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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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福音拓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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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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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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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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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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种，浇灌，生长 

神富创意的设计：孵化 
 
企业孵化器涉及一系列旨在帮助企业创立、成长并最终取得成功而设计的活动。

近年来，营商事工孵化出现了，它是一种独特的活动，旨在以最大程度促进营

商事工企业的成功。一系列孵化模式以各种资源和服务，正在支持世界各地的

企业，例如：提供设备、基础设施、金融资本、督导、国家情况分析、培训、

商业计划书的制定、人员招募、促进潜在合作伙伴的联系（包括供货商、分销

商和消费者）。企业孵化是好的，它能荣耀神，亦是世界各地的营商事工需要

的活动。 

 
在本报告中，我们会简要地从圣经和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孵化，指出神的设计

是让我们发挥创意与祂协作，与旁人合作，好能多结果子。 

 
然后，本报告将以主流企业孵化活动的概观来帮助读者理解营商事工企业孵化

的基础。本报告中包括了主流企业孵化的类型、优势、原则及最佳的实践方法，

来为下面两类群体提供学习和信息： 
 

 考虑利用企业孵化器的营商事工企业主，以及 
 

 营商事工社群中那些以建立企业孵化器模型为目标的人士。 

 
营商事工孵化相对比较新颖，只有少量成熟的孵化器模型。本报告分享了一些

营商事工孵化模型，包括它们如何出现，它们的焦点，以及它们提供的服务种

类。当下许多营商事工孵化机构与活动都来源于已有的机构，尤其是福音拓展

机构。营商事工孵化器行列不断发展扩大，包括范围广泛的服务与专门领域。

专门领域包括不同以地域焦点的孵化器（如区域、国家或城市），以及针对具

体客户或企业类型的孵化器（如「自由企业」，本地基督徒，及跨文化团队）。

本报告附录提供了孵化机构的目录，以及六个孵化器的个案。 

 
孵化营商事工企业所要开展的活动，超出了主流及社会企业孵化器提供的标准

服务范围。除了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营商事工企业还关注属灵影响。这意

味着营商事工孵化活动要反映属灵、福音事工、神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在营

商事工孵化中，我们应该强调创意、协作、祷告和圣灵的带领，同时根据我们

的目标和情况，提供一系列高标准的孵化服务和资源。 

 
从目前营商事工的孵化及从经验得到的功课分析出来的强弱机危表明，虽然营

商事工孵化获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我们要做的、要学的还有很多。缺乏严谨

业务和成功的商业模式，是营商事工行动面对的一个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非常需要更多类型的营商事工孵化器，并且需要更有效率地建立网络，共

享知识和资源。本报告还对未来的营商事工孵化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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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浇灌、生长 
神富创意的设计……孵化 

 
导言 
企业孵化器涉及一系列旨在帮助创业型的企业成立、成长并最终取得成功而设

备的活动。下面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企业孵化器开展的活动，以及它们在小区

及国家发展中的角色： 

 
企业孵化器是一种经济发展工具，设计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营商支

持资源和服务，来促进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和成功。1
 

 

企业孵化是一种营商支持流程，它通过为企业家提供一系列有针对性

的资源和服务，促使初创公司和新兴公司成功发展。这些服务通常由

孵化器的管理人员制定或统筹，既在企业孵化器内部提供，也通过联

系网络提供。企业孵化器的主要目标是促成成功的企业，使孵化项目

获得财务可行性及独立性。孵化器所成功孵化的企业有潜能来带动就

业，振兴小区，将新技术产业化，加强地方和国家经济。2
 

 

企业孵化受到全球各国政府、从业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被

视为一个微妙、复杂、利于实现目标的流程，能支持创新者和创业者

过度发展及成长的早期阶段。它的出现旨在促进创造财富，为成熟经

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小区获得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做出积极贡

献。3
 

 

企业孵化器提供多学科、多样化的资源和服务，例如： 

 金融资本 

 设备与基础设施 

 督导和教练 

 企业管理专家 

 研究及分析 

 法律专业知识 

 人力资源 

 促进与潜在的策略联盟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包括业务模式提供者、供货

商、分销商和消费者。 
 

对于特别支持营商事工企业的企业孵化器来说，服务还可能提供额外的资源或

支持，例如文化、神学或福音事工的教导，以及祷告支持。 

 
近年来，企业孵化凭自身的特点成为扩展福音的策略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孵化

模式已被采用，来帮助创业型营商事工企业启动和成长。 

                            
1
企业孵化器定义（创业者杂志）http://www.entrepreneur.com/encyclopedia/business-incubator 

2
什么是企业孵化？（全国企业孵化协会） https://www.nbia.org/ resource_library/what_is/ 

3
通过国际企业孵化开展创新与创业（哈曼，二零一零年）http://www.isbe.org.uk/EMIntBusinessIncub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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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中，我们以圣经和教会历史的角度简要地审视孵化活动。然后，本报

