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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營商事工全球智庫」已啟動一個獨特的平台，有便於世界各地從業者及領袖協作。第二屆

營商事工全球智庫行動的關鍵字是：振興。智庫的目標是振興全球的營商事工，裝備並鼓勵

有志藉營商服侍神和造福各族群的人。 

  

我們為此啟動了三十多個國家、區域及國際專案小組，分別聚焦研究營商事工浪潮中之重要

議題，及特定區域或國家的營商事工。 

  

這些小組的目標是聆聽、學習、分享和聯繫。我們制定了工具與範本，方便各組通過虛擬會

議及面對面諮詢作出高效協作。經過多次對話之後，每個小組都發表了總結報告，包括專題

文章、實況分析、個案研究、工具和資源目錄。 

  

爲了確保小組內外的溝通富有意義和建設性，我們採用以下對「營商事工」的定義： 

  

營商事工是： 

 可持續和有盈利的商業行動； 

 定意對人及國家帶出天國目的及影響； 

 著重經濟、社會、環境和靈性果效，並實現整全轉化； 

 關顧世界上最窮困及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 

  

這個定義起源於第一屆營商事工全球智庫論壇，其成果包括所發表《營商事工──洛桑第五

十九號特別報告》及〈商貿宣教宣言〉 

（英文版見 http://www.lausanne.org/docs/2004forum/LOP59_IG30.pdf； 

中文版見 http://www.chinesebam.com/bam-database/literature/）等文獻。 

  

智庫項目帶來了全球營商事工學者和社會資源的大聚集。除了發表多份專案報告，更在二零

一三年四月於泰國舉行專案小組領袖論壇和營商事工全球會議，濟濟一堂，建立起合作網絡。

現繼續將搜集到的資源廣泛分享、廣為傳播。 

  

此報告為三十多個專案小組的一系列報告之一，是全球數百位營商事工領袖的心血結晶。其

餘專案報告見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英文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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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於二零一四年發佈內容全面的《營商事工全球智庫第二號報告》，以跟進於二零零四

年發表的《營商事工──洛桑第五十九號特別報告》。 

  

這些報告本身並非營商事工全球智庫的終論或終點，反而應被視為營商事工經營者及相關領

袖到目前為止之反思，我們還將繼續前進，迎向問題，回應需要和期望的落差。某些小組會

延續下去，亦有新的活動要展開。營商事工浪潮正在起動！ 

 

能夠在這兩年參與這場史無前例的全球協作，是我們的榮幸。回望過去，我們看見有些時候

實際成果與期望和計劃之間有距離，然而，我們也見證了神能夠成就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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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誠地感謝所有與我們一同勞苦的全球智庫同仁，特別是籌劃小組、議題小組、區域小

組及支援小組各組長，以及我們的配偶馬克和珍妮花。 

  

祝願這些專案報告、個案研究、工具、建議和資源能被廣泛傳播，鼓勵和裝備多人，並振興

全球營商事工浪潮。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願他在教會

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弗三 20-21）。 

 

聯席主席 

祖·普倫麥爾，邁茨·圖內哈格 
chairs@bamthinktank.org  
二零一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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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撮要 
 

營商事工與植堂 

建立信仰社群的成功實踐 

 

營商事工運動裡有許多人，尤其是那些來自植堂宣教機構的人，希望營商事工理念能夠成

為創立新教會、轉變社區的關鍵策略。本報告認為，營商事工確實有潛力達成這些目標。

然而，儘管將營商與植堂互相結合的理念很好，但是至今依然相對缺乏實例與最佳實踐方

法。 
 
「營商事工與植堂」議題小組一直在調查營商事工運動的實踐與趨勢，來找出成功的植

堂實踐方法。我們採訪了一些營商事工從業者，探討營商事工植堂的基礎原則、主要挑

戰和結果子的實踐方法。他們分享了營商事工企業的真實案例，闡釋了目前從業者的一

些經驗教訓。 

 
結合植堂與營商的成功實踐方法包括： 

 確保企業與植堂對象群體的人經常接觸。 
 開辦企業之前，投入大量時間學習語言和文化。 
 把企業的持續性與利潤當做不可或缺的目標。 
 謹慎挑選員工。 
 闡明並溝通策略使命。 
 建立本地合作夥伴。 
 團隊合作。 
 從開頭就加入禱告。 
 加入聖經價值觀和教導。 
 向教練或導師學習。 
 通過誠信謹慎的經營見證神。 
 提供卓越的產品和服務。 
 刻意投資在關係的建立。 
 在廣大社區內注重公益。 

 
大多數營商事工從業者都能分享一些營商轉化實踐的例子，包括門徒訓練、建立有意義的

關係、在企業或工作場合中帶領人歸主等。在一些案例中，企業達到了利潤與植堂雙重底

線。 
 
因此，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神已經通過企業創立新教會。然而，在經營可持續盈利企業

的同時植堂具有很大挑戰。此外，我們發現只有少數企業能創立可以自發倍增的教會。 

 
本報告提出了可供進一步思考和調查的領域，以及為了取得更多進展而提出的實際建議。我們

希望，將來有更多企業在營運良好的同時，能夠幫助建立信仰群體，反映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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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事工與植堂 

建立信仰社群的成功實踐 

 

導言 
   

作為一個理念，營商事工目前很流行，這方面的著作、會議和講員很多。然而，作為一個協

助植堂的策略，它還沒有成熟。幾乎沒有企業真正同時達成利潤與植堂的雙重底線目標。當

然，有些基督徒營運的企業達到了其中一個目標。不過，大多數企業不是未達有利可圖，即

利潤不足以支付海外員工工資，就是缺乏清晰的植堂策略與影響力。令我們感恩的是，營商

事工協助植堂的動態在增長，湧現出新的資源、理念和人力，共同為了福音的緣故結合營商

與植堂。我們這個報告的目標是找出有效的趨勢和成功實踐方法。此領域有很大潛力;而作

為跟隨耶穌的人，我們祈願有更多教會建立在從未聽聞福音之民的中間。 

 

現有資源 

我們思考這課題時，意識到這方面有一些很好的資源。早期著作包括黎基傳的 Tentmaking

，對此議題做出簡明的概括。泰德•山森（Ted Yamamori）和肯•埃爾德雷德(Ken Eldred)編

輯的 On Kingdom Business，提供了一些積極尋求產生屬靈影響力的企業案例。埃爾德雷

德的 God is at Work提倡把企業分為三類：微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和海外私人企業。最

近，尼爾•約翰遜（Neal Johnson）的 Business as Mission，對營商事工做出最全面的概

述，綜合講述營商事工相關的各種運動，並提出一些最佳實踐建議。 

  

結合「洛桑全球南部運動」的重點，上述案例依然比較缺乏非西方人士帶領的營商事工

企業模式。本報告將收錄傳統西方帶領運營企業的成功實踐，同時也將力求結合非西方

來源的成功案例。 

  

