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與營商

巴色差會．卡其色及巧克力
歷史小品

本會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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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年巴色差會慶祝二百周年紀念，在會場

試引入小型工匠行業，希望培訓印度信徒以手藝

發售為慶典製作的特別版巧克力，賓客還以

謀生。1846 年，差會先派兩名瑞士鐘錶匠來印度，

為是因為巴塞爾所屬的瑞士以巧克力馳名世界之

開設工場製造黑森林布穀鳥時鐘，可惜敵不過美

故。若看過巴色會在中國以外的宣教歷史，便會

國現代時鐘的價廉物美，加上本地人不習慣按時

明白巴色差會原來是把巧克力原材料可可最先引

刻規範生活安排，始終無法打開本地市場。隨後

入非洲迦納（殖民地時代名字為黃金海岸）並成

嘗試的其他工藝項目，包括絲藝、種植可可、生

功廣泛種植的功臣。同時，不少人喜愛的卡其

產椰油，都接連失敗。最終取得突破的是印刷和

色，原來也是巴色差會印度宣教士利用當地樹木

書籍釘裝，宣教事工本身需要大量印刷，由來自

外皮所發明的，他們所生產的卡其布被印度政府

德國威騰堡的工匠和機器所印刷釘裝的書籍及小

及英國各地軍隊採用來製作軍服，後來更推展到

冊子，品質優異，很快成為當地優質印刷工場，

其他國家軍隊。巴色差會作為宣教機構，為何會

生意涵涵。更由於人們對基督徒品格的信任，連

在非洲和印度從事大規模的工業、農業生產？他

當地政府學校也委託巴色會印製考卷，杜絕考題

們是不是利用宣教工作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和

外洩的風險。差會後來又差派木匠和紡織匠往印

剝奪工人的勞動成果？抑或巴色差會是現代「營

度授徒，這些工匠雖然並非曾接受神學訓練、被

商宣教」的先鋒，透過商業活動來接觸非信徒和

按立的牧師，卻是同樣對上帝委身、關愛外族的

傳道？這一切均與本文介紹的巴色差會貿易公司

帶職宣教士，透過培訓學徒手藝，幫助他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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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 Mission Trading Co. Ltd）相關。

巴色會早在來華傳道之先，已經開展在非洲黃金
海岸（1828 年）和印度（1834 年）的宣教工作，
兩地在建立基督徒群體後也同樣因某些原因而發
展出商業活動。巴色會商業活動的雛型源出印度，

獨立開創人生。巴色會工場每日都安排靈修禱告
時間，大部份工人是基督徒，但是非信徒只要不
抗拒基督教精神和儀式，也能受僱。從事木工的，
培訓當地年輕信徒成為獨立木匠，製造手藝精美
的木器木櫃，建造教堂及其他建築。從事紡織的，

最初歸信基督教的印度人會被家人和同鄉仇視唾
棄，不容於原來居住的村落。為了協助基督徒解
決生活溫飽，宣教士最初為他們提供土地（來自
政府或私人捐贈，也有差會購置），希望他們可
耕種自食其力。不過農務發展不理想；地租拖欠
爭拗，土地分配和管理成為宣教士的沉重負擔，
嚴重影響傳道工作，巴色差會最終放棄，轉為嘗
1. 本文巴色差會貿易公司的歷史資料來自 William J. Danker 的
著作 Profit for the Lord - Economic Activities in Moravian
Missions and the Basel Mission Trading Company,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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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巴色會紡織工場（BMA QU-30.016.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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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 年 12 月 抵 達 有「 白 人 墓 地 」 恐 怖 稱 謂 的
Christiansborg，兩年內全返天家。1832 年第二批
三名宣教士到達，其中一名是醫生卻最早去世，
四個月後第二名也病故，最後一名在當地巫醫診
治下才死裡逃生。由於開荒期的極度艱苦，巴色
會在黃金海岸初期沒有甚麼商業活動。同時跟印
度不同，那裡開展的商業活動目標不是幫助信徒
經濟獨立，而是單單為了支援蠻荒內陸的宣教事
工。最初的出發點只是為了省錢，避免中間商人
的剝削，自行入口歐洲宣教士生活所需品、藥
印度巴色會磚瓦銷售店（ BMA QU-30.044.0024）

