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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差宣教士的雙重挑戰
商差(謍商差傳)可以歸納在帶職或雙職宣教的範疇，是繼以開荒植堂、直接佈道為主的傳統或常規宣教之外，
另類宣教模式。商差宣教士一方面需要以企業營商賺取盈利，另一方面需要在工場服侍當地人，為主收割莊稼，可
想而知他們是面對雙重挑戰的非常規宣教士。在賺取盈利與收割莊稼之間，兩者當如何平衡？如何避免顧此失彼
呢？

蒙召的使命
首先，宣教士在主裡清楚蒙召，他們才能夠持守使命。聖經當中，保羅強調每一位屬主的人都在主裡蒙召，
只是服侍崗位有別；他是蒙召作使徒，教會卻是蒙召作聖徒(林前1:1-2)，都是蒙主揀選，活在祂的永恆旨意中(弗
1:3-4)。因此，商差宣教士在主裡領受的呼召，是他們在謍商宣教中面對各種挑戰，仍然堅持使命的力量來源。有
一位在國內設廠的基督徒商人，他在信主時曾經考慮過全時間事奉主，後來經過禱告後決定承接家族生意，他說主
呼召他的使命是要在生意上榮耀祂，而最基本是要養活這批工人，並且將福音帶給他們。因為營商環境的改變，他
的業務經歷多次重組，亦曾經面臨倒閉，每次他都回到主前禱告，回想原初的使命，迎難而上，每次都靠主渡過難
關。他坦言，在營商的中最大的挑戰是面對行內很多「潛規則」，有些是不討神喜悅的；要堅持使命、勿忘初心，
的確會失去一些生意機會，但是經歷神、榮耀神才是最重要。

加拿大主任: 李傳頌牧師

讓小孩子過一個有意義的聖誕節
對象：東非烏干達及中東敘利亞難民中的貧困兒童
目標：400個禮物包，每個約CAD$15，共CAD$6000
聖誕節即將來臨，華傳加拿大辦事處希望透過宣教士，
為東非烏干達及中東敘利亞難民中的貧困兒童家庭送上禮物包，
讓小孩子可以過一個有意義的聖誕節。
每個禮物包內包含聖經故事、食物、玩具...等，約$15加元一個，
目標是籌400個禮物包，約$6000加元，盼望你一同參與。
請於12月20日前，以支票或信用卡形式將獻金寄到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支票抬頭 GO International Canada)，
並註明 “Children Christmas Gift”，
你也可以網上奉獻 ( 登入www.gointl.ca 再 click“Donate”)，
或聯絡華傳加拿大辦事處416-756-2111 info@goint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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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職份
商差宣教士除了清楚蒙召，還要明白本身具備的雙重職份。商差宣教士的雙重職份，一個是他的營商職份，
另一個是他蒙召的天職，保羅稱這天職是藉著主耶穌的拯救，讓經歷與神和好的人，去承擔勸人與神和好的職份(
林後5:18)。一位馬來西亞姐妹在非洲營商多年，並且與其他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一同配搭。她不但在商界長袖善
舞、人脈甚廣，而且有美好的見證；藉著她的人脈關係幫助差會在當地註冊，又協助宣教士建立教會和發展社區工
作服侍當地人，多年來帶領很多生意伙伴和當地工人歸主。她說按主心意經營生意本身就是服侍主，透過業務祝福
社區就是服侍人，因此她和建立教會、開荒植堂的同工同樣是宣教士，只是在不同的職份下互相配搭。

上主的回報
商差宣教士清楚蒙召又明白雙重職份，便會有從主裡的眼光看營商之道，特別是對賺取盈利和回報的看法。主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教導門徒以天國的眼光看回報，看重天父的賞賜(馬太5:12;6:1,2,5,16)。企業營商需要講求回
報，除了賺取盈利之外，公司商譽和社會責任也是重要的回報，作為商差宣教士需要加上福音的果效與天國的回
報。有一對基督徒夫婦在柬埔寨經營成衣工廠多年，他們說當年決定將生產線從中國遷移到柬埔寨無疑與當時的營
商環境改變有關，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夫婦經過禱告，覺得能夠為一個貧窮的國家帶來就業機會，長遠使當地人能
夠脫貧，是盈利以外的另一種回報；若能夠將福音帶給他們，更是服侍主的良機，於是他們夫婦毅然遷廠。除了提
供合理工資，他們十分看重員工的福利，又提供訓練，使工人的離職率大減，從而促進生產。另外，透過宣教士的
幫助，他們也在工廠內設立團契和崇拜，不但本廠工人可以自由參與，也吸引附近其他工廠的工人參加。他們又在
聖誕節和復活節每年兩次在廠內舉行聯誼及佈道會，工人們可以受薪參加聚會。漸漸信主的工人增多，不但工作上
也較以往負責任，也成為後來在附近建立教會的根基。還有，他們夫婦提議附近其他工廠一同以膳食津貼代替向工
人提供飲食，漸漸使附近的餐廳和小販的生意增加，間接祝福了鄰近社區，成為美好的見證。他們說，這一切都是
神的賞賜，是盈利以外的回報。