我們的方式 

我們撰寫報告的方式包括採訪一系列參與植堂的企業工作人員。我們總共採訪了十二個國家

的二十三家企業，包括但不限於中國、印尼、孟加拉、老撾、古巴、台灣地區和中東國家。

這二十三個採訪以面談或網絡方式進行，內容包括企業制度、植堂或事工實踐。其中，至少

一家企業由女性擁有，還有一些本國人士擁有的企業。本報告的結論主要來自於採訪內容，

並不意味著它是適用於所有場合的決定性結論。我們認為，需要更多調查，才能獲得涵蓋更

廣泛的場景和更全面的成功實踐指引。 

 

由於一些企業地處敏感區域，我們改寫了某些具體細節。另外，至於本土人士以及非西方人

帶領的企業，我們的資料來源靠賴那些與這個企業有個人接觸或者積極為這些企業提供幫助

和輔導的聯繫人。 

 

我們採訪的一些企業類型包括： 

· 語言培訓 

· 網頁設計 

· 手工藝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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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焙糕餅 

· 會計 

· 顧問諮詢 

· 進出口 

  
定義 

就這報告而言，我們採取下列定義： 

 
教會：「一間本地教會，是一個耶穌基督信徒的團契，基於合乎聖經的目的，在一個公認

的屬靈領袖帶領下，委身定期聚集。」（奧特（Ott）和威爾遜（Wilson），第七頁） 

 
改革宗把教會的記號定義為：宣講神的話語，實踐神的律例（聖餐、洗禮、教會紀律）

。 

 
植堂：「植堂是一種事工，通過佈道和培訓門徒，建立自發倍增的耶穌基督信徒社群，

他們在本地屬靈領袖的帶領下，致力達成合乎聖經的目標。」（奧特和威爾遜，第八頁

） 

 
衡量「植堂」成功的短期目標： 

•本地或植堂對象群體的人決志相信基督，受到門徒培訓，進入彼此委身的團契，
定期聚會。 
•合資格的本地屬靈領袖團隊（來自於對象群體最為理想）被呼召出來，受到會眾
認可。他們帶領、教導，並在生命和社會中合宜地活出聖經的教導。 
•教會具有適切於文化背景的團契、敬拜、佈道、服侍和治理的運作良好機制。 
•本地基督徒內化了聖經價值觀和目標，不斷活出神對教會的國度旨意。 
 （奧特和威爾遜，第十二頁） 

 

 

整合營商與植堂的理由 

 

報告開始適宜先解釋結合營商與植堂的理由。事實上，把二者結合，不是單單因為有宣教士

要找到合適簽證進入封閉國家才開始有的新近做法。反之，在整個教會歷史中，都有營商、

植堂和傳福音的自然結合。 

 

使徒保羅自己是織帳棚的，或說是小企業東。他自力更生，認為這個策略利於植堂。例如，

在帖撒羅尼迦人中，保羅「晝夜做工，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免得你們任何人受累」（帖前二

9）。他的榜樣教導了帖撒羅尼迦人也要做工，不可懶散（帖后三 8﹣9）。在哥林多，保羅

不接受人的金錢，為了澄清福音的信息，讓他們知道自己傳福音不是為了獲利（林前九，林

後十二）。然而，保羅的織帳篷也不是絕對行為；在有支持而且合適的情況下，他也接受支

持，好「專心」傳道和教導（徒十八 5）。 

  

神通過職場做工的另一個突出案例是莫拉維夫人。這些基督徒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建立了信仰

與經濟互相結合的社區。最初的莫拉維夫宣教士大衛•尼希曼（David Nitschmann）和萊昂

哈德•多貝爾（Leonhard Dober）被差派到加勒比圣托馬斯服侍非洲黑奴。其中一位運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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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術供養自己，其他宣教士紛紛仿效。於是，莫拉維夫人「差派」的所有宣教士都要盡力

自己養活自己，而且將工作所得利潤用於福音事工上，不用於自己。他們「為主盈利」，正

如威廉•丹克（William Danker）同名著作中的記錄。 

 

莫拉維夫宣教士在南美洲北海岸蘇里南開拓的事業，後來發展為規模宏大的商業運作。他們

在裁縫店僱用非洲黑奴時，發現很容易一邊坐在裁縫凳旁一邊聊福音。後來，他們開起餅店

和鐘錶舖，在僱用更多黑奴的同時，賦予他們新的生活方式。這個事工後來成為一個定點的

大商場，對當地產生了巨大影響，吸引了一萬三千名成員在七家教會敬拜。莫拉維夫人也差

派宣教士到南非的開普敦，結合宣教與貿易、商業和農業，不僅通過工作支持自己，還為當

地人提供經濟幫助。莫拉維夫宣教士商業活動的另一個處在於，他們果敢地在經營地區奠定

了道德和誠信經營的基礎。 

  

即使從上述少數案例，我們也能清楚地看出，企業能通過幾個方面促進植堂。第一，企業提

供了在信徒與非信徒之間建立自然關係的環境。每個企業都會發展一系列網絡或關係，例如

員工、供應商、客戶、鄰舍、律師、會計、投資人、專業團體等。如果沒有企業，就很難建

立這些關係或對他們產生影響。 

  

第二，營商生活為本地基督徒或新信徒提供了可以效法的榜樣。正如保羅指出，他可以作為

本地人的楷模，因為他們能看到信仰怎樣實踐在他的日常作為中。企業是培訓年輕信徒為著

神的榮耀來營商的最好環境。一些企業教導本地信徒以手藝為生，這一點在更為弱勢的地區

尤為重要。 

  

第三，企業能為基督徒領袖以及缺乏技能的本地人提供工作機會。為本地基督徒領袖提供靈

活的就業是非常有好處，尤其在工作機會匱乏、人口遷徙阻滯教會增長的地區。例如，在中

亞某些地區，工作機會非常少，許多人不得不前往俄國或土耳其謀生。這不僅擾亂了家庭關

係，還遏制了他們本國的教會增長。 

  

第四，企業能在廣大社區積極見證。為了神的榮耀經營企業，是尊崇神的舉動，亦顯出基督

徒的道德與誠信。 

  

結合營商與植堂有多種途徑，每個途徑都在關係建立上關注不同重點，包括： 

 通過企業本身植堂。企業的場地和目的主要是為傳福音和彰顯神的國。客戶、供應商

和員工一樣，都是福音對象的一部份。業務模式容許廣泛地建立關係，而且眾人從一

開始就知道企業和企業經營者都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以與員工建立關係為核心。大部份員工都不是信徒，通過與其他員工建立關係，他們

了解到聖經原則和福音。而與客戶和供應商建立關係就不是重點。這些企業通常是員

工密集型的企業。  

 通過企業在社區中的位置來帶動影響。企業場地不是佈道場所。企業東主要在社區能

夠理解的情況下，為員工在社區提供服侍的位置。員工與社區建立關係是首要佈道途

徑。 
 

企業除了植堂之外，還具有許多其它益處。企業能帶來經濟好處，提供良好的工作崗位和固

定工資，以及投資員工的福利與發展。企業還能成為關愛他人的途徑，特別通過輔導員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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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們在企業範圍之外的需要。企業如果經營良好，能夠抬高本地企業經營水準，抗擊腐

