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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的宣教使命 - 营商事工 
 

作者 : 陈国芳 

 

现时香港教会的传统宣教策略是差派宣教士到跨文化的国家当中去作布道及建

立教会的工作。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缺乏资源发展社会基本设施，宣教士便多以

社会服务提供商的角色进入宣教工场，为当地建设教育、医疗、孤儿院等设施

并提供相关服务，籍此接触当地社群，布道传福音。这种伙拍着社会服务进入

第三世界的宣教策略也特别适用于一些不欢迎宣教士进入的所谓创启国家。这

些社会服务对于宣教士来说只是一种手段或工具，最终的目的还是宣讲福音，

让人接受救恩 。 

 

在进入第 21 世纪，这种传统的宣教策略正面临挑战，也令到很多在投身于传教

事工的人有更深入的反省。在 21 世纪，社会交通网络发达、信息科技发展迅速、

全球联系频繁。全球化（globalization)被喻为是全球经济急速发展的原因。在全

球化的大气候下，第三世界国家亦迈开发展的步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正在改变，贫穷人数大为改善。在 2013 年 6 月 1 号出版的 “经济学人” 报导，在

全球化的自由经济带动下，全球的贫穷人数 (以每人每天 US$1.25 或以下计算)，

从 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已减少了一半。虽然如此，还有 10 亿人仍然

活在贫穷线下。近年，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经济发展，吸引各界投资者在当地建

设，当地政府已渐渐具备发展基本设施及社会服务的能力与资源，加上政治、

经济、宗教等各种因素，开始抗拒非政府组织的援手，令宣教工作受到相当大

的制肘。传统的宣教模式在非常贫乏的地方可能仍然奏效，但在逐渐发展的地

区便渐渐遇到困难。宣教士越来越难凭社会服务提供商的身份取得签证，非政

府组织在当地的活动亦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一些社会结构问题，

例如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等等。在自由竞争下，一些低技术的工人极难进

入就业市埸就业而引致大量失业，加速贫富两极化。 除此以外，在自由经济挂

帅的情况下，企业都追求最大的利润及减低成本，于是便产生了很多剥削的情

况以及不公义的制度。 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们需要福音之余，也需要在生活上得到支持。但是传统教会只着重布道及建



 2 

立教会，关注的是人的灵魂得救，将来得享天堂的福乐，如果过份地注重社会

性的宣教策略，便把灵魂的救赎放在次要地位。莱特 (Christopher Wright) 在他所

写的书 《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中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公共空间的腐败并

不是我们不去理会它，把它抹去的理由，他的理据是整本圣经所强调的并不是

上帝把衪的子民从这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里面而把现有这个世界毁灭。反之，

上帝会降临在这地上，把这个世界恢复在原本的创造中，因此信徒必须要认识

清楚自己的角色及责任，一方面，我们被呼召进入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做建设

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对抗着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1 

 

以上的情况正是我们在宣教事工上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的宣教使

命如何在世界的公共空间中实践。宣教不止于宣讲福音，也应该顾及到社会及

文化层面，这两方面应该是没有冲突的，因此宣教的使命应该是一个整全的福

音使命。 

 