告将以主流企业孵化活动的概观来帮助读者理解营商事工企业孵化的基础。本

报告分享了其中一些营商事工孵化模型，包括它们如何出现，它们的焦点，以

及它们提供的服务种类。本报告还分析了营商事工的孵化和从经验得到的功课，

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供未来行动参考。 

 

神的创造性设计 

 
圣经里的孵化 

孵化意即把一个活的机体维持在最利于生长和发展的环境中4。在农业环境中，

适当的孵化本来的含义在圣经的时代已很清楚，保罗在书信中拿种子孵化的过

程打比喻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上帝使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惟有上帝能使它生长。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到自己的报酬。 

哥林多前书三6-8 

 
哥林多前书的这段经文表明，首先，孵化是重要的，不管是在物质领域还是在

属灵领域；其次，协作或团队合作对于孵化是不可或缺。成功的孵化需要不同

的人或不同来源的多种贡献。神的作为是生长及结果的关键，这是圣经原则。 

 
教会历史中的企业孵化 

企业孵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企业孵化的历史并非属于本报告的范围，

我们却知道历史上有一些个人和团体从事着这些活动，相当于如今的基督徒社

会企业家或营商事工从业者。 

 
贵格会（The Quakers）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有一个座右铭是「属灵和溶剂」5。威

廉•韦斯特伍德（William Westwood）指出，贵格会的会堂发挥了企业孵化联络点的

重要作用： 

 
贵格会对英国社会及经济状况的影响完全与其人数不成比例。贵格会会友

数目虽然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二，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早期，大约四

千个贵格会家庭营运了英国的七十四家银行与超过二百家企业。贵格会的

信仰没有背负着圣俗二分化的重担，他们「把商业生活视为在世俗生活中

实现信仰理想的途径」。贵格会的会堂不仅仅是崇拜场所，还提供了经济

活动的平台。在会堂中，所有信徒彼此督察生命中的每个层面，商业事宜

也像其他各方面一样。事实上，任何人如果希望在商界立足，就「尤其必

须征得大会许可」，他的商业行为必须要不断接受其他同侪的监督。这种

                            
4
 孵化定义：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incubate 
5
通过企业建立天国(Building the Kingdom Through Business)，布里奇特•亚当斯(Bridget Adams)与马

诺基•赖塔塔(Manoj Raithatha)，三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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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是罕见的，尤其是在现代教会中，个人商业行为是很少受到理会的。

此外，大会的允准不只取决于「商业理念的完善性，还要确保它能保护更

广泛社群的利益，而不只是贵格会的利益」。6 

 

汉斯•豪格(Hans Nielsen Hauge)可以被称为一个单人孵化器。他对从十八世纪

末期至十九世纪初期挪威的信仰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文摘自全球营商

事工智库挪威报告： 

 
作为一个连环创业者，汉斯•豪格从一八零零到一八零四年之间创立了多达

三十家公司，几乎是每两个月就创立一个企业。他真是忙碌！这些公司不

是微型企业，而是大规模企业，例如工厂、面粉厂、造船厂、矿业公司和

印刷公司……他把利润用来继续发展企业，把企业经营和所有权转交他人，

之后继续开拓其他企业。7
 

 
从别人对汉斯•豪格的描述让我们知道他勤奋阅读，了解诸如科技和农业等许多

领域的知识。他不仅自己创立企业，还能洞悉商业机遇，鼓励其他人抓住机遇

创建企业。他又通过不同途径为这些发展中企业提供资源。当他到各处讲道时，

亦同时不断建立商业关系，探索各地建立新企业的潜能。例如，他会去了解瀑

布地区，带人考察是否可以创办一个水力面粉厂。他认识国内其它地区有相关

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就给他们写信，请他们前来帮忙。他还鼓励别人与他一起

创业。 

 
这两个历史案例告诉我们，在这些时期的基督徒很少受到圣俗二分观念的困扰，

因而更重视经济发展和企业增长。那些时期自然见证了许多新企业的孵化，包

括组织化的企业或非正式企业。 
 

 

企业孵化概观  

 
企业孵化器在支持新兴企业发展的同时，通常也考虑到本地小区的福祉，促进

本地、区域或全国经济发展。主流的企业孵化有着悠久而充实的历史，不过近

期出现了专注于支持社会企业的孵化器。这些孵化器的服务重点是那些除了完

成商业目标、还能产生社会及环境效益的企业。 

 
最近几年以来，营商事工企业孵化才成为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活动。一些组织很久之

