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版：bamthinktank.org 
中文版：www.chinesebam.com/bam-

database/reports/  

 

 
 
 
 
 

 
 
 
 
 
 
 
 
 

海地营商事工 
 
 

营商事工智库  

区域小组报告  

区
域

小
组

报
告

 

http://bamthinktank.org/


 

海地营商事工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个案研究与洞见  

 

营商事工智库报告 

海地区域小组 

二零一四年一月 

 

英文版：bamthinktank.org 

中文版：www.chinesebam.com/bam-database/reports/ 

报告编辑 
丹尼尔•让路易 

杰奎琳•克拉穆尔 

 

参与小组 

伊夫林·德吉尔， 

拉尔夫•埃德蒙， 

丹尼尔•鲁齐耶， 

劳拉•巴尔道夫， 

戴夫•甘辛克， 

罗克珊•德格拉夫， 

杰奎琳•克拉穆尔， 

丹尼尔•让路易 
 

致谢 
全球合作伙伴——特别感谢你们在海地工作中通过合作关系带来祝福，也感谢你们提供人手

及资源帮助完成本报告。 

杰森•贝尼迪克特——感谢你授权我们使用附录中的丹尼尔•让路易访问。 

丹尼尔•让路易及杰奎琳•克拉穆尔——感谢他们提供了附录中的新书节选。 

 

 
 
 
 
 
 

 

执行编辑 

祖·普伦麦尔(Jo Plummer)和迈茨·图内哈格(Mats Tunehag) 

 
 

© BAM Think Tank 2013。营商事工全球智库允许免费分发此报告供个人和教育使用，禁止商业拷贝或销售。若要捐款支持

智库持续运作，请点击连结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在引用此报告时，须在附注和参考数据中列出本报告之相关数

据，格式如下：报告编辑小组成员，「报告标题：报告副标题」，营商事工全球智库（二零一三），祖・普伦麦尔，迈茨

・图内哈格编，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


 

目录 
 

前言 ....................................................................................................................... 1 

本文撮要 ................................................................................................................ 3 

海地营商事工 ......................................................................................................... 4 

导言 ....................................................................................................................... 4 

海地简介 .................................................................................................. 4 

小组宗旨 .................................................................................................. 5 

海地三个企业案例 .................................................................................................. 6 

特里克斯制药厂 ....................................................................................... 6 

马克西马 .................................................................................................. 6 

发电厂 ..................................................................................................... 6 

海地营商的挑战与机遇 ........................................................................................... 6 

信仰与企业需要进一步结合 ..................................................................... 7 

心态转变 .................................................................................................. 7 

网络的重要性 ........................................................................................... 7 

倡导经济转化 ........................................................................................... 8 

贸易与援助 .............................................................................................. 8 

着重制造就业机会.................................................................................... 8 

结论 ....................................................................................................................... 8 

建议与行动计划 ..................................................................................................... 9 

网络机遇 .................................................................................................. 9 

购买海地产品 ........................................................................................... 9 

结合信仰与培训 ....................................................................................... 9 

海地营商事工的资料库 ................................................................................................ 10 

附录 ............................................................................................................................ 12 

附录 A - 商业营运个案：特里克斯制药厂 ................................................................... 13 

附录 B - 商业营运个案：马克西马 .............................................................................. 18 

附录 C - 商业营运个案：发电厂 ................................................................................. 23 

附录 D - 文章：毫无帮助的救济 ................................................................................. 29 

附录 E - 书籍摘录：以贸易代替救济 .......................................................................... 32 

附录 F - 「十万职位行动」简介 .................................................................................. 34 

 

 
 





 

海地区域小组报告 二零一四年一月                                                                                             

第 1 页 

前言 
 

「营商事工全球智库」已启动一个独特的平台，便于世界各地从业者及领袖协作。第二届营

商事工全球智库行动的关键词是：振兴。智库的目标是振兴全球的营商事工，装备并鼓励有

志藉营商服侍神和造福各族群的人。 

  

我们为此启动了三十多个国家、区域及国际项目小组，分别聚焦研究营商事工浪潮中之重要

议题，及特定区域或国家的营商事工。 

  

这些小组的目标是聆听、学习、分享和联系。我们制定了工具与模板，方便各组通过虚拟会

议及面对面咨询作出高效协作。经过多次对话之后，每个小组都发表了总结报告，包括专题

文章、实况分析、个案研究、工具和资源目录。 

  

为了确保小组内外的沟通富有意义和建设性，我们采用以下对「营商事工」的定义： 

  

营商事工是： 

 可持续和有盈利的商业行动； 

 定意对人及国家带出天国目的及影响； 

 着重经济、社会、环境和灵性果效，并实现整全转化； 

 关顾世界上最穷困及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 

  

这个定义起源于第一届营商事工全球智库，其成果包括所发表的《营商事工──洛桑第五十

九号特别报告》及〈商贸宣教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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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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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项目带来了全球营商事工学者和社会资本的大聚集。除了发表报告，更在二零一三年四

月于泰国举行项目小组领袖论坛和营商事工全球会议，众精英济济一堂，建立起合作网络，

并继续将搜集到的资源广泛分享和传播。 

  

此报告为三十多个项目小组的系列报告之一，是全球数百位营商事工领袖的心血结晶。其余

项目报告见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英文版）或 http://www.chinesebam.com/bam-

database/reports/（中文版）。 

  

我们将于二零一四年发布内容全面的《营商事工全球智库第二号报告》，跟进于二零零四年

发表的《营商事工──洛桑第五十九号特别报告》。 

  

这些报告本身并非营商事工全球智库的终论或终点，反而应被视为营商事工经营者及其他领

袖到目前为止之重要反思，我们还将继续前进，迎向问题，响应需要和期望的落差。某些小

组会延续下去，亦有新的活动会展开。营商事工浪潮正在起动！ 

 

能够在这两年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协作，是我们的荣幸。回望过去，我们看见有些时候

实际成果与期望和计划之间有距离，然而，我们也见证了神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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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诚地感谢所有与我们一同劳苦的全球智库同仁，特别是筹划小组、议题小组、区域小

组各组长、支持小组，以及我们的配偶马克和珍妮花。 

  

祝愿这些项目报告、个案研究、工具、建议和资源能被广泛传播，鼓励和装备多人，并振兴

全球营商事工的发展。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

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弗三 20-21）。 

 

联席主席 

祖·普伦麦尔，迈茨·图内哈格 
chairs@bamthinktank.org  

二零一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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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撮要 

 
海地营商事工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案例研究和洞见 

 
海地基督徒已经营商数百年，然而在最近十年，他们才意识到营商呼召与基督教信仰并不互

相冲突。根据我们从世界合作伙伴及其它网络中许多企业家那里搜集的数据和访问，海地企

业家现在已经非常确信应该让基督教信仰指引生活的各方面，包括企业。 

 

商人与过去的主要差别在于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在海地，巫术、神秘主义和非理性思维渗

透在文化中，对商界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而营商事工的实践能对此文化带来很大的改变。

商界的商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透过携手实践营商事工，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

的引导和权能，带来社会及个人的转变。 

 

在海地活出信仰的基督徒商人中，有拉尔夫•埃德蒙(Ralph Edmond)、伊夫林•德吉尔

(Evelien de Gier)和丹尼尔•鲁齐耶(Daniel-Gérard Rouzier)。虽然他们一生信奉耶稣，过去

当他们尝试透过信仰影响企业和小区的时候，却很少得到肯定，反而常常受到批评。今天，

这一切都在转变。尤其是他们顺服神的营商呼召，受到了其他基督徒的认可。 

 

随着营商事工在海地得到认同，营商事工浪潮在不断连合教会和企业，重新肯定基督徒企业

家和商人的价值，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可影响的范围，这可能是他们从没意识到的。接着，

营商事工浪潮漫延整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受到认同，基督徒商人倍受鼓励，接受装备，建立

企业和全球教会的桥梁，谦卑、忠心、实际地服从信仰的呼召，同时用营商技能服侍神。愿

荣耀归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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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营商事工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案例研究和洞见 

 

导言  
 

海地简介 

海地是一个加勒比国家，充满着机遇，但是它的历史却同时充满着创业精神与奴役、独立与

动荡。海地经历了许多战争和政治腐败，包括近几十年来政府中明显的张力损害了国家发展

所需的商业和法制系统。最近，外国援助提供了商品和服务，而没有提供业务机遇。这损害

了本土的商界，减少了普通海地民众的就业机会。   

 

长期以来，海地都是美洲最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二零一零年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为六百七十一美元），极度缺乏基础服务。一百万人口中，超过一半每日只可靠不足

一美元生活，约近百分之八十的民众每日只有不足两美元。同时，它也是世界上贫富最不平

均的国家之一，二零零一年坚尼系数为零点五九。1 

 

二零一零年一月地震发生后，海地面临的这些挑战进一步加剧。这场地震导致海地二十多万

民众丧生，在造成巨大个人心理创伤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庞大的重建需求。海地

的全面修复，少则需要几年，长则需要数十年。 

 

然而，尽管任务艰巨，重建工作已在震后第四年获得良好的实际进展： 

• 帐篷和临时居所项目已经被小区修复和重建项目取代。 

• 一千一百万立方米的瓦砾已经有百分之六十被移除，太子港的大多数路径已可

通行。 

• 学校重新开课，今年有九十万儿童可以免费上学，二百万儿童受益于全国免费

校餐项目，每天能在学校吃到一顿热饭。 

关于海地更多数据，参见图一，摘录自《中情局各国基本国情》 

 

虽然挑战巨大，拦阻了海地稳定发展的步伐，但是商界投入了大量努力，希望藉着新机遇攻

克难关。政府内部领导力也有所进步，力图促进海地商业发展。最近，政府开展了一项运动，

口号是「欢迎到海地投资」。由于这个运动，海地二零一三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到二亿二

千五百万美元，主要领域为旅游业、建筑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如餐饮和零售等领域。此外，

政府和非牟利部门正关注商业发展。例如，在北部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建立一个工

业园，为海地私人企业及外国企业提供租赁生产空间，尤其是纺织行业。这一举措预计将在

未来一年产生六万五千个就业机会。同时，海地政府还对教育大力投资，培养新一代。 

 
  

