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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让我们清楚地看

见 ， 主 再 来 的

日子已近。因此，主耶稣要普天下去履行祂的大

使命便成了今日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如何以神

自创世以来不变的福音真理，透过各种不同的策

略方针，在这个资讯瞬间万变、人心易变的时代

中传福音就成了当今基督徒一个重大的挑战与急

需。主耶稣已将福音传遍天下的使命，托付给了

我们，就是21世纪的众教会。近年来我们越来越

认识到，以“商宣”的策略去推广福音事工是顺

应时代的需要。那么“商宣”是什么？它到底能

为宣教带来怎样的意义呢？ 

（一）“商宣”的定义

 “商宣” 即是基督徒透过一些商业活动的机会

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去。也就是说，“商宣”是

一个传福音的平台，也是一个宣教资源的长效管

道。

（二）“商宣”的圣经根据

保罗在主的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之后，通过

以商业活动作为他传福音的资源与平台。另外，

亚基拉与百居拉夫妇当时也是以商人的身份参与

过宣教活动；经营紫色布匹的女商人吕底亚亦是

当时宣教活动的主要经济资源。而商人腓立门，

则慷慨地敞开了自己的住家，成为传福音的基

地，之后他的家便成立了一间教会，也因此使得

他的生命影响了他的工人以及周围许多人。这些

都是新约时代关于商宣的美好榜样与例子。

其实，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全时间奉

献的人。也就是说，基督徒是一个24小时的基督

徒，意即基督徒24小时都在事奉上帝。因此，对

商宣
赖木森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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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商人而言，他/她也必须是以整个生命去服

侍上帝的。他/她并非部分时间从商，部分时间

在教会里面服侍，而是无论是在自己家中、社区

内、商业场所、公共的地方以及教会里，虽然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各不同岗位上担负着不一样

的职责，但是，他们都仍可以服侍神，这样就是

一个24小时的基督徒了。因此，“商宣”的概念

是源自于“职场宣教”的概念。

（三）“商宣”策略的模式

1.“商宣”为创启的宣教策略

“商宣”是封闭国家创启的桥梁与管道。许多

向宣教士关闭的国家、地区不欢迎宣教士到他们

当中。可是，宣教工人却可以藉着商业的机会或

活动将福音带入这些国家。 

2. “商宣”为福音平台的策略

“商宣”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平台。许多带职宣

教士或者双职宣教士皆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将福音

传开。他们以商人的身份去传福音往往比一个宣

教士的身份来得容易，而且可以避开许多可能触

及的敏感宗教问题。

3.“商宣”为产生宣教资源的策略

“商宣”资源不仅仅限制在钱财方面，它亦

回应表

姓名：                                                                                          

 （牧师/博士/先生/女士/小姐）

地址：                                                                                            

                                                                                                        

电邮：                                                                                            

电话：                                                                                            

☆支票抬头请注明 CNEC SEA
并连同回应表寄到：

CNEC
P O Box 771, Toa Payoh North P O 

Singapore 913133  

若您以马币奉献，支票抬头请注明

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
连同回应表寄到：

CNEC 
P.O. Box 79,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注：福音自传会将全权决定按最需要的地方将礼物分配出去。

我愿意捐献下列项目：

数量 礼物

            冬装外套，每件S$20 (RM50)  

            棉被，每张S$15 (RM38)                        

            棉衣，每件S$5 (RM13)

            袜子，每打S$12 (RM30)

            属灵书籍，每本S$10 (RM25)

            颜色笔与绘图纸，每套S$2 (RM5)

            儿童圣经故事书，每本S$5 (RM12) 

            儿童衣服，每套S$15 (RM38) 

            笔记本电脑，每台S$800 (RM2,000) 

            桌上电脑，每台S$750 (RM1,875) 

            数码相机，每台S$360 (RM900)

            电子琴，每台S$1,130 (RM2,825)

            吉打，每支S$100 (RM250)

            投影机，每台S$1,160 (RM2,900)

            扫描器，每台S$55 (RM138)

            急救箱，每个S$115 (RM290)

            电单车，每台S$2,045 (RM5,110)

            脚踏车，每台S$125 (RM310) 

            雨伞，每把 S$4 (RM10)

            牛，每头S$430 (RM1,075)

            中型猪，每只S$100 (RM250) 

            小鸡群，每窝S$35 (RM88)

            厕所，每间S$400 (RM1,000 )                             

            机器挖井，每个 S$1,000 (RM2,500）   

            装置电供设备， 每个S$4,420 (RM11,000)