敗。最後，企業亦能夠以妥善方式管理受造物。 

 

 

基礎原則 

 

植堂與營商事工的結合有一些基礎原則，我們的討論應在基礎原則的框架內進行。 

  

營商本身榮耀神 

宗教改革幫助教會重新發現了召命的教義，即每種職業，不管它是否與教會有關，都是「來

自神的獨特召命」1。 保羅說：「你們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

着他感謝父神」（西三 17）。換言之，基督徒商人無需通過參與植堂使自己的工作成聖。

我們作為基督徒不論做什麼，都應該是為了榮耀神──因此，我們不論建立什麼企業，或從

事什麼工作，都足以榮耀神2。 

 

因此，參與營商的基督徒不必非得通過植堂才能使企業榮耀神。當然，所有基督徒都應該是

本地教會的一份子，接納教會的大使命；然而，人們服侍神的途徑有個別差異。我們可以認

可那些在非宗教性、上市或跨國公司工作的基督徒。我們也為那些收入足以養家並幫助他人

的「普通」個體戶讚美神。我們為那些建立企業來抵消人口拐賣負效應的基督徒而感恩──

儘管他們不刻意地植堂。我們可以為世界各地許多不同形式的營商事工而感謝神。 

 

定意追求植堂 

然而，企業如果追求植堂，就要認真定意追求。教會是為了神的榮耀而存在。因此，教會的

存在有宇宙性的重大意義：「為要在現今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

（弗三 10）。通過耶穌基督和在神的教會裡，猶太人和外邦人合二為一，共同用生命彰顯

神的榮耀，這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是不可理解的，就如查爾斯•布裡奇斯（Charles Bridges）

指出：「教會是一面鏡子，反射神性完整的光輝。它是大舞台，向世界展示出出耶和華的圓

滿」3。 

 

保羅自己也認識到教會的重要性。他為植堂操勞，在建立羽翼未豐的教會時，忍受「辛苦勞

碌」（帖前二 9）。保羅嚴肅地對待整個植堂過程。他把提多留在克里特，讓提多「將那沒

有辦完的事都辦妥，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多一 5）。他說：「除了這些

外表的事以外，我還有為眾教會操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林後十一 28）。保羅不斷地

教導和勸戒教會，這可見於他寫給加拉太和哥林多教會的書信。整個植堂過程都需要謹慎對

待。 

  

因此，通過營商支持植堂的基督徒必須一直保持這種程度的嚴謹和意願。這或許不容易做到。

一方面，他們經營企業要為了神的榮耀經營，應該有卓越經營的表現，能夠盈利。然而，植

堂不僅僅是有信徒在場的自然產物。反之，促進植堂需要特別的策略和專注。一家僅以誠信

經營的企業如果沒有植堂策略，就不是刻意參與植堂的事工。若要植堂，則需要至少一位富

                                                 
1 見威斯（Veith）所著 Doctrine of Vocation 。 
2
見「營商事工智庫」報告中的<營商事工的聖經基礎>報告。 

3
 查爾斯•布裡奇斯，The Christian Ministry，第一頁， 刊於 9Marks Journal 雜誌，鏈接為 

http://www.9marks.org/journal/pastor-now 

http://www.9marks.org/journal/pastor-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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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恩賜的「被差者」，就如保羅或提多，他要理解教會是什麼，還要耐心地招聚、教導、鼓

勵，直到一個本地教會成形。 

  

植堂包含一連串的活動 

保羅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使它生長」（林前三 6）。保羅通過在哥林多

人中間佈道傳講福音，播下了種子。佈道是植堂關鍵的最初活動。然而佈道本身是不夠的，

還需要門徒培訓，教導新信徒遵從主耶穌一切的教導。植堂包含招聚信徒，教導可靠的人，

讓他們去教導別人（提後二 2）、委任領袖（多一 5）。植堂需要所有這些成份。 

 

因此，我們在審視成功實踐的時候，將談及企業支持某些或全部植堂活動的途徑。植堂團隊

的焦點按照工作性質、個人恩賜和生活背景而產生差異。許多接受採訪的企業領袖從未親眼

見到植堂成功；不過，他們提出了良好的建議，告訴我們如何引進活動來促使教會的建立。 

  

忠心即成功 

雖然植堂可能快速發生，因我們服侍的神能做萬事，但是它一般來說需要時間，尤其在未聽

聞福音之地更是如此。亞多尼蘭•耶德遜（Adoniram Judson）在緬甸居住六年，才眼見第一

名歸信者，更別提建立第一家教會了。從聖經來看，這種情況並不令人意外。耶穌自己的事

工便呈現這種特點。在三年事工後，他的信徒寥寥可數，然而他完全忠心，又是父神喜悅的

愛子（可一 11）。保羅在寫給眾教會的書信中，強調對聖經忠心，勸勉讀信的人努力向前，

持守所信，站立得穩（腓三、四）。在某些情況下，譬如在腓立比教會，保羅看到的屬靈果

子比其他情況多。然而，保羅說到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他已經跑

盡了，該信的道他已經守住了（提後四 7）。當然忠心信靠並不是自滿自足或懶惰的藉口。

在聖經各處，我們都能看見，信靠神的主權，也要擔負個人本分。請注意，保羅在帖撒羅尼

迦植堂時，不辭勞苦地編織帳篷（帖前二 8下﹣9）。 

  

因此，致力於促進植堂的企業應該努力：一）事事榮耀神，二）具備長期視角。要榮耀神，

企業應該透明運作，遵守政府法規，繳納必交的稅款。它們還應該及時為員工發工資，關顧

員工福利。植堂的人應該言行一致，誠實守信，讓他人看到他們的好行為，將榮耀歸於天上

的父神（太五 16）。當然，這麼做一般會需要面對更多複雜情況，效率亦趕不上本地的競

爭對手。基督徒商人要熟悉本地商業文化，例如區分服務費用與賄賂之間的差別。 
 

第二，經營此類企業的人必須具備長遠視角，才能持續支持植堂。要謹慎維持供應商關係，

使他們不為了短期利益而傷害長期關係。企業應該認真經營並盈利，才能持續營運，贏得長

期信譽。因企業含有植堂成份，更要不斷調整改進，確保自身關注福音的目標。 

  

最後，還應當謹慎如何衡量營商事工企業的成功。一些企業可能沒有植堂；然而，它們如果

在正確的領域保持忠心，那麼也可能是成功的。設立屬靈指標會很有幫助4。不過，借用保

羅的話說，我們應當明白，撒種、澆灌是一方面，生長是完全取決於神。 
 

 

有待解決的挑戰和問題 
 

在處理營商事工與植堂成功實踐的同時，我們意識到下列的挑戰和問題： 

                                                 
4
  見「營商事工智庫」報告中的<衡量營商事工的影響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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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多重底線 