前便开始孵化营商事工企业，例如控股公司太平洋资源国际 (PRI)，顾问公司艾贝克

企业集团 (IBEC Ventures)，或投资公司转化型中小企业 (Transformational 

SME)（见附录D，F，G）。但是，它们没有冠以「企业孵化器」的名号，而只是

                            
6
 《企业和教会都需要救赎吗？》——威廉•韦斯特伍德，切斯特大学未发表的文学硕士论文，二零一四

年五月引用：普廖尔，柯比，莫里斯（一九九八年），《一七零零至一八三零年之间的朋友社会及商业文

化》，刊于《现代英国的宗教、商业与财富》，劳特里奇出版社，伦敦与纽约，一百一十八页；以及《贵

格会式营商》，作者马克•刘易斯，刊于福布斯杂志http://www.forbes.com/2009/10/09/quaker-busines

s-meetings- leadership-society-friends.html 
7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nor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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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才更完整的认识到自己在营商事工孵化中的角色。在过去的两三年中，

出现了几家明确把营商事工孵化作为焦点的机构，但它们本身也处于发展的早

期阶段。这些旨在孵化营商事工企业的机构需要多方面借鉴主流企业孵化与社

会企业孵化，因为它们的目标和功能有很多共通之处。 

 
这节内容的目标是概括主流企业孵化的类型、好处、原则及最佳的实践方法，

以便为下面两类群体提供经验和信息： 
 

 考虑使用企业孵化器的营商事工企业主，以及 
 

 营商事工社群中那些以建立企业孵化器模型为目标的人士。 

 
孵化器类型 

企业孵化器是个宽泛的名词，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孵化器提供多种服务来

支持企业创建发展，其方式多种多样，在乎所处的具体地域、业务范围或焦点。

一些孵化器出自高等学府，一些孵化器位于城市中心区域。一些孵化器处理世

界各地的企业，而另一些孵化器选择集中于特定的城市、州省或区域。一些孵

化器支持任何类型的企业，而另一些选择只服务特定类型的企业，例如环保型

企业、响应社会问题的企业或特殊行业的企业。 

 
一些变动因素包括： 

 地域焦点（如全球、区域、城市） 

 位于何地（如大学、在线、商业区） 

 关注特定的企业或行业（社会企业、营商事工、科技等） 

 
附录A是一个企业孵化组织的目录，提供了各种不同类型孵化器的例子。 

 
「企业加速器」是一个通常与企业孵化器交替使用的名词。加速器与孵化器之

间的差异很模糊，不同人常常会做出不同界定。一些人说，它们的差异在于提

供的服务类型不同（孵化器提供督导，加速器提供融资），一些人认为它们的

区别在于企业发展阶段（孵化器针对初创企业，加速器针对发展阶段的企业）。

一般来说，加速器接受一群企业进入他们的项目，申请进入的过程具有竞争性，

项目包含融资内容。Y Combinator是一个著名的主流企业加速器例子。「普瑞

克西斯」(Praxis) 是一个基督徒企业兼非营利加速器，「聚焦装备更多受信仰

推动、致力于影响文化与社会的企业家，为他们提供资源」
8
。 

 
企业孵化的好处 

企业孵化器旨在支持企业发展，能为年轻企业带来许多好处。下文的节录概括

了企业孵化服务提供的一些主要好处： 
 

可承担的租金和可扩展性 

最明显的好处是能在一个成本承担得来的空间里发展企业，不用应付巨额

                            
8
 http://www.praxislabs.org/about/vision-history  

http://www.praxislabs.org/about/vis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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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金或建筑费用。年轻企业在还没有购买能力的阶段时，许多孵化器会

提供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设备与科技。 
 

以更低成本共享商业服务 

作为大批用户中的一份子，企业主能够共同分担必须的商业服务成本，例

如法律服务、会计和市场调查。 
 

更多成功获取商业贷款及专门领域的非商业贷款之机会 

许多孵化器有专业员工来帮助客户制定财务投售，制作对银行而言有吸引

力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此外，如果孵化器有良好的声誉，加上其前期客户

获得银行贷款后业绩良好，那么银行会更愿意与属于此孵化器的企业主合

作，制定合适其业务需要的非商业贷款项目。 

 

获得投资者融资的新途径 

风险资本家及天使投资人和银行一样，认为企业入驻孵化器是一个积极因

素，影响到新企业的长期发展。有声望的孵化器常常与大批风险资金建立

了关系，入驻企业主可以努力获取这些资金。 
 

网络与督导 

隶属于一个企业孵化器，为企业主创造了遇见成功企业家、金融专业人士

与零售采购员的机遇。孵化器或许会举办活动，促进企业建立网络，有时

甚至会安排接受孵化的企业去接受毕业企业人士的督导。 
 

与其他接受孵化的企业形成协同效应 

与同样在努力建立企业的人士协作，对于接受孵化的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

的好处。这使得企业有同侪，他们明白要面对的挑战，又能分享顺境和逆

境的经历。在孵化器环境中，企业有机会交流有益的理念和观点，而对那

些忙于应付日常营运的单独创业者而言，可能就没有这种机会9。 

 