注：以上的电供设备是腊戍恩慈之家一次性的装置。有了

这个装置，他们就能享用工业电表的优惠价格。

奉献总额：S$/RM                                                            

鼓励每一位基督徒参与宣教，成为宣教的人力资

源。因此，“商宣”就是动员各行各业的人士去

参与宣教。宣教事工不应该只是宣教士的专利或

者“专业”，而是每一位基督徒将恩赐、专业、

才干、知识等奉献出来，用在“商宣”的事工

上。“商宣”的商业活动所获得的资源，可以用

来支持事工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从商业活动

中赚取的金钱可以又用回到自己的宣教工场。这

样也就免除了当宣教工场的事工发展起来时，

缺乏经济支持与发展的顾虑。这不但解决了宣教

工场上依赖性的问题，也使宣教事工可以自力更

生。

4．“商宣”为社区发展的策略

“商宣”能帮助提高社群经济与生活素质，为

当地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逐步带动整个

社区的发展。

最后，恳求宣教的主赐福予“商宣”事工，大

大使用各地、各处的“商宣”，兴起更多有“商

宣”负担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心，共同推动宣教

事工的发展，将神的国度扩张到更大、更远的范

围！

主啊！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

✁

福音自传会（东南亚）办公室同工
祝大家「圣诞蒙恩」！

请继续将您的爱散播在
宣教工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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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地说，她非常感谢神，感谢

赞助者的爱心，她清楚地记得脚上

没有鞋子穿走路时脚很痛很痛的感

受。另一位Naing

说 ， 感 谢 给 他 奉

献 鞋 子 的 叔 叔 阿

姨 们 ， 是 你 们 让

他 在 走 路 的 时 候

可 以 重 新 抬 起 头

来 ！ 在 许 许 多 多

没 有 鞋 子 的 日 子

里 ， 他 常 常 感 到

很 羞 愧 ， 甚 至 没

有 走 路 的 勇 气 。

感 谢 神 ！ 藉 着 第

一双鞋子给孩子们带来的祝福：从

无鞋到有鞋，从无法上学到能够穿

着鞋子上学，从不认识神到愿意接

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些神

爱的孩子们也通过教会的主日学更

加认识神以及在神的话语上努力追

求学习真理。

今年的圣诞节很快就要来临了，

从一些孩子写给赞助者的致谢信

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佳节都充

满了期待。一个孩子写道：圣诞节

是他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每一年

他都会收到不同的礼物；另一个孩

子也写道：每当她想到圣诞礼物的

时候，她有说不尽的感恩！因为圣

诞礼物是她一年中收到的唯一礼

物！

亲爱的赞助者，感谢您过去藉

着“儿童助学金”帮助了许多贫困

的儿童。愿这个圣诞节，上帝满满

地赐福予您，更希望您的爱心能点

燃孩子们的希望！ 

许明 道 传 道 ， 是 出 生 在

缅甸的巴马族人，能讲

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神学教育是

在印度完成的，并与新婚的景颇族

妻子在那里生活了几年。2007年，

他 第 一 次 到 仰 光 西 北 部 的 “恩

生”(Insein)贫民窟去传福音。一

到“恩生”，就被眼前贫困的情景

惊呆了：简陋不堪的小茅屋，在

刮风下雨的季节中，四处漏风漏

雨，根本无法遮身掩体；一个个骨

瘦如柴的男孩女孩，光着脚丫行走

在满是碎石子、凹洼不平、雨后泥

泞的小路上。孩子们为什么不穿鞋

子呢？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根本

没有鞋子穿，也没有雨伞。身上总

是穿着同一套破衣破裤。下雨的时

候，衣服被雨淋湿了，太阳出来后

把湿的晒干了，之后干的又会被雨

淋湿，就这样，干了湿，湿了又

干，也没有多余的衣服换洗。饥饿

使这一群像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整

天在街道上溜达着，在垃圾堆里翻

找着食物和可以换钱的废品。偶尔

也能够找到几个塑料罐之类的废

品，能让他们换几个银角，买几个

小面包回来让一家大小充饥一下。

但明天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未知

数。就这样，贫穷和饥饿一直在

困扰着他们。看到这一切，许 传

道心如刀割，他默默地向上帝祷

告：“主啊！我能为这些孩子做些

什么呢？”