營商的潛力與風險並存。清楚界定目標與期望是很重要；否則，企業可能出現分裂症狀。它

假如一味追求利潤最大化，就會限制植堂影響力。從另一方面說，如果只把植堂當成「重要

的事」，那麼可能會造成聖俗二分，把植堂當成真正的「聖工」，而把企業經營當成一種必

要的罪惡。企業需要清晰的模式，提供一個協調二者張力的框架，樹立企業與事工目標互相

平衡的成功榜樣。  

 

此外，由於腐敗和洗黑錢問題，一些政府開始更密切地關注外資企業的財務和收入來源。一

個無緣無故接受海外資金的企業，在態度敵對的政府眼中看來十分可疑。因此，要平衡多重

底線，做到有盈利是一個挑戰。  

 

缺乏成功榜樣 

營商事工本身並非輕而易舉。而在一個動盪的國家，創辦一個新企業，去完成植堂目標，更

加不是獲得成功的常見途徑。因此，能夠成功植堂的企業寥寥可數。確實，許多企業參與佈

道和門訓，或者開展了研讀聖經小組。但是，教會與研讀聖經小組是兩回事。即使有的企業

見證到成功植堂，那些成功只能勉強地說是企業日常經營的成果。因此，營商事工與植堂領

域的理論多，實例少，可供複製的成功例子更少。 

  

對屬靈成功缺乏一致定義 

關於營商事工的著作常提到「屬靈影響力」，然而，什麼是屬靈影響力，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作為關注植堂的議題小組，我們強調的重點是教會。如上文所述，雖然圍繞著植堂有一連串

的活動，但是我們要指出，在比較企業的時候，要比較目標相同的企業。例如，一個沒有植

堂策略的企業，即使它或許有具體的佈道策略，也會和一個具有植堂策略的企業呈現不同面

貌。  
 

 

營商事工與植堂的成功實踐方法 
 

有一些接受採訪的企業報稱有人歸信基督，一些企業還見證了小教會的成立。這些企業各自

都有獨特之處，不過，它們也有共同點，我們將其概括為下列的成功實踐方法：  

 

1. 接觸 

確保企業與植堂對象群體的人經常接觸。 

有意地創辦一家能夠與福音對象經常接觸的企業，不管他們是員工、客戶、供應商還是其他

人。一個餅店老闆估計，他們每天平均能遇見一百人。企業可以通過活動與員工、供應商及

客戶分享基督的福音。有一個企業專門僱用家庭生活困難的女性，幫助她們提高生活質量。

另一個營商事工企業為本地基督徒領袖提供商業機遇和收入，鼓勵他們留下來繼續植堂工作，

而不用離開去找其它工作養家餬口。一個農業企業通過進行蛋業生產培訓，幫助本地基督徒

開展植堂工作。他們按照這個模式幫助受訓人員創辦企業，提供接觸人的機會與收入。這家

農業企業還為本地人提供植堂培訓，作為企業策略的一部份。 

 

雖然企業是接觸人、建立關係的最初場合，但是一些營商事工從業者提出，屬靈對話往往是

在工作場合以外進行。不過，也有營商事工從業者指出，屬靈對話會在共同工作的環境中自

然而然地開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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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言和文化 

開辦企業之前，投入大量時間學習語言和文化。   

所有接受採訪的海外企業東主都強調，在創辦企業之前，極有必要學習語言和文化。說到語

言學習，每個人和每個國家情況不盡相同，然而，我們還是建議海外商業人士在開展企業之

前，能夠投入至少半年時間進行密集的語言學習，能夠有一到兩年學習更加理想。用當地語

言溝通能避免誤解，對企業營運和建立關係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期望在經營企業的同時有

效地學習語言不僅困難重重，還幾乎是不可能。  

 

我們建議，語言的流暢程度應該能夠確保在某些上班時間只說當地語言。此外，要僱用有紀

律和有耐性的員工來幫忙。一位女商人在當地居住十年、完全熟悉當地語言文化之後，才創

辦企業。還有一個例子，是在約翰的企業裡（在後文的營運個案中），他讓幾乎沒有語言背

景的總經理接受密集語言督導，獲得了良好效果。 

 

3.盈利 

把企業的持續性與利潤當做不可或缺的目標。   

企業應該盈利，或者應該竭力盈利。幾乎每個接受採訪的企業東主都以真正的盈利為目標。

企業成功本身就是一個見證，成功能對社區和政府官員產生很大影響，尤其是在局勢不利的

情況下。當企業在財務上成功，企業東主會更受尊重，更易被社區接納和歡迎，因為這意味

著企業能為社區提供所需的工作崗位、服務和產品。盈利若以誠信取之有道，在當地人眼中

看來是一個好榜樣。如果企業不能盈利，就不能維持下去，不能給員工發工資，可能反而造

成負面影響。 

 

獲得盈利、能夠自我維持發展的另一個好處是它成為工作與事工結合的成功樣板，向常希望

得到外地資助來發展福音事工的本地基督徒樹立了榜樣。通過把事工與工作互相結合，有利

於避免當地教會依賴西方資金，這種依賴通常會限制教會發展。 

 

擁有一家財務成功的企業，還能緩解當地人外國人參與間諜活動或販毒的恐懼，因為對於沒

有明確收入來源的外國人，間諜和毒販是兩種常見的刻板印象。 

  

   

4. 挑選員工 
謹慎挑選員工。 

員工挑選不僅對企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還對植堂有深遠影響。在招募核心員工時，要留心

篩選信徒，不僅看他們的專業能力或素質，還要看他們的負擔以及是否定意轉化身邊的關係。

最好確保大部份員工有這種定位，保障信徒員工之間能夠營造「天國思維」的文化氛圍。  
 

員工選擇定下了企業的基調與期望。雖然僱用本地信徒是一個重要的事工工具，但是也要考

慮一些潛在的負面因素。僱主必須非常謹慎，不要使得僱用信徒看起來像是對他們的獎勵，

而是要同時考慮其它因素，例如技能、經驗和品格。一位企業東主說，他們雖然僱用信徒，

卻不喜歡僱用新信徒，因為「我們認為，企業僱用怎樣的員工為企業的表現奠定基礎。在僱

用之前，要給新信徒一段時間來驗證他們的信仰。還有，千萬不要把新信徒放在不適當的職

位上，使他們看起來是被收買進基督教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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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可能是一種兩難的選擇。由於不同國家基督徒的期望不同，所以內

心的態度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在一些情況下，基督徒真心希望自己養活自己，但在另一些

情況下，他們認為彼此都是信徒，便心裡期望著外國人直接給錢或者讓他們過上安逸的生活。

從另一方面說，當地基督徒很可能成為建立新教會的催化劑。在沒有當地信徒的情況下，相

近文化的成熟基督徒可能成為植堂的關鍵。 
 

僱用本地基督徒能影響社區，尤其在工作崗位稀缺的情況下。在一個缺乏就業機會的地區，

僱用當地教會領袖產生過巨大的屬靈影響，因為他們有了收入來養家後，得以繼續留下來服

侍和建立教會。 
 

通常，企業的一個目標是僱用植堂對象群體的人，通過日常生活對他們見證基督。如果他們

樂於受教，品格良好，那麼不管他們信仰如何，都會很好地為企業服務。員工領袖的品格至

關重要。有些企業為重要的職位僱用信徒，為其它職位僱用植堂對象群體的人。在僱用基督

徒員工時，很有必要教導他們僕人式領袖的原則。 

 