杜嘉明牧師

商差宣教士要在賺取盈利與收割莊稼之間取得平衡，就必須明白作管家的職份，“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
心。”(林前4:2) 他們比傳統常規宣教士面對加倍的挑戰，需要有主耶穌的眼光看世界，他們帶著使命去營商，不
忘背後的天職，為主賺取盈利、收割莊稼。

華傳禱告會

同心守望

踏上宣教路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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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 / 12月6日 / 1月3日 (星期五) ，
早上9:30至10:30

差傳代禱：
1. 華傳加拿大委員會已於9月26日在舉行年度會議，並於9月29日差傳異象分享餐會上差派兩對夫婦於10月分別出發前往巴西
和墨西哥服侍，請代禱。
2. 駐柬埔寨宣教士何明恩於十月初至十一月底回多倫多分享宣教經歷，十二月初回柬埔寨學習語言，請代禱。
3. 加拿大主任李傳頌牧師將於11月28日至12月16日帶領短宣隊前往東非烏干達服侍，請代禱。

差傳使命團契
黎詠婷(多倫多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會友)
我自幼在拜佛的家庭中長，亦曾立志皈依佛門成為佛教徒，但對佛教不甚了解。中學時代雖然就讀一間天主教中學，有機會
再接觸有關耶穌基督的故事，但是沒有怎樣追求。中學畢業後修讀了一些商科課程，之後便投身社會工作，結婚產子過著一般家
庭生活。直到１９８９年，一對子女同時在一間基督教幼稚園就讀時，籍著該幼稚園校長和老師的邀請，參加了校園的基督教聚
會，再次接觸基督信仰；當時的心裡想我已經皈依佛教，不過校長、老師的盛情難卻，去聽聽道理也沒有所謂，反正宗教都是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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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 / 1月6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人向善而已。

差傳教育

2001年6月，我在一個父親節聚會中聽到一位牧師講到有關罪的問題，他又提到在神在基督裡的赦免，還有耶穌的愛和盼望
等。他說到在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 甚至將衪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聽到那
裡，叫我不再驕傲自大，鼓起勇氣承認自己的過犯，棄除我所信的偶像，回轉並接受耶穌做我個人救主。那一刻， 我完全感受到
神對我的愛 和 罪的釋放。信主後我十分雀躍，別人分享耶穌基督的好消息，時常傳福音給別人，丈夫也支持我在教會內事奉，
當中最大負擔的是在兒童部服侍，傳福音給孩子們， 把他們帶領到主耶穌跟前。

職場使命與宣教實踐
內容：

1. 認識職場使命
2. 職場使命的聖經根據
3. 職場使命的宣教實踐

講員：
日期/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李傳頌牧師
11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2:00至4:00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卡加里) Unit #211, 240 Midpark Way SE., Calgary, AB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2011年我和丈夫第一次到中東阿聯猶短宣，神擴濶了我的眼界，讓我感受到海外宣教的需要。之後，我們經常參與本地傳
福音和原著居民短宣。2012年12月我們夫婦兩人一同參加加東華人基督徒冬令會，期間大會播放了一段關於宣教士影片，令我
們感動扎心，我們兩人都受聖靈感動蒙神呼召，願意立志成為宣教士，從此宣教的心和服侍兒童的負擔植入我的心坎內。
蒙召之後，我們夫婦兩人分別去裝備自己。我首先在工餘時間到加拿大建道中心修讀宣教延伸課程。２０１５年我辭退教師
的工作，一方面在短宣中心裝備傳福音訓練，另一方面每天下午跑到社區中實習個人佈道傳福音的工作。在華傳李傳頌牧師的鼓
勵下，我在２０１６年進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繼續全時間裝備，而丈夫則在在工餘間修讀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的普及課程，以便日

* * * * * * * * 2 0 2 0 年 訪 宣 計 劃 Update* * * * * * * *

後踏出宣教工場。同時，在李牧師的安排下，我們到巴西作短期宣教服侍；我們又多次參與母會和證道聯堂差傳部在迦勒比海千
里達的宣教服侍，藉此去體驗宣教的生活。在這期間，神讓我們結出很多傳福音的果子，充滿喜樂。我們接觸到很多福音對象，

