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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差」是指「營商差傳」或「營商宣教」。洛桑運動 (The Lausanne Movement) 的營商宣教顧問邁
茨‧圖內哈格 (Mats Tunehag) ，在2004年召集 「第一屆全球營商宣教智庫」，對「營商宣教」作出以
下概括的定義：(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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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營商」與「宣教」又可劃分以下四種模式：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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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查詢：

1. 營商為宣教 Business for mission：以營商的盈利支持宣教。
例如：香港一位基督徒商人，承接家族生意後，決定每年將營利的某百分比支持宣教，而且
免費借出他的物業給差傳作辦公室和宣教士宿舍用途。
2. 營商中宣教 Mission in business：在營商中聘請未信主的非信徒，並找機會向他們作見證。
例如：有宣教士在創啟國家開設工廠，聘請當地人非信徒工人，讓宣教士以輔導員身份
作生活指導，並且向他們傳福音。
3. 營商遮蓋宣教 Business as platform for mission：借營商的名義去從事宣教活動。
例如：有宣教士在中東一伊斯蘭國家開設旅行社及精品店，藉此取得當地居留及接觸當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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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皇家御宴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地 址: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Toronto, ON M1V 5E5
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 : 1-888-917-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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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商就是宣教 Business as mission「營商宣教」：藉真正的營商業務去達成宣教及轉化
社區之目的。例如：一位基督徒商人在柬埔寨開設成衣工廠，聘請大量當地人，提供就業機
會；而且在工廠附近建立教會，又讓宣教士在工廠內進行傳福音工作。
過去華人教會很少討論「營商宣教」，華人差會更甚少推動「商差」，即或有宣教士從事「商差」，大
部份是以個人身份參與，只有少數涉及差會，差會一般很少會直接參與「商差」，主要原因是基於以下三
方面的考慮：第一，差會一般是以非營利的慈善組織註冊，靠捐獻收入來營運；而「商差」是牽涉商業活
動，差會是否可以一方面接受捐獻，另一方面從事商業活動來賺取盈利呢？兩者即或沒有衝突，對差會的
形象上，從事商業活動會否影響捐獻收入呢？第二，做生意有一定風險，有賺有蝕，差會是否可以用捐獻
收入來填補虧蝕呢？尤其是華人教會相對比較保守，當差會參與「商差」時，會否影響捐獻者對差會的信
心呢？第三，在現今全球化的營商環境下，從事商業活動牽涉很多跨文化的商業道德與倫理決擇，有一定
的挑戰和試探，如何守住聖經的原則與基督徒的道德底線呢？差會的管理制度又可以怎樣配合「商差」面
對的特殊處境呢？尤其是在一些不容許以傳統或常規性宣教士身份進入的所謂創啟地區，差會需要考慮的
便更廣泛，不只是社會及企業文化、營商環境，甚至是人身與財產安全及危機處理等因素。
個別差會仍有其他考慮，然而差會在「商差」中有其一定的角色，包括動員(Mobilization)、參與(Participation)、連結(Collaboration)的三重角色…。(待續)
註：http://www.chinesebam.com/what-is-chinesebam/ 參閱Claydon, David edited. 《洛桑第五十九號專案報告》，洛桑普世宣教委員會，2005。             
http://www.chinesebam.com/chs/wp-content/uploads/2015/06/營商宣教-洛桑第五十九號特別報告-cn.pdf

同心守望

華傳禱告會

內容：了解華傳差會最新動態，為宣教士、宣教工場祈禱。
地點：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7月5日 / 8月2日 / 9月6日 (星期五) ，
早上9:30至10:30

神同行的巴西之旅

與

差傳代禱：
1. 宣教士余雋禧、仇慧琳夫婦已於7月初放下宣教士職務離開哥倫比亞宣教工場，準備於8月開始到美國南加州進修，請代禱。
2. 宣教士侯劍廉、簡銀馨夫婦於7月開始轉以特約宣教士身份繼續在巴拿馬服侍，他們於7月初短暫回多倫多分享宣
教信息及籌募經費，請代禱。
3. 加東國語青年冬令會獻身者跟進營將於7月12至14日於Charleston Lake Provincial Park舉行，請代禱。
4. 加拿大主任李傳頌牧師將於7月23日至8月11日帶領短宣隊前往泰北和柬埔寨服侍，請代禱。