什么是整全的福音使命？整全的福音就是结合着宣讲与实践，把传福音及社会

关怀结合在一起，不单单是口传福音，同时也带着祝福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让

人能够经历到灵性及物质的丰富，从而生命得到转化。这种整全的福音使命也

是圣经的教导。从旧约圣经的角度来看，上帝颁布律例典章，可以看出上帝不

单顾及祂的名被宣扬，也顾及到社会中的弱势社群例如寄居的，贫困的，孤儿

寡妇，甚至乎土地等等。当中令人熟悉的可以说是禧年的设立，圣经利未记二

十五章是禧年的意义核心。禧年的意义包含着社会的公平交易，资源再分配，

关怀弱势，解决跨代贫穷，土地的看顾，人的工作权利等等。到了新约，耶稣

基督宣读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禧年蒙悦纳的信息作为祂的使命宣言 (路加福音四

章十八至十九节)。耶稣基督也身体力行地示范出一个整全福音的使命，衪的救

赎结合着灵性与生活，衪不单是宣讲福音教训人的主，衪也是照顾孤儿寡妇的

主，斥责不公义的主，与罪人在一起的主，与人一同分亨欢乐与悲伤的主，在

安息日为人治病的主，为人赶鬼释放人自由的主，为门徒洗脚的主。耶稣基督

在世的职事就是宣讲，教导，医治及赶鬼，集祭司，先知及君王于一身。耶稣

                                            
1萊特 :《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台北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2011)，38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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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心的是人的整体性。总括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超越了宣讲，衪进到人群，

社会及文化当中，使人的生命得以转化。  

 

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也是上帝命令的实践者，所以教会有责任透过在经

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上实践一个整全的福音使命。因此宣讲福音不单单是说

话的传递也应该包括行动，把上帝的爱实践在社会当中。 

 

在整全的宣教使命实践当中，营商事工 (Business As Mission)，是一个结合宣教

目的、社会意义与营商技巧的平台，协助宣教士以营商者的角色进入宣教工场，

在当地营商，从而生产出宣教、社会及经济效益，当中的经济效益会继续用诸

于生产更多宣教及社会效益。 其实营商事工是一项创效投资（Impact 

Investing），我们把拥有的资源投放在生产成效的平台上，而不是纯粹追求财务

回报。创效投资是追求一种综合的价值(blended value)，就是福音，社会与经济

效益。尼尔. 约翰逊 (Neal Johnson) 在他的书 “Business As Mission” 《营商事工》

中为现代的营商事工范式作出定义 : 营商事工企业是一个国内和国际的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长期的 (long-term)，整全的 (holistic)，道成肉身的

（incarnational)，适当处境性的 (contextually appropriate)，授权（empowering)和真

正服事 (real ministry) 有需要的人。2
 

 

营商事工故名思意就是营商＋宣教。营商事工是响应福音，灵性，社会，及经

济上的需求。营商事工其实与教会及宣教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透过营商平台，

去彰显上帝的国度。但是在结构及体制方面又与教会及宣教机构有所不同。教

会及基督教组织是非牟利的，而营商却需要盈利，在营运当中产生利润去维持

运作。 就如 Neal Johnson 所说营商事工是一个长期性的事业，所以营商事工首

要的条件就是它的持续能力 (sustainability)，而持续能力往往取决于赚钱能力，

然后企业才能发展出福音及社会的事工。虽然赚取金钱并不是营商事工所追求

的唯一回报，但是赚取足够的流动资金去应付日常开支是营商事工的基本的条

件。 传统智慧告诉我们营商与及社会效益是两种背道而驰，并不可以同时并存

                                            
2C.Neal Johnson, Business As Mission :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Westmont : InterVarity, 200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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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如果企业太过注重社会效益，那么经济效益就会减少，现在更何况再

要加上福音的效益，更加难上加难。因此营商事工是需要结合一个专业团队包

括生意人材，专业管理，财务专家，社工，传教士，甚至乎创效投资基金才能

成功地发挥营商事工的经济，社会及福音的综合效益或回报。 

 

 

 

 
 

 

营商事工有几点概念需要大家注意的 : 

1. 营商不是空殻公司 : 营商事工是真实的经营实体，并不是以营商

为外衣的基督教慈善机构。营商事工并不是单为宣教士提供签证

进入目标国家。 

2. 营商事工有别于织帐棚事工 : 织帐棚可以说是带职宣教，受聘于

当地公司。但营商事工是建立商业平台，建立公司规模。 

3. 营商事工并不是单单为宣教，它所追求的是福音，社会及经济的

综合回报。所以营运所产生的利润必定要推动这三重效益。真正

的营商事工是以营商活动为呼召，本身就是一种服事，是上帝的

国度的彰显。 

宣教 

商業技巧 社會意義 

培養基督的價值觀 

更愛人、愛社會 

 
社群從中感受

到基督的愛 

 
以商業技巧貢

獻於宣教工作 

以宣揚基督榮耀為目

的去從事商業活動，

堅守聖經的精神 

貢獻商業技巧於服事社群 

將社會意義融入商業活動 

營商宣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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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营商事工可以说是一种创效投资，它的定位是处于非牟利机构与

