倡导者，包括在商界专业的层面，并教牧与教会领

袖的层面。——东非动员者 
 

可以传讲的其实不多，我的意思是，让人可以投身参与营商事工的机会不多。可以讲

理论概念，目标和目的等，可是给予人投身的机会不够。需要有更多可以教导的成功

营商事工的项目，重点讲论、引以为例、从中学习的，这才会是机遇。我们也需要有

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的训练材料。——拉丁美洲动员者 
 

我们要给人配搭真切的动力，我们要给与会者实在的讲明白「如何投身」，才算得上

成功。——美国动员者 
 
建立伙伴关系 
 
态势分析时常重复出现的一个课题是，主要持份者之间有较大潜质建立桥梁。营商事工运动

正在全球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亦不断出现创新的协作技术，这方面的增长也快，建立网络

与合作的机会因此相应增加，只是目前还未能尽用其利。目前的联系与动员力量比较分散，

触及的范围有限。 
 
有若干转变的迹象令人鼓舞。1980 年代开始致力于广义职场运动的已故 Kent Humphreys 曾
经有这样的观察： 
 

对青年使命团（YWAM）、国际宣教协会（IMB）、学园传道会（CRU）等大型宣

教机构来说，营商事工愈显重要；也有愈多差会以营商事工为必要策略。美国的事工

跟全世界的事工也有更多伙伴关系，而神学院、差会、大型教会及商业领袖间亦开始

建立伙伴关系。在过去的 18 至 24 个月，愈多牧者明白到这一点，有教会开始动员会

友，这是很好的趋势。[10] 
 
我们的受访者建议集中于以下范畴搭建桥梁： 
 

• 从业者之间的联系——从业者彼此学习，通力合作。 
• 宣教界与商界的联系——增强两个群体之间的沟通。 
• 动员者之间的联系——营商事工媒体、通讯与动员从业者应促进协同效应，减少资源

分散的情况。 
 

西方的企业家一般倾向各自为政，他们口里说「别人做过的事不会再做一次」，其实

宁愿自己独个儿做。因此甚少为天国的益处而合作，而常常在基本错误上重蹈覆辙。

——美国动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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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事工动员者通常来自三大背景——商界专业人员、宣教机构与学界。商界专业人

员有时看教会传统与政策为障碍；学界只专注于个别学府的研究与教育。地方堂会往

往缺乏推动力，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因为堂会才是最重要、最有潜质的推动者。我们

需要以个别策略性的活动，促使上述各部分有更好的合作。——美国商界专业人员 
 

我在亚洲区学园传道会工作，我们装备数以百计年青专业人员进入职场。但我没有经

营营商事工公司的第一手经验，我需要有伙伴，但是这方面的伙伴很有限。——香港

宣教士 
 
我们的信息使人有共鸣 
 
融合信仰与工作，而且以营商事工的形式实践出来，这个信息使很多人有强烈的共鸣，是一

大机遇。近年有愈多有能力和影响力的声音，呼吁主内肢体回应他们从商的呼召，在本地及

全球活出来。营商事工的企业氛围对很多商界人士而言，都特别吸引。 
 
今日基督徒特别关心社会的不公义和未得之民这两种情况；营商事工的影响全面，特别在应

对全球种种迫切问题上，甚有相关性和影响力，例如： 
 

• 贫穷——机遇与企业是应对全球贫穷问题的关键 
• 社会不公义——失业问题与贫穷，是社会不公义问题的根源，例如现代人口奴役和贩

卖 
• 接触未得之民和未及之民的使命——部份地区与国家拒绝传统宣教工作，却欢迎外国

人前往经商 
 
Ken Eldred 总结需要和机遇说：「国度营商的宗旨是，神在乎人的属灵、社会与经济各方面

的转化，所以商界的工作既是事工，亦是呼召；有盈利既是必需的，也是服务有效用的标

志。贫穷有如社会的疾病，同样需要处理。」（Eldred ［2005］, 页 69） 
 

营商事工动员专业人士有其优势，它不要求人放弃专业或事业，然后花几年时间接受

神学或文化训练，才开始事奉。——美国动员者 
 

许多商界专业人士有事奉神的热心，希望出一分力为主所用；而且有不少年青的专业

人士正经历青年危机，他们希望工作不止为赚钱，同时能够带来影响。近年有所谓

「影响力投资」的趋势，而营商事工正提供机会，让人发挥力量，达到永恒效益。—
—美国商界专业人员 

 
在拉丁美洲，许多人发觉欧美在过去 200 年实行的宣教方法，在那里不一定时常行得

通，当地人既无异象，又缺乏资源。然而当营商事工一经倡导，众人马上反应热烈，

说：「对，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这是第一次有几个人或几个组织，在拉丁美洲倡导

营商事工的异象，就深得人心。可见当地的时机成熟去接受营商事工的信息，无论是

极渴慕展望未来，或是对旧方法早已感到厌倦的信徒，都已经准备好接受新方式。因

此，任何营商事工的倡导，只要考虑比较周详，倡导方法尚算不错的，都广为接纳，

视为切合所需的上佳方法。——拉丁美洲与南美动员者 
 

我们需要让人看见，全球的贫穷问题是多么严重。我们的信息是，慈惠和援助没有灭

贫，但是工作机会却会。营商事工正好满足此需要。——美国动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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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耐性纠正错误观念 
 
营商事工的概念在世界许多地区都趋于成熟，而且信息能引人共鸣，但是仍然需要让人深入

理解，厘清含义。各地有很多动员者报称，受众往往将营商事工跟其他信息混淆，因此我们

倡导时，信息要精简，不住说明营商事工的独特卖点。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缺乏智力资本，

以致这些地方采纳营商事工会有限制。因此，应该多开发本地的资源，寻求全球各地德高望

重的领袖来站台，令信息更广为接受，后续的投入参与更大。对许多人来说，营商事工依然

是新概念，需要向他们耐心解释，用创新方法阐明。 
 
经营失败、从业者装备不足和营运模式不善等等情况常被提及，为着要损害营商事工的可信

度，对事工的倡导与动员是大威胁。损害事工声誉的其他威胁包括：贪污或失德，短视，或

是跟其他信息混淆——诸如成功神学。另一种危险是言过其实，故事夸张失实，以至有损事

工模式的可信性。所以，即使我们志在倡导动员，惟处事仍要开诚布公，期望要合理务实。 
 

在这里，贪腐是一大问题。有营商事工个案在这方面失足，令整个营商事工概念受

挫。——香港与中国动员者 
 

我们谈的众多环节中，焦点是财富和制造就业，若是解释得不够清楚，受众会将营商

事工误当为成功神学。——东非动员者 
 

成功神学对营商事工的动员是很大的威胁。很多拉丁美洲的基督徒领袖都有这样的误

会，而且深信不疑，他们不太愿意拨出资源为国度之用；我们很难说服人支持和投资

在营商事工企业。——拉丁美洲动员者 
 

会众听见失败、令人沮丧的消息，较明显成功的案例多。必须有更多成功的案例，不

然的话，大家会摈弃营商事工，追求其他的模式。——美国与拉丁美洲动员者 
 

事工的威胁之一，是短视，期望取得快捷回报，以为外游一两次就可以「挽救」当地

经济。——美国动员者 
 

我们的文化习惯总希望短时间或实时见效，这种期望若是套用得宜，可以是长处；但

若是一整代人都急功近利，不愿意花时间接受装备、训练，累积经验，则会构成威

胁。——美国商界人士 
 

为事工而营商这个概念依然流行，可惜有部份动员工作似乎是偷梁换柱的策畧，表面

上似乎给予商界人士机会参与营商事工，但是最终只想他们掏腰包。——美国动员者 
 
世界欢迎营商 
 
今日全球对营商的看法，是我们一大机遇。近年来，世界对营商的态度在改变，很多人开始

思考营商在社会上的角色，时下流行谈论创业，尤其是社会企业；有关企业与灭贫、良心企

业、社会企业、福利企业、影响力投资等话题讨论不绝，坐言起行者亦不少。 
 

我们活在营商时代。许多基督徒与世俗史学家都认同，昔日民族国家所担当的历史角

色，已逐渐为企业所取代。对未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会是公司，而非国家。基督徒商



 
 
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議題小组报告 - 2015 年 10 月                                            页码 17  
 

人群体，岂不应看见此大机遇？大门已经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岂不应该好好把握机

会，让营商在社会转化和传福音上担当重要角色？（Baer ［2006］, 页 155） 
 
世界对营商开放，许多地方都有中产阶级崛起，这将改变全球的经济面貌。全球化与城巿

化，让商人可以在世界各地大城巿接触其同事、顾客与供货商，正好提供传福音的机会。 
 
营商呼召（Call2Business）总干事与企业家 Al Caperma 曾经发出挑战：「全球职场正在转

化，而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上，可以选择忽视这股趋势、袖手旁观，或是起而带领。而我，就

想作带领。你们又怎么想？」[11] 
 

巴西福音派教会人数字居全球第三，仅在美、中两国之后。巴西人很随和，在世界各

地都很受欢迎。巴西经济正在增长，惠及比邻；拥有资本与经验的巴西基督徒商人已

经准备好到海外。——巴西动员者 
 

亚洲充满着机会，吸引投资者到这里来，因为成本相对较低，不过很需要教育。大部

份国家都欢迎创新商业。此外，比如中国有很多基督徒，动员潜质大。——香港与中

国动员者 
 

营商事工在东非倡导得很成功，因为贸易和商业在非洲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当地发展

十分迅速；我们的挑战，是要刻意把握时机。倡导的优势之一，要接触在这里上教会

的商人与专业人士很容易，但是需要帮助他们看见自己的潜能。我曾经跟人谈及这个

题目，没一个不认同的，他们看见所要跨越的，都说但愿早些认识这个模式。——东

非动员者 
 

大家已经厌倦旧时的营商模式。美国目前兴起一种新运动，称为 B 型企业；除了赚

钱，大家希望做生意成功还有其他目的。我的母校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正在举办信仰与职业的周年会议，数百个学生来聆听校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美国与印度营商事工从业者 
 