5.清晰的異象與策略 

闡明並溝通策略使命。 

建立異象，寫下異象宣言，把企業與植堂意向和策略都包含在內。制定帶出屬靈影響的計劃，

便於後期衡量果效。把計劃提交給信任的合作夥伴、顧問或機構領袖，供他們審核及問責。

附件中有一個問題列表，有助於撰寫帶出屬靈影響的計劃。  

來自受訪者的異象宣言樣本： 
 

• 要看到神的國通過他們公開的信仰見證、生命、話語和行為被顯現出來。 

• 通過業務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優質產品，改善人們生活。 

• 通過創造業務和工作機會賦權當地人群。 

大多數受訪者一開始沒有屬靈計劃，哪怕他們曾思考過如何產生屬靈影響。一位營商事工從

業者一開始時並沒有計劃，但是企業營運兩年後，應一位借給她企業擴展資金的私營企業主

要求，她撰寫了屬靈影響計劃和企業規劃。 

 

一家大型營商事工企業委派了一名「大使命官員」，負責屬靈效益的事，包括信仰對話、輔

導和門訓活動。要讓對話有屬靈結果，一個關鍵是給先前預備和簡單培訓予外緣員工，包括

銷售、客戶關係管理與合作夥伴關係，預備並賦權他們使信仰對話產生作用。   

 

企業的屬靈影響和商業運營一樣複雜。營商事工是一項複雜而充滿能力的呼召，企業目標與

屬靈事工目標有時互相補充強化，有時互相矛盾衝突。有時候，某些情形使企業不能採取最

佳商業計劃，有時候，期望中的屬靈影響可能受到阻攔，或採取了意料之外的趨向。營商事

工從業者必須靈命成熟，有意識地運用屬靈恩賜，努力榮耀神、為基督得人。 

 

6.合作夥伴關係 

建立本地合作夥伴。  

大家反覆提到的一個主題是團隊與穩固的合作關係是重要的。創辦經營企業本非易事，更別

說再加入植堂了。因此，必須動用人際關係和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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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國家要求企業東主有本地合作夥伴。一個備受信任的本地夥伴能幫助企業處理複雜的政

府、稅務和法律要求。本地夥伴可能是信徒，也可能不是信徒，所以要花時間建造關係。合

作夥伴至少需要是社區尊重和信任的人。一位著名的營商事工領袖和顧問建議，本地夥伴最

好比你更富有，這樣欺詐或欺騙的誘惑會小一些。如果當地有團契，信主的本地合作夥伴還

能提供聯繫途徑。  

 

花時間與潛在的本地合作夥伴建立互相尊重與信任的關係至關重要；如果沒做到這一點，要

花時間確保他們在本地教會中有良好聲譽。本地合作夥伴對企業運營有關鍵作用，對事工也

是如此。在好幾家成功植堂的營商事工企業中，本地顧主或本地員工在植堂中發揮了關鍵作

用。 

 

7.團隊 

團隊合作。  

營商事工企業的一個成功因素是團隊。團隊對於企業和植堂工作都有很多益處。團隊組成可

以多元化，一些成員更關注企業運營，另一些成員雖說也在企業幫忙，卻有更多時間參與直

接事工。有些團隊包括來自不同企業或行業的成員。有些團隊成員全都是外國人，有些團隊

成員既包括外國人，也包括本地人。 

 
有一部份團隊成員關注企業、另一部份是更有屬靈事工恩賜的成員，這樣的組合看起來效率

最高。妥善經營需要花費時間，因此，企業成員需要事工成員輔助發展事工，好讓他們專於

企業。同時，如果企業遭遇外來壓力，例如政府關閉或侵擾企業，那麼企業成員可以承擔主

要壓力，讓事工成員繼續服侍。    

 

8.禱告  

從開頭就加入禱告。 

禱告是植堂和營商事工的基石之一。有些企業在核心員工會議上禱告，而絕大部份的企業都

會定期為企業和業務決策祈禱。大多數營商事工從業者常常為員工禱告，有時候還有機會和

他們一起個別禱告。大多數員工歡迎企業東主為他們及家人禱告，尤其在他們遭遇困境的時

候。通常，營商事工從業者獲得了祈禱勇士的美譽，別人會因為神回應他們而尋找他們代禱。

舉個例子，一位婦女罹患疾病，試過許多療法都沒有成功，但在企業東主為她禱告後，她就

痊癒了。這件事令企業東主有機會討論屬靈的事，最終建立了一家教會。    

 

9.聖經 

加入聖經價值觀和教導。 

聖經在營商事工企業中有廣泛應用，儘管有時候是間接應用。在許多情況下，企業的核心價

值觀和道德原則直接來自於聖經。在另一些情況下，領導力以及其它類型的培訓基於聖經原

則。聖經可以用於解釋企業東主的決策和行動基礎。例如，在員工盜竊被抓的時候，企業東

主能彰顯赦免與和好，並分享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在一些地區，可以在工作地方放置英

文聖經和本地語言版本的聖經。一些企業東主也可以閱讀聖經故事和經文給員工聽，指導他

們工作倫理與行為方式。在聖誕節期間向女性分發箴言中智慧婦人的經節，是某一位企業東

主分享聖經的方式。還有一位企業東主發揮創意，每週都在門上放一張不同的箴言經文，以

致有機會引入屬靈話題，重塑人的品格。用聖經傳遞生活、工作和企業原則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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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督導 

向教練或導師學習。 

一些比較成功的企業從創辦初期就有企業督導。一位營商事工從業者具有一個顧問小組，從

企業創辦到擴展，一直提供幫助。能有一位以上的教練更好，因為它能提供多個領域的專業

支持，同時能擴大影響範圍。某位營商事工從業者的顧問團隊成員來自不同專業背景，包括

會計、金融、農業，還有一位導師給他提供全人輔導：婚姻、家庭、屬靈生命等。雖然一位

既了解你個人又了解企業的督導最為理想，但是還可以用其它方式尋找教練或督導。你可以

加入一個營商事工網絡，例如「開放網絡」（OPEN Network）提供聯絡教練的渠道。一些宣

教差會或許與願意參與的基督徒企業家具有聯繫。還有一些其它機構為營商事工企業招募志

願者，例如 Ventures、Nexus、Access Partners 和 Global Disciples。督導甚至可以是本

地商人。本地營商事工從業者最合適的顧問來自於本地社區。一位本地企業顧問甚至借給從

業者所需的企業擴展資金。 

 

尋找督導或教練的一個最佳場合是差派你的教會。營商事工從業者可以從自己的教會招募基

督徒商人來輔導自己，同時要求財務和禱告支持。許多營商事工企業具有一個董事會或顧問

委員會，提供專業知識、問責和屬靈的供應。心懷天國事工的投資人借出貸款時，有可能要

求貸款方具有顧問委員會。         

 