                                                 
1
  世界银行海地概览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haiti/overview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haiti/overview


 

海地区域小组报告 二零一四年一月                                                                                             

第 5 页 

海地 

人口组成： 

黑人：百分之九十五；白黑混血及白人：百分之五 
 

语言： 

法语（官方），克里奥尔语（官方） 
 

宗教： 

罗马天主教：80%，新教：16%（浸信会 10%，五旬节宗 4%，耶稣复临派：1%，其他：

1%），无：1%，其他：3% 

注意：大约有一半人口奉行巫毒教，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人口： 

9,893,934（二零一三年七月估计） 

与世界比较：人口数目列于第八十八位 

注意：本国人口估算明确考虑了艾滋病造成的过高死亡率；它可导致预期寿命缩减、婴孩夭

折率上升, 死亡率上升、人口增长率降低、人口年龄及性别分布出现预期之外的变动。 

 

年龄结构： 

零至十四岁：35.3% （男性 1,732,645，女性 1,725,313） 

十五至二十四岁：21.4% （男性 1,048,621，女性 1,051,833） 

二十五至五十四岁：34.4% （男性 1,674,790，女性 1,692,603） 

五十五至六十四岁：4.9% （男性 230,192，女性 254,092） 

六十五岁或更高：4% （男性 174,483，女性 217,092）（二零一二年估计） 

图一：中情局各国基本国情，海地统计数据2 

 

小组宗旨 

营商事工海地议题小组的宗旨不只是提出海地企业今日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还要发出国内基

督徒商人的声音，分享他们如何在道德的基础上、藉可持续策略响应这些挑战。 

  

海地企业家、商业教授、全球合作伙伴主导「海地十万职位运动」联合主席丹尼尔•让路易

(Daniel Jean-Louis)带领并审查了此报告的研究与撰写过程。 

 

特里克斯制药厂(Laboratoires Farmatrix)的东主拉尔夫•埃德蒙(Ralph Edmond)、马克西马

Maxima S.A.的合伙人之一伊夫林•德吉尔(Evelien de Gier)、以及发电厂(E-Power S.A.)东

主丹尼尔•鲁齐耶(Daniel-Gérard Rouzier)是本报告的主要贡献者，他们提供了研究案例，同

时利用海地商界的一手经验担当本国商界顾问角色。 

 

海地全球合作伙伴(Partners Worldwide)的短期志愿者劳拉•巴尔道夫(Lara Baldauf)进行访问，

撰写了本报告的一大部分。全球合作伙伴的员工戴夫•甘辛克(Dave Genzink)、罗克珊•德格

拉夫(Roxanne Addink de Graaf)和杰奎琳•克拉穆尔(Jacqueline Klamer)在本报告研究和编

辑过程中担任顾问角色。 

 

                                                 
2
 中情局各国基本国情收集，海地：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ha.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h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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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报告的主要研究成果在于肯定基督徒在商界的价值，以及海地基督徒商人在职场的信

心实践。调查之前，我们不清楚海地基督徒商人是否及如何使用他们的技能和资源荣耀神。

调查结论发现，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商人坚守圣经世界观行商，他们接受神的营商呼召而受到

肯定，并且表现卓越。 
 

海地三个企业案例 
 

我们调查记录了在海地职场实践信仰的三个基督徒商人案例。我们的主要的观察和结论皆来

自于这三个故事，以及我们自己在海地营商的经验。 

 

每个案例都表达出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将其总结如下。这三家企业的完整营业个案详见附

录 A、B 和 C。 

 
 

特里克斯制药厂 

在公司内部，持有人拉尔夫•埃德蒙使用可持续的商业策略，在外国援助和进口捐赠物资造

成的竞争中间能体现到成功和增长。特里克斯制药厂不仅在医疗领域坚守更高质量标准，而

且在小区内部展现仆人式领袖的风范，在穷困的海地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埃德蒙也把自

己的个人转变是由于他肯定了基督徒的营商呼召。 

 

马克西马 

马克西马是从福音事工衍生出来的盈利企业，它适应市场，但不妥协自身的道德准则，创造

职位、在本地生产优质产品以改善小区。合伙人伊夫林•德吉尔描述了海地基督徒商人（包

括在海地投资的外商）可以如何通过创新寻求机会产生影响力。  

 

发电厂 

发电厂是一家具有大理念的杰出营商宣教企业，它具备仆人式领袖心态，坚韧不拔，相信所

有的善工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创办人丹尼尔•鲁齐耶分享了自己的见证：神带领他逾越建立

私人电力公司的障碍，带领他取得成功，并给他信心在海地继续诚信地经营企业。 

   

海地营商的挑战与机遇 

 

海地是目前最难营商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银行二零一二年营商经济体排名中4，海地在一百

八十三个国家中位列第一百七十四位。海地的挑战来自于各个方面：属灵、经济、社会和环

境。 

 

虽然天主教是最普遍的宗教信仰，信徒数目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新教徒也占百分之十六，

但是海地巫毒教依然广为流传，渗透在民众的信仰、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中长达二百年。各

种宗教严重重迭，超过一半的海地人口奉行巫毒教的某些元素，包括宗教仪式和多神崇拜。

这造成一种与基督教的世界观以及根据理性和个人决策的市场经济不一致的信仰体系。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海地基督徒商人依然委身于信仰。当他们在职场中与他们能影响的人群

互动时，会将价值观整合在其中，这包括供货商、经销商、员工、客户、竞争对手、投资者、

银行和小区。 

                                                 
4
  世界银行<二零一二年营商报告> –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

2012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12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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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企业需要进一步结合 

今天营商事工浪潮越趋兴盛，特别是海地基督徒商人持续增长，包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然

而，仍有许多海地基督徒目前还没有认识到如何在企业中活出信仰，因为他们看不到两者之

间的关系。营商事工运动能提供新办法和新工具，帮助他们通过信仰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连接，

成为信仰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商人有得天独厚的机会在地上做光做盐。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展现讨神喜悦的仆人心

态。在全球各地，许多人对于跟商人打交道心怀成见（这些成见有经验证实或只是凭空假

想），认为商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压榨穷人。然而，如果基督徒商人能活出信仰，例如

通过提供职位福泽穷人，其他人就会看出他们与普通商人之间的区别，从而为宣扬福音建立

更广阔的平台。 

 

企业主丹尼尔•鲁齐耶分享说道：「我不试图改变任何人，而是遵照圣方济各的名言：『无

论何时何地，务要传道，必要的时候用口传。』现在，我们太多人都需要停止空谈，开始实

干。」 

 

心态转变 

全球合作伙伴在一九九九年把营商事工理念引入海地。行动的呼召空前嘹亮：营商事工消除
世界贫困。从那时起，数百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他们的企业是福音事工，能带来更积极转变，

让神的荣耀降临这个国家。然而，这通常需要企业家心态的彻底转变。 

 

拉尔夫•埃德蒙是太子港（Port-au-Prince）一位富创造力、干劲十足的的行政总裁。他如此

描述自己的营商呼召得到肯定，以致心态转变：「参加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之前，我与神的关

系就彷佛神不在我的日常生活里……生活被分为几部分，神只是周日在教会，而且他只在教

会存在……神与我的企业无关。」 

 

拉尔夫•埃德蒙的一个重大的发现是，他能够让神参与企业的营运。当人们问他这个发现对

他生活有何影响时，他回答说：「它改变了我敬拜神的方式。」 

 

企业东主伊夫林•德吉尔分享到：她最初创办企业时，感觉自己和丈夫好像无法融入基督徒

宣教士社群和海地商界圈子。她记得自己如何克服教会和企业的二分。她身为商人，却委身

于接触穷人及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令她被别人批评。她说：「长达二十年，我因为自己不

是『真正的』宣教士、不需要教会资助而感到内疚，为难以融入宣教士社群和海地商界圈子

而倍感挣扎。而现在，我们对自己的角色很有信心，也得到了他人的理解和尊重。」 

 

在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海地，伊夫林看到，员工有稳定收入与商人促进社会、经济、属

灵转化的呼召之间，有直接联系。在她看来，提供就业机会是基督徒关顾穷人最明显、最有

效的方式。今天，她更清楚地理解，「传统福音事工」和营商之间并不对立。 

 

网络的重要性 

海地基督徒商人网络不断壮大发展，使基督通过个人生命与诚信的经营手法在这贫困国家大

显荣耀。 

 

举个例子，拉尔夫•埃德蒙现在每周与一个基督徒商人核心小组相聚，彼此督责在生活的各

面面（包括企业）中践行基督教世界观。他说：「我们彼此督问一些尖锐的问题。」他不仅

学会了依靠基督徒同行，一同探索信仰和呼召，还学会了为神做工，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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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伙伴开展的两项策略行动，即下文提到的「海地十万职位行动」与「购买国货，重

建国家」中的网络会议，进一步巩固海地基督徒商人的网络，加深相互联系，促进共同成长。  

 

倡导经济转化 

关于海地以及其它落后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转化机会，丹尼尔•让路易与杰奎琳•克拉穆

尔的著作倡导以机会为本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海地等国来说，这意味着非盈利部门的购买

力要用在他们的营运所在地的市场经济体中。 

 

外国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在海地的国际介入成为本地市场中强而有力的经济力量，但是这

种经济力量弊大于利。二零一零年一月地震发生后，美国政府头一年在海地投入了二十

二亿五千万美元，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点六是从本地购入（美联社）。「进入海地市场的

商品和服务，几乎没有任何是购买自海地本国……海地虽然贫困，却属于市场经济体，

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运作，才能促进可持续进展。真正的合作关系和平衡交易应该成为海

地作为真正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不是成为非政府机构的共和国。」

（Transforming Aid to Trade:The Case for Haiti ，作者让路易和克拉穆尔） 

 

地震发生后，许多救援组织和非政府机构怀着美好的初衷前来，却造成了意料之外的长期损

害。 

 

第一批地震的响应者认为民众首先需要食物和居所，他们的确需要这些。震后一个月，

本地商界已经在试图努力恢复供应，我们亦有自己的食品生产业和瓶装水生产业。然而，

非政府组织没有改变它们的策略，它们不断从国外购买食品和水，运输到海地免费分发。

这损害了本地企业，因为它们难以和免费商品竞争。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一个例子是，