营商事工信息、巿场倡导与动员的含义  
 
本报告初期命名为〈开阔「鱼池」〉（Fishing in a Bigger Pool），其含义是这个报告的目

的，是检视我们营商事工目前的「鱼池」及「钓鱼策畧」，然后问：如何可以拓阔鱼池、装

备得更好？换言之，我们应该如何反省、改善，致令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更有效？ 
 
我们在议题小组讨论里得出三大课题值得探讨： 
 

1. 信息内容——有什么是重要信息？ 
2. 巿场策略——如何有效传递这些信息出去？ 
3. 投身之路——欲使人投身事工，哪些管道最有效？ 

 
在给此三大范畴提供意见之前，我们先说明几项普遍原则。 
 
普遍原则  
 
下述原则普遍适用于信息内容、巿场策略与激励动员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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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心——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此任务上，我们乃是与圣灵同工。谁在祷告？ 
 
目标清晰——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应以商人及堂会领袖为特定目标。谁是目标对象？ 
 
内容简明——营商事工仍算是新概念，可能与其他信息或方法混淆，需要仔细阐释。是否经

过深思熟虑才传递信息？ 
 
与人同行——我们需要接触人，为他们开辟合适的管道；我们所设计的信息、巿场策略与机

会，是否让人可以在不同层面投身？ 
 
信息内容含义  
 
我们反省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信息的调查结果，若论机遇与挑战，目前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

的信息内容重点应该在哪里？ 
 
1. 分享异象与目前机遇 
 
是机会让我们强调神正在作工的大图画，让大家看见异象，明白到营商如何能够满足全球的

迫切需要。要以全球形势为背景，我们的信息事实上是适切时务，其实神正在商人中间动

工，激励、感动人坐言起行。 
 
举例， 「愈穷」（PovertyCure） 是一项全球运动，旨在让企业解决贫穷。愈穷挑战我们，

叫我们问：「什么可以致富？」以取代「什么做成贫穷？」这个问题。他们的材料与资源帮

助人了解到贫穷根源，并知道营商是独特的解决办法；他们提供教育资源，肯定、鼓励并挑

战企业家起来行动。他们擅用视频资源与社交媒体，有 13,000 名推特追随者，还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参《从援助到企业》（Aid to Enterprise）YouTube 视频。[12] 
 
中文营商事工网（ChineseBAM.com）创办人积极翻译各地营商事工材料，译成繁体及简体

中文版，透过网站及其联络活动广传；他们并举办会议，邀请国际讲员主讲，并将世界各地

营商事工活动的报告翻译成中文，分享开去。 
 
2. 提供坚实圣经基础 
 
传讲营商事工概念时，需要令教会注意，信息内容的圣经基础很强；这对于动员教会、打破

圣俗二分观念尤其重要。若要纠正会众对营商事工存有的误解，知道营商事工的所是与不

是，也要有稳固的神学基础。要让人知道，营商本身是好的，能荣耀神，这是给从商的信徒

的一种肯定，使他们可以履行神对营商的设计，造福人群及社会。 
 
举例，韩国约瑟商业学校（Joseph School of Business）的开办，是帮助蒙召从商的年青基督

徒在国内或国外开展、营办天国公司；他们十分强调圣经的世界观、营商的圣经基础，也着

重创业的技巧与实务。 
 
营商事工资源队（BAM Resource Team）于 2008 年开办为期三周的营商事工课程，于第一

周就首先教导圣经对营商与经济的世界观。课程导师发现，学员来自各种背景，课程有助他

们先拆解既有的营商概念，再按着圣经的基础重建，以至更有效地投身营商事工的行列。 
 
3. 以实证与事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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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能够令枯燥的概念生活化，教人恍然大悟。读或听故事比较单单读或听事实报道，更

易令人茅塞顿开。故事不仅启发人，更透过成功或失败的事例，教人从中汲取经验。看见学

过的模式如何真实的运作，能拓阔视野，叫人知道营商事工的真实面貌，知道有例可循。 
 
举例，印度尼西亚的国度营商社（Kingdom Business Community）定期举办营会与活动，以

传递异象，装备基督徒商人运用恩赐与技巧，以扩展神的国度。透过教导与小组，帮助人为

他们的生意或专业重新订定目标，更着重神国使命。其策略之一，是帮助从商的男女信徒多

多思考使命，朋辈间互相鼓励，小组彼此守望，建立师徒关系，并从成功个案学习原则。 
 
营商事工资源队主理 businessasmission.com 网站及发表「营商事工评论博客」（The BAM 
Review blog），发表过程中发现真实故事是上佳的沟通渠道，于是博客在每个课题，均包括

实例、个案研究、从业者访问，工场花边新闻等。主办营商事工课程时，亦有个案研究环

节，并加插为期五天的实地考察行程，让学员接触实例。 
 
4. 投身事工指引要清晰 
 
神正在作工，呼召来自各种背景的人、年长年幼、不论资深与否，来投身营商事工。由于许

多企业家和商务专才都是行动型，所以倡导的时候，必须为其提供多元、确切的投身机会和

步骤，受众方能把回应付诸行动。 
 
举例，「枢纽——营商转化」（NexusB4T）寻获一个窍门来动员、装备新从业者的转化，

就是透过在企业设立实习生与学徒制，他们让实习生和学徒在营商事工企业跟基督徒老板一

起工作，学习如何在日常营商活动中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发现提供实际操练的机会是

很有效的训练新工人的方法。 
 
在「营商呼召」（Call2Business）的会议上，组织者会预先搜集资料，列出种种营商的需要

与机会，让与会者可以在会议后选择参加各样的机会，诸如：训练、咨询、解决专门问题、

参加顾问委员会、教导营商事工从业者、参加考察团、加入营商团队等。 
 
「全球伙伴」（Partners Worldwide）是成立已久的机构，鼓励、装备与联系全球商界与专业

人士结成伙伴，透过全球网络，把北美的商人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结

连起来，缔结长期生意伙伴和师徒关系；又组织海外考察行程与实习机会。 
 
倡导信息的四点内容总结如下： 
 

1. 传递异象，分享目前机遇 
2. 提供稳固的圣经基础 
3. 多用故事及例子支持 
4. 提供清晰的投身步骤 

 
组织好内容框架，即可以各种形式、在任何场合传讲，例如：博客、小组聚会、会议专题演

讲、商界朋友餐会、研讨会、跟教会领袖会谈等。 
 
看更多组织实例，参附录 C 至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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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递信息的含义  
 
本研究亦检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的巿场策略，应侧重什么进路，才能面对目前的机遇与挑

战？ 
 
我们为传递营商事工概念和机遇者提出三个建议： 
 
1. 运用新科技、创新方法 
 
今日社交媒体发展完备，许多企业与机构都加以利用作为巿场倡导工具。此外，有许多免费

或低廉又方便的制作工具，一般用户都可以把信息内容包装得吸引又专业，诸如制作视频、

讯息图表、海报、博客、网站、组织网上群组、图片分享串流等等。营商事工倡导群体应该

善用这些机会。后面「资源表列」部份列出若干组织，皆透过社交媒体传递营商事工信息。 
 
2. 认清倡导目的与对象 
 
谈到巿场学，我们的倡导目的，是让人认识某个概念，去到教育，使对方认同，继而采取行

动。有人以「巿场学漏斗」形容这过程，漏斗顶部是宽的，代表所作的沟通工夫旨在吸引大

众注意，但愈向底部就变得愈窄，令人专注于一事，驱使他们起而行动。参图 1。 
 
因此，可以思考一下，你所办活动是否驱使人经过整个「漏斗」进程，或是只着重谈论事工

的某个部份。这也有助评估事工倡导与动员工作的需要与缺欠。 

 

活动 营商事工网站 

书籍与文章 社交媒体与群组 
 

网上课程 
 期刊 / 通讯 

营商事工会议 
 训练课程 

短期

体验 

师徒训练 
 

长期投

身创业 

留意 

教导 

认同 

行动 

大众 

朋友 / 粉丝 / 追随者 

订户 

潜在客户 

客户 / 成员 

忠诚支持者 
 

推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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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改编自传统的「巿场学漏斗」以显示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活动 

 
3. 扩大接触面 
 
我们固然要接触那些想积极认识营商事工的人，但同时我们也要突破和主动接触其他人来扩

大联络面；参图 2。应该问问自己，今日商界人士是如何联系的？一般商人想如何结连？有

些人已经听过「营商事工」或「营商转化」，他们会想深入寻求有关信息；但也有许多人从

未接触过这些概念，最少未听过这些术语。 
 
若想加强倡导与动员力，我们需要： 
 

a. 部份人已经知道事工的名称又想加深认识，要确保他们按那个「标签」就可以找

到相关、而且是高质的信息。 
 

b. 把信息传至目前营商事工群体以外，为此，我们可能要打破现有的框框，多些了

解巿场学与商业的流行趋势和正面的主张。当然我们不必急着使用最流行的术语来表

达，只要清楚阐明我们的概念就够，但也要留意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术语及语句会冒出

来。 
 

 
图 2：需要超越我们目前的接触面 

 
其中一个好例子，是「即场事工」（RightNow）采用新的、中性的词语——「交易者」

（Trader）来形容事工。「即场事工」用创新而专业的进路来传递使命，旨在动员职场里的

基督徒成为基督的门徒。其策略之一，是启发基督徒领袖运用时间、技巧与金钱有计划的帮

助别人成为「交易者」。 
 
动员投入参与行动其方式的含义  
 

需要接触超越

现有的受众！ 

很多现有接

触面的范围 

认同「营商事工」（或其他名称的

同类事工），并已掌握相关资源者 

听过「营商事工」（或其他名称

的同类事工），可能想多了解者 

听过「营商事工」（或其他名称的

同类事工），但不明白其意思者 
 
未听过这些名词，但会认同类似概

念者 
 
未听过这些名词，且不容易理解其

意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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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反思营商事工与动员工作叫受众投身其中的含义。面对目前的机遇与挑战，究竟

该如何提供实际机会让人参与？ 
 
我们为倡导人员提供三个建议： 
 
1. 强调每个人、每个角色、每种技巧都很宝贵，都有需要 
 
首先要肯定每个人在「传福音给万民」一事上都有其角色，商界人士以其职场经验与专业，

可以作出贡献，不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传道人和宣教士才可以履行大使命。 
 
然后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展示各种类型的营商事工活动和选择，令人可以想象自己担当其中