此处列举的好处属于聚焦于特定地区的「商业区」之类的孵化器。许多传统孵

化器提供设备；一些孵化模式虽然不提供设备，却也有上述某些好处。本报告

聚焦提出各种形式及模式所提供的一系列孵化服务。 
 

尽管企业孵化器对于新生企业而言有诸多好处，企业也还是应该要研究和计算

实际的孵化成本。企业在考虑孵化器时，有几个注意事项。一位评论者注意到

下面几点： 
 

 虽然企业孵化器通常会提供某种督导，但是多数督导不是免费提供的。   

 成本或许囊括在租金中：企业支付的租金包括孵化器提供的服务费用 

 或者，孵化器或许会要求拥有一些企业股份，或要求企业以理念交换租金

和督导。 

                            
9
藉企业孵化器发展企业 ，全文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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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行大量前期研究，以免与不合适的孵化器签订计划。 

 权衡接受普通孵化器服务的利弊，以及具体行业孵化器服务的利弊。 

 企业要了解从孵化器毕业达到的必要条件和里程碑。10 

 

不过，如果企业已经努力研究并透彻理解了孵化器的服务，那么结论是孵化器

能为年轻的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孵化器能提供大量的帮助、支持

和督导，而创业企业家可能不具备这些领域的知识或经验。例如，孵化器能帮

助企业制定商业计划书，寻找投资或进一步融资。总之，孵化器真的是物有所

值。」11
 

 
企业孵化的原则和最佳的实践方法 

在商业界，企业孵化是一个被清楚理解、翔实记录的活动。企业孵化已经总结

了一些原则和最佳的实践方法，它们适用于任何背景，包括营商事工孵化行动。 

 
孵化器定义的要素包括为新生企业提供度身定做的管理指导、技术支持和

顾问服务。孵化器通常也为客户提供合宜的租赁空间和灵活的租赁计划，

公用的基本商业服务和设备，技术支持服务，帮助企业获得企业增长所需

的资金。12 

 
美国企业孵化协会(The National Business Incubation Association (NBIA))

描述了高效企业孵化的两个原则，陈述如下： 
 

1. 孵化器致力于令新兴企业有最大的成功机率来对小区经济健康带来积极影

响。 

2. 孵化器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活力、可持续且高效的商业营运模型。13 
 

美国企业孵化协会还描述了企业孵化的十项最佳的实践方法，概括如下： 

 
1. 忠于企业孵化的两条核心原则。 

2. 制定策略规划，包含完成使命可量度的目标。 

3. 使用商业计划书，建立能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架构。 

4. 招募合适的管理团队，提供合理薪酬。 

5. 建立高效的董事会。 

6. 把扶助客户作为优先事项，包括主动为企业提供建议和指导。 

7. 发展孵化器的设施、资源、方法和工具。 

                            
10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scott-dylan-highlights-value-of-business-incubato

rs-for-viable- startups-191786601.html 
11
同上 

12
什么是企业孵化？（美国企业孵化协会） https://www.nbia.org/resource_library/what_is/ 

13
 美国企业孵化协会：《成功企业孵化的原则和最佳实践》-https://www.nbia.org/ resource_library

/best_practices/ (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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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企业孵化器融入小区机理，结合小区的目标以及经济发展策略。 

9. 建立利益相关者支持系统，包括资源网络。 

10. 开展持续的项目评估。 

 
美国企业孵化协会关于孵化的最佳实践方法全文见附录C。 

 
营商事工孵化模式的出现 

 
全球都在敞开商业之门，创业从未像现时一样成为风尚。社会企业和社会效应

投资成了人们普遍理解的概念。在这些广泛的趋势下，有志于福音事工的基督

徒开始刻意地孵化营商事工企业。大学、非政府组织、福音事工机构、企业、

地方教会和个人正在创制工具、空间和教育材料，来为拓展神的国度而培育企

业。这部分内容将概括全球各地营商事工孵化器的趋势、模型和策略。 

 
它们如何出现 

大多数聚焦营商事工的企业孵化器都出自成熟的机构和实体，包括大学、事工

机构或其他类型的机构（基督教福音事工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不过，也有一

些例外。 

 
从成熟企业中出来的孵化 

一个例外是致力于孵化其它转化型企业的大型成熟企业。例如，太平洋资源国

际14从创立之初，其系心价值和功能便包含企业孵化。其业务的一个核心部分就

是提供商业服务，帮助在中国的初创公司。（关于太平洋资源国际的更多信息

见附录F）。 

 
另一个例子是「福利赛特 」(Freeset)，印度一家成