纯商业机构之间。 

5. 没有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营商模式，每个国家的本色化因素都需

要考虑。 

6. 在神的国度里，商人不是二等公民，参箴言31:16-31 – 巾帼商人

的模范。 

7. 公司可以说是一个社羣，不单是为营利而存在的企业。 

8. 员工，客户，供货商，及小区是营商事工的对象，这一点在创启

国家更为重要，因为要建立认受性以致扩大福音网络。 

9. 最好建立一种劳工密集的商业模式，因为营商事工是做人的工作。 

10. 营商的平台必需有其持续性及营利，虽然不以谋取最大利润为依

归。 

 

在决定营商事工项目的时候，有几个范畴是需要大家小心考虑的，而这些范团

亦是每一个有意从事营商事工工作的同工们需要注意的部份。 

 

项目经济上的可持续性 项目必须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至少能够维持

五年以上。所以在制定营商模式的时候需要用多点

时间来做市场调查。同时也需要准备好有起码有 3-

5 年的足够营运资金，因为大部份的项目都需要用

至少 3-5 年的时间才能达致收支平衡。 

项目对社会产生的效益 项目必须具有社会使命，能造福当地社会，例如创

造就业机会、提供教育服务、提倡环保精神、支持

弱势社群等。 

项目的宣教作用 项目必须有助传播基督的福音，这一项目不单是引

领多少人信主，更重视的是人的生命转化及牧养。

这一范围比较小心，通常传教士会担当这项工作，

不过要适当地把牧养及营运分得清楚的同时又做好

牧养工作。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牧养的角色拿

揑得准确，也很大程度帮助到生意的増长。 

机构本身的经验及专长 其实机构也可以把它的项目商业化而帮助更加多

人。很多基督教机构过往若有相关的项目经验 (例

如教育)、或者长期、稳定社会服务经验，会具有

一定的优势。所以人的经验，投入感以及专业绝对

是营商事工成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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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之间的持续合作空间 营商事工可能需要数个机构一起合作。大家的理念

必需一致。 

 

营商事工这个宣教策略在香港一般的差传机构或教会还不是很普及，但是一些

外国的传教士及机构已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 （当中也包括创启国家）开始了

营商事工小企业。营商事工虽然困难重重，有很多营商事工企业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笔者在C国认识了一位从澳洲来的女传教士 (因她不

想公开她的数据，所以在这里笔者不想公开她的名字及所处的国家名称)。她今

年已经74岁，来了C国已经超过20年。她不是属于任何的差传机构，她是她自己

在澳洲的教会差派及支持。大约在十年前，这位传教士看见在她所处的地方相

当贫穷，很多人特别是一班妇女及中年人士找寻不到工作，生活相当艰苦，她

虽然经常传福音给他们，但生活上的困苦令到福音比较难以进入人群当中。这

位女宣教士突然有所感动，她向自己的教会筹集了一笔资金，然后在当地向农

民购买水果，之后请了一些失业的妇女及中年人士，用很原始的方法制造干菓

然后包装，推出市场售卖。由于他们的干菓味道比较好，种类又多，所以渐渐

打开市场。经过数年时间，他们已能达致收支平衡。他们现在可以有充裕的资

金运作，也能够创造出四十个职位去帮助弱势社群，改善他们的生活。故事还

没有完结，这所干菓工厂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一所教会，原来所有员工已经成

为基督徒，他们每一个星期天都回到工厂做崇拜，不但如此，员工们也带他们

的家人一起来到，所以每个星期天，这所干菓工厂有差不多一百人来做崇拜。

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营商事工故事，集社会，经济及福音效益于一身。最令人

惊讶的地方就是这所工厂没有什么生意，管理及财务等专家帮忙。这位老宣教

士可以说是集各类专家于一身。不过这间干菓工厂最大的问题就是接班人的问

题，因为这位女传教士年纪已很大，她打算数年后把工厂交给员工，所以她一

直训练部份员工作管理的工作。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东南亚某一国家，一些传教士看到有很多妇女被贩卖到一