的角色，发挥影响力。必须让有兴趣认识营商事工的人士明白到，并没有所谓「标准」企业

家，各种生意老板、各样专业人员与技术都是需要的。像在我们教会里有工程师、会计师、

农夫、教育家、音乐家、厨师、经理、顾问和商人，都希望领受异象，为神国一展所长。 
 
我们亦应该提供机会，让处于人生各阶段的人士可以参与事工。高中生和大学生可以如何参

与？对年青的专业人员、处于中期职业生涯的人士，或是退休人士而言，哪些机会比较吸

引？经验丰富的商界领袖、创业家或者兼职者，又可以如何参与？ 
 

非洲年青人占人口的六成，要是在投身职场前就让营商事工俘虏他们，他们的情况就

会大不一样。我们在乌干达的营商事工队伍就特别集中向大学生倡导。——东非动员

者 
 

年青人不想按惯常方式经营生意，他们比较开放借助做生意，愿意去接触未得之民、

低下阶层和失丧的人。此外，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和年届 55 岁的一大群人，正陆续从

商场退休，他们经验丰富，且有能力自资投入事工；一旦了解目前的机遇，他们很愿

意踏上。——美国商界人员 
 
2.要实际可行 
 
近来有愈多关于营商事工的会议、研讨会，或是每周、每月的聚会。基础的教导与反省固然

重要，但是长期研究、讨论和构想，这些方式未必适合讲求实际行动的商人，许多企业家根

本不会出席典型的研讨会，所以要用创新、实际方法招聚他们，传递信息。怎样可以接触这

群人，动员他们参与？商界领袖必须要「全盘理解」才会投身的，我们必须预备好帮助他

们，按部就班地踏出下一步。 
 

我们需要让人与实际机会作「营商事工配对」。我们办事工会议，若是有「如何参

与」环节，通常会最成功。——澳洲动员者 
 

我认为实习机会很重要。德州沃德堡（Fort Worth）有家餐厅和咖啡馆，为一名中国

籍商科毕业生提供三周的实习机会，那个学生就打算在中国开咖啡馆，以扩展神的

国。——美国动员者 
 
3. 提供多个参与选项 
 
当我们分享实际机会，我们需要提供不同层面的参与机会。对许多人来说，投身营商事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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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一项很大的突破与转变；我们需要纠正「营商事工必须在海外」、「投身营商事工需要

全盘改变目前生活」的错误观念，我们可以多提供近乡的参与机会及点子，不单有出外工干

或移居海外的方式，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可以提供机会，在本地或在国际上投入参与。 
 
另一错误观念是，营商事工必须长期的委身；其实营商事工也有很多短期项目和机会可供参

与，有些人想每周奉献一小时或是半天，或每月花一个周末，或是每年两周，几年内花一个

夏天，在未来三年奉献一个学期，应该为他们想出合适的参与方法，也要为不定期参与的人

度身订造较灵活的事奉方式，我们也应该策略性地善用这些短期机会，成为长远影响。 
 
营商事工群体需要不断地发展并倡导多种参与选项，使人人有一系列清楚的机会可以坐言起

行。美国一位动员者就预备了一列事奉机会清单，而且是时常增新的，每当有人问他可以如

何参与，他就和对方分享对方最有可能参与的五个选择。 
 

「投身营商事工就必须辞职和移民海外」，这种观念令人却步，是营商事工动员的一

大阻碍。目前我们仍未有足够清晰和容易的管道，让人人可以参与。——美国动员者 
 

我们要有初学者程度的「兔子滑雪坡」或「儿童游泳池」，让正在研究营商事工的人

可以踏出。——美国与印度营商事工从业者 
 

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巴西，在漫长的历史中，因为资源太少，我们往往要

采用非传统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种企业家精神，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机遇。我们需要

在本地有更多属天国度的企业，作为跳板，发展到其他地区去。——拉丁美洲动员者 
 
总结  
 
营商事工在过去十年大大发展起来，其倡导与动员的力度虽然愈见加增，但是力量还是相对

较少；今天有不少主内肢体在各国从商，是仍未开发的雄厚资源。 
 
要倡导与动员营商事工，教会是主要管道。我们必须培养营商事工运动与全球教会之间的良

好关系。 
 
我们的任务，是巩固这个运动在倡导与动员方面的架构，要做到这点，必须有更多资源与合

作关系；亦需要招募更多有热忱的人，向商界及地方堂会传递事工的信息。 
 
跨代的号召与动员，是营商事工运动的机遇。由商人动员商人，通常最有效。此外，我们需

要大量导师、真实的故事与成熟的模式，以触碰年青一代人的热情，再加入智慧与经验。 
 
我们可以求神继续在祂的子民中动工。祈祷对营商事工至为重要，我们虽然投入了许多人力

物力，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的最强机遇，是神在众教会、在全球商人信徒之间动工。让

我们求庄稼的主，呼召更多的倡导者与动员者，起来服事基督的身体，并差遣更多的工人进

入禾场。 
 

过去十年全球愈着重营商事工，实在令我很欣慰。从 1980 年代起，全球的观念与意

识起了急剧改变，到十年前，模式也终于转移。现在有愈多机会，可以在重点神学

院、差会与大学谈论这个课题，教会领袖也真的在聆听。我们必须向下一代——就是

45 岁以下的人士——传讲这些真理，这是关键。他们都想要走进城巿，我们要先让



 
 
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議題小组报告 - 2015 年 10 月                                            页码 24  
 

他们看见世界的异象，然后进入全球各国的城巿。近年来愈强调社会不同界别要沟

通，应该让政界、教育界、商界与媒体内的基督徒领袖通力合作，参与城巿、乃至国

家的转化。[13]——职场与营商事工运动先锋 Kent Humphreys（1946-2013）。 
 

在现今的社会，我们赞扬什么，我们就加入什么行列，想商人来参与，我们得表扬他

们在神国度里可以担当的角色；不能再单一尊崇某一种呼召、一种角色，凌驾在其他

之上。从商也是崇高的呼召，须予以表扬，好让我们的下一代明白，他们若是蒙神呼

召从商，就应该为荣耀神而做。[14]企业家、发明家 Steve Saint，宣教先锋盛南特

（Nate Saint）之子。 
 
建议与行动计划  
 
祷告网络 
 
全球的肢体固然已经为营商事工多方祷告，但是在祷告的聚焦和网络策略方面仍有不足之

处，我们相信，为营商事工运动的祷告可以更连贯，在网络间传递的祷告事项与跟进回应，

可以更紧密。应该考虑建立此类系统与资源，以加强祷告的参与。 
 
号召「说书人」 
 
营商事工运动需要企业家、会计师、投资者、导师，然而也需要「说书人」——就是在表

达、沟通方面特别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我们需号召具有写作、资料研究、摄影等技能的肢

体，与他们结成伙伴，肯定他们，让他们积极投入事工的传信工作。 
 
全球运动 
 
我们期望在众多企业、堂会与差会当中，产生出愈多事工动员者，同时，亦希望大家同心协

力，成就合一的运动。目前营商事工倡导信息比较零散，不连贯，不为人知，而且沉闷。全

球许多信徒根本没听过「营商事工运动」这回事，有从商的信徒在寻找可作贡献的机会，却

感到孤立无援。因此，我们要有令人信服的的信息，令不满者可以起动，孤立者可以得连

系；撰写醒目的标题，叫沉闷者为之惊喜。倡导运动，一方面应可以把信息送到新的领域，

又将人拉进来，接触到高质的资源，看见机遇的所在。另一方面，机构之间若能通力合作，

自然能够增强倡导与动员能力，收结连的效应。 
 
如欲与参与是次研究的作者及团体联络，或想进一步了解相关建议及行动计划，请往

info@bamthinktank.org。 
 
脚注 
 
1 Doug Seebeck，全球伙伴（Partners Worldwide）总干事，非出版访谈内容。 
 
2 营商事工全球智库有关学术与研究的报告，请往：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cholarship。 
 
3 谈营商事工的较早期书籍，包括：Suter and Gmur (1997), Swarr and Nordstrom (1999), 
Befus (2001, 2005), Danker (2002, republished), Rundle and Steffan (2003), Yamamori and Eldred 
(2003), Eldred (2005), Lai (2005), Ba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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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营商事工的较早期会议，包括：中亚营商事工顾问会议（Central Asia Business/BAM 
Consultation, 1998-2007），全面企业家会议（Holistic Entrepreneurs，瑞金大学于 2002 年 10
月举办），营商事工全球顾问会议（Global Consultation on Business as Mission，青年使命团

于 2003 年 1 月举办），国度营商论坛（Kingdom Business Forum，瑞金大学于 2004 年 4 月

举办），此外还有洛桑论坛的营商事工议题小组（洛桑运动，2004 年 11 月）。 
 
5 国际营商联会于 2007 年开始举办上海论坛，至 2012 年改往首尔举行，以更有效动员韩国

人投身营商事工。参 http://iba-all.org。 
 
6 Billy Graham, “preface,” Os Hillman, His Presence in the Workplace Conference Manual, 2003, 
p1. 
 
7 参营商事工智库论营商事工圣经基础的文章，参：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biblical；
欲进一步了解此题目，参延伸阅读及资源部份。 
 
8 本研究开展以来，陆续出现不少重要的新资源，部份即以年青受众及专业人员为对象。例

子如 businessasmission.com 的新网站，营商事工评论博客（The BAM Review Blog），狮子

穴（如《创智赢家》［Shark Tank］类型的项目），此外还有诸如第三道路（Third Path）、

及天空桥（Skybridge）等组织的活动。参资源部份关于这些和其他资源的更多信息。 
 
9 非出版对话内容。 
 
10 非出版对话内容，2012。 
 
11 非出版会议内容。 
 
12 《从援助到企业》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naRQakFNEM。 
 
13 研究议题小组评论，2012，非出版内容。 
 
14 美国 Call2Business 2011 非出版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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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资源  
 
以下是有关营商事工的可用资源选辑（英语为主），适用于事工倡导与动员。[1] 
 