某机构开始以货柜输入花生酱。他们本是好意，但是我们本地种植花生的农民和花生酱

生产商就失去生意了。几十年前，百分之八十的大米由我们自己生产，今天，百分之八

十的大米要依赖进口。（丹尼尔•让路易与杰森•贝尼迪克特的访问，见附录 D） 

为了消除援助对本地经济的扰乱，后续行动转为促进就业，购买本地产品，强调「以贸易代

替援助」。 

 

贸易与援助 

二零一零年以来，全球合作伙伴已经开展了三场「购买海地产品、重建海地」的联系网络大

会。这些成功会议为非政府机构（今日海地经济中的主要买家）提供机会联系海地本地企业，

购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着重制造就业机会 

就业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最高指标。当就业机会增长时，意味着企业能赚取盈利，为小区内的

家庭提供了持久的薪酬或收入。 

 

二零一二年以来，「海地十万职位」行动已经在海地四十个最大城市装备商人并建立网络，

目标是在二零二零年以前创造十万个新职位。全球合作伙伴和所有的合作网络及机构都为企

业提供基于信仰价值观的营商培训、辅导、资金渠道和倡导，力求在艰难的商业环境中发展

企业，促进就业。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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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是世界上最难营商的国家之一。要做艰难决策的商人必须管理员工和其它利益相关者，

同时把信仰融入日常企业环境中。许多海地商人正处在生命的转折点，他们怎样才能发挥神

所赐的独特才能，帮助西半球这最贫困的国家？ 

 

从上文所述故事可见，因着营商事工运动的肯定，商人定意活出信仰。他们相信是神呼召他

们将信仰作为核心元素融入企业管理中和与利益相关者互动。企业就是福音事工，它要在世

上推展神国度，转变社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属灵元素。 

 

建议与行动计划 
 

网络机遇 

继续与全球合作伙伴联系和合作，作为在海地全境拓展营商事工运动的途径，尤其可考虑下

列策略行动： 

· 十万职位行动：装备并建立海地四十个最大城市的企业网络，截至二零二零年创造十

万个新职位。通过基于信仰价值观的商业培训、辅导、资金渠道和倡导，在艰难的商

业环境下发展企业，创造就业。更多信息详见附录 F，或登录 www.100kjobshaiti.org

直接参与。 

· 购买海地产品，重建海地：通过全球合作伙伴开展的会议和贸易网络，联络非政府机

构与企业，建立购买者与供货商的合作关系。 

· 开发海地投资机遇：此外，全球合作伙伴在鼓励国内外的投资者，帮助他们在二零一

四年即将于太子港召开的会议上与乎合要求的海地企业建立联系。 

· 参加具体行业的月度电话会议：加入由全球合作伙伴员工召开的海地商人及机构领袖

会议，共同探讨旅游业、建筑业、食品业、农业及其它行业的业务机遇。 

 

购买海地产品 

寻找海地本土供货商和企业来满足自身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促进海地经济发展，拉动民众就

业脱贫。使用和平红利基金会（Peace Dividend Trust）以及海地工商部（Haitian Ministry 

of Commerce）的「本地购买，建设海地」资源，连结为 http://haiti.buildingmarkets.org。 

 

结合信仰与培训 

进一步着眼于通过商业培训装备企业家结合信仰与营商。使用类似全球合作伙伴小型企业课

程的工具，该课程有三章探讨关于信仰与企业结合的课题，以及关于会计、营销和管理等领

域的专门内容。 

· 阅读丹尼尔•让路易与杰奎琳•克拉穆尔将于二零一四年夏发行的新书，其暂名为

Transforming Aid to Trade:The Case for Haiti（节录见附录 E）。 

· 以祷告开始每场会议，把国家交托给神。 
 

读者如果希望就这些建议和行动计划与报告作者及工作小组沟通，请电邮至

info@100kjobshaiti.org 或 info@bamthinktank.org。 

  

http://www.100kjobshaiti.org/
http://www.100kjobshaiti.org/
http://haiti.buildingmarkets.org/
mailto:info@100kjobshaiti.org
mailto:info@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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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营商事工资料库 
 

机构 

全球合作伙伴的异象声明是「营商事工消除世界贫困」。全球商人网络通过各自的事工「动

员、装备、连接全球合作关系中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发展企业，创造可持续的工作岗位，转

化所有参与者的生命」，藉以实现上述异象。 

• 焦点：发展中小型企业与价值链，促进就业、扶贫及转化。 

• 网站：www.partnersworldwide.org 
 

「和平红利基金会」／「建设市场」（Peace Dividend Trust /Building Markets）：「建设市

场」通过在线海地供货商企业名录，帮助企业配对，增加本地供货商与国际买家之间的联系

与合同。此外，「建设市场」与本地供货商合作，改善并注册他们的企业，建立在线简介来

推广产品或服务。 

• 焦点：在海地商界中建设网络和能力。 

• 网站： haiti.buildingmarkets.org 
 

方克泽小额信贷所（Fonkoze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提供金融和发展服务。方克泽通

过企业发展提供全面的扶贫策略。 

• 焦点：能力建设、团结小组、为女性企业家提供小额信贷服务。 

• 网站：www.fonkoze.org 

 

「海地十万职位行动」：全球合作伙伴开展的这项全国行动联合商业团体、机构、非政府组

织和教会，共同异象是于二零二零年前创造十万个新工作职位。  

• 焦点：商界和非盈利部门的联系网络及能力建设，增加合作，创造本地就业职位。 

• 网站：www.100kjobshaiti.org  

• 电邮：info@100kjobshaiti.org 

 

研究刊物和文章 
 

· Doing Business 2014.Economy Profile:Haiti.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 The 
World 
Bank.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haiti/~/media/giawb/doin
g%20business/documents/profiles/country/HTI.pdf?ver=2 

· "Haiti:Where Has All the Money Gone?"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GD 
Policy Paper 004, May 2012.Vijaya Ramachandran and Julie Walz,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 Washington 
DC.http://www.cgdev.org/files/1426185_file_Ramachandran_Walz_haiti_FINAL.pdf 

· "Invasion or Infusion?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NGOs in Contemporary Haiti".The 
Journal of Haitian Studies, Vol. 13 No. 2 ©  2007.Mark Schull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http://www.hrdf.org/files/schuller-invasion-or-infusion.pdf" 

http://www.partnersworldwide.org/
http://www.fonkoze.org/
http://www.100kjobshaiti.org/
mailto:info@100kjobshaiti.org
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haiti/~/media/giawb/doing%20business/documents/profiles/country/HTI.pdf?ver=2
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haiti/~/media/giawb/doing%20business/documents/profiles/country/HTI.pdf?ver=2
http://www.cgdev.org/files/1426185_file_Ramachandran_Walz_haiti_FINAL.pdf
http://www.hrdf.org/files/schuller-invasion-or-infu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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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Aid Changed?Channeling assistance to Haiti before and after the 
earthquake".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for Haiti, June 2011.New 
York, NY.http://www.lessonsfromhaiti.org/ or 
http://www.lessonsfromhaiti.org/download/Report_Center/has_aid_changed_en.pdf 

书籍 

· “Poor Economics” by Abhijit Banerjee and Ester Duflo 

· “Entrepreneurial Solutions for Prosperity in BoP Markets” by Eric Kacou 

· "My Business, My Mission:Fighting Poverty through Partnerships" by Douglas 
Seebeck and Timothy Stoner 

 

网站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 The World Bank.Doing Business:Measuring 
Business Regulations.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haiti/ 

 

  

http://www.lessonsfromhaiti.org/
http://www.lessonsfromhaiti.org/download/Report_Center/has_aid_changed_en.pdf
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ha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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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商业营运个案：特里克斯制药厂 
 

 
 

企业联络资料 

 
特里克斯制药厂  

 

电邮：info@labfarmatrix.com 

网站：www.labfarmatrix.com 

 

主要联系人：  

拉尔夫•埃德蒙(Ralph Edmond)：Redmond@labfarmatrix.com 

 
 

背景 
 

历史 

特里克斯制药厂由拉尔夫•埃德蒙及阿兰•文森特(Alain Vincent)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合伙成立。

公司最初有五名雇员，开始制造医药产品，包括缓解肌肉疼痛的膏油及伤口杀菌剂。  

 

一九九二年，特里克斯制药厂搬到新地址，开始制造内部使用的产品，例如抗贫血药物、多

种维生素、矿物和抗酸悬浮剂。  

 

现在，特里克斯制药厂生产五十多种特别产品，有八十三名员工。他们的产品销售给公共卫

生部授权认可的经销商，在海地全国各地发售。  

 

信仰背景 

企业主拉尔夫•埃德蒙在天主教会长大；然而，直到一九九九年参加全球合作伙伴会议前，

他都一直认为企业和信仰是分开的。他说：「参加全球合作伙伴会议之前，我和神的关系就

mailto:info@labfarmatrix.com
http://www.labfarmatrix.com/
mailto:Redmond@labfarmatr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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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佛是神不在我的日常生活之中，我的人生被分为不同的部分。神星期日在教会，而且他只

在教会做工……他与我的企业毫无瓜葛。」  

 

他参加全球合作伙伴会议之前，还质疑此类活动，认为福音派意图利用它们改变非新教徒的

信仰。不过，他回到海地不久，就决定认真看待自己的信仰，成为委身的耶稣门徒。从那时

起，他把基督的信仰融入生活的每个方面，他和他的家人都成为天主教会的活跃成员。  

 

这位充满创新意识和动力的行政总裁之所以转变了心态，是因为他意识到：「你可以让神参

与企业的经营。」当别人问他这对他生命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他答道：「这改变了我敬拜神

的方式。」他现在每周与一个商人核心小组聚会一次，彼此督责。拉尔夫不仅学会了为神工

作、信靠神，还学会了依靠弟兄，他说：「我们彼此督问尖锐的问题。」 

 