11.誠信 

通過誠信謹慎的經營見證神。 

許多營商事工從業者強調，誠信經營在員工和其它植堂對象群體看來是強而有力的見證，與

本國企業的腐敗行徑和弄虛作假形成了鮮明對比。許多人在觀察營商事工企業，想知道它們

為什麼與別的企業做法不同。於是，誠信經營為營商事工從業者提供了分享聖經原則的機會。  

 

一位員工因為受到基督徒僱主的影響而信主。起初，僱主以為供應商出錯，於是責怪供應商。

後來，僱主發現供應商沒錯，就給他打電話道歉，請求原諒。這在員工所處重視榮譽和臉面

過於誠實的文化中，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營商事工從業者一定要誠實正直。一家營商事工企業發現，海關少扣了稅款。他們寧願多繳

稅，也要說明實情， 這誠實的舉動成為一個很好的見證，為他們建立了良好的信譽。許多

營商事工從業者都說：拒絕賄賂權勢、誠信經營在他人眼中是巨大的見證，引領多人接受耶

穌為主。此外，尊重他人、公平地對待他人，也帶來了很大影響力，給予營商事工從業者分

享信仰的機會。 

 

一些企業強調，需要經常向他人解釋誠信經營的根由；讓人知道他們按聖經處事是重要的。

因為浪子回頭的故事，給盜竊的員工第二次機會，能向他彰顯神的慈愛和赦免。處理棘手的

企業事宜，是教導悔改、恩典和赦免的良機。營商事工從業者可以通過日常行為彰顯神國的

榮美。一位企業東主分享道，她告訴別人，企業如果正直、誠信地經營，神會祝福它；她認

為，一定要讓別人知道，是神幫助她的企業獲得成功，企業是屬於神的，一切都來自於神。 

 

有些公司有意識地通過研討會和演講，以及通過使用聖經原則教導領導力發展、人際關係、

婚姻等其它話題，幫助員工在個人和職業領域雙向成長，關顧他們。在某個社區中，當地人



 

營商事工與植堂議題小組報告 – 二零一四年一月                                                            

第 14 頁 

把營商事工企業視為女性寶貴的工作場合。穆斯林男性寧願讓妻子在這家營商事工企業工作，

因為它信譽很好。 

 

12.卓越 

提供卓越的產品和服務。  

做見證彰顯聖經原則的另一個機遇，來自於不遺餘力地提供卓越商品和客戶服務，建立良好

的商業信譽。這種積極的行動，來自於聖經所說的凡事像是為主而作（西三 23）。一家受

訪企業指出，提供新鮮的、品質超過進口商品的產品，在植堂對象群體中是好見證。如果有

人在營商事工餅店不小心把已購買的蛋糕掉在地上，那麼店主會再給他做一個。如果顧客不

喜歡某隻蛋糕，那麼店主會給他換一隻。                                            

 

13.關係 

刻意投資在關係的建立。 

在社區內，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有很多方面的重要性。一家企業致力於僱用家庭生活不幸的

女性，幫助她們重建在神眼中與他人平等的自信。另一家企業由於和穆斯林鄰舍關係融洽建

立了信任，鄰居竟然借給她擴張企業所需的資金。還有一次，曾經關閉營商事工企業的那位

警察，出席了企業擴張後的開幕儀式，甚至還送了禮物。必要的時候，良好的人際關係還能

促使供應商延長賒欠期。 

 

刻意建造人際關係的例子包括： 

• 關愛員工與顧客。 

• 關注員工培訓與發展，幫助他們實現神所賜的全部潛力。 

• 在工作之外關顧員工生活。 

• 從開始培訓員工，而不是花高價僱用有資歷的員工。 

• 在危機來臨的時候，與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員工一起禱告。 

 

對於基督徒員工來說，刻意地建立關係能幫助他們在基督裡成長成熟，結出更多屬靈的果子。 

 

14.外向焦點 

在廣大社區內注重公益。  

除提供就業機會之外，尋找祝福社區的途徑。例如，企業可以提供亟需的服務，例如清潔飲

用水或培訓等。一家企業開辦了一個社區急缺、價格實惠的網吧，最後開辦了一個在網吧聚

會的教會。一些營商事工企業利用一部份利潤開展社區項目，或滿足社區需求。舉個例子，

在某個社區中，企業主不僅銷售優質產品，還通過為學校提供產品來祝福社區。  

 

前來幫助營商事工企業的短期團隊和實習生也能通過自身的友好熱情及志願服務來服侍社區。

他們的參與形式包括以財務資源給社區帶來物質祝福，以及實踐志願服務。    

 

 

營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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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領袖帶領的企業 
在亞洲，一位本土傳道人受教會差派開辦了一家小型社區雜貨店，成為成功植堂的案例。身

為本土人士具有優勢，例如通曉本地語言文化，而跨文化工作者需要好幾年才能流利地交談

和理解當地文化。不過，本土人士也有挑戰。貧窮心態和缺乏力量能抑制他們的自發性。很

多時候，甚至信徒也看不到神給了他們技能和恩賜，不知如何將它們用於神的榮耀。  

 

有一間教會的領袖希望通過教會中有恩賜的佈道者向社區中沒聽過福音的人傳福音。 然而，

他們意識到，沒有錢來請這樣的佈道工人。幸運的是，教會領袖為具有傳福音恩賜的會員找

到了商業培訓。他們請「全球門徒」進行合作，幫助這些傳道人開辦策略性企業。第一步，

他們確定植堂對象群體，然後，設計一個企業既能發揮佈道工人的技能，又能與目標群體接

觸。在這個案例中，一個關鍵因素是教會領袖也接受培訓，讓他們理解並支持企業。 

 

雖然誠信經營企業很重要，但是要在不認識耶穌的人中產生屬靈影響，僅僅正直還不夠。一

個人必須願意承擔風險，開放地分享屬靈真理。這家雜貨鋪店主願意承擔風險，不僅通過誠

信經營做見證，還關愛他人，經常為顧客禱告。 

 

有一天，一位病得很重的女士來到雜貨鋪。店主問她的時候，她說醫藥和她的信仰都沒有用。

店主提出奉耶穌的名為她禱告，結果她奇蹟般痊癒了。她不得不向認識她得人解釋自己如何

病就好了，這個神蹟的消息擴散很快。後來，她接受耶穌做她得救主。店主有了「醫病」的

名聲，神通過他的禱告醫治了許多人。六年間，更多人信了主，一家容納至少二百人的教會

通過這家企業建立起來。 

 

小型企業 

埃文和他的營商事工企業已經在中亞有十六年歷史。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他租賃一塊土

地種植水果，開辦了企業。幾年後，他又租賃一塊土地，把果樹種植面積增加一倍。通過佔

據高端水果市場，直接向銷售公司營銷，充分利用產品包裝，埃文得以擴張企業，成功運作。

同時，他榮幸地看到了之前沒有福音傳揚的地區開始了多家教會。 

 