书籍  
 
Building the Kingdom Through Business: A Mission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 World 

Bridget Adams and Manoj Raithatha, Instant Apostle, 2012 
本书略述一些营商事工历史、其圣经基础，包括营商事工事例及如何入行部份，篇幅

短小易读。 
 
Business as Mission: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Neal Johnson, IVP Academic, 2009 
包罗万有的营商事工教科书，涵盖各种原则及课题，从宣教学到实用入门都有。非闲

暇读物，适合有意认真认识事工者，亦是动员者基础文本。 
 
Business as Mission: The Power of Business in the Kingdom of God 

Mike Baer, YWAM Publishing, 2006 
带领新手读者逐步认识营商事工，是营商事工初学者的有用资源。 

 
Business for the Glory of God: The Bible’s Teaching on the Moral Goodness of Business 

Wayne Grudem, Crossway, 2003 
短小易读，带引读者按坚固圣经基础思考营商，以全新角度理解拥有权、盈利、雇

用、竞争等营商基本议题。 
 
God is at Work: Transforming People and Nations Through Business 

Kenneth Eldred, Regal Books, 2005 
强调基督徒商人在全球国度工作所担当的重要角色，说明商人可以如何运用既有技能

回应世界需要。 
 
Great Commission Companies: The Emerging Role of Business in Missions 

Steve Rundle and Tom Steffen, IVP, 2011 (second edition)  
前半部份论营商事工原则，后半部份述说六个营商事工个案，让读者对此课题有全

面、活泼的认识。 
 
My Business, My Mission: Fighting Poverty Through Partnerships 

Doug Seebeck and Timothy Stoner, CRC Publications, 2009 
十分适合爱读故事的人，包括连串营商事工个案研究与实际合作经验。 

 
The Missional Entrepreneu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or Business as Mission 

Mark Russell, 2009 
作者对营商事工实际营运作深入而广泛研究，设计体贴读者，适合装备有志从业者。 

 
文章  
 
Business as Mission 

Mats Tunehag, Jo Plummer and Wayne McGee (Eds), 2004 
The Lausanne Movement, Occasional Paper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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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尝试从广义国际视野、多元学科角色理解营商事工，是独特的协作项目成果。第

九章收录一页的《营商事工宣言》，现已译成十种语言。 
 
Business as Mission: Get Started 

Business as mission website 
连串论营商事工的短文，对查询者和初入门者很有用，包括〈何谓营商事工？〉

（What is BAM?），〈十大必读事项〉（10 Things to Read），〈圣经基础〉

（Biblical Foundations），〈作好准备〉（Get Ready），〈整装待发〉（Get 
Engaged）。 

 
Business as Mission: Stories 

Business as mission website 
辑录曾在「营商事工评论博客」上载的营商事工真实故事，是倡导和动员人员的有用

资源。 
 
BAM Global Think Tank Reports 

BAM Global 
集合营商事工各题目报告，如营商事工与植堂、营商事工与人口贩卖、特许经营、营

商事工的圣经基础等，并附各国各地区报告；从业者适用。 
 
Business as Mission Hybrids 

Steve Rundle, 2012 
Journal of biblical integration in business, 15(1) (p66-79) Christian Business Faculty 
Association 
概述织帐棚及营商事工崛起的历史。对动员者而言是有用的背景资料，尤其适合学界

或差会背景。部份内容曾由营商事工全球智库学术与研究报告再出版。 
 
Distinctives and Challenges of Business as Mission 

Neal Johnson and Steve Rundle, 2006 
Business as mission: From impoverished to empowered (pp.19-36), William Carey Library. 
营商事工的简易入门，将营商事工置于相关运动背景下讨论，谈及今天营商事工若干

关键议题。 
 
God Means Business 

Mats Tunehag, 2008 
MatsTunehag.com 
长达六页的入门资料，介绍营商事工几个主要概念。是作者著作多篇引介文章之一，

已译成多种语言版本。 
 
网站  
 
BAMedu 

bamedu.com 
旨在帮助准营商事工从业者入行，提供网上训练、资源，及相关机会。 

 
BAM Global 

bamglobal.org 
建立网络，提供智库报告，旨在推动全球营商事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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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s Mission 

businessasmission.com 
将所有与营商事工相关的材料共冶一炉，包括恒常的营商事工博客、营商事工评论，

还有「开展事工」与「资源图书馆」部份。 
 
Business as Mission Australia 

businessasmission.com.au 
澳洲网络，旨在协助营商信徒创业，展示和扩展神国。 

 
Business as Mission Training 

bamtraining.org 
提供基础课程助人参与营商事工，并恒常举办动员会议，以传递异象，建立联系。 

 
Chinese BAM 

chinesebam.com 
营商事工综合资源库，提供繁简体中文内容。 

 
Mats Tunehag 

MatsTunehag.com 
版主恒常撰写有关营商事工的博客，相关营商事工材料已译成 16 种语言在其网站。 

 
Nexus Business for Transformation (B4T) 

NexusB4T.com 
联系参与营商转化运动的堂会与个人，举办恒常活动，为从业者配对师徒训练；启发

并动员下一代投身。 
 
Partners Worldwide 

partnersworldwide.org 
装备人长期营商，建立生意伙伴关系，配对师徒训练，带领海外考察团，举办活动并

实习计划。 
 
PovertyCure 

povertycure.org 
国际协会，成员为有志藉建立企业灭贫的组织及个人。 

 
Skybridge Community 

skybridgecommunity.com 
全球职场专业人员网络，成员皆立志为福音摆上工作与人生，影响列国。 

 
ThirdPath Initiative 

thirdpath.org 
第三道路装备年青专业人员透过在全球巿场营商且赚得盈利，从而发挥国度影响力。 

 
Transformational Business Network 

tbnetwork.org 
以英国为基地的商人及企业组织网络，旨在借着企业方式应对全球贫穷问题。 

 
Transformational 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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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alventures.com 
是寰宇创业（World Ventures）的营商事工分支，旨在为商人物色事奉机会。 

 
Work as Worship Network 

workasworshipnetwork.org 
此资源网站旨在帮助人以不同眼光看工作，鼓励并联系商人，助他们物色参与事工的

机会。 
 
社交媒体  
 
Facebook 
面书  
 
/businessasmission – 由营商事工资源队主理，旨在分享各种营商事工资源、新闻与倡导。 
 
/BAMBusinessasMission – 营商事工群组网页，帖出一般营商事工资源。 
 
/bamthinktank – 营商事工全球新闻及资源。 
 
/ChineseBAM – 分享营商事工资源，提供繁简体中文内容。 
 
/IBECVentures – 营商事工顾问专业服务，帮助教会及营商事工从业者在未得之民中间工

作，将福音活出来。 
 
/TransformationalVentures – 转化企业提供全球营商事工专案的新闻。 
 
Twitter 
推特  
 
@bameducation – 为营商事工从业者提供训练、营商事工实习机会、资源与训练诀窍。 
 
@BAMThinkTank – 提供营商事工全球新闻及资源。 
 
@bamtweets – 由营商事工资源队上载一般营商事工新闻，旨在分享各类营商事工资源、新

闻及灵感。 
 
@calledto – 旨在鼓励与装备从业的基督徒。 
 
@centerfaithwork – 莱托诺大学（Le Tourneau University）信仰与工作中心，以「消除周日

敬拜与周一工作之间的鸿沟」为宗旨。 
 
@FaithWorkEcon – 信仰、工作与经济社（The Institute for Faith, Work & Economics），装

备基督徒，学习符合圣经的工作与经济神学，以荣神益人。 
 
@ForefrontExp – 前线经验（Forefront Experience）装备准事工从业者使用恩赐、技巧与热

忱，接触未得之民。 
 
@GoGlobalOpps – 全球机遇（Global Opportunities）透过训练及提供资源，装备职场信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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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作见证。 
 
@jamesreiner – James Reiner 是信心创业家、营商事工从业者。 
 
@josephvijayam – Joseph Vijayam 是行政总裁、营商事工从业者 / 倡导者。 
 
@KingdomBizU – 国度营商大学（Kingdom Business University）装备国度企业家实现从神

领受的梦想，发展成事业。 
 
@IBECVentures – 营商事工顾问专家，为堂会及营商事工从业者服务，帮助他们在未得之

民中间活出福音。 
 
@MichaelRBaer – 生意人，营商事工导师 / 作者。 
 
@Mktplaceadvance – 职场提升（Marketplace Advance）与国际宣教委员会合作，帮助专业

人员联系海外宣教队伍。 
 
@PartnersWW – 全球伙伴（Partners Worldwide）旨在灭贫，令人得生命，并且活得更丰

盛。 
 
@povertycure – 愈穷（PovertyCure）的宗旨，是透过建立伙伴模式，提升个人创意，从而

重设应对贫穷的方式。 
 
@praxislabs – 生活实验室（Praxis Labs）是创业组织，为信徒企业家提供资源，以在社会

及文化层面发挥影响力。 
 
@RgntCtr4Entrep – 瑞金大学创业经营中心（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t Regent 
University）的异象，是藉营商转化万族万民。 
 
@TheSkybridgeC – 天桥社（Skybridge Community）训练、装备、联系基督的门徒将工作和

事业带到海外。 
 
@ThirdPath – 第三道路（Third Path）的异象，是协助万千基督徒为荣耀耶稣而营商，促成

整个运动。 
 
脚注  
 
1 营商事工资源导览会定期更新，详参 http://businessasmission.com/library。以上表列主要为

英语资源，另有网页列出 16 种语言的营商事工资源，参 http://www.matstunehag.com/bam-
material-in-16-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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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  
态势分析结果概要  