些色情的场所工作，传教士们四出筹集资金，帮助这些这些妇女。传教士成立

一所饭堂公司，然后去投标工厂的食堂，这批妇女就受聘请到工厂的食堂工作。

因为外围有很多工厂成立，所以越能成功地投标到工厂的食堂，就能够聘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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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妇女，帮助他们。这所饭堂公司现时已聘请了数十位妇女在工作。除了工

作，这群妇女也接受传教士的生命辅导，这群妇女大部份的生命都能够得到转

化。 这所饭堂公司还是在挣扎求存的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投标到的合约期只

有一年，所以每年他们都需要做投标，如果其他的竞争者成功投标到新的合约，

这群妇女就会面临失业。 

 

有一个案是营商事工的模式及使命都相当合适。在印度有一所无水/干洗汽车中

心。是一群结合着本地及外国的专业信徒所创立。这所干洗汽车是利用南美洲

的一种植物提炼出来的腊来清洗汽车，完全没有水的成份。清洗的时候也不需

要加任何的清洁剂也能完全清洁车的内外每一部份，使它清洁如新，又达到环

保的作用。另外，因为它无需要接上水喉，所以它的流动性很大，可以到任何

地区提供干洗汽车服务。每一架车需要大约三个工人清洗，所以它是劳工密集

的行业，加上不需要有很高的技术，它可以聘请很多劳工，而大部份的劳工都

是来自贫民区的失业或失学青年。令人感动的是中层的管理员大多是信徒，他

们都帮助那些青年人建立他们的生命工程。每逢星期天的早上，干洗汽车中心

就会变成一所教会，员工都会被邀请回来做崇拜。这所干洗汽车服务可以说是

达到社会，环保，经济及福音等效益。可惜的是这所干洗汽车服务还未达到收

支平衡，还需要多数年时间才可以打开市场，因为干洗汽车的费用比水洗高很

多，一般市民还未能愿意多付一些金钱而令到有经济以外的回报，这些经济以

外的回报其实是无价的。 

 

还有一些例子就是有一些差会及机构，他们在很多年前已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建

立项目据点，例如教育，医疗等等。传教士所开辨的职业训练中心例如计算机，

语文训练等等普遍都有很高的水平。可惜他们只是做训练的工作，学生经过数

年的职业训练之后，投入社会就发现有很多困难，也不容易受到聘请。现在正

有一群生意和管理的专家与及营商事工开发基金，正在帮助这些机构把他们的

职业训练中心注入商业元素，例如成立顾问公司，聘请受完计算机训练的学生，

目标是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计算机上的支持及服务，让这群毕业的学生能够进入

就业市场。通常这群学生在几年的训练过程中生命都得到建立，有一个正确的

方向。相信他们日后在进入工作市场之后大部份都能保持一贯的勤奋，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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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的态度。但是因为这些差会及志愿机构一直以来都是习惯用一种慈惠方式

运作，一单要注入商业元素，他们便要多些时间才能把意念转化，因此在改变

过程当中还是走比较缓慢。 

 

笔者也知道有很多营商事工项目例如餐厅，咖啡店，化妆品店，有机农业等等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创立及运作，当中有一些是成功的，但也有很多失败告终。

所营商事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纵使如此，我们并不能因为艰难而退缩，不

去开拓这个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从整全使命的角度来看，营商事工应该是藉得

大家去共同建立的事工，因为它能够带来社会，福音及经济的回报同时又能够

提供一个新的宣教策略，特别是用在一些创启国家。但愿营商事工使命能够被

教会所接纳，让这个事工发热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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