「让神参与」还改变了拉尔夫的经营方式。他不仅付给员工公道的薪酬，还在充斥着秘闻、

阴暗、幕后交易的国家中做出罕见的事：采用透明策略，不要秘密。那些真正需要财务数据

的人，都能获取他们要求的全部资料，而且是完整准确的。 

 

除了公道薪酬，拉尔夫的员工还享有这个岛国上很少人享有的待遇：健康保险。此外，他们

还能享受在职的专业发展机遇。拉尔夫说：「我们让他们参与企业管理。我们在努力地分散

权力——将责任委派出去，教他们负责和接受问责。」特里克斯制药厂这个企业无疑为正确

营运企业树立了国家标准。 

 

专业背景 

拉尔夫•埃德蒙在海地修读药剂学，一九八四年毕业。然后，他前往美国深造，一九八九年

以荣誉资格于纽约巴鲁克学院管理系毕业。 

 

一九九九年末，拉尔夫•埃德蒙和另外两位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老板建立了海地基督教发展

合作伙伴，即全球合作伙伴的第一个海地分支机构。最吸引拉尔夫的是它致力于成为穷人与

富有者的桥梁。拉尔夫说：「在海地，穷人和富人属于两个世界，而海地基督教发展合作伙

伴提供一个平台，让穷人和富人在同一个层面上互相联系。我们不论穷富，基本上都是企业

家。」 

 

策略与异象 
 

宗旨 

特里克斯制药厂致力于生产和销售优质、价格合理的药物和营养补充品。这些产品的制造完

全符合国际标准。它们不仅安全有效，而且在全国享有良好的品牌声誉。对于病人来说，特

里克斯制药厂品牌意味着质量优良和安全。 

 

价值观 

企业的价值观在内部架构、生产线以及销售中明显表现出来。 

 

特里克斯制药厂通过提供当地人负担得起的优质产品，为改善民众生活素质作出了贡献。这

些产品都使用符合现行药理学标准的原材料制作，生产程序遵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与海地许多企业持有人不同，特里克斯制药厂及员工均缴纳政府要求的全部税款。拉尔夫问

道：「如果我们不交税，那么谁是在率先偷窃？我们只有向政府交税，才能向他们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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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目标 

特里克斯制药厂希望通过建立新的企业模式在国家发展中占据领导位置。他们是在海地完全

注册和设立的企业，因此对社会与合作伙伴有直接责任。拉尔夫说：「我们认为，如果不直

接而具体地参与社会生活，满足民众期望，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实现长远的业务和财务目标。」 

 

他们履行财务和社会要求，希望藉信息能实时传递和坚守透明的原则，树立现代企业的典范。 

 

特里克斯制药厂目前正在海地建立生产工厂，增加产品以满足全国医院的需求。  

 

其它事实与数据 

• 成立于一九八九年五月，起初的资金为两千美元，最初有两名所有者，三名其它员工 

• 现有八十三名员工，年总营业额约为三百万美元。 

• 近期即将开展的新项目可能直接创造多三十个工作职位，以及一百个间接职位。 
 

海地是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常常被自然灾害、霍乱及其它疾病、内乱、童工、贫困及食物

危机等问题影响。二零一零年，海地的婴儿死亡率是百分之七，人口平均寿命是六十二岁。

「在人均日收入约为两美元的海地，特里克斯制药厂是一家极其成功的企业」（赛贝克和斯

托纳(Seebeck and Stone)，二零零九）  

 

拉尔夫说：「在此地不容易把持着希望，人们很容易离开这里，前往美国谋生。我不想逃避

问题，而是想参与解决问题。即使我只认识十个和我并肩同行的商人，我们仍将一同为解决

海地面临的问题而努力。」  

 

特里克斯制药厂的产品主要在本地药界销售，买家是诊所和医院，以及一些非盈利非政府机

构。一小部分产品可能以本地的市场销售方法在大街上发售。 

 

营商事工经验 

经验教训 

二零一零年一月海地地震发生后，由于免费援助以及非政府机构、非营利机构、外国政府捐

赠的药物大量涌入，特里克斯制药厂失去了许多现有客户的生意。免费援助资金减少后，企

业才重整旗鼓。特里克斯制药厂还认识到，自己的劣势在于产品不充足，以致未能满足全国

所有需求，因此，它计划建造一个更具规模的厂房，增加生产能力。 

拉尔夫虽然参加过全国及国际社会无数的讨论，和商人以及基督徒弟兄姊妹进行过对话，但

是却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大的成功，尤其在影响海地商界高层方面。他说，在海地，较低层民

众更容易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  

尽管如此，他不会放弃影响商业社会，而是以身作则。他说，「用商业技能接触别人更加容

易，这比我当牧师更好，因为假如我是牧师，人们很容易不理会我。反之，我用营商行为以

身作则，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价值观，能更有效地传福音。」 

特里克斯制药厂期望能创造好的职位——中层管理职位，因为海地中产阶级真的缺少机遇。

交税是海地企业道德及经济发展的必须要素，但这也是所有商人的难题。拉尔夫说：「交税

和员工关顾是企业实践信仰的方式，而太多海地人喜欢走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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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角色是为了每个个人的福祉。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需要为了让社会进步做出牺牲，

但是，我们牺牲是出于爱，而不是有谁在拿着棍子强迫我们。」 

影响与成功 

「成功或做成生意，意味着能够在特定时间达到财务目标，同时接近我们期待的愿景。第二，

我们需要在社会内有良好表现，活出基督徒的榜样。第三，我们需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对于特里克斯制药厂来说，成功意味着企业增长而创造优质工作岗位，能够通过一系列产品

满足需求，通过以身作则（交税、接受问责、辅导他人）影响海地更广阔的小区。然而，拉

尔夫说，他不再在乎海地改变与否：「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我做的事情改变了他人，那么我

自己也会被改变；海地改变与否是神的事情。」  

 

社会影响：特里克斯制药厂创造中产阶级的岗位，影响其他企业主也按道德经营。至于多少

人见证了拉尔夫的作为，多少人和他讨论过关于商界对海地的社会和道德责任问题，实在难

以计算。  

 

经济影响：特里克斯制药厂用本地制造的产品影响海地经济，其中一些产品也出口国外。目

前，它已经创造了七十八个就业职位，而且未来的扩建计划将多创造三十个直接职位，及一

百个间接职位。它的年营业额达到三百万美元，在整个经济体造成连锁效应，增加了本地交

易的数目。此外，通过纳税给税务收入很低的这个国家，对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的重建做出

了贡献。  

 

环境影响：特里克斯制药厂坚守国际环保标准。扩建计划由一组经验丰富的德国工程师谨慎

带领，确保新厂房达到环保及抗震标准。   

 

属灵影响：拉尔夫是一个稳固基督徒商人祷告小组的成员，小组为成员提供批评反馈和属灵

建议。借着在商界的领袖地位，拉尔夫对他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为别人树立榜样、

辅导年轻人、以及在国内外会议上分享自己的见证。他自己的企业虽然以天国为焦点，却不

刻意改变员工和客户的信仰，而是以深厚的基督教价值观做生意。   

 

由于行政总裁拉尔夫•埃德蒙的个人特质，特里克斯制药厂成了一家成功的海地独资企业。

他不仅坚持更高的质量标准，而且对小区抱着仆人式领袖的态度，通过企业对贫困的海地造

成了巨大影响。目前，拉尔夫•埃德蒙在一系列董事会担任董事，包括海地基督教发展合作

伙伴和全球合作伙伴海地分会。他还分配时间辅导城市年轻人和其它商人，并且与另一些海

地基督徒商人一起团契。这就是他属灵之路的个人问责系统，他把企业的道德经营归因于此。

他态度坚定地说，人们之所以会接近他，首先是因为他的商人身份，而他分享商业技能之后，

就能分享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结论 

 

拉尔夫解决贫困的方案不是慈善或救援，而是通过投资海地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投资本国

民众。慈善机构帮助当地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不过拉尔夫认为，海地首先需要「在人的层

面上建立海地人。」 

 

在海地开展工作的非政府机构常常进口外国商品来提供服务，拉尔夫说服他们购买本地商品，

使用海地现有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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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鼓励私人投资者和商人来到海地，并且希望教会的侧重点从慈善救援转移到直接投资。 

 

他说：「我认为营商事工很重要，但首要还是营商。你不应该把营商和其它任何不是营商的

事物混淆起来。运用了这些商业原则后，企业会有盈利，你就可以使用利润开展福音事工。」  

 

来源： 

拉尔夫•埃德蒙访问，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采访者：劳拉•巴尔道夫（Lara Baldauf）(全

球合作伙伴实习生） 

Stoner, Timothy & Doug Seebeck. My Business, My Mission: Fighting Poverty through 
Partnerships “Ralph Edmond: Community Builder”. 
http://partnersworldwide.wordpress.com/2010/03/11/ralph-edmond-community-builder/. 

Partners Worldwide in Grand Rapids Michigan 制作。  

特里克斯制药厂：网站：www.labfarmatrix.com/aproposfarmatrix.htm 

Stukkie, Heidi. “Edmond: Transforming Walls to Bridges.”http://therapidian.org/edmond-
transforming-walls-bridges. 1/25 

 
 
 
 
 
 
 
 
 
 
 
 
 
 
 
 
 
 

 
 

  

http://partnersworldwide.wordpress.com/2010/03/11/ralph-edmond-community-builder/
http://www.labfarmatrix.com/aproposfarmatrix.htm
http://therapidian.org/edmond-transforming-walls-bridges
http://therapidian.org/edmond-transforming-walls-b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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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 商业营运个案：马克西马 
 

 
 

企业联络资料 

 

马克西马(Maxima S.A.) 
 