 
倡导：传递信息以加深认识 
动员：传递信息以令更多人参与 
 
以下将调查所得分类，括号内数字显示同一议题出现频率。 
 

倡导  
 
倡导——优点  
 

• 愈多文献，相关资源 / 进路 / 传信管道可用——更多媒体资源、视频、书籍、会

议、网站等。(7) 
• 与教会紧密联系——有牧师与堂会参与。(7) 
• 信息肯定商人亦领受呼召，在社会上有其角色，并提供稳固的圣经基础，打破圣俗二

分的观念。(7) 
• 有更多优秀案例与模式，有故事可说（商界人员正在传说这些案例）。(7) 
• 以基督徒商人为目标，他们亦听得见信息。(6) 
• 不断建立网络 / 合作 / 伙伴关系。(6) 
• 倡导营商事工的信息切实际，令人有共鸣，能触动人心。(6) 
• 参与倡导的组织数目愈多，更多人参与。(6) 
• 营商事工发展愈成熟，其概念更广为接受，这方面经验 / 实例也愈多。(4) 
• 愈多教育机构参与，向年青人传递此信息。(4) 
• 营商事工切合实际需要，其影响全面，带来转化——这是好信息。(2) 
• 是全球事工，不只是西方或某地方的概念 / 项目。(2) 
• 营商事工讲求正直，做事要合操守。(2) 
• 英语是共通语言，便利沟通。(1) 
• 热心的领袖参与其中。(1) 

 
倡导——弱点  / 限制  
 

• 缺乏为营商事工站台的人，或是站台者背景不合适；协助倡导的宣教士较多，商界背

景人士太少。(11) 
• 缺乏成功模式、引人入胜的故事作示范，模式 / 故事种类太单一；从业者各自为

政，难以收集故事。(10) 
• 缺乏资源，内容不济，乏善足陈。(9) 
• 资源零碎，欠缺合作。(7) 
• 巿场策画不佳，倡导目标错误，未能锁定商人及年青人。(4) 
• 向基督徒群体宣传营商事工的机会不多。(3) 
• 未尽用传信管道：如社交媒体；传信欠创意，未能善用科技。(3) 
• 全国运动未成气候。(3) 
• 倡导人员力有未逮。(2) 
• 信息内容褊狭，令人以为营商事工只在海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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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强势 / 知名领袖为事工作倡导，或是曝光率不足。(2) 
• 资源以阅读文化为主，需要向受众详加解释。(1) 
• 新信息需要解释。(1) 
• 事工的国度果效缺乏评量。(1) 
• 非西方国家发展出来的资源太少。(1) 
• 缺少网上群体。(1) 
• 信息及术语欠统一。(1) 
• 倡导依赖个人的策略，不依靠祷告与圣经。(1) 

 
倡导——机遇  
 

• 营商概念正在改变，时下流行谈社会企业，认为赚钱也可以利民、发挥影响力，营商

在社会上的固有角色受挑战。(9) 
• 在世上不少国家，传统宣教士模式行不通，营商则提供更大可能，接触未得之民；差

会开始留意此新范式，注意营商事工。(7) 
• 商人渴望为工作找到其他目的，他们对营商事工的信息很感兴趣，愿意受教。(7) 
• 愈多人际网络可以使用。(6) 
• 教会不断增长，宣教运动也在增长，有更多人材可用。(5) 
• 营商事工是更广阔宣教运动的一部份，时人对神学、对信仰 / 工作 / 营商等之理解

出现范式转移。广义的运动生出更多相关信息 / 倡导内容，可以使用。(5) 
• 互联网络与社交媒体兴起，更多传信工具，自资出版 / 博客等。(5) 
• 堂会 / 牧者 / 神学院正领受此异象，感到振奋。(4) 
• 世界有实际需要，营商事工可以处应。(3) 
• （在科技帮助下）愈多合作与沟通。(3) 
• 愈多会议 / 研讨会，将信息传递出去。(3) 
• 宣教工作出现资金危机，营商事工模式成另一出路。(3) 
• 神在动工！(3) 
• 年青人有理想，在反思目前情况，有青年危机，想做点不一样的事。(3) 
• 文化中的信仰 / 宗教的公开对话。(1) 
• 文化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世界观。(1) 
• 愈多商界女从业者可以投身。(1) 
• 基督教内不同范畴领袖增强沟通。(1) 
• 学院 / 神学院的国际部份有助国际间概念交流。(1) 

 
倡导——威胁  
 

• 圣俗二分、二元思想、坏神学等观念根深蒂固。(12) 
• 教会领袖不太认同支持，不鼓励商人信徒投身营商事工。(12) 
• 对营商事工普遍缺乏理解，将之与其他信息或运动混淆（如成功神学、职场事工、

为宣教而营商、差会经商等）。(9) 
• 传统宣教模式限于传福音与植堂，却被认为这才是「真事工」，属歪曲的末世论。(6) 
• 教会、学界与商界各家自扫门前雪，彼此忽略甚至敌对，听不懂对方的语言。(6) 
• 贪腐问题，错误的金钱观念，令营商蒙污。(5) 
• 在创启地区开业有安全问题，活动太公开惹当地政府注意。(3) 
• 部份地区出现反营商事工浪潮，有反对营商事工的回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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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光狭窄，认为营商事工只是个项目，算不上运动。(2) 
• 伊斯兰传教事业资金丰富，难以匹敌。(1) 
• 宗教的灵，属灵的骄傲。(1) 
• 多元文化主义。(1) 
• 自吹自擂。(1) 
• 管理不善。(1) 
• 差会欠参与。(1) 

 
动员——优点  
 
（注：关于动员——倡导部份态势分析不少也适用于动员，有受访者［约五至六位］将倡导

部份的问卷答案直接复制至动员部分，所以此部份整体回应人数减少。） 
 

• 物以类聚，商人容易号召商人。(5) 
• 愈多可用管道出现，不少组织安排各类参与机会，数量渐多，亦愈见成熟。(5) 
• 愈多成功模式出现，也有愈多从业者可作师傅，分享心得。(5) 
• 堂会有份参与，动员会众中的商人，甚至主动开展项目。(5) 
• 有短期考察活动或本地事奉机会，令人有更多途径尝试参与。(4) 
• 做青年工作，及早招募，在校园号召他们投身。(3) 
• 普遍基督徒商人及专业人员都可参与，能运用既有技巧与经验投入工作，不一定要辞

职。(3) 
• 更多活动 / 会议 / 讲员讲此题目，令信徒认识更多事奉门路。(3) 
• 异象令人触目——营商满足真正需要，做法符合圣经，具影响力，信徒想参与。(2) 
• 强调从业者须跟随神带领。(2) 
• 更多组织以信徒商人为目标，装备他们成为未来的跨文化工人。(2) 

 
动员——弱点  / 限制  
 

• 参与管道不多，入职障碍大，令当事人生活变动也大。缺乏清晰且较容易做的投身方

法。(9) 
• 缺少资源与人材，可与人分享机会。(7) 
• 训练、引导与支持系统不足。(5) 
• 缺少能真切回应需要的创新和优秀模范；就算有，模式也不够多元。(5) 
• 缺少合作，做重复的事，没有协作。组织各有议程，大家都在做同样的工作。(5) 
• 缺少有意的跟进与持续工作。(4) 
• 朋辈间招募入行不足。(4) 
• 动员目标不清晰，在不合资格 / 资金不足的人中物色人选，并没有以年青领袖为对

象。(2) 
• 部份差会似乎为人提供投身机会，结果只是要对方掏腰包。(1) 
• 来自该文化以外的人的机遇 

 
动员——机遇  
 

• 愈多商人信徒想事奉、作贡献，营商事工是唯一可用方式。(7) 
• 经济发展不断，世界向营商开放，商机处处（尤其中小企）。(7) 
• 人际网络与伙伴关系缔结愈多，助业界增强力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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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多基督徒领袖 / 教会了解营商事工，鼓励信徒参与。(4) 
• 资源与动员力增加（包括战后婴儿潮一代）(3) 
• 年青人想作贡献，想参与，以发挥影响力。(2) 
• 今日文化一般鼓励创意 / 创业。(2) 
•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营商事工可以应对的需要。(2) 
• 世界各地都欢迎、接纳商人。(2) 
• 投资者数目增加，也需要有更大增长。(2) 
• 本土已经有需要，有志者可以从本地做起，以此为起点发展。(2) 
• 从前比较艰难的营商环境，今天营商基础设施已改进不少。(1) 
• 营商与专业人员网络愈多。(1) 
• 接触别文化的机会比前大增。(1) 
• 更多渠道传讲从业机会。(1) 
• 不少人想加入团队，或缔结伙伴。(1) 
• 神正在呼召人。(1) 

 
动员——威胁  
 

• 堂会与差会依然不接受营商事工概念，或是对此不了解；仍然固守旧章。基督徒领袖

也不理解，因此不鼓励会众参与。(6) 
• 成熟神学，自利思想，太忙碌，只说不做。(6) 
• 教会领袖宁愿动员商人会友以较传统方法服事；两相争竞。(6) 
• 营商环境不佳。(2) 
• 案例不佳，或以为营商事工个案皆拙劣，有损事工名声。(2) 
• 短视，目光狭窄。(1) 
• 贪腐问题。(1) 
• 属灵争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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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营商事工的地狱来鸿  
倡导与动员  

 
2013 年 4 月营商事工全球会议——倡导与动员突破议题小组成员 Brad Hopp，仿鲁益师

《地狱来鸿》（C.S. Lewis, The Screwtape Letters）风格，以幽默又严肃的笔法撰写序言： 
 
鲁益师的大作《地狱来鸿》可谓家传户晓，讲的是老魔鬼大榔头写信训诫经验尚浅的小魔鬼

蠹木，而蠹木的任务，是引诱一个人远离「敌人」（神）而趋向「我们在地府的父」（撒

旦）。大榔头给予蠹木详细忠告，教导他多种方法，以窒碍信心，引人犯罪，势要毁掉那个

人，和整个基督徒群体。 
 
而今天我在议会酒店门外地上拾到一封类似的信，内容提到有关营商事工的「指引」。 
 
亲爱的蠹木： 
 
本周有一项活动，大大威胁我们国度之存亡——那就是营商事工全球会议。他们召集了 500
多个忠于敌人的家伙，投放时间、金钱、精力以谋计策，企图干扰、破坏我们在全球的活