就提供編織訓練，工場在 1880 年僱用的婦女已超
過一百人，其中超過一半是寡婦和自食其力的婦
女。紡織工場其中一位宣教士 John Haller 從當地
某種樹木的外皮發現了一種適合印度強烈日照、
塵土飛揚環境的染料顏色，用於工場製作的堅韌
耐磨布料，結果這種卡其（Khaki，意指滿佈灰塵）
布料大受歡迎，期後被英國軍隊作為軍服材料，
再推廣到其他國家軍隊使用。不過，巴色差會在
印度真正揚名的是磚瓦製造業，創辦人原先是印
度工場印刷匠 Georg Plebst，他在返國休假時學習
製造陶器磚瓦，回印度後便積極嘗試用當地泥土
燒製磚瓦，經過多次失敗，終於在 1865 年成功
配製出輕巧卻堅固的磚瓦，大獲好評。最初顧客
都是歐洲人，後來印度王族在確認磚瓦的上刻印
的 Basel Mission Trading 印記並非一種基督教咒語
後，也紛紛購置，成為舉國知名的優質建材。巴
色會印度業務規模巧逐漸由小型工場發展為大型
工廠，在 1913 年於僱有超過 3,600 個員工。

物、建材等，回程時也帶上當地土產如棕梠產
品、棉花、橡膠和咖啡，在歐洲沽售以補助開支。
十九世紀中業，巴色差會同意宣教士 Hermann
Rottmann 的 建 議， 在 Christiansborg 開 設 第 一 個
商店，賺取利潤來支持宣教工作。巴色差會的商
店秉持天國價值觀，堅持不賣烈酒和軍火，並實
行公平劃一價格，不論孩子和成人都能以相同價
錢購買同一貨物，顛覆本地商人陋習。隨著越來
越多宣教點在非洲內陸建立起來，差會的商貿活
動也隨之擴展。差會在內陸開路修橋，促進了當
地的交通，後來更從歐洲輸入當地首架貨車來運
送貨品，多年後更變成了從事歐洲和西非之間貿
易運輸的重要經營商，運送的不但是貨物、還有
乘客和匯款。宣教士也把當地人捨棄的棕梠果核
提煉為驅動船隻的燃油，最重要的是把原產於南
美洲的可可引入黃金海岸成功種植，並在 1891
年開始出口歐洲。巴色會貿易公司為當地創造大
量就業和外匯收入，在 1911 年當地出口可可高達
4,000 萬公斤，成為全球主要供應國家。在 1912
年，巴色會黃金海岸貿易僱用 634 名歐洲員工和

巴色差會在非洲黃金海岸的宣教工作是名乎其

566 名非洲員工。巴色會信徒因種植可可而改善

實 建 立 在 生 命 祭 壇 上 的， 首 批 四 名 宣 教 士 在

生計，並有能力奉獻自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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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色差會如此龐大的商業活動是如何管理的？最
初是由董事會在 1852 年成立一個產業委員會監
督印度和非洲的工貿發展，宗旨是作為宣教事工
的一部份，雖然不是直接傳講福音，卻是透過「以
身作則」活出基督教在日常生活的楷模，彰顯出
神聖的力量可以有利於萬事，上帝的應許不單是
他朝天上福樂，同時已臨在現世生活。隨著業務
壯大，需要新資金和獨立專業管理，便在 1859
年在瑞士註冊成立一家獨立於差會的「巴色差會
貿易公司」，由熱心宣教又具備專業知識和經驗
的平信徒經營。巴塞爾是歐洲金融先驅，因此貿
易公司也是採用有限公司形式，成立時發行 100
股每股 2000 法郎，規定每年若有利潤，股東可
先享 6 厘股息，其餘一半分發股東，一半奉獻作
宣教開支，若是虧蝕，則股東自行承擔。1869 年
貿易公司再增發 200 股，表明經營目標是為巴色
會宣教點和工場供應所需物資，為信徒及非信徒
引入基督教產業，並在上帝祝福下為差會提供財
政支援。股東所佔利潤縮減為五厘，餘下利潤股

雖然不斷強調本身是瑞士法人組織，並刪除公司
名稱中「差會」字眼，巴色會也出售所持的股份，
卻仍然未能說服英國政府，貿易公司幾乎被印度
和非洲黃金海岸殖民地政府沒收資產和變賣。幸
好英美宣教機構領袖出手相助，英國政府和殖民
地政府最終同意把貿易公司所有資產轉交予一家
英國新成立的聯邦信託（Commonwealth Trust）