My STEP Corner

陸梁玉蓮(在愛城福音堂聚會)
自從兩年前去秘魯短宣回來，心中一直等候再去南美洲傳福音的機會。感謝神賜我這次機會與另外兩位姐妹到巴西短
宣，這次旅程讓我們見識到巴西的華人福音的需要。我們三位姐妹由愛民頓出發，到多倫多與李傳頌牧師會合後一起前往
巴西聖保羅市，早上到達聖保羅機場後再轉機往古城 (Curitiba)，陳偉泉牧師(泉哥)和張應造弟兄到機場歡迎我們，我們先
到亞碧姊妹家中晚飯，令我們喜出望外，身心都得飽足和温暖。
我們在泉哥的安排下，分組探訪那裏的華人商戶，這城市的華人福音工作已展開了好幾年，他們與大部分的華人有初步
的認識和關係，所以我們跟他們打招呼傾談的時候，回應一般都很友善，在他們工作的空隙時間，爭取傳福音的機會。神
恩待我們，讓我們帶領了一位女士決志信主，之前當地傳道同工已經與她傳了幾次福音和建立了美好的友誼，時候到了在
聖靈的感動下讓她作決志禱告，主耶穌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約翰福音4:37) 感謝讚美主，榮
耀歸神！我們有兩晚在信徒家中有小組聚會，短宣隊分享如何預防糖尿病，關心身體健康，另一晚則是信仰問答，大家都
很熱烈地討論，氣氛開心熱鬧。
我們在古城逗留了三天便轉到里約(Rio de Janeiro)， 那一天十分炎熱，氣溫差不多有攝氏40度，我們住在里約華傳
教會裡感恩有冷氣，晚上睡得很好。
我們襯有一天休息，泉哥帶我們到里約的名勝耶穌山和麵包山，及Copercobana
Beach等地遊覽。白色的耶穌像巍峨地矗立海邊的山上，可見以前葡萄牙天主教在巴西的影響力，但在領人認識真道上卻
未見果效，神的工作仍要在巴西擴展，拯救更多靈魂，建立基督的教會。另外，巴西近年受全球經濟影响，經濟下滑，巴
西的中國勞工和移民大部份從事餐館或角仔架(以芝士或牛肉做餡的油炸食品)，小酒吧，或其他雜物門市商餔，生意大不如
前。巴西治安差，行劫槍戰時有發生，在那裏生活，工時長，生活單調，又沒有安全感 ，很需要平安的福音，給他們永恆
的盼望。當地華僑多來自廣東省，探訪關懷可直接用廣東話對話，不用翻譯或用不靈光的普通話，叫我們可自然地傾談和
分享福音，為此我們特別的感謝神。
我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是當地巴西一年一度的全國嘉年假期，人們都瘋狂慶祝，商舖因生意減少而大部份會關門休業
幾天，里約華傳教會把握時機，在鄰近城市Niteroi為弟兄姊妹預備一年一度的退修營，可以在神面前專心聽道，彼此團
契，有幾天共同住在教會，一起生活的機會。李牧師在營會中負責六堂講道，我們預備了兩個健康及教養子女的專題講
座，也有機會分享見證，及帶領小組討論，反思聽道心得。在當中認識弟兄姊妹，彼此代禱，分享經歷，對我們的生命有
很大的衝擊和提醒。 里約華傳教會是一間有宣教異象的教會，成立十年左右，他們已經在Niteroi和古城Curitiba 植堂，泉
哥說在巴西還有很多傳福音佈道的機會，尤其是廣東話的群體，他說另一小埠Salvador有兩個福音點需要定期探訪，神滿
有恩典讓同工們努力耕耘。
在巴西的華僑其實每天都誠惶誠恐地生活，治安差、綁票、搶劫等常常發生，人心沒平安，加上近年經濟不境生活艱
難，很多餐館生意出現危機，但弟兄姊妹仍然努力倚靠主的恩典，渡過每一個難關，努力彼此扶持，一起事奉，在艱難中
仍發出感恩，更參與鄰近地區的宣教工作，在神裏面有平安和福氣，在這群信徒中被真實的活現出來。
參與短宣是一個學習讓我們可在實踐中親近神，經歷神帶領，我們也特別享受在短宣旅程中的恩賜分享、彼此服侍、與
神同行。學習宣教士，本地同工，和信徒們的信心榜樣，正如希伯來書 12:1-2上所說，「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
雲彩圍着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
始成終的耶穌。」每踏出一步，視野和信心也被主開闊。願意神喜悅我們單純為祂献上的一顆心。