动。他们固是初出茅炉，但潜质深厚，非常危险。但不要气馁，我们依然有时间与他们对

抗，不惜用尽一切技术与资源来歼灭这群人，毁坏这个运动。 
 
这次任务许胜不许败。这个可恶的群体，其规模虽小，却有潜力唤醒那个正在沉睡的巨人—
—我们敌人数以千万计的跟随者，令他们投入战事，在我们所掌控星球的数十亿人。 
 
容我教你几道谎言，是行之有效的。我们最犀利武器，是给人类灌输「圣俗二分」的观念，

令那些家伙以为某些活动和职业才是神圣、属灵或圣洁的，在他们的主眼中才是好的；其他

活动则是俗务、属世的，在君王与他们的组织——即是教会——看来微不足道。他们似乎尚

未发现，其实他们的主的吩咐正好相反。这样的结果，已经瘫痪以亿计最有能、具创意、力

量大的人，这些人在职场上成就超卓，但每谈到事工，教会往往忽略这群人。 
 
这一个谎言，在过去许多年代一直为我们带来大捷，现在仍是关键的策略，但你要小心，因

为目前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圣俗二分的观念。我们必须令这些生意人继续觉得，他们的工作

是必要之恶，他们在教会里是次等公民。只管让他们掏腰包，支持「专业基督徒」去作工好

了，万不能让他们自己动手作工。 
 
这些家伙对我们国度之所以那么危险，其原因之一，是他们掌管钥匙，能解决世上一些地方

的经济与属灵贫穷等问题——那些地方正是我们穷一切技巧引进黑暗之范畴。我们必须令世

界盲目，看不见这些人有真正脱贫的解决方法。 
 
你必须杜绝他们传播信息。他们甚至成立了「倡导与动员」小组，探讨如何增强大众对营商

事工的意识，号召全球参与。我们必须阻止，混乱其信息。无论用甚么方法，千万别让商界

与专业领袖听见这信息；他们一旦发现手上的工作得肯定，知道自己是蒙召从商，我们就大

祸临头了。 
 
你只须花点工夫，就能扰乱教会领袖对此运动的观感，教他们忽略之。假若教会真的改变范

式，开始肯定这场运动，甚至差遣人从事营商事工——愿撒旦禁止此事发生——我们将痛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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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疆界。 
 
不幸地，敌人借着营商事工已取得一定成功，实在令人惭愧。还幸目前听闻成功事例者很

少，这些从事营商事工的家伙，他们往往孤单而忙碌，别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因此影响

力小。我们务必保守着他们的成功这秘密，千万别让人知道他们的模式与经验。 
 
从业者自扫门前雪之另一好处，是与运动结成伙伴的差会或公司不会多，令他们难以分享知

识、经验或资源。且让这些企业家埋首做自己的事，别让他们彼此结连，或是联系教会。他

们各自作工虽然或许有成就，但影响力始终有限，永不会倍增。 
 
还幸目前敌人所布置倡导营商事工的资源很少，虽然大多数营商事工从业者都认为「倡导与

动员」对运动至关重要，但发布信息者依然稀少，且几乎无长远发展计策。 
 
最后，你该知道他们的主人正在全球动工，然而你必须令营商事工从业者对此懵然不知，令

他们以为运动取得成功，全靠个人努力。假如他们明白神的计划与设计，开始呼求祂，让神

来成就惟有祂能作之工，我们就完蛋了。目下情况非常危急，可说是我们生死存亡之秋，相

信你也不想丢工作，在我们的王面前受审吧？ 
 
还有一项紧急通知，运动领袖之一此刻正与一个组讲述这策略性的题目，你要听仔细，做笔

记，以知悉他们的计划。 
 
Brad Hopp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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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事工组织概览：全球伙伴（Partners 
Worldwide）  

 
全球伙伴——美国与全球伙伴  

www.partnersworldwide.org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异象：藉营商事工让世界灭贫。 
 
使命：鼓励、装备、联系全球商业与专业人员，助他们结成伙伴，一起发展企业，以创造

职位，转化所有参与者的生命。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我们的进路——四大支柱  
 
伙伴关系 
 
全球伙伴帮助全球有同样心志的商人结成伙伴，一起作工造就机会，以转化经济与灵命。 
 
训练与师徒培训 
 
我们的成员当师傅培训，彼此鼓励、装备对方，以发展业务，创造就业机会。创造恒稳职位

是灭贫重要一环。 
 
为事工集资 
 
全球伙伴帮助中小企融资，借贷助他们增长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倡导 
 
全球伙伴同工及成员留心全球复杂议题，为积极经济公义发声。 
 
策略目标  
 
2020 目标宣言： 
 
至 2020 年，全球伙伴将藉过在全球伙伴网络，在失业率高地区催生及支持 35 万个职位。 
 
我们将循四大策略方向实践目标——放眼全球，善用伙伴关系，小区营商，及策略倡导。 
 
营商事工经验  
 
营商事工是全球伙伴的基础，我们全球工作之核心。自 2004 年洛桑会议举办相关论坛起，

全球伙伴已有参与对话，与会者如 Zack Gakunju（我们在肯尼亚的创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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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伙伴看手上事工，是宣教运动一部份，集营商、信仰与灭贫于一身。我们的异象——
「营商事工助世界灭贫」呼应本会核心价值——即营商是确切的呼召与使命。全球伙伴受营

商事工首份白皮书——洛桑会议营商事工特别报告——所启发，为我们的全球营商伙伴拟订

学习指引，并将相关元素与观点融入我们的商业训练及成员迎新活动；但不采纳愈益为从业

者强调的、「将天国带来地上」之观点，我们认为这已逾越营商之应有角色；此外亦不认同

「营商事工主要关乎南北半球之我他关系」之假设。 
 
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重要发现  
 
由本地主仆站台：要物色领受营商呼召、有这方面恩赐的仆人领袖，有同一异象与使命者。 
 
伙伴、关系，与「并肩战友」：全球伙伴相信，伙伴关系具备转化能力。我们的异象，是藉

营商事工助世界脱贫，有说贫穷其实是破碎关系之恶果。[1]全球伙伴着重人际关系复和，

人与地球资源、与神关系复和；真正对付贫穷问题；帮助基督徒商人发展全球异象与运动，

使神国降临，运行如同在天。 
 
取得成功  
 
全球伙伴于 2011-12 财政年内，与 23 个国家 42 个友好机构及伙伴合作，透过营商影响各自

小区。年内全球影响量值 / 指标罗列如下： 
 
我们全球网络于年内创造就业职位增加 72%，维持职位增长 23%。据第三方评估报告，具

体量值显示，本会在全面、着重关系的营商发展上亦取得成果。一项调查考察我们全球 350
名生意东主之情况，报告称： 
 

• 71%受访东主增加慈惠捐献 
• 72%增加在小区义务工作的时间 
• 68%为其他东主提供师徒培训，当中不少人首次当师傅；因为全球伙伴强调建立师徒

关系。 
• 77%称现在经商更合操守。 
• 84%对「东主」的身份更感满意（反映他们愈接受「蒙召营商」的新概念） 
• 81%说师徒培训影响他们对上述各点的看法 

 
事工组织概览由 Roxanne Addink de Graaf 撰写 
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脚注 
 
1 参 Steve Corbett and Brian Fikkert, When Helping Hurt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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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事工组织概览：约瑟商业学校（Joseph School of 
Business）  

 
约瑟商业学校－韩国  

www.josephschool.co.kr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本校的异象，是帮助蒙召从商、有志经营企业的年轻基督徒，在本地或海外为神国开设公

司，在经济范畴扩展神国度。我们欢迎有志创业、或已经创业的年轻基督徒入学。 
 
我们的使命，是训练与装备学员——包括营商之属灵向度，及创业基本技巧；同时期望学员

在营商管理上具备国度视野，鼓励他们与主耶稣建立更深厚关系，每步皆循主旨。帮助学员

厘清身份，知道自己是聚焦于天国的「营商宣教士」。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我们提供为期 30 周密集训练课程，每周上课 6 小时，共 180 小时训练。 

 
图 A：课程内容，第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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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课程内容，第二部份 

 



 
 
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議題小组报告 - 2015 年 10 月                                            页码 42  
 

图 C：课程内容综览，英文版 
 
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集中服事创业者与企业经营者： 
 
天国企业是个渐进的影响过程。这群特别的企业家是蒙召作主忠仆，在日常生活各方面接受

并展现神的主权，从而扩展神的国度。他们有能力动员下属，按共同价值而通力合作，最终

达到目标。因着其「作好管家」的属灵特质、推动天国事业之动力、遵从金律，并服从圣经

的管理原则，将为营商社群带来全面转化。 
 
事工组织概览由 Paul Shin 撰写 
paul.shin@gstartu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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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事工组织概览：圣公会差会（非洲）（CMS 
Africa）  

 
圣公会差会（非洲）－东非  

www.cms-africa.org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异象：更新心意，转化小区 
 
使命：装备教会领袖及信徒领袖，加强转化小区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圣公会差会（非洲）认同营商事工的概念与神学，自 2005 年起即致力在堂会及商人（主要

是教会内肢体）之间倡导此概念。 
 
我们主要以 2004 年洛桑会议营商事工特别报告为基础档，并参照本地及国际其他相关材

料。我们举办营商事工地区顾问会议，以在非洲地区形塑营商事工的本色化共识。 
 
我们曾为领袖举办几次训练课程，旨在培育训练员，以为营商事工运动训练倡导人员。我们

亦在乌干达、肯尼亚，并最近在卢旺达组织营商事工网络。营商事工是本会使命一部份，是

我们服事非洲教会的入手点。许多人每提到非洲工作，常常提到我们，但其实我们所做的不

多。 
 
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堂会是营商事工最佳平台之一：堂会内很多基督徒商人及专业人员。 
 
伙伴关系很重要：欲倡导概念，网络与伙伴是关键。 
 
营商事工实务具挑战性：即如当基督徒，从事营商事工须付高昂代价，尤其在我们的处境，

充斥贪腐问题。 
 
个案研究与模范很重要：商人要看见成功的营商事工例子才会信。 
 
事工组织联络人：Dennis Tongoi 
事工组织概览由 Serah Wambua 撰写 
serah.wambua@cms-afri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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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事工组织概览：营商事工中文网  
 

营商事工中文网－专门服事华语世界  
由香港亚洲归主协会主理  

www.chinesebam.com 
www.facebook.com/chinesebam 

 
网站使命为何？  
 
提供高质素的营商事工中文专文，附训练信息，以装备华人基督徒，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营商