埃文的企業銷售新鮮水果。企業從起初只銷售產品給本地公司，規模微小，而現在已經銷售

產品給國內好幾家大零售商。埃文最終的計劃是讓產品走上全球市場。 

 

埃文的主要理念是，在最需要福音的地區創辦營商事工企業，這就是他在中亞開辦企業的原

因。埃文還在日常企業生活中踐行信仰。按照誠信精神，他一不騙人，二不行賄。按照公平

精神，他給信徒和非信徒同等的補償和待遇。按照真理精神，別人問到他的信仰，他就宣揚

真理。 

 

埃文具有一些商業背景，但他的商業技能大都是創辦企業之後發展出來的。創辦企業之前，

他接受了有關企業管理的學校教育，可是他在正常商業環境中的經驗不多。話雖如此，他開

辦企業前在中亞生活的經歷，讓他有管理及實施合同的經驗，以及與政府領導溝通的能力。

例如，他曾經通過與當地領導建立關係，幫助有能力的外國老師在本地學校找到職位。 

 

埃文的目標包括開展十二個項目，每個項目的年銷售額都達到一百萬美元。雖然商業方面沒

問題，但植堂方面存在挑戰。他親眼見證的一個成功植堂案例，卻又導致植堂停頓。由於之

前的植堂成功和社區曝光率提高，針對他和他所在教會信徒的逼迫也因此更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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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說，企業的成功可以通過它在促進植堂和人際接觸的程度來衡量。就他的例子來說，有

幾個人受了洗禮，又去與別人分享福音。這幾個新信徒不僅能教導別人，其中一位甚至還開

始寫讚美詩。 

 

埃文建議，應該善於「撒種」，在周間流露出信仰點滴。微小的日常活動，例如修剪果樹，

就是分享小部份福音的好時候。如果同事感興趣，下一步就是約定下班後進一步詳談。  

 

埃文分享道：「為了縮小個人敬拜與小組團契之間的差距，我們要鼓勵當地人更加獨立，成

為強有力的本色化團隊。經常，我們一停止做榜樣，本地人就停止聚會了。因此，我們需要

教導本地人如何得人如得魚，而不總是給他們魚。換言之，我們不能只是把聖經的書面材料

給他們，而是還要引導他們如何教導福音，自己運用材料。」埃文還倡導，植堂應該選擇策

略地點，例如沒有機會聽到福音的、有二十五萬人口的城市。 

 

埃文的其它建議包括：思想要跳出常規，不斷問自己：「我的營商事工可以怎樣幫助動員本

地人，促進植堂增長？我真的要為社區提供一種寶貴的產品或服務嗎？」企業還需要有穩固

的團隊。通過容納信徒與非信徒的多元化團隊，兩個群體都溶於學習氛圍之中。還應當考慮

本地合作夥伴關係，尋找潛在的教練和督導。開放的心態很重要，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先入

之見不一定有幫助，反倒可能降低績效。最後，謹慎思考、不急於作決策與憂思過多、前思

後想、不能決策只是一線之差。要維持營商事工企業，需要良好的判斷力。 

  

較大型企業 

約翰在亞洲經營一系列公司，經驗超過二十五年。他在以前的崗位上學會了語言，一九九一

年，他自己創辦了一家工廠顧問和管理公司，服務高端製造企業。從那時起，他協助創辦四

十多家工廠，並在其中一半有投資。約翰的目標是，每年開展一兩個新的此類合作關係。  

 

最初，約翰沒有想到植堂，而是關注佈道和門訓。然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隨著他

更了解當地情況和需求，他轉而更關注植堂策略。目前，約翰在經營企業的同時，尋求加増

植堂影響力。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約翰力圖在基督徒人口比例低於百分之一的城市植堂（注

意：最少聽聞福音群體的普遍定義是信徒人口比例低於百分之二）。 

 

通過經營這些企業，約翰的最終目標是植堂，或者讓新信徒加入現有教會。靠著神的恩典，

植堂「一直在發生」。福音被分享後，人們成為信徒，最初是員工，後來是企業接觸到的人

群，例如顧客和供應商。通常，在約翰關注的城市中，沒有可以容納新信徒的現有教會，因

此企業需要尤其注重促進植堂。 

 

植堂如何發生？在這些案例中，策略協調員發揮了關鍵角色。約翰的企業全部有意開展聖經

學習，慢慢演化為家庭教會，而此過程由策略協調員引導，他專門協助植堂的過程。按照約

翰的經驗，策略協調員是促使有屬靈果子的最佳途徑。策略協調員沒有統一的策略或項目；

他們各自的方式由個人恩賜決定。 

 

策略協調員的角色是確保管理團隊關注植堂，為總經理提供意見和屬靈問責。根據策略協調

員的背景和企業需求，他們常常在企業中有兼職崗位，通常是人力資源、培訓或支持。 

 



 

營商事工與植堂議題小組報告 – 二零一四年一月                                                         

第 17 頁 

約翰強調，不只策略協調員應該參與植堂。約翰通常在每個企業分配兩三名基督徒，每個基

督徒背景不同，都來分享福音。當福音是由不同背景的人分享，就有利於強化真理，闡明基

督的普世性。總經理也具有重大角色。如果企業沒有屬靈影響力，約翰會認為問題在於總經

理，告訴他需要在關注企業的同時也要促進植堂。 

 

約翰沒有衡量屬靈影響的統一標準，不過，他和團隊會衡量屬靈影響。如果他們沒有看到良

好的果效，就會嘗試撤出投資。  

 

約翰的建議是建立關鍵夥伴關係。通常，這種夥伴關係是與策略協調員建立。根據策略協調

員投入的工作，他支付相應報酬。此外，約翰強調語言學習。約翰企業的所有總經理都會說

當地語言，只有三四個人例外。事實上，那些不懂當地語言（也不想學）的總經濟沒有堅持

五年以上的。約翰要求所有總經理學習語言──這屬於合約一部份，並且給他們安排老師在

辦公室授課。 

 

有待進一步思考和調查的領域 

 

營商事工是一個依然處於發展過程中的領域。雖然從業者普遍認同這裡提及過的成功實踐方

法，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從業者開展企業，依然有三個領域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整合途徑與專門途徑 

約翰採取的方式屬於專門途徑：他僱用總經理管理企業運營，僱用策略協調員促進植堂。雖

然員工都兼有企業責任與植堂責任，但每個人承擔的比重不同。 

 

相對而言，埃文的方式更加接近整合途徑。員工既有企業責任，又有植堂責任。實際上，埃

文認為，整合途徑才能消除職業與福音事工的分割，這種分割觀念很容易在開荒時期就潛入

教會。黎基傳亦曾提過埃文的做法，採用整合途徑的另一個原因是，如果團隊成員的焦點不同，

大家不理解彼此的責任和角色，那麼團隊中間容易出現嫉妒和磨擦現象。 

 