电邮：Evelien@MaximaSA.com 

网站：www.MaximaSA.com 

 

主要联系人： 

伊夫林•德吉尔女士，马克西马合伙人：Evelien@MaximaSA.com 

 
 

背景 
 

历史 

马克西马源于一位荷兰基督徒商人一九八三年建立的小型出口企业，那时它是一个公开的基

督教企业，名叫乔舒亚。它在适应加勒比商业环境的过程中经历许多波折，在重新建构企业

形象后，转化为在海地本地市场的私人工业企业。  

  

业务焦点 

马克西马创始之初，是海地市场中的高端棺木制造商，与进口奢侈棺木竞争。慢慢的，马克

西马更新产品，加入了橱柜生产线。今天，它已经成为海地的创新木制品企业，专业制造商

业家具（商店装饰、陈列架、传呼中心、酒店家具等）、民用家具和橱柜（适用于厨房、浴

室和卧室）。马克西马快速应对二零一二年的地震，转移生产重点，在产品中加入过渡性房

屋配件，为成千上万的海地家庭提供材料，受到良好赞誉。  

 

mailto:Evelien@MaximaSA.com
http://www.maximasa.com/
mailto:Evelien@Maxima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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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慈善机构：马克西马基金会，致力于帮助弱势海地民众享有自足的

优质生活。它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海地人找到工作。 

 

信仰背景 

马克西马的三名企业持有人都是公开认信的基督徒，其中一名来自天主教背景、一名来自荷

兰改革宗教会，另一名来自弟兄浸信会背景。 

 

其中两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宣教士心态，他们是伊夫林•德吉尔和凯斯•德吉尔(Evelien and 

Kees DeGier)夫妇，他们感到「神呼召他们前来海地」在企业中创造工作职位。他们的合伙

人斯蒂芬•维沃洛（Stefan Vervloet）初至海地时，与一家比利时钻石加工商合作，后来进

入过雀巢集团，他也具有营商事工的异象。伊夫林说：「长达二十年，我因为自己不是『真

正的』宣教士、不需要教会资助而感到内疚，为既难以融入宣教士社群、又难以融入海地商

界而倍感挣扎。而现在，我们对自己的角色很有信心，也得到了他人的理解和尊重。」  

 

二零一零年的地震是一个主要的转折点。马克西马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七千多个避难房屋

单位，赢得了尊重。他们是海地唯一一家具有工业层面生产线的企业，而且企业员工震后立

即开始工作，获得了民众注目。地震发生时，他们有六十二名员工，震后一年，他们发展到

拥有二百五十名员工。 

 

「信仰是我们企业的首要道德指南。我们有时候会提到自己是基督徒，不过我们不这样宣传，

也不开展圣经学习和职场祷告等活动，有时候我怀疑这样做是不是好事。」 

 

专业背景 

三名企业持有人都不具备前期商业培训：两名具有技术背景，另一名是物理治疗师。经过多

年实践和无数失败，企业持有人最终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接受商业教育，而不是「坐等主奇

迹般地赐给他们商业头脑。」他们一边阅读和学习，一边经营企业，伊夫林最近完成了商业

管理硕士学习。 

 
 

策略与异象 
 

宗旨 

马克西马的使命是： 

在创新、高效、安全的操作中生产优质橱柜，令员工能感到自豪。 

通过便利的设计、制造和安装，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价值观 

· 提高海地家具「行业标准」。 

· 成为海地履行社会责任、值得尊敬的企业。 

· 最高管理层应该是基督徒。 

· 最高管理层通过工作和产品获得个人满足。 

· 寻找快乐的员工，提供各个级别的优质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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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补低技能「廉价」劳动力 (他们不能掌握产品内部技术)与高技能高收入的劳动力 

(他们却不做一线操作)之间存在的鸿沟。努力教育中产阶级民众来从事「中产阶级岗

位」。 

· 视企业为属灵事工，正如我们视它为海地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希望缩窄非政府机构、宣教项目和宣教士普遍存在的「商业思维」差距。 

· 视倡导上述的领域为我们对海地以及曾经帮助过马克西马的人的责任（承传收到的祝

福）。 
 

业务目标 

· 以木材为主要材料、花岗岩为辅助材料的橱柜生产。（注意：橱柜生产包括橱柜制造

和嵌镶板的处理。） 

· 生产还可能包括「橱柜周边产品」（门、屋顶）。 

· 企业将保持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的产业化水平（不提供手工雕刻、特殊尺寸的棺

木）。 

· 目标是成为「制造商」，而不是「商品交易商」。 

· 如果有需求或者能有增值作用，会进口某些商品（如金属棺材）。 

· 马克西马作为「一站式购物场所」，为顾客提供从设计、生产到安装的整套服务。企

业服务构成了企业核心运作。 

· 成为「最卓越的」，不光是具有木制品历史的现代化有组织的生产商，还具有创新精

神，学习新产品知识和新技术，并与本地劳动力分享。  

· 马克西马营运使用资源为本的策略。 

· 马克西马的目标是帮助海地营造「智能学习环境」，途径是：一、使用现代设备；二、

生产优质组件；三、创新设计与新型生产方案；四、保障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五、

雇用「中产阶级」，教育并培训他们企业文化和心态，提供「智能化职位」。 
 

其它事实与数据 

 成立于二零零四年 

 目前有一百二十名员工 

 客户包括殡仪馆、个别户主、商业客户（旅馆、商店、公司和办公室） 

 销售额：从二零零四年的十五万美元到二零一一年的九百万美元 

 毛利率：约百分之四十五 

 净利润：约百分之五 

 企业满足当地对高端优质箱柜和家具的需求，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它之所以能够

存在，是因为拥有接受过国际高等教育的高层管理人员。 
 

营商事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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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马成立于一九八三年，当时是一个出口企业，以基督教名字「乔舒亚」命名，它公开

宣扬自己是没有正式商业教育或经验的基督徒商人团体。它在各个方面都遭遇失败，损害了

见证。 

伊夫林解释道：「一九八五年，我们重整旗鼓，这一次一点都不提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只有

在别人问我们为什么从事现在的事业、或为什么我们面对困难仍要留在海地时，我们才会分

享自己的信仰。我们现在成了海地受人尊重的商人，我们虽然不会刻意强调自己是基督徒，

但业务联系人都知道我们的立场。」 

二零一零年地震发生后，高端棺木和橱柜的销售额下降，因此马克西马转而生产过渡性庇护

房屋，获得了成功发展，员工数目从六十名增加到二百六十名。今天，马克西马继续针对市

场需求不断作出调整，根据转变的商业环境平衡自身生产能力。 

经验教训 

伊夫林分享了她从经验汲取的一些原则： 

• 首先，要善于营商。营商事工不能徒有其表，也不是拙劣营商的借口。  

• 视营商本身为良善之物：它能利用神赐的才能，提供工作岗位和尊严，生产价格公道

的商品和服务，帮助经济复苏。 

• 我们面临的一部分挣扎是，我们作为商人需要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以带来最大影响，

而不是分散精力去讨论营商事工的理论。反之，你只要做好你的企业，这就是你的事

工，不要浪费时间在空谈上。 

• 我们必须建立外界对我们企业的信心。国际机构不知道我们的能力，所以当他们带着

国外合同进入海地时，我们为什么要感到惊讶？我们需要宣传，让他们知道海地也有

达到行业标准的企业实践。 
 

影响与成功 

经济：有盈利，能自我维持；交税 

社会：提供安全的、人们乐意在其中工作的环境。努力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财务贡献。 

环境：回收利用，保护员工不接触有毒材料（避免吸入烟气）。成功达到了海地标准，如果

按国际标准，则可以做更多事情。 

属灵：在董事会和管理会议中祷告。 

 

影响的例证 

社会影响：他们建立了优质企业的声誉，就能够分享信仰见证而不损害企业信誉，并且参与

公益社会行动，帮助他人。此外，通过提供一百二十个工作岗位，他们影响了至少一百二十

个家庭。他们还在努力通过培训员工及雇用中层管理人员来栽培「断层的中产阶级」。他们

与进行房屋重建行动的非政府机构签订合同，提供产品，帮助至少七千个受地震影响家庭搬

入稳固房屋，做出了贡献。  
 

经济影响：企业二零一一年销售额达到九百万美元，提高了贫困的海地经济体中的货币流量，

没有让这些货币流向外国出口商。通过交税，他们在支持政府项目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环境影响：企业有意识地努力遵守环保标准，对环境影响较小。木材和原材料皆为进口，因

此不对海地砍伐森林的问题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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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影响：他们不采取刻意行动转变企业内部人员的信仰，不过，他们认为他们的商业角色

是广义天国的一部分，透过推动就业，建立了基督徒见证的价值。 
 
 

结论 
 

马克西马是带着开展属灵事工意图、但转移为适应市场的企业范例，它成功营运，通过拉动

就业、提供本地生产的优质产品改善小区条件，并且不妥协自身的价值观。海地尽管有持续

的基础设施和投资发展工作，却依然不容易创办企业。然而，马克西马的持有者们继续坚定

努力和创新，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企业对员工和客户产生着积极影响。企业能够直

接向外延伸。他们常常思考，还能以营商事工的名义做些什么其它事情，他们亦意识到企业

发展需要配合他们作为基督徒商人的自我发展。员工在企业中有晋升机遇，在岗位上活出有

尊严的人生，能够养活家人。伊夫林说：「企业本身就是神赐之物。创世记中这样描述——

神创造人管理大地，人的角色在工作里，而商人正能提供工作岗位。」   

 

来源：  

马克西马合伙人伊夫林•德吉尔直接访问与响应，采访人为全球合作伙伴实习生劳拉•巴尔道

夫（Lara Baldauf）。 
   

乔施•希尔斯（Hills, Josh），“Maxima, S.A. – Building a Better Haiti, Literally”. 

http://buildingmarkets.org/blogs/blog/2011/06/07/maxima-s-a-%E2%80%93-building-a-
better-haiti-literally/ 

图片源于：全球合作伙伴，马克西马   

 

 

 

 

 

 

 

 

 

 

 

 

 

 
  

http://buildingmarkets.org/blogs/blog/2011/06/07/maxima-s-a-%E2%80%93-building-a-better-haiti-literally/
http://buildingmarkets.org/blogs/blog/2011/06/07/maxima-s-a-%E2%80%93-building-a-better-haiti-lite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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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 商业营运个案：发电厂 

 

 
 

企业联络资料 

 

发电厂 
 

电邮：dgrouzier@gmail.com, admin@epower.com.ht 

网站：www.epowerhaiti.com 

 

主要联系人： 

丹尼尔•鲁齐耶 dgrouzier@gmail.com  

 
背景 
 

历史 

二零零四年，外国政府与海地政府官员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海地最迫切的需要，当时丹尼尔•