事工概念及营商事工运动。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 搜集原创或翻译的营商事工中文专文及个案，提供繁体及简体文本供阅读及下载。 
• 提供其他营商事工资源链接。 
• 介绍营商事工活动，如训练班、工作坊或研讨会。 
• 为在香港举办的营商事工活动接受登记。 

 
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 网站提供简体版文章，方便中国内地读者；亦提供繁体版，方便香港、澳门及台湾读

者。亦提供原版本链接。 
• 面书有助倡导网站，提供平台发布最新上载文章及营商事工活动消息。 
• 翻译营商事工的英文专文进度缓慢，因译者及编辑尚未熟习事工的中文用语。 
• 中国内地信徒是目标读者群之一。目前我们只能为他们提供阅读材料，期望将来能提

供用普通话主讲的事工训练课程、研讨会及活动，方便来自中国的准从业者。 
 
联络电邮：info@chineseb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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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事工组织概览：创启事工（Creative 
Development Ministries Ltd.）  

 
创启事工——香港及中国  

www.creativemin.org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异象：改善创启地区民众生活质量，包括物质与属灵两方面。 
 
使命：动员、训练、部署，并支持工人在创启地区服事，借着可持续营商企业、社会企

业，或专业技能，以改善当地人生活质量。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成立营商事工中心，提供： 
 

• 营商事工训练课程 
• 营商事工团契 
• 营商事工师徒培训 
• 营商事工顾问服务 

 
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本会年资尚浅，于五至六年前于香港开始倡导和动员营商事工，当时香港教会在这方面仍然

十分不成熟。 
 
过去五年，创启事工曾举办十几个训练课程，现在愈多教会接受这概念，部份学员更正式采

取营商事工方式进入宣教工场。 
 
创启事工的活动，以训练课程、通讯、研讨会为主，亦与其他差会合办活动倡导营商事工。 
 
创启事工亦参与创办首个营商事工中文网：www.chinesebam.com （参附录 F）。 
 
事工组织联络人：Michael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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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事工组织概览：营商事工资源队（Business as 
Mission Resource Team）  

 
营商事工资源队－立足泰国，服事全球  

businessasmission.com 
bamtraining.org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异象：倡导以神所赐的营商力量行善——将神的赐福带给人，帮助小区脱离属灵、社会及

物质上的贫困。 
 
使命：为营商信徒提供实际训练、网络与资源，鼓励他们担起关键角色，建立神的国。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因信徒对营商事工愈感兴趣，营商事工资源队于 2001 年创立以回应，为事工从业者提供顾

问服务，估评需要。于 2002 年首次举办训练课程，2003 年举办首届营商事工国际会议。

2002 至 2004 年间，团队于洛桑会议论坛协助组织营商事工小组，撰写营商事工洛桑特别报

告。 
 
营 商 事 工 资 源 队 于 2002 、 2005 、 2009 ， 并 最 近 2014 年 设 立 资 源 网 站

www.businessasmission.com。2008 年团队开发全新营商事工训练课程：「营商事工入门」，

过去七年每年举办一次，每次为期三或五周。2012 年办首届商业门徒训练学校，装备弟兄

姊妹在职场事奉神。 
 
营商事工资源队是青年使命团（Youth With A Mission）下属国际事工，过去六年以泰国清

迈为基地。虽是附设部门，资源队旨在服事全球营商事工运动，而不单为使命团服务。青年

使命团是全球最大型差会之一，同工逾 18,000 人，在全球 1,100 处地方工作；其宗旨为：深

入认识神，并使全球各处、各社会阶层人士都认识祂。 
 
营商事工资源队有三大功能：  
 
1. 提供资源及动员  
 
开发新资源，助人从全球营商事工群体中发现其他资源，分享营商事工故事与资源；提供具

体机会使人起而行动。 
 
2. 训练  
 
举办会议及课程，装备人投身营商事工。 
 
3. 建立网络  
 
促进人际间、及人与资源之配对联系，令工作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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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活动  
 
营商事工出版物及媒体  
 
营商事工网站：businessasmission.com 
 
由营商事工资源队提供制作队伍设立，与多位其他领袖及从业者合作，确保营商事工网站能

事奉广大营商事工群体。内容包括：个案故事、专文及资源库，营商事工材料及组织资源包

罗万有。 
 
营商事工评论博客：businessasmission.com/blog 
 
是为营商事工群体新近制作项目，上载于营商事工网站，每月两次透过电邮寄给订户，旨在

提供各类营商事工专题的最新近个案故事及相关专文。 
 
社交媒体  
 
团队将一般营商事工相关内容在面书（/businessasmission）及推特（@bamtweets）帖文，期

能藉社交媒体接触更多受众。 
 
营商事工训练及活动  
 
参 bamtraining.org。 
 
营商事工课程  
 
为期三周，旨在让学员深入认识营商事工，有第一手营商事工体验。 
 
营商事工会议  
 
为期三天的密集会议，是联系活动，邀请世界级营商事工从业者主讲，设最新个案研究及圆

桌讨论环节。 
 
营商事工考察团及工作坊  
 
让参加者接触实在的营商事工模式，接受营商事工最新教导及独特的文化经验。每年在亚洲

为商人及商科学生量身订制实地考察团或工作坊。 
 
商科门徒训练学校  
 
课程为期五个月，帮助信徒在神里面成长，装备他们在商界事奉神。 
 
营商事工顾问服务  
 
为现职营商事工从业者及差会提供一领一或小组栽培。 
 
网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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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营商事工（BAM Global）  
 
成员在策画和促进全球营商事工智库担当重要角色。 
 
全球会议（Global Congress）  
 
于 2013 年 4 月举行之营商事工全球会议担当领导角色，并支持活动举行。 
 
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个案故事很有力量：我们会尽可能将个案故事原汁原味呈现；但收集个案很费时，而且营商

事工业界内写手很少。 
 
需要训练、预备全人投身营商事工：我们的训练不仅在乎头脑知识，更在乎结合个人发展、

属灵塑造，及商业技巧与知识。帮助学员如何与其他人建立群体，这至为重要；因为通常人

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面对目前难题。我们举办为期三周的住宿训练课程，并为期三天的会

议，以关顾全人为宗旨，并帮助从业者建立群体，让人看见实际个案经验，也是非常有力的

体验。我们的训练以东南亚为基地，学习过程中包括实地考察团。 
 
营商事工生态系统内需要各方能人：即如墙壁由砖及水泥建造，营商事工一样，既需要砖块

（营商），亦需要水泥（联系或提供资源的部份）。砖块是建材，即是在禾场作工的营商事

工公司与从业者，但他们往往缺乏资源，难彼此支持，虽然不少从业者已担当师傅或教练角

色。也需要有其他人来担当联系者角色，以巩固营商事工整个生态系统里每一环节，包括—
—训练员、投资者、缔结网络者、写手、网页开发人员、教练、栽培者、师傅、会议主持人

等。近年有愈多组织开发各类资源及营商事工信息，但它们多数聚焦于各自的工作，我们需

要更多人才，为营商事工之倡导工作开发普遍资源。 
 
营商事工支持功能以创意方式集资：业界常表示，创业资金若是来自有盈余的事工，会更理

想；举例：设立自负盈亏的营商事工投资基金。但部份支持功能并非源于「有盈余事工」；

也有些时候，营商事工运动规模未足以自给自足。到目前为止，此类活动多数由奉献支持，

或是奉献与事工盈余支持两者兼有，集合众差会力量。但愿未来营商事工群体——尤其众企

业家——可以更有创意方式为营商事工集资。 
 
事工组织概览由祖‧普伦麦尔（Jo Plummer）撰写。 
jo@businessasmission.com 
 
（声明：祖‧普伦麦尔是营商事工资源队创办人之一，亦是本报告作者，及营商事工全球报

告系统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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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事工组织概览：工作为祭网络（Work as Worship 
Network）  

 
工作为祭网络与「即场」——美国与全球在线事工（RightNow – USA and globally 

online）  
www.workasworshipnetwork.org 

www.rightnow.org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在 www.businessasmissionnetwork.com 及 LinkedIn（领英）组织登载的营商事工网络博客，

于 2006 年由 Justin Forman 开展，旨在让更多人认识愈益发展的营商事工，随着读者增加，

网络开始集中装备各地蒙召从商的基督徒。事工于 2013 年成为「即场事工」（RightNow）

一部份，及后更名工作为祭网络，更显明宗旨。 
 
工作为祭网络之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帮助信徒以不一样的眼光看手上工作。工作是个敬拜那位造我们的神的好机

会，而不只是维持生计的方式，我们应该改变过往的扭曲观念。 
 

• 视工作为神圣的，并非罪罚。 
• 在耶稣里发现你的身份，名片上的头衔不代表你。 
• 为工作赋与意义，而非聚焦在从工作得到什么。 
• 造求卓越表现以荣耀神！ 

 
工作为祭网旨在提供参与机会，以鼓励、联系弟兄姊妹。 
 
「即场事工」： 
 
是非牟利组织，旨在让信徒看见世界迫切需要基督，以此使命取代美国梦的追求。 
 
即场事工媒体之最终目的，是鼓励世上千万计基督徒在职场事奉神，来担当「交易者」角色

——此是新类型宣教士，事奉场境不在乎地点，乃在乎立志天天选择遵主道，恨恶不义，以

工作为祭，赶快坐言起行。 
 
从策略上言，「即场事工」动员千万计基督徒其最佳方法，是服事教会，让教会来栽培、动

员会友在家里、小区、职场以至全世界活出耶稣的样式。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即场事工」策略：  
 
启发领袖刻意助人投入时间、技巧、金钱，担当「交易者」*角色。 
 
组织「转化小组」，集中教育和关怀，以积极推动「交易者」进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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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信徒在家中、小区及职场担当「交易者」角色，从中得启发。 
 