或許，約翰之所以需要專門途徑，是由於企業規模。管理一個千萬美元的企業需要一定程度

的專業化。在這個意義上，營商事工企業的動態與教會規模大小的動態是有關連的，如同蒂

姆·凱勒（Tim Keller）在其優秀文章「領導力與教會規模的動態機制」（Leadership and 

Church Size Dynamics）中的概述5。 

 

植堂規劃或企業規劃居先 

羅比·克爾（Robbie Kerr）和穆雷·貝內特（Murray Bennett）在關於營商事工與植堂的

文章中強調6，應該把植堂規劃放在首位，接下來才是考慮潛在的企業模式。他們倡議，應

該把企業視為區域植堂策略的一個方面。換言之，福音事工影響策略應該居先，並引導商業

影響決策。正如該團隊報告結果，新人信主和新教會建立，屬靈果實豐碩的同時，企業在某

種程度上可持續發展，並能給本地員工發工資。 

 

                                                 
5
見凱勒文章：Leadership and Church Size Dynamics。  
6
 克爾與貝內特：BAM: Searching for the Blue Ocean of Church Planting and Business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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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和貝內特在文章中承認，營商事工目前的潮流是更加關注企業規劃，至少在初期階段是

這樣。來自傳統宣教背景的人或許不贊同這種方式，但是通常團隊會首先考慮商業機遇，來

建立可持續的企業模式。  

 

從理論上說，基於可行商業機遇的企業獲取商業成功的機率更高。然而，我們依然缺乏同時

做到可持續經營和成功植堂的成功案例。因此，克爾與貝內特在文中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

提出的建議，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本土人士帶領的企業 

雖然我們只了解少數本土人士帶領的營商事工企業案例，但是我們認為，這一類型應該在將

來結出更多果子。這一結論是基於本土人士在自己文化中造成的巨大影響力。 

 

本土人士不需要逾越別人必須面對的障礙，例如外國人必須學習語言和文化，而且他們比外

國人有更好的機會在自身文化或近似文化中分享屬靈真理。至少有三個機構在培訓本土人士

創辦營商事工企業，進入西方人或其他人難以深入的地理區域，這些機構包括 Global 

Disciples、Ace Development 和 Epic Solutions。 

 

 

結論 
 

感謝神如此使用營商事工榮耀自己。福音得以分享、新人歸主、門徒培訓、教會建立的成功

案例實在很有激勵性。 

 

營商事工如同任何新浪潮一樣，挑戰與機遇並存。我們在營商事工中正在經歷的成長階段不

應該令我們感到意外。在更為成熟的社會企業浪潮中，也有類似的挑戰。例如，Seedco 

Policy Center 二零零七年報告「社會企業的限制：現場研究和個案」（ The Limits of 

Social Enterprise: A Field Study and Case ）指出，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二零零一年發表了社會企業的財務績效，結果如下7： 

· 百分之七十一虧損 

· 百分之五盈虧相抵 

· 百分之二十四盈利 

 

報告指出，甚至那些據稱成功的企業，或許也低估了間接成本，例如管理時間，或者沒有把

啟動成本中的補貼計算在內。可以說，植堂比起其他常見的社會企業目標，要困難得多。 

 

話雖如此，還是有一些成功的社會企業，良好的營商事工模式亦越來越多。我們需要更多的

榜樣和實驗。 
 

作為一個議題小組，我們期望看到有更多成功企業建立信仰的社群，來反映神的榮耀。 

 

 

 

                                                 
7 見賽德克：The Limits of Soci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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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行動計劃 

 
針對營商事工運動 

我們需要找出和記錄新案例。雖然有一系列營商事工企業在分享福音，見證個人與家庭歸主，

但是我們依然缺乏營商事工企業中已經植堂的案例。雖然有清晰證據表明，營商事工能成功

地在最少聽聞福音之民中撒種開展神的工，但是我們依然需要確定和研究教會創立與倍增的

案例。 

 

針對營商事工從業者 

• 加入當地網絡和其他團體，一同在企業中開展裝備與培訓。 

• 輔導初入領域的營商事工從業者。 

• 研發可靠的工具，在營商事工社群中分享成功的植堂實踐。 

• 考慮使用「探索性聖經學習」方法輔導本地人。 

• 讓差傳教會也投入營商事工的異象。邀請教會商人前來探訪、合作、提供建議等。 

• 為企業制定商業規劃的同時，制定屬靈影響計劃。 

• 為企業尋求良好的輔導，形式包括董事會、顧問委員會、督導、或教練。 

• 僱用本地人，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務等，造福社區。 

• 鼓勵並幫助本地其它營商事工企業。 

 

針對宣教機構和執行者 

• 發展營商事工實習或學徒項目，讓學生現場體驗營商事工。 

• 與基督教企業發展合作關係，以致可以擴展或協助新的國際企業。 

• 研發用作派遣想要創辦企業的工人的工具和資源，包括清單、督導、和其他可聯繫的

營商事工從業者。 

• 把營商事工策略融入展望課程和機構培訓。 

• 從基督教機構、教會、商學院和商業機構招募商人。 

 

針對基督教教育機構 

• 發展企業商務課程；商學院參與研發具體的國際跨文化課程，強調轉化與社會企業。 

• 與宣教差會合作，提供營商事工實習。 

• 發展營商事工案例研究和植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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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基督教商業機構 

• 參與國際天國事工，支持營商事工，提供督導、資金等。 

• 分享結合植堂與企業的辦法，以及屬靈影響指標。 

• 認領營商事工，提供專業技能、鼓勵、代禱等。 

• 參加會議，閱讀書籍和文章，更深了解營商事工。 

• 現場探訪營商事工團隊，提供鼓勵和問題解決辦法，協助設立財務會計系統和網站等。 

 

讀者若希望就這些建議和行動計劃與編輯或工作小組溝通，請電郵至

info@bamthinktank.org。 

 

  

mailto:info@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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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屬靈影響規劃 
 

 

下列問題8或許能提供一個有用的框架，讓企業集中規劃和實施屬靈影響目標。 

· 企業的基礎前提是什麼？它代表什麼價值觀？它將怎樣表明自己屬於神，為神的榮耀

而存在？它力求彰顯神的什麼品格，怎樣彰顯？ 

· 企業的財務和其它運營實踐會是什麼形式？ 

· 禱告和聖經在企業中有什麼角色？ 

· 僱用什麼樣的員工？如何培養和發展他們？ 

· 企業如何贏得顧客？ 

· 企業如何影響廣大社會？企業力求在自己的境況中，以救贖性的方式回應哪些問題？ 

· 企業有沒有適當和足夠的基督徒員工，來刻意地維持和發展屬靈影響？ 

· 企業的股權結構會增強抑或弱化屬靈影響？ 

· 企業將與其它營商事工企業有什麼聯繫？ 

· 屬靈影響規劃如何制定？被理解、認同和實施的範圍有多廣？它是否成文？是否定期

評閱和修訂？  

 
 

 

 

                                                 
8 Transformational SME  http://transformationalsme.org   

http://transformationalsm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