感谢神！祂感动许传道对“恩

生”有强烈的使命感，并使用他

在“恩生”开展了一系列的福音事

工。首先，通过福音自传会“儿童

助学金”的事工，许传道在“恩

生”的贫民窟里，接触了许多当地

贫穷的孩子，第一批获得赞助的小

孩共有25名 — 这完成了他们梦寐以

第一双鞋子 文／林燕莲
（福音自传会同工） 

求的一件事，那就是可以背着书包

上学去！同一年，通过仰光区同工

查庭杰传道的协助，他向福音自传

会（东南亚区）申请了5名孩童的资

助金。之后，在“恩生”成立了第

一间“恩慈之家”。经过了几年的

努力，“恩慈之家”现在已经有21

名小孩。截止到现在，共获得“儿

童助学金”赞助的小孩增至55名。

在“恩生”，我们见证了神福音的

大能 — 有许多佛教背景的孩童在第

一次接触福音时就愿意接受耶稣为

他们个人的救主。因为主耶稣不但

改变了许多孩子的生命，神的救恩

也临到了许多小孩的父母和亲属。

通过爱心的事工，我们接触了不同

的族群，除了缅族、克伦族、克钦

邦族，还有印度-克伦族、佤族以

及汉族等。

2007年的圣诞节，对许多“恩

生”贫困的儿童来说是一个难忘的

日子！节日当天，他们收到了平生

第一件圣诞礼物。令孩子们意想不

到的是，除了收到一条温暖的盖被

外，还都收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但从

来没有穿过的漂亮的鞋子！有的孩

子接过鞋子站在那里久久不知所

措，有的孩子则迫不及待地把鞋子

穿在脚上，有几个孩子兴奋到久久

相拥着不愿分开，还有的小孩不禁

簌簌地流下了眼泪，

更有的孩子将鞋子紧

紧地抱在怀中，害怕

鞋子会突然消失，会

突然离他而去，会长

出翅膀像鸟一样地飞

走。

当我们问到两位

当年收到第一双鞋子

的孩子们是否还记得

当时的感受时，Latt

只要您肯伸出援手，爱就达至他们。
冬装外套
需要：610件

每件S$20

棉被
需要：790张

每张S$15

棉衣
需要：590件

每件S$5

袜子
需要：290打

每打S$12

属灵书籍
需要：130本

每本S$10

颜色笔与
绘图纸

需要：3000套

每套S$2

儿童圣经故事书
需要：3010本

每本S$5

儿童衣服
需要：650套

每套S$15

笔记本电脑
需要：9台

每台S$800

桌上电脑
需要：37台

每台S$750

数码相机
需要：33台

每台S$360

电子琴
需要：6台

每台S$1,130

吉他
需要：62把

每把S$100
投影机

需要：3台

每台S$1,160

扫描器
需要：2台

每台S$55

急救箱
需要：10个

每个S$115

电单车
需要：10辆

每辆S$2,045

脚踏车
需要：16辆

每辆S$125

厕所
需要：24个

每个S$400

机器挖井
需要：11个

每个S$1,000

牛
需要：40头

每头S$430

中型猪
需要：40只

每只S$100

小鸡群
需要：50窝

每窝S$35

雨伞
需要：590把

每把S$4

装置电供设备
一次性

S$4,420

您的奉献能帮助东南亚区
宣教工场上许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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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 本色化教会●圣经学院●认领少数民族●儿童助学金●创启事工●整全差传

福音自传会 / 国际福音协传会
美国: 1117E. Westview Court, Spokane, WA 99218. Tel: (509) 343-4000   Fax: (509) 343-4015
华人事工部: North California Office - 10600 Pasadena Ave Cupertino, CA 95014-5917   Tel :(408)873-1299   Fax :(408)873-1287
加拿大: 8500 Torbram Rd. #56, Brampton, ONT L6T 5C6. Tel: (905) 458-1202  Fax: (905) 458-4339
英国: Armstrong House First House - Robin Hood Airport Don caster DN9 3AG.  Tel: 013-02-710273  Fax: 013-02-710027
澳洲: P.O. Box 711, Five Dock, NSW 2046, Tel:  (02) 97128222   Fax: (02) 97125055
日本: 1001, 2-7-63 Nishinakahara, Shizuoka-shi 422.  Tel/Fax: 054-283-9317
新加坡: 134/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59919. Tel: (65) 6280-0312 Fax: (65) 6280-0078

所有奉献将用于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办公室运作费不超过20%。

14天 － 约旦/以色列  
2013年3月10日至23日

旅游费用 ：S$4,800
费用包括 ：全程交通、所有膳宿、景点门费、两国签证
  机场税务、出境税金、小费赏金、旅游保险 
不包括 ：个人消费、单人房附加费（S$590）  
报名截止 ：2012年12月26日（额满即止）
电话查询 ：9790-3268（顺成弟兄）
电邮联系 ：ricteo@cnecint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