日期

地點

名額

內容

語言

他們有些終日奔波勞碌為口奔馳，有些漫無目標如同迷失方向的羊群，有些心靈空虛不斷尋找新事物去滿足心靈上的須要，有些

1月10 – 20日

墨西哥

餘4名額

探訪佈道、信徒栽培

國/粵語 $800+機票

拜各式各樣的偶像；這一些景象激發我們對宣教的熱誠，盼望他們能夠早日接觸福音，得著神的救恩。今年7月，在李傳頌牧師

2月18 – 3月2日

巴西

已滿額

探訪佈道、信徒栽培、家庭福音營

粵語

$1000+機票+簽證

3月16 - 22日

巴拿馬

4位

個人佈道、信徒栽培

粵語

$500+機票

4月7 - 18日

緬甸

6位

兒童/ 青少年福音營，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5月5 - 16日

烏干達

餘4名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的介紹下，我們夫婦到墨西哥近美國邊界城市蒂華納(Tijuana)服侍一個月，主要是協助當地一個福音中心做兒童暑期聖經班。當
地原來有很多來自廣東的華人家庭，男的多數從事餐飲業，女的在當地製衣工廠工作，他們的孩子若有當地身份則在當地學校讀
書，沒有身份的則留在家中玩電腦或在街上流連。我問他們為何舉家來到墨西哥，他們不約而同地說都是為了一個美國夢，因此

費用

6月25 - 7月4日

蒙古

6位

兒童英文班

英語

$800+機票

終日營營役役，為口奔馳，而且很多不認識主耶穌，沒有人生方向。在短短的一個月裡，我們白天作兒童聖經班，晚上作福音探

7月13 - 22日

柬埔寨

5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

粵語

$800+機票

訪，我們帶領了幾個家庭信主，感謝神。因此，我們夫婦決定於11月再到墨西哥的工場宣教，一方面尋求神的旨意，另一方面跟

11月27 - 12月10日 烏干達

8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進那些初信主的家庭。主若許可，我們願意用信心回應神，求神用我們的餘生，為福音為宣教而擺上，請為我們禱告。

彈性安排

每次1-2位 神學教育、教牧培訓(每次1至2星期密集課)

國語

按地區而定

中國

華傳禱告會

同心守望

踏上宣教路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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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 / 12月6日 / 1月3日 (星期五) ，
早上9:30至10:30

差傳代禱：
1. 華傳加拿大委員會已於9月26日在舉行年度會議，並於9月29日差傳異象分享餐會上差派兩對夫婦於10月分別出發前往巴西
和墨西哥服侍，請代禱。
2. 駐柬埔寨宣教士何明恩於十月初至十一月底回多倫多分享宣教經歷，十二月初回柬埔寨學習語言，請代禱。
3. 加拿大主任李傳頌牧師將於11月28日至12月16日帶領短宣隊前往東非烏干達服侍，請代禱。

差傳使命團契
黎詠婷(多倫多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會友)
我自幼在拜佛的家庭中長，亦曾立志皈依佛門成為佛教徒，但對佛教不甚了解。中學時代雖然就讀一間天主教中學，有機會
再接觸有關耶穌基督的故事，但是沒有怎樣追求。中學畢業後修讀了一些商科課程，之後便投身社會工作，結婚產子過著一般家
庭生活。直到１９８９年，一對子女同時在一間基督教幼稚園就讀時，籍著該幼稚園校長和老師的邀請，參加了校園的基督教聚
會，再次接觸基督信仰；當時的心裡想我已經皈依佛教，不過校長、老師的盛情難卻，去聽聽道理也沒有所謂，反正宗教都是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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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 / 1月6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人向善而已。

差傳教育

2001年6月，我在一個父親節聚會中聽到一位牧師講到有關罪的問題，他又提到在神在基督裡的赦免，還有耶穌的愛和盼望
等。他說到在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 甚至將衪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聽到那
裡，叫我不再驕傲自大，鼓起勇氣承認自己的過犯，棄除我所信的偶像，回轉並接受耶穌做我個人救主。那一刻， 我完全感受到
神對我的愛 和 罪的釋放。信主後我十分雀躍，別人分享耶穌基督的好消息，時常傳福音給別人，丈夫也支持我在教會內事奉，
當中最大負擔的是在兒童部服侍，傳福音給孩子們， 把他們帶領到主耶穌跟前。