「即场事工」活动：  
 
为实践上述策略，「即场事工」有各项活动，以最终寻求履行服事教会之使命： 
 
「即场事工媒体」就好像「教会的 Netflix」，是个大型资料库，包罗视频数以万计，让人

可以随时随地上课。别具创意的团队拍摄和制作原创课程视频，邀请备受敬重的教师与牧者

讲学；视频亦透过百多间主要基督教出版社及事工分发。 
 
「职场即场媒体」（RightNow Media at Work）是基督徒东主及领袖的资源，帮助他们服事

公司同事。 
 
「即场会议」召聚 2,500 位重视教会宣教的牧者与领袖。自 2004 年起，我们将众领袖聚集

一起，互相激励，商讨如何动员会友在小区、学校及职场实践信仰。 
 
「工作为祭」——为秉持信仰与工作整全观的商界领袖及教会提供具体实践内容。 
 
「即场事工」与「工作为祭」提供高质量视频及社交媒体材料，向信徒领袖、教会领袖及专

业人员传讲信息；亦定期举办会议，探讨如何在职场履行使命，实践信仰。 
 
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我们的团队成员秉持以下「即场」价值观： 
 

• 爱教会——矢志在小区、职场及世界各地实践教会使命。 
• 爱真实故事——真实故事能启发人，并显明神目前所行大事。 
• 爱坐言起行——基督教是「动词」，言而不行是罪。 
• 爱努力工作——卓越地运用神所赐的热忱与技巧能荣耀神。 
• 爱家庭——工作再忙，也不能牺牲家人与朋友。 

 
事工组织概览引述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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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事工组织概览：营商呼召（Call2Business）  
 

营商呼召——美国与全球伙伴  
Call2All Business Network and c2bevents.org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异象：促成、助长、协助营运及联系各种生意，以模塑、扩展神国度。 
 
使命：为商界领袖创造事工机会与网络，以在全球经济、社会、环境及属灵范畴发挥影响

力。 
 
营商呼召之主旨 
 

• 呼召信徒完全委身于基督 
• 装备营商领袖活出所蒙的召，实践以天国为本的营商与大使命 
• 启发、倍增其他职场信徒，使他们完全委身，在万国里建立神国度 

 
我们相信： 
 

• 职场呼召从神而来 
• 我们在小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及属灵范畴肩负重任 
• 我们有责任在全球职场履行呼召 
• 职场受造，是以事奉神 
• 圣经是我们的向导与处事准则 
• 基督是全地的主 

 
价值观 
 

• 着重关系——我们着重与主、与彼此、与服事对象建立好关系，藉此作成神国度之

工。 
• 栽培发展——我们营商和实践使命的方式，旨在栽培全人，为对方立尊严，而不止是

一时的怜悯。 
• 行动为本——不止讨论谋划，更要坐言起行。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 与全球从业伙伴举行会议，呼吁商界领袖： 
◦ 投入所领受呼召 
◦ 在本地实践呼召 
◦ 在全球实践呼召 

• 举办交易会，以建立商业联系 
• 催生商会 
• 举办商务训练，提供小生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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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所学功课 
 

• 与多年来一直心存异象的本地人同行 
• 确保有本地投资 
• 商务上的指导很重要 
• 须与巿场接通 
• 资金常是关键 

 
「营商呼召」首次独立在印度海得拉巴举行会议时曾做研究，列出营商事工需求及机会的清

单，让南亚商人可以选择在会议后从事。项目包括训练与装备、制定策略、顾问服务、解决

专门问题、加入董事会、指导商人等。 
 
事工组织联络人：Al Cap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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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事工组织概览：愈穷（PovertyCure）  
 

愈穷－美国与全球网站  
www.povertycure.org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愈穷」旨在促进全球灭贫讨论，提供资源与装备，为参加者提供长效、基于企业的解决问

题方案，确认个人及家庭可扭转其处境。人人皆有神的形象；我们委身支持网络伙伴，助他

们在全球小区焕发属神的光芒。 
 
「愈穷」属事工运动及全球伙伴网络，由全球伙伴（Partners Worldwide）、「艾顿研究中

心」（Acton Institute）等联合创建，旨在提高大众意识，关注如何藉经营企业助人脱贫，广

邀各界参与讨论。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愈穷」 旨在提高大众意识，关注如何藉经营企业助人脱贫，教我们叩问：「财富何

来？」不问「贫穷何来？」 
 
其信息材料助人明白贫穷根源，知道营商是独特解决方法；并提供教育资源，肯定、鼓励企

业承担，使人起而行动。 
 
「愈穷」透过其网站、一出记录片、一本着作、视频课程、学习指南，及社交媒体分享资

源；书籍、视频课程与学习指南合推为「使命再思教材套」（ReThink Mission: Toolkit）。

「愈穷」善用视频资源及社交媒体，目前在推特有 13,000 随众，并设 YouTube 频道。 
 
事工组织概览引自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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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事工组织概览：国度营商社（Kingdom Business 
Community）  

 
国度营商社——印度尼西亚  

www.kingdombusiness.community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国度营商社是印度尼西亚基督徒商人网络，始于 2005 年，最初由同属一个教会的六名商人

朋友组成，期能透过营商，促成国家转化。组织成立十年，至今曾为万余名商人提供训练，

每年在国内五个地区主领 30 次训练营会。 
 
异象：成为以神为中心的营商社群 
 
使命：在神国里建立营商群体 
 

• 在真理内增长 
• 会员人数增长 
• 增强社会意识，尤其关注低下阶层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国度营商社举办活动及营会，以向基督徒商人分享异象，装备他们运用恩赐与技能扩展神国

度。透过教导及小组，助人为业务或专业生涯重新定位，更聚焦神国事工。 
 
国度营商社鼓励成员营商时实践五大基础价值： 
 

• 以神为中心 
• 着重过程 
• 顺服真理 
• 追求卓越 
• 不固执私利 

 
活动  
 
真成功营会（Camp Sukses Sejati）——真成功营会为基督徒商人及专业人士提供训练，帮

助他们在商场实践神国度原则与真理，发展雇佣技巧，多关心别人。真成功营会鼓励商人透

过小区学习，互相帮助，从而在营商生活及工作里一起成长。与会者将学到营商或工作的目

的，学会在职场里人生每步都交托神手中。 
 
成功之路——类似真成功营会，欢迎所有宗教背景的商务专才。 
 
国度理财班——使人明白个人及家庭财务管理。 
 
我敢成功营会——为年轻人而设，帮助他们将神国带进职场，建立信心与正确工作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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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群组（BizCom）——真成功营会毕业生论坛，让成员藉此一起发掘天国价值观，在商

场及职场上更切实行出来。亦透过成员分享经验，提供营商能力。 
 
商人群组进修班（BizCom Gleam）——为真成功营会毕业生而设的培训项目，比「商人群

组」更统筹和聚焦，共八课，每课讲授一个主题，帮助学员作「荣耀领袖」，在真理、及专

业上长进，加强社会关注。 
 
群组导师班（Komunitas Fasilitator）——训练真成功营会毕业生成为未来营会的导师。 
 
职场召集——旨在提高真成功营会毕业生及一般信徒的营商能力，引发「藉营商反映神国

度」之运动。邀请业内专才当讲员。 
 
营商技巧训练与研讨会——为特定营商技巧举办训练活动或研讨会，以装备营商群体提升

其能力。 
 
营商师徒培训（毕业生商务支持）——是营商及专业培训计划，为营会毕业生而设，协助

他们处理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及挑战；并安排商界专业人士提供意见。 
 
事工组织概览源于网站及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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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事工组织概览：枢纽——营商转化

（NexusB4T）  
 

枢纽——营商转化  
nexusb4t.com 

 
组织有何异象及  / 或使命？  
 
「枢纽——营商转化」融合营商与大使命，以转化未得之民。 
 
「枢纽——营商转化」是顾问组织，旨在透过加强营商为转化网络，在发展中地区促成小区

转化，藉此荣耀神。为新从业者提供营商事工实习、培训机会，创业基金资助，及师徒培

训，助地方堂会为传福音使命重新定位。 
 
他们做什么？在营商事工倡导与动员方面有何主要活动，进路为何？  
 
我们的召命，是透过差传堂会提供资源、训练、装备、师徒培训，及投资金钱，以服事、支

持营商为转化和营商事工从业者；我们致力运用营商与职场技巧，在没有、或甚少教会的地

区，转化生命与社群。 
 
营商为转化从业者在职场以耶稣生平为模范，开创传福音、分享神话语之机会。亦透过营商

提供就业，使穷人有收入，能保尊严，此亦是见证耶稣威荣之另一途径。 
 
「枢纽——营商转化」事工服事本地堂会，向部署工人和导师灌输营商为转化价值观，以各

种方法以可量度方式增强其在海外的营商效益。「枢纽——营商转化」事工创于 2012 年，

是「敞开网络」（OPEN Network）之姊妹机构，以支持其在 10 / 40 之窗地区工作的成员。 
 
「枢纽——营商转化」协助联系从业者，配对师徒，并提供资源。定期举办活动，以动员商

人善用技巧与专业，支持 10 / 40 之窗地区事工，或担当师傅角色做培训；并为实习生物色

初创及现存企业，在 10 / 40 之窗地区内以穆斯林为主流的国家谋求实习机会。 
 
组织从其活动与进路所得经验学到甚么最佳做法或重要功课？  
 
「枢纽——营商转化」事工深信，耶稣吩咐人在生活上各方面传福音，包括职场。为履行此

使命，事工与地方堂会紧密合作，为有志投身者寻找实习机会，在 10 / 40 之窗地区国家物

色初创或现存的事工企业，并透过「敞开网络」成员公司提供的实习培训，以动员和训练准

从业者。 
 
实习生和学徒往实习的公司，都是「敞开网络」成员。实习生和学徒在这些公司工作，接受

训练和知识 / 教育，学习如何在职场岗位上，透过日常生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实习生和学徒透过实习期建立的营商 / 工作联系网络以传道，为耶稣建立群体。实习期完

结，实习生和 / 或学徒将在其他未开发地区创业或就业，藉此向当地人传福音。 
 
「枢纽——营商转化」事工透过启发、联系、栽培营商为转化事工从业者以荣耀神，强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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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时、一事工。 
 
事工组织概览由 JF 与黎基传（Patrick Lai）撰写 
事工组织联络： 
services@NexusB4T.com 
Jason Urso Jason@NexusB4T.com 
Patrick Lai Patrick@NexusB4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