差傳使命團契
對象：
內容：
地點：

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獻身宣教的基督徒
禱告、靈修、差傳信息、宣教分享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聚會日期及時間： 8月12日 / 9月30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差傳教育
短宣服侍基礎訓練
目標：為到宣教工場短期服侍的短宣隊提供基礎訓練。
3. 短宣前的預備及短宣後的跟進
內容：
1. 短宣的定位與基本認識
4. 拉丁美洲短宣機會
2. 如何組織有果效的短宣
講員：
語言：
日期/時間：
地點：

李傳頌牧師
粵語
7月3日及7月10日(星期三)，晚上7:00至8:30
衛道浸信會 (99 Scarsdale Rd, North York, ON)

差傳通識教育
一個具華人教會特色的差傳基礎課程，共14小時課程。
內容：
1. 聖經根基： 神的使命藍圖 / 神子民的使命 / 聖子耶穌的使命
2. 歷史見證： 近代福音遍傳 / 華人差傳綜覽 / 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3. 跨越文化： 認識文化與普世差傳 / 華人文化與宣教 / 跨文化宣教錦囊
4. 實踐參與： 認識普世發展與宣教機會 / 認識普世的未得之民 / 實踐大使命的基督門徒
課程導師：
李傳頌牧師
授課語言：
華語
日期/時間： 9月6日 (星期五) 7:30pm - 9:30pm
9月7日 (星期六) 10:00am - 6:00pm
9月8日 (星期日) 2:00pm - 6:00pm
地點：
蒙特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225 Regent Ave., Montreal, QC)
費用：
CAD$ 60 (包括課本及講義)，夫婦一同參加一位免費旁聽。
報名及查詢：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同心守望

華傳禱告會

內容：了解華傳差會最新動態，為宣教士、宣教工場祈禱。
地點：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7月5日 / 8月2日 / 9月6日 (星期五) ，
早上9:30至10:30

神同行的巴西之旅

與

差傳代禱：
1. 宣教士余雋禧、仇慧琳夫婦已於7月初放下宣教士職務離開哥倫比亞宣教工場，準備於8月開始到美國南加州進修，請代禱。
2. 宣教士侯劍廉、簡銀馨夫婦於7月開始轉以特約宣教士身份繼續在巴拿馬服侍，他們於7月初短暫回多倫多分享宣
教信息及籌募經費，請代禱。
3. 加東國語青年冬令會獻身者跟進營將於7月12至14日於Charleston Lake Provincial Park舉行，請代禱。
4. 加拿大主任李傳頌牧師將於7月23日至8月11日帶領短宣隊前往泰北和柬埔寨服侍，請代禱。