職場使命與宣教實踐
內容：

1. 認識職場使命
2. 職場使命的聖經根據
3. 職場使命的宣教實踐

講員：
日期/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李傳頌牧師
11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2:00至4:00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卡加里) Unit #211, 240 Midpark Way SE., Calgary, AB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2011年我和丈夫第一次到中東阿聯猶短宣，神擴濶了我的眼界，讓我感受到海外宣教的需要。之後，我們經常參與本地傳
福音和原著居民短宣。2012年12月我們夫婦兩人一同參加加東華人基督徒冬令會，期間大會播放了一段關於宣教士影片，令我
們感動扎心，我們兩人都受聖靈感動蒙神呼召，願意立志成為宣教士，從此宣教的心和服侍兒童的負擔植入我的心坎內。
蒙召之後，我們夫婦兩人分別去裝備自己。我首先在工餘時間到加拿大建道中心修讀宣教延伸課程。２０１５年我辭退教師
的工作，一方面在短宣中心裝備傳福音訓練，另一方面每天下午跑到社區中實習個人佈道傳福音的工作。在華傳李傳頌牧師的鼓
勵下，我在２０１６年進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繼續全時間裝備，而丈夫則在在工餘間修讀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的普及課程，以便日

* * * * * * * * 2 0 2 0 年 訪 宣 計 劃 Update* * * * * * * *

後踏出宣教工場。同時，在李牧師的安排下，我們到巴西作短期宣教服侍；我們又多次參與母會和證道聯堂差傳部在迦勒比海千
里達的宣教服侍，藉此去體驗宣教的生活。在這期間，神讓我們結出很多傳福音的果子，充滿喜樂。我們接觸到很多福音對象，

日期

地點

名額

內容

語言

他們有些終日奔波勞碌為口奔馳，有些漫無目標如同迷失方向的羊群，有些心靈空虛不斷尋找新事物去滿足心靈上的須要，有些

1月10 – 20日

墨西哥

餘4名額

探訪佈道、信徒栽培

國/粵語 $800+機票

拜各式各樣的偶像；這一些景象激發我們對宣教的熱誠，盼望他們能夠早日接觸福音，得著神的救恩。今年7月，在李傳頌牧師

2月18 – 3月2日

巴西

已滿額

探訪佈道、信徒栽培、家庭福音營

粵語

$1000+機票+簽證

3月16 - 22日

巴拿馬

4位

個人佈道、信徒栽培

粵語

$500+機票

4月7 - 18日

緬甸

6位

兒童/ 青少年福音營，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5月5 - 16日

烏干達

餘4名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的介紹下，我們夫婦到墨西哥近美國邊界城市蒂華納(Tijuana)服侍一個月，主要是協助當地一個福音中心做兒童暑期聖經班。當
地原來有很多來自廣東的華人家庭，男的多數從事餐飲業，女的在當地製衣工廠工作，他們的孩子若有當地身份則在當地學校讀
書，沒有身份的則留在家中玩電腦或在街上流連。我問他們為何舉家來到墨西哥，他們不約而同地說都是為了一個美國夢，因此

費用

6月25 - 7月4日

蒙古

6位

兒童英文班

英語

$800+機票

終日營營役役，為口奔馳，而且很多不認識主耶穌，沒有人生方向。在短短的一個月裡，我們白天作兒童聖經班，晚上作福音探

7月13 - 22日

柬埔寨

5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

粵語

$800+機票

訪，我們帶領了幾個家庭信主，感謝神。因此，我們夫婦決定於11月再到墨西哥的工場宣教，一方面尋求神的旨意，另一方面跟

11月27 - 12月10日 烏干達

8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進那些初信主的家庭。主若許可，我們願意用信心回應神，求神用我們的餘生，為福音為宣教而擺上，請為我們禱告。

彈性安排

每次1-2位 神學教育、教牧培訓(每次1至2星期密集課)

國語

按地區而定

中國

加拿大通訊
奔向骨肉之親、走遍人居之地
www.goint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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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差宣教士的雙重挑戰
商差(謍商差傳)可以歸納在帶職或雙職宣教的範疇，是繼以開荒植堂、直接佈道為主的傳統或常規宣教之外，
另類宣教模式。商差宣教士一方面需要以企業營商賺取盈利，另一方面需要在工場服侍當地人，為主收割莊稼，可
想而知他們是面對雙重挑戰的非常規宣教士。在賺取盈利與收割莊稼之間，兩者當如何平衡？如何避免顧此失彼
呢？