東和差會各佔一半。巴色會貿易公司業務繼續迅

繼續營運，信託的管理人都是熱心的英國基督

速發展，收益越發可觀，管理層不願意看到宣教
工場變成為股東賺取巨額利潤的工具，1880 年主

份撥作宣教開支的政策，但是由於不熟悉業務又

管貿易公司的 Eduard Preiswerk 提出改組公司股
本結構，說服原有股東以後每年只收取 5 厘股息，
其餘利潤除保留兩成作業務發展，悉數撥作宣教
經費。從那時開始，貿易公司成為巴色差會宣教
經費的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學者推算巴色差會在
1859 年至 1913 年從貿易公司獲取的宣教資金高
達 744 萬法郎，用於全球包括中國的宣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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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色差會貿易公司在黃金海岸的商貿活動（BMA D-30.01.010）

徒。雖然新經營者維持原來不賣烈酒、利潤大部
適逢產品價格暴跌，接手後年年虧本，一直無法
支援前巴色會在印、非教會、學校和慈善機構。
不過，峰迴路轉，在大戰結束後，巴色貿易公
司的股東透過瑞士政府向英國追討被違法沒
收、屬於中立國權益的公司財產。英國上議院
Templetown 爵士也路見不平，自 1923 年積極為
此爭戰，他表明目的不在幫助外國苦主，而是捍

可惜，1914 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本來獨立於

衛英國一貫的公正持平清譽。爭取多年後，英國

差會、大部份股權由私人持有的巴色差會貿易公

政府終於在 1928 年承認當年把瑞士註冊貿易公

司，被英國政府視作德國差會的資產，貿易公司

司視作德國差會信託的巨大錯誤，歸還所有在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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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岸的資產，並作出 25 萬英鎊賠償。不過，

不斷為巴色會宣教工作提供經費，卻因經營原則

印度的案件則一直拖延，當地政府拒絕歸還資

和業務競爭招來同業妒忌和旁人垂涎，導致公司

產，直至 1952 年，英國政府最終賠償 125,000 英

被捲入戰爭漩渦而幾近沒頂。不過，最令人動容

鎊兼付 1,050 英鎊訟費，橫跨數十年的閙劇才先

的是該公司在歷經劫難之後，尚能不屈不撓地東

落幕！

山再起，重建破口，堅守原來使命以營商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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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工作！同時，不懼權勢和歲月煎熬，堅持追
最令人欣慰的是，巴色貿易公司在大戰後雖然資

討被無理沒收的資產，最終獲得公義的伸張。在

產盡失，卻憑藉一直以來建立的商譽和業務網

這一段段令人驚歎的歷史背後，除了反映個人的

絡，在 1923 年籌得資金在黃金海岸東山再起，

勇氣、堅毅和智慧外，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對上帝

重建失落的光輝，且有能力由創辦開始，便為當

的信靠和對跨文化宣教工作的熱誠和堅持！回望

地倖存的巴色會相關教育和慈善機構提供資助。

這段曲折的宣教歷史，足以見證在兇險變幻世局

該公司在印度工場的業務，雖然未能恢復，但是

中上帝仍然坐著為王！仍然掌管一切！仍然向信

巴色差會在 1925 年後成功重返昔日禾場，透過

靠祂的人施恩！

開辦多家工業學校，繼續原來的工藝授徒傳統，
分享基督教精神，協助弱勢社群自力更新。

結語
巴色差會貿易公司的歷史，猶如一部氣勢浩瀚的
營商宣教史詩，從兩個勇敢前往印度的鐘錶匠、
一家堅持「童叟無欺」的非洲小商店，發展出橫
跨歐、亞、非三洲、業務興盛的商貿事業，源源

這段歷史同時折射出許多宣教工作值得深思討論
的問題。可惜字數所限，本文無法顧及，留待讀
者自行思考。例如：
1. 宣教的關顧點：除了人的靈魂得救，應否要
顧及信徒在地上的生活需要？一旦雙方關係
涉及了利益，怎樣維持信仰的純淨和和諧的
肢體關係，如何避免信徒「吃教」的陷阱？
2. 營商宣教的不容易：以造福當地人民、彰顯
基督教精神為宗旨的商貿活動，應該如何管
理？如何分配利潤？方能在信仰價值、企業
健全、員工福祉、客戶利益和股東回報之間
取得平衡？
3. 巴色會在中國宣教為何沒有發展出非洲和印
度的營商宣教模式？這是因為中國人重文輕
商的社會價值觀？抑或因為社會營商條件不
利？或者是中國的宣教禾場的需要跟其他地
方不同？中國人最需要的是並非物質資源，

黃金海岸農民搬運可可豆（BMA: QU-30.003.0063）

而是能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基督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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