My STEP Corner

陸梁玉蓮(在愛城福音堂聚會)
自從兩年前去秘魯短宣回來，心中一直等候再去南美洲傳福音的機會。感謝神賜我這次機會與另外兩位姐妹到巴西短
宣，這次旅程讓我們見識到巴西的華人福音的需要。我們三位姐妹由愛民頓出發，到多倫多與李傳頌牧師會合後一起前往
巴西聖保羅市，早上到達聖保羅機場後再轉機往古城 (Curitiba)，陳偉泉牧師(泉哥)和張應造弟兄到機場歡迎我們，我們先
到亞碧姊妹家中晚飯，令我們喜出望外，身心都得飽足和温暖。
我們在泉哥的安排下，分組探訪那裏的華人商戶，這城市的華人福音工作已展開了好幾年，他們與大部分的華人有初步
的認識和關係，所以我們跟他們打招呼傾談的時候，回應一般都很友善，在他們工作的空隙時間，爭取傳福音的機會。神
恩待我們，讓我們帶領了一位女士決志信主，之前當地傳道同工已經與她傳了幾次福音和建立了美好的友誼，時候到了在
聖靈的感動下讓她作決志禱告，主耶穌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約翰福音4:37) 感謝讚美主，榮
耀歸神！我們有兩晚在信徒家中有小組聚會，短宣隊分享如何預防糖尿病，關心身體健康，另一晚則是信仰問答，大家都
很熱烈地討論，氣氛開心熱鬧。
我們在古城逗留了三天便轉到里約(Rio de Janeiro)， 那一天十分炎熱，氣溫差不多有攝氏40度，我們住在里約華傳
教會裡感恩有冷氣，晚上睡得很好。
我們襯有一天休息，泉哥帶我們到里約的名勝耶穌山和麵包山，及Copercobana
Beach等地遊覽。白色的耶穌像巍峨地矗立海邊的山上，可見以前葡萄牙天主教在巴西的影響力，但在領人認識真道上卻
未見果效，神的工作仍要在巴西擴展，拯救更多靈魂，建立基督的教會。另外，巴西近年受全球經濟影响，經濟下滑，巴
西的中國勞工和移民大部份從事餐館或角仔架(以芝士或牛肉做餡的油炸食品)，小酒吧，或其他雜物門市商餔，生意大不如
前。巴西治安差，行劫槍戰時有發生，在那裏生活，工時長，生活單調，又沒有安全感 ，很需要平安的福音，給他們永恆
的盼望。當地華僑多來自廣東省，探訪關懷可直接用廣東話對話，不用翻譯或用不靈光的普通話，叫我們可自然地傾談和
分享福音，為此我們特別的感謝神。
我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是當地巴西一年一度的全國嘉年假期，人們都瘋狂慶祝，商舖因生意減少而大部份會關門休業
幾天，里約華傳教會把握時機，在鄰近城市Niteroi為弟兄姊妹預備一年一度的退修營，可以在神面前專心聽道，彼此團
契，有幾天共同住在教會，一起生活的機會。李牧師在營會中負責六堂講道，我們預備了兩個健康及教養子女的專題講
座，也有機會分享見證，及帶領小組討論，反思聽道心得。在當中認識弟兄姊妹，彼此代禱，分享經歷，對我們的生命有
很大的衝擊和提醒。 里約華傳教會是一間有宣教異象的教會，成立十年左右，他們已經在Niteroi和古城Curitiba 植堂，泉
哥說在巴西還有很多傳福音佈道的機會，尤其是廣東話的群體，他說另一小埠Salvador有兩個福音點需要定期探訪，神滿
有恩典讓同工們努力耕耘。
在巴西的華僑其實每天都誠惶誠恐地生活，治安差、綁票、搶劫等常常發生，人心沒平安，加上近年經濟不境生活艱
難，很多餐館生意出現危機，但弟兄姊妹仍然努力倚靠主的恩典，渡過每一個難關，努力彼此扶持，一起事奉，在艱難中
仍發出感恩，更參與鄰近地區的宣教工作，在神裏面有平安和福氣，在這群信徒中被真實的活現出來。
參與短宣是一個學習讓我們可在實踐中親近神，經歷神帶領，我們也特別享受在短宣旅程中的恩賜分享、彼此服侍、與
神同行。學習宣教士，本地同工，和信徒們的信心榜樣，正如希伯來書 12:1-2上所說，「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
雲彩圍着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
始成終的耶穌。」每踏出一步，視野和信心也被主開闊。願意神喜悅我們單純為祂献上的一顆心。

差傳使命團契
對象：
內容：
地點：

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獻身宣教的基督徒
禱告、靈修、差傳信息、宣教分享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聚會日期及時間： 8月12日 / 9月30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差傳教育
短宣服侍基礎訓練
目標：為到宣教工場短期服侍的短宣隊提供基礎訓練。
3. 短宣前的預備及短宣後的跟進
內容：
1. 短宣的定位與基本認識
4. 拉丁美洲短宣機會
2. 如何組織有果效的短宣
講員：
語言：
日期/時間：
地點：

李傳頌牧師
粵語
7月3日及7月10日(星期三)，晚上7:00至8:30
衛道浸信會 (99 Scarsdale Rd, North York, ON)

差傳通識教育
一個具華人教會特色的差傳基礎課程，共14小時課程。
內容：
1. 聖經根基： 神的使命藍圖 / 神子民的使命 / 聖子耶穌的使命
2. 歷史見證： 近代福音遍傳 / 華人差傳綜覽 / 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3. 跨越文化： 認識文化與普世差傳 / 華人文化與宣教 / 跨文化宣教錦囊
4. 實踐參與： 認識普世發展與宣教機會 / 認識普世的未得之民 / 實踐大使命的基督門徒
課程導師：
李傳頌牧師
授課語言：
華語
日期/時間： 9月6日 (星期五) 7:30pm - 9:30pm
9月7日 (星期六) 10:00am - 6:00pm
9月8日 (星期日) 2:00pm - 6:00pm
地點：
蒙特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225 Regent Ave., Montreal, QC)
費用：
CAD$ 60 (包括課本及講義)，夫婦一同參加一位免費旁聽。
報名及查詢：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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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主任:

馮永樑牧師

副總主任:

胡惠強牧師

資深宣教導師：林安國牧師
宣教士關懷： 何俊明牧師
何梁雙鳳師母
差傳教育：

GO International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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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胡美儀師母