蒙召的使命
首先，宣教士在主裡清楚蒙召，他們才能夠持守使命。聖經當中，保羅強調每一位屬主的人都在主裡蒙召，
只是服侍崗位有別；他是蒙召作使徒，教會卻是蒙召作聖徒(林前1:1-2)，都是蒙主揀選，活在祂的永恆旨意中(弗
1:3-4)。因此，商差宣教士在主裡領受的呼召，是他們在謍商宣教中面對各種挑戰，仍然堅持使命的力量來源。有
一位在國內設廠的基督徒商人，他在信主時曾經考慮過全時間事奉主，後來經過禱告後決定承接家族生意，他說主
呼召他的使命是要在生意上榮耀祂，而最基本是要養活這批工人，並且將福音帶給他們。因為營商環境的改變，他
的業務經歷多次重組，亦曾經面臨倒閉，每次他都回到主前禱告，回想原初的使命，迎難而上，每次都靠主渡過難
關。他坦言，在營商的中最大的挑戰是面對行內很多「潛規則」，有些是不討神喜悅的；要堅持使命、勿忘初心，
的確會失去一些生意機會，但是經歷神、榮耀神才是最重要。

加拿大主任: 李傳頌牧師

讓小孩子過一個有意義的聖誕節
對象：東非烏干達及中東敘利亞難民中的貧困兒童
目標：400個禮物包，每個約CAD$15，共CAD$6000
聖誕節即將來臨，華傳加拿大辦事處希望透過宣教士，
為東非烏干達及中東敘利亞難民中的貧困兒童家庭送上禮物包，
讓小孩子可以過一個有意義的聖誕節。
每個禮物包內包含聖經故事、食物、玩具...等，約$15加元一個，
目標是籌400個禮物包，約$6000加元，盼望你一同參與。
請於12月20日前，以支票或信用卡形式將獻金寄到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支票抬頭 GO International Canada)，
並註明 “Children Christmas Gift”，
你也可以網上奉獻 ( 登入www.gointl.ca 再 click“Donate”)，
或聯絡華傳加拿大辦事處416-756-2111 info@goint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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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職份
商差宣教士除了清楚蒙召，還要明白本身具備的雙重職份。商差宣教士的雙重職份，一個是他的營商職份，
另一個是他蒙召的天職，保羅稱這天職是藉著主耶穌的拯救，讓經歷與神和好的人，去承擔勸人與神和好的職份(
林後5:18)。一位馬來西亞姐妹在非洲營商多年，並且與其他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一同配搭。她不但在商界長袖善
舞、人脈甚廣，而且有美好的見證；藉著她的人脈關係幫助差會在當地註冊，又協助宣教士建立教會和發展社區工
作服侍當地人，多年來帶領很多生意伙伴和當地工人歸主。她說按主心意經營生意本身就是服侍主，透過業務祝福
社區就是服侍人，因此她和建立教會、開荒植堂的同工同樣是宣教士，只是在不同的職份下互相配搭。

上主的回報
商差宣教士清楚蒙召又明白雙重職份，便會有從主裡的眼光看營商之道，特別是對賺取盈利和回報的看法。主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教導門徒以天國的眼光看回報，看重天父的賞賜(馬太5:12;6:1,2,5,16)。企業營商需要講求回
報，除了賺取盈利之外，公司商譽和社會責任也是重要的回報，作為商差宣教士需要加上福音的果效與天國的回
報。有一對基督徒夫婦在柬埔寨經營成衣工廠多年，他們說當年決定將生產線從中國遷移到柬埔寨無疑與當時的營
商環境改變有關，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夫婦經過禱告，覺得能夠為一個貧窮的國家帶來就業機會，長遠使當地人能
夠脫貧，是盈利以外的另一種回報；若能夠將福音帶給他們，更是服侍主的良機，於是他們夫婦毅然遷廠。除了提
供合理工資，他們十分看重員工的福利，又提供訓練，使工人的離職率大減，從而促進生產。另外，透過宣教士的
幫助，他們也在工廠內設立團契和崇拜，不但本廠工人可以自由參與，也吸引附近其他工廠的工人參加。他們又在
聖誕節和復活節每年兩次在廠內舉行聯誼及佈道會，工人們可以受薪參加聚會。漸漸信主的工人增多，不但工作上
也較以往負責任，也成為後來在附近建立教會的根基。還有，他們夫婦提議附近其他工廠一同以膳食津貼代替向工
人提供飲食，漸漸使附近的餐廳和小販的生意增加，間接祝福了鄰近社區，成為美好的見證。他們說，這一切都是
神的賞賜，是盈利以外的回報。

杜嘉明牧師

商差宣教士要在賺取盈利與收割莊稼之間取得平衡，就必須明白作管家的職份，“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
心。”(林前4:2) 他們比傳統常規宣教士面對加倍的挑戰，需要有主耶穌的眼光看世界，他們帶著使命去營商，不
忘背後的天職，為主賺取盈利、收割莊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