鲁齐耶提出开展一个发电项目，这就是发电厂的起源。当时，海地最迫切的四个问题之一是

缺乏电力供应。外国及本地投资者谈判了七年，才达成共识，不过，斥资五千万美元的三千

万瓦特发电站建设遇到了二零一零年地震，又由于震后民众恐惧霍乱传播而蒙上阴影。这些

事件造成发电厂建设面临更多障碍。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即震后一年零一天，发电厂才最终成为现实。它坐落在太子港一个

名为太阳城的臭名昭著贫困郊区。目前，它与海地国有电力公司（海地电力）签订了十五年

合同，并按照合同营运。   

 
 

业务焦点 

mailto:dgrouzier@gmail.com
mailto:admin@epower.com.ht
http://www.epowerhaiti.com/
mailto:dgrouzi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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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的长期愿景是依靠富有动力和能力的本地员工，使用有竞争力、环保的科技，成为海

地及加勒比区域领先的电能供货商，以此提高所服务小区的竞争优势。 

 

信仰背景 

丹尼尔•鲁齐耶成长于天主教会，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知道何谓善的。他说：「从一开始，主

耶稣基督的恩惠就临到我。」他定期与其他基督徒商人一起有祷告会（其中包括另一位营商

事工从业者，特里克斯制药厂的拉尔夫•埃德蒙），分享各自的日常关心事项和成功故事，

互相就信仰和家庭生活问责。丹尼尔说：「我要成为一个良好的基督徒、有爱的丈夫和父亲，

还要成为仆人式领袖。」发电厂所面临的障碍，只有通过坚定的信仰和仆人式领袖的委身才

能逾越。  

 

二零一一年，丹尼尔被时任总统米歇尔•马尔泰利（Michel Martelly）提名担任海地总理，他

的坚定信仰也在海地媒体中被简短报道。民众并非全部做出正面响应，也有人批评他如此公

开地陈述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他收到一些带有敌意的信件，内容是斥责他公开宣告信

仰。在他被提名担任总理的短时间内，他写了一封给海地民众的公开信，在信里他写下了这

些信仰宣言：「良善的神在我心中种下了让每个人享有爱与卓越的梦想，他告诉我，尽力而

为是我的本分，他挑战我逾越自身能力。个人能力的尽头就是信心的开始。有了坚定的信心，

我们能看见不可见的，相信不可信的，得到原本不可能得到的。」 

 

丹尼尔•鲁齐耶还为被集体埋葬在泰坦印圣克里斯托弗的地震遇难者组织正式的基督教葬礼，

因此声名远播。  

 

专业背景 

发电厂创办人丹尼尔•鲁齐耶在海地上层家庭长大，从小在天主教学校上学。他在海外获得

商业管理文学士学位，之后回到海地，与几个兄弟建立了一家轮胎销售公司。两年后，他回

到美国继续深造，获得乔治敦大学奖学金，完成会计硕士学位，后又获得达特茅斯学院商业

管理硕士学位。  

 

在华盛顿工作两年后，他进入海地政府财务部工作。在海地经历政治动荡期间，他回到私营

部门，开办了太阳汽车企业，它是海地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七年前，鲁齐耶先生受到时

任总理拉托图（Latortue）讲话激励，参加了海地政府、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都一同出席的会议，并在会议上承诺为海地提供电力。发电厂来自于这个承诺，

从理念诞生到二零一一年实际启动，经过了无数障碍。  

 

通过透明、有竞争机制的采购流程，发电厂与海地国有电力企业签订协议，承诺在未来十五

年内出售电能。 

 

除了这家企业，鲁齐耶先生还是「穷人的食物」组织的理事会主席。同时，他还担任其它组

织的理事，包括 SOFIHDES（海地领先的发展金融公司）、海地美国商会、自由企业及民

主中心、以及推广资本（第一家海地美国合作的投资银行）。丹尼尔•鲁齐耶还从二零一零

年起担任牙买加荣誉领事，并写有三本着作：“Vision or Illusion（2000）, "The Power of 

Ideas" (2002)与"Believe, Love and Hope" (2006)。  

 
 

策略与异象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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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的构想是私营部门以合理价格提供电能，解决海地电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在社会、经

济和属灵层面，它代表了一个期盼，就是贫困小区中最贫困的民众能因对神的信心和先进基

础设施的投资而受惠。发电厂的目标是生产额外的热能，把它销售给国有电力公司，增加本

地企业竞争力，吸引外界对本地小区的投资。  

 

价值观 

发电厂的核心价值观是正直、同理心和卓越。企业理念基于高道德水平、世界先进水平安全

标准、稳健财务控制、环保实践、仆人式领导及清晰的策略优先次序，在这框架内有责任地

营运。 

 

业务目标 

发电厂的长期愿景是依靠富有动力和能力的本地员工，使用有竞争力、环保的科技，成为海

地及加勒比区域领先的电能供货商，以此提高所服务小区的竞争优势。  

 

发电厂有意地选址在太子港非常贫困、人口密集的太阳城小区，希望吸引外界对这些地区进

行更多投资，拉动就业，改善当地经济状况。丹尼尔解释道：「抗击暴力的唯一途径，是在

贫困和排外最猖獗的地区建设现代基础设施，让国家有条件与邻国有效竞争。一个地区具备

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就会带来就业职位和创建财富。此外，如果你仿照我的榜样，教导小区

合宜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良善的神就会做成其余善工，自然而然地带来和平。」 

 

其它事实与数据 

· 发电厂直接雇用九十个人。  

· 发电厂向国有电力公司源源不断输送三千万瓦特电能，为太子港市提供总电量的三分

之一（二零一一年）。 

· 发电厂为一个复杂和昂贵的法律架构进行了大量投资，这架构中有超过四十一项合同

（为了达到外国直接投资者与借贷人的期望，共起草近一千五百页法律文献，法律费

用接近一百七十万美元）。 

· 发电厂每年为海地国库节省两千万美元，占全国经济回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 发电厂的建设遵照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标准。 

· 此项目是全国第一个私营部门发电项目，是在世界银行协助下进行国际投标程序而选

定的。目前，海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它拥有并使用轻柴油运行之设施的独立发电厂。

发电厂是一个重柴油设施发电厂，它比其它发电厂具有更大的成本竞争力，它每千瓦

特的生产成本是零点二三美元，而其它轻柴油发电厂的成本是每千瓦特零点三九美元，

后者价格相当于每桶原油花费一百一十美元。5
 

· 官方数据表示，海地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人口能够用电，而服务最好的地区每天能

用电八小时。如果把非法接入的也计算在内，用电人口的比例接近百分之二十五。按

照十五年购买协议，发电厂为国有电力公司提供电能。 
 

营商事工经验 

                                                 
5
 国际金融集团——世界银行集团，拟议投资概要。

http://www.ifc.org/ifcext/spiwebsite1.nsf/0/7B5D48107710B263852576BA000E2D06 

http://www.ifc.org/ifcext/spiwebsite1.nsf/0/7B5D48107710B263852576BA000E2D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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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鲁齐耶先生联络花旗银行探讨为此项目提供资金的事宜。对方告诉他，在海地

做成这事近于不可能，而且他必须自行筹措五百万美元的初期投资款项。鲁齐耶先生求助于

主要由海地人组成的朋友网络，一个星期就筹足了所需款额。然后，他在华盛顿见到了世界

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官员。  

二零零四年，第一版建议书提交给政府。然而，那届政府的代表还没签订协议就卸任了，继

任的普雷瓦尔（Préval）政府要求开展竞争采购流程。一年多之后，旨在选择最具价格竞争

力企业的投标流程完结，又过了一年半之后，才确定各方同意签署的合同内容。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花旗银行受到次贷金融危机的影响，不能提供资金。于是，发电厂

只剩下一纸合同，没有资金。就在此时，在海外生产设备的现代公司（Hyundai）威胁说，

如果收不到首期付款，就把项目剔出生产日程。发电厂在没有一分外界资金的情况下，向现

代公司支付了四百万美元。 

一小段时间后，鲁齐耶通过好几家本地银行以及约四十名投资者筹足了所需的总融资额。不

久，发电厂最大的投资者，一家多米尼加公司陷入麻烦，撤出了投资。国际金融集团给鲁齐

耶定下四十五天的最后期限，要求找人代替这家公司。四十四天后，他在韩国与当地最大的

电力公司——韩东电力公司签订了合同。  

企业建设的第一阶段要求修平地土，建立围墙，打入四百五十个地桩，因为该地不具备承受

设备重量的条件。围墙建完后，二零一零年的地震发生了，毁坏了即将接收设备的港口。船

运人员起先拒绝在太子港交货，而是想把这些重达十六千吨的设备卸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然

后经由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陆运至目的地。丹尼尔•鲁齐耶联系了太子港的港口经

理，一名委身的基督徒，并向他解释情况。结果，设备成功接收，建设能按照既定预算及时

间开展，而且达到了一切质量要求。丹尼尔总结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神迹，若不是耶稣

基督的恩惠，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成功。」 

经验教训 

丹尼尔•鲁齐耶的信心，以及他对于这是神的计划的确信，保障了这个项目经历七年磨难仍

能存活下来。有一次，他的妻子在海地被绑架，使他经受很大试炼。他分享道：「我曾经感

觉，出生在海地是一个负担，一个咒诅。它感觉像在脚踝上系着沉重的锁链。不过，我不久

意识到，生活在海地是一种祝福。在这里，我有机会在无家可归的人身上、在无以喂养孩童

的母亲身上、在得不到药物的艾滋病人身上…，每天看见并触摸到基督的面庞。」 

 

他还承认，在某段长达六年的时期里，他的其它企业销售给政府的产品极少，因为政府采购

人员想拿回扣。从这件事，他认识到：「你必须（在业务和信仰之间）做出选择，定睛看主，

主会指引你的道路。」  

影响与成功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成功服务太阳城小区，那么我们就能向他人证明，在众人取得合理回报的

同时，处于金字塔底部的人群也能获得财富。 

 