「商差」是指「營商差傳」或「營商宣教」。洛桑運動 (The Lausanne Movement) 的營商宣教顧問邁
茨‧圖內哈格 (Mats Tunehag) ，在2004年召集 「第一屆全球營商宣教智庫」，對「營商宣教」作出以
下概括的定義：(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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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營商」與「宣教」又可劃分以下四種模式：

分享

加拿大辦事處

嘉賓

加拿大主任: 李傳頌牧師
主任助理:

黃關寶瑩師母
黎夏麗娟女士

王欽慈牧師
華傳國際副總主任

李傳頌牧師

特別

華傳加拿大主任

加拿大委員會
顧問：

麥振榮牧師
馬英傑牧師

嘉賓

報名及查詢：

1. 營商為宣教 Business for mission：以營商的盈利支持宣教。
例如：香港一位基督徒商人，承接家族生意後，決定每年將營利的某百分比支持宣教，而且
免費借出他的物業給差傳作辦公室和宣教士宿舍用途。
2. 營商中宣教 Mission in business：在營商中聘請未信主的非信徒，並找機會向他們作見證。
例如：有宣教士在創啟國家開設工廠，聘請當地人非信徒工人，讓宣教士以輔導員身份
作生活指導，並且向他們傳福音。
3. 營商遮蓋宣教 Business as platform for mission：借營商的名義去從事宣教活動。
例如：有宣教士在中東一伊斯蘭國家開設旅行社及精品店，藉此取得當地居留及接觸當地人。

王乃基牧師

Doulos 音樂佈道團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OFFICE 加拿大辦事處

info@gointl.ca

陳道明牧師

林俊仁牧師

席間自由奉獻、敬請報名參加

www.gointl.ca

會牧:

王欽慈牧師

國、粵語聚會、費用全免、

GO International Canada

CANADA OFFICE 加拿大辦事處

國際總部

時間: 晚上6時15分準時開始
Royale Fine Dining & Banquet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李傳頌

(星期日)

地點: 皇家御宴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地 址: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Toronto, ON M1V 5E5
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 : 1-888-917-2111

主席：

郭文潭牧師

副主席:

李偉庭弟兄

財務：

黃少明牧師

文書：

黃基業弟兄

委員:

梁劍雄弟兄
杜嘉明牧師

4. 營商就是宣教 Business as mission「營商宣教」：藉真正的營商業務去達成宣教及轉化
社區之目的。例如：一位基督徒商人在柬埔寨開設成衣工廠，聘請大量當地人，提供就業機
會；而且在工廠附近建立教會，又讓宣教士在工廠內進行傳福音工作。
過去華人教會很少討論「營商宣教」，華人差會更甚少推動「商差」，即或有宣教士從事「商差」，大
部份是以個人身份參與，只有少數涉及差會，差會一般很少會直接參與「商差」，主要原因是基於以下三
方面的考慮：第一，差會一般是以非營利的慈善組織註冊，靠捐獻收入來營運；而「商差」是牽涉商業活
動，差會是否可以一方面接受捐獻，另一方面從事商業活動來賺取盈利呢？兩者即或沒有衝突，對差會的
形象上，從事商業活動會否影響捐獻收入呢？第二，做生意有一定風險，有賺有蝕，差會是否可以用捐獻
收入來填補虧蝕呢？尤其是華人教會相對比較保守，當差會參與「商差」時，會否影響捐獻者對差會的信
心呢？第三，在現今全球化的營商環境下，從事商業活動牽涉很多跨文化的商業道德與倫理決擇，有一定
的挑戰和試探，如何守住聖經的原則與基督徒的道德底線呢？差會的管理制度又可以怎樣配合「商差」面
對的特殊處境呢？尤其是在一些不容許以傳統或常規性宣教士身份進入的所謂創啟地區，差會需要考慮的
便更廣泛，不只是社會及企業文化、營商環境，甚至是人身與財產安全及危機處理等因素。
個別差會仍有其他考慮，然而差會在「商差」中有其一定的角色，包括動員(Mobilization)、參與(Participation)、連結(Collaboration)的三重角色…。(待續)
註：http://www.chinesebam.com/what-is-chinesebam/ 參閱Claydon, David edited. 《洛桑第五十九號專案報告》，洛桑普世宣教委員會，2005。             
http://www.chinesebam.com/chs/wp-content/uploads/2015/06/營商宣教-洛桑第五十九號特別報告-c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