「对我来说，成功根本与财务成就关系不大。终极的成功，就是当神最后召我回家、问我：

『我饥饿时，你喂养我了吗？我赤身露体时，你给我衣服穿了吗？我在监牢里时，你看顾我

了吗？』的时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丹尼尔•鲁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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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的成功在乎克服障碍，并且在具有挑战性的商业环境中，作为新企业获得了辉煌的财

务成就。鲁齐耶虽然承认发电厂盈利丰厚，却担心海地电力公司能否持续营运下去，因为后

者每卖出一美元电力，只能收到十八美分。他苦口婆心地游说官员，鼓励他们通过附带优厚

薪酬的管理合同，把海地电力公司的管理责任交托给有能力的专业人士。 

 

发电厂的成功取决于主要客户（海地电力公司）的成功。海地电力公司的成功取决于它能否

为海地提供合理价位的电能，并取得相应的收入。丹尼尔解释道：「如果电力部门能够建立

健康的微气候，那么各种行业就能更加高效地运作，经济金字塔各个层级的创业能蓬勃发展，

公共照明能更加稳定，夜生活能回复正常，不同处境的儿童能学习、上网、进入二十一世

纪。」 

 

社会影响：本地及国际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家和投资者都认为：这个投资五千九百万美元的

项目将在海地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会创造就业职位、刺激本地投资、发展

基础设施改善海地民众生活并刺激经济发展（www.epowerhaiti.com）。 

 

这项投资预期将对本地能源部门和经济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尤其对于中小型企业。（荷兰

发展金融公司首席投资官于尔根•里格特林克（Jurgen Rigterink））  

 

营业额中抽取五十万美元用于照料太阳城儿童的课后托儿所工作。  

 

经济：发电厂已经投资六十万美元培训海地技术人员接管设备管理。截至今日，原来运作工

厂的韩国公司已经把责任移交给本地工作人员。此外，发电厂每年投资四十万美元在太阳城

内部和周围开展公益项目。自从创办时起，发电厂吸引投资的能力不断增长，它收到的投资

建议书常常超出能够处理的范围。  

 

发电厂提供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扩张所需的稳定电力，对海地经济复苏作出贡献。由于营运

高效、节省燃油，项目每年为海地国库节省两千万至三千万美元，占六千万美元硬件投资成

本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环境：工厂设计符合国际金融集团关于社会及环境可持续性的表现标准，也符合美国环境保

护署标准。和所有燃烧石油的发电厂一样，油气泄漏及碳排放都是令人担忧的事项，但工厂

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员工及所在小区。 

 

属灵：通过公益项目，发电厂传福音给最弱势的神的儿女，并且为他们重新为创建财富定义。

丹尼尔•鲁齐耶在企业中的见证通过企业哲学理念传达至所有级别的员工，提供在个人层面

中产生属灵影响的机会。 

 

他说：「我不试图改变任何人的信仰，而是遵照圣方济各的名言：『无论何时何地，务要传

道，必要的时候用口传。』现在，我们太多人都需要停止空谈，开始实干。」 
 

未来计划 

得到当局许可后，发电厂计划扩张至全国，而且专注收入最低的地区。企业赚到收入后，将

增加所服务小区的公益活动。丹尼尔说：「企业成功的不二法门，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

就如何对待别人。教导儿童关于婚姻、承诺、自我牺牲、爱神、爱邻舍的价值，你就为健壮

的家庭关系奠定了基础。健壮的家庭能带来健壮的小区，健壮的小区组成健壮的城市，而健

壮的城市构成了强大的国家。」 

 

http://www.epowerha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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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穷人的食物」提供的住房和其它发展项目，丹尼尔希望推动各个基督教宗派的道德领

袖服务最贫困的穷人，教导他们最好的圣经原则。他认为，海地的混乱状态始于缺乏以基督

为中心的家庭单元，太多儿童都生活在单亲家庭里。  

 

结论 
 

发电厂是营商事工的突出案例，它以仆人式领袖的心态、坚定的意志、以及对「所有善工都

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的信仰，勇于投资在超越个人能力的理念，正如丹尼尔•鲁齐耶的见

证。因他作为海地精英的一员，并且有具影响力的商业伙伴网络的扶助，使他更有能力完成

大型投资项目。与普通海地人相比，他有更多机会接触政府官员，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系统

中，他也面对着其他精英所面对的问题。  

 

他认为，自己作为基督徒仆人式领袖的任务是改善本国贫困小区的生活。有些营商事工从业

者疑惑该如何通过属灵见证让信仰影响职场与同伴，而鲁齐耶先生已经成功地结合属灵生命、

基督教价值观和商业技能，公开宣扬成功唯有来自神的恩典。项目创建和实施期间，遭遇了

许多障碍和迟延。然而，创始人达成企业目标的毅力，来自于对信仰的委身和仆人心态。发

电厂营运第一年就获取盈利，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海地与发电厂开展新型公私合营、发电厂向海地电力公司输送电力以后，见证了太子港电力

供应增加。这里的企业也摸索出如何克服能源、通讯、土地、人力方面的挑战，它们适应了

这里的商业条件，而且利润没有受到损害。」（海地商业周刊，“Haiti,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 An interview with Philippe Saint-Cyr.Executive Director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Haiti” published 9/3/12) 
 
 

数据源：  

全球合作伙伴与丹尼尔•鲁齐耶访问，采访人劳拉•巴尔道夫（Lara Baldauf）（全球合作伙

伴实习生） 

国际金融集团报告：
http://www.ifc.org/ifcext/spiwebsite1.nsf/0/7B5D48107710B263852576BA000E2D06 

发电厂网站：www.epowerhaiti.com 

保卫海地新闻网站：www.defend-ht.com 

今日塔克之星——达特茅斯学院校友录新闻（Tuck Today—Dartmouth Alumni News）：
http://www.tuck.dartmouth.edu/today/news/daniel-rouzier-t86/ 
 

 
 
 
 
 
 
 
 
 

http://www.haitibusinessweek.com/articles/21/haiti-the-land-of-opportunity
http://www.haitibusinessweek.com/articles/21/haiti-the-land-of-opportunity
http://www.haitibusinessweek.com/articles/21/haiti-the-land-of-opportunity
http://www.ifc.org/ifcext/spiwebsite1.nsf/0/7B5D48107710B263852576BA000E2D06
http://www.epowerhaiti.com/
http://www.defend-ht.com/
http://www.tuck.dartmouth.edu/today/news/daniel-rouzier-t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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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 文章：毫无帮助的救济 

 
毫无帮助的救济：海地震后好意成就坏事 

太子港丹尼尔•让路易访问，采访人杰森•贝尼迪克特（Jason Benedict） 

 

数据源：瑞金大学：创业中心（Regent University: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http://www.regententrepreneur.org/resources/interviews-2/aid-that-doesnt-good-intentions-
gone-awry-following-the-haiti-earthquake 

杰森：丹尼尔，前阵子在泰国的营商事工活动见到你很高兴。谢谢你接受采访，与我们的观

众分享你的信息。开始的时候，请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让路易：我叫丹尼尔•让路易，代表海地的全球合作伙伴机构。我在海地出生长大，但二十

一岁前往美国读大学。获得商学学士学位后，我回到海地，进入职场。我担任过顾问，在海

地一所大学教过创业学，在太子港经营一家小旅馆，也和同事杰奎琳•克拉穆尔合着一本即

将完成的著作，它暂命名为：「Transforming Aid to Trade:The Case for Haiti」，取材于我

在二零一零年海地地震后商界的经历。 

杰森：我想我们会用一些时间讨论你的著作，但请首先跟我讲讲小旅馆的情况。 

让路易：我们的小旅馆叫做三一小旅馆(http://www.trinitylodgehaiti.com/) ，是旅游网「猫

途鹰」在太子港地区评价最高的小旅馆。客栈是盈利性企业，我们乐意说，我们让顾客「以

小家庭旅店的价格享受到酒店式的体验」。 

杰森：太棒了，丹尼尔。说说二零一零年的地震吧，当时你好像就在当地？ 

让路易：是的，我在海地。地震发生时，我刚结束一场顾问约谈。到处都被毁坏了。就在马

路上，我前面公交车的窗户爆炸了。树木倒下了，发生了山崩，许多人受伤，哭喊求救。每

个地方都陷入了混乱。我不得不弃车逃走，天色很快变暗，我必须找到过夜的地方。等到第

二天，我才联系到家人。  

杰森：我们的心被悲剧牵动。国际社会和教会是怎样回应灾难的？ 

让路易：它们的回应有两点让我惊叹。首先，教会、福音事工机构、非政府机构、各国政府

都慷慨解囊，数额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国际社会承诺奉献一百三十亿美元的双边援助，现在

已经交付六十亿美元。教会、慈善机构和个人奉献了六十亿美元。第二件令我惊讶的事情是，

不良的援助模式造成海地失去机会，面临意料之外的后果。  

杰森：请解释一下。 

让路易：举个例子，美国援助第一年间，用来购买本地企业服务的费用只占总善款的百分之

一点六。其它所有的资金都用来购买美国产品，然后进口到海地。现在，海地共有一万两千

个慈善机构和非政府机构——有人甚至估计共有两万个这些机构，而政府记录显示大多数机

构都没有注册。他们为海地花费的金钱，是海地政府购买能力的四倍，但是尽管花了那么多

钱、付出那么多努力，海地却在某些方面退步了。 

http://www.regententrepreneur.org/resources/interviews-2/aid-that-doesnt-good-intentions-gone-awry-following-the-haiti-earthquake
http://www.regententrepreneur.org/resources/interviews-2/aid-that-doesnt-good-intentions-gone-awry-following-the-haiti-earthquake
http://www.trinitylodgeha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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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响应的机构优先提供食物和庇护场所，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到了震后第二个月，本地

商业已经开始努力恢复。我们海地有自己的食品产业和瓶装水产业，然而，这些非政府机构

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它们继续从国外购买食物和水，运送到海地免费发放。本地产业无法

和免费商品竞争，因此受到损害。企业土崩瓦解，员工大量失业。例如，某个机构开始用大

量货柜向海地输送花生酱。此举初衷良好，但我们本地花生种植农户和花生酱加工商都失业

了。几十年前，我们百分之八十的大米靠自己生产，今天，百分之八十的大米都靠进口。  

杰森：你想说，慷慨不是坏事，只是援助方式产生了意外的后果。 

让路易：对，慷慨令人赞赏，而援助模式需要修改。花在海地、购买本地商品和服务的百分

之一点六款项产生了影响，二零一零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负数，二零一一年跃升至百分

之四点五。我想指出，如果那几十亿有百分之二十五花在海地、购买海地商品和服务，那么

会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如果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合作，而不是损害市场经济，那么会产生多

大影响？ 

杰森：你对我说过，你的小旅馆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让路易：是的，我经营一家注册的盈利性小旅馆企业。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宣教接待所，它

们在政府注册为非盈利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作为商业企业注册。然而，它们不只为员工、

志愿者或来访者提供接待服务，还向所有游客开放，就像我们商业企业一样。这扭曲了市场。

我们的顾客要支付百分之十的销售税，我们的企业要缴纳税款，包括百分之三十一的利得税、

工资税、牌照费。对比之下，非盈利接待却不需交税。当我需要资金的时候，我要贷款、支

付利息，但他们只需募捐。东西坏掉了，我要雇用海地本地人来维修，而他们有宣教团队过

来免费帮助他们。他们用志愿者，我则雇用员工。他们钻税务漏洞，但这违反法律精神。我

们天国企业的价值观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杰森：你希望它们关闭么？ 

让路易：一点也不，我只是号召它们注册为企业。我的企业业绩良好，神在祝福我们！我认

为，我们有机会共同建立海地的接待工业。让我们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把西泽的物归给西泽，

让利伯维尔场运作。 

杰森：有些人会说，政府不透明，我们不交税更好。 

让路易：我要说，我们如果不交税，怎么能有发言权，要求政府负责？如果我们欠税不交，

那么是谁率先偷盗？我们眼中如果有梁木，怎能取出他们眼中的刺？神要我们顺服祂。如果

祂说「把西泽的物归给西泽」，那么我们应该顺服。这些税款能帮助建立基础设施，惠及企

业和社会，使海地能脱离依赖外界的恶性循环。  

杰森：关于这些方面，你在做哪些事情？ 

让路易：全球合作伙伴与和平红利企业联合发起了一项行动，叫做「购买海地商品，重建海

地」。在一年半时间里，我们在太子港召开三次大会，邀请主要的非政府机构面见本地商界，

在本地签订合同、完成他们的使命。在那段时间里，百分之七十的参与企业销售额至少上升

百分之十，有些企业的员工数目增加一倍。  

借鉴这些经验，我们还发起了「海地十万职位」网络（http://www.100kjobshaiti.org）。这

个网络的目标是帮助国际援助组织将自己的目标与创造就业和市场运作协调一致。援助如果

不符合市场经济，就会产生坏处，这也是我书写的主题。  

http://www.100kjobshait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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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要呼吁人们袖手旁观，而是大家要采取更好的策略。海地地震告诉我们，做错误的

事情比无所作为更糟糕。我相信，人们的心意都是好的，如果他们理解这些原则，将会造就

积极改变。我们只是需要更好的工作模式。  

杰森：丹尼尔，谢谢你接受采访，以及你在海地所做的工作。我们期待你的著作出版。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访问。 

如果你想联系全球合作伙伴及海地十万职位，你可以点击我们的目录了解更多。  

 
 
 
 
 
 
 
 
 
 
 
 
 
 
 
 
 
  

http://www.regententrepreneur.org/kingdom-business/business-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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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 书籍摘录：以贸易代替救济 

 
下文是即将出版著作的摘录，其内容关于通过机遇驱动业务伙伴关系，以恢复海地市场与全

球市场经济的协调。目标出版日期：二零一四年夏季 

 

以贸易代替救济：海地案例 

作者：丹尼尔•让路易与杰奎琳•克拉穆尔 

 

「爸爸，给我买点牛奶好吗？」我两岁的儿子迈耶想喝牛奶时，就会这样问我。他对想喝牛

奶的第一反应落在海地市场经济框架内。买牛奶在他看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迈耶还没有分

析的能力，他通过观察父母如何满足日常需求，接受了存在于其中的经济框架——市场交易。 

 

海地不管具有何种政治框架，都一直属于市场经济。海地无论经过殖民、奴役、革命、独裁

还是民主，民众的生活一直包含大大小小的交易，正是这些交易构成了世界市场经济的血脉。

如果说海地经济史给我们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市场的命脉虽然脆弱纤细，却依然存活。 

 

海地和其它市场经济体一样，是通过盈利性、可持续、创造职位和财务的业务机遇维持的。

按照字典定义，机遇是「获得进展或进步的好机会」，也是市场经济体的最大驱动力。另一

个常见的理解是，企业的基础目标是「盈利地满足需求」。企业通过了解、满足需求，才能

成长壮大。而且，机遇对于企业有实际应用，对经济和整个社会发挥连锁反应：满足客户需

求、为员工带来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加小区就业、为政府提供税收。是的，商业机遇若要

可持续，就必须实际而可赚取盈利。健康的机遇是市场驱动的，意思是企业能够响应并满足

客户需求，同时获得盈利。  

 

然而，海地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但最近几十年，国际社会却给海地提供更多援助。分发资

源——包括免费或折价商品和服务——的非政府机构也越来越多。根据智能信息检索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Retrieval）估测，今天在海地工作的非政府机构数目在

一万至两万之间。虽然海地非盈利援助模式处处可见，（这是个以世界人均计算拥有最多非

政府组织的国家），却因这些非政府机构崇高的努力输入国外援助而对海地带来损害。海地

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于物品免费发放和发展模式受到扭曲，以致本地产业一蹶不振，企业关闭，

岗位流失。  

 

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海地进行的介入在当地市场中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力量，而且是破坏

性的。美国政府在震后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二财政年度为海地投入了二十二亿五千万美元，但

是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点六花于本地上（全球发展中心）。进入海地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几乎

没有一点是购自海地。  

 

根本问题是一样的：国际组织把商品和服务输入海地经济，却不和海地本地商界进行交易，

那么就不能创造财富和机遇。海地不需要新的经济框架，海地民众需要工作职位，需要自己

选择未来的能力。 

 

我们建议非政府组织与私营商界合作，这样才能从无效而有害的国际介入中把海地挽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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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虽然贫困，却属于市场经济，进展如果想要达到可持续性，就必须得到市场经济的对待。

真正的合作和平衡的交易是海地经济未来的关键，这样海地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而不是成为

非政府组织的共和国。 

 

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高失业率小区、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商界都处在关键时刻。企业和

非政府机构通过贸易合作，能强化经济，保障当地社会的尊严和自我可持续性，符合所有人

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体内，创业精神和企业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创意引擎，而以贸易代替援

助是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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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 「十万职位行动」简介 
 

 

 

 

 

「海地十万职位」行动背景：  

海地震后重建期间，人们认识到非政府机构、企业和教会需要一个坚定的共同目标，才能在

救援、重建阶段结束后继续产生工作职位。于是，「海地十万职位」行动诞生了，并且在二

零一二年九月启动6。其目标是二零二零年一月前在海地创造十万个工作职位（震后十年）。  

 

全球合作伙伴（基督教非营利机构，异象是通过营商消除贫困）开展这项行动的途径是促进

教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策略伙伴关系，在海地的网络里建立十万职位，集中精力创造就

业。各个团体齐心协力，建设全国诚信企业，形成城市中小企业网络以及伙伴关系，提供辅

导、培训和支持，以利于成长并产生影响力。 

 

为了实现二零二零年前创造十万职位的目标，行动异象是

于二零一六年前，在海地十五至二十个大城市复制成功的

企业合作关系模式。通过不断加入新的实施伙伴，以及合

作机构与企业每年创造新职位，带来显着的增长和影响力。  

 

这项行动的一个策略合作伙伴是方克泽（Fonkoze），海

地最大的小额信贷公司，也是「海地十万职位」网络成员

企业的主要融资伙伴。此外，许多全球和本地机构（教会、

非政府机构、公司和基金会）都签署协议成为实施伙伴、

融资伙伴、活动倡导者！ 

 

前往 www.100kjobshaiti.org 了解更多，加入行动！「海地

十万职位」网络的主要原则如下页陈述。 

 
 

 
 
 

                                                 
6
 在震后企业复苏工作中，全球合作伙伴在太子港召开了三次「购买海地商品，重建海地」大会（分别在二零

一一年三月，二零一二年一月和二零一二年九月），帮助非政府机构、非盈利机构联系海地中小企业，帮助外

国非盈利机构购买海地本地商品和服务，通过海地劳动力开展重建，拉动就业。「海地十万职位」启动于二零

一二年九月的会议。 

http://www.100kjobshaiti.org/about-the-initiative/


 

海地区域小组报告 二零一四年一月                                                                                             

第 35 页 

我们是谁 

「海地十万职位」是一个由商人、教会、非政府机构和个人组成的网络，我们齐心协力建设

海地企业，振兴海地本土经济。 

 

我们的行动 

我们鼓励企业、教会和非政府机构在海地开展业务并采取下列原则，促进创造就业职位，支

持海地经济： 

• 在海地购买供应物品和服务            

• 尽可能雇用海地劳动力 

• 为海地企业提供建设性反馈，这样他们才能改进素质和服务 

• 通过商业培训及辅导，栽培本地企业主和员工 

• 宣传海地的资产、优势和强项，而不是贫穷 

• 与网络其它成员分享创造职位的最佳实践方法 

 

「海地十万职位」网络还为公司、非政府机构、教会与个人提供针对具体部门的网络平台，

这些领域是： 

 制造 

 建造 

 食品和农业 

 旅游业  

 

我们的信念 

 我们相信海地必须由海地人重建，辅以国际合作伙伴的同步指导 

 我们相信就业能建立尊严和赋予力量 

 我们相信中小企业有力量给本地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我们相信要分享最佳实践方法、互相学习 

 我们相信商人能够利用自身角色和资源，造福并转变小区和世界。 

  
www.100kjobshaiti.org 

 

http://www.100kjobshaiti.org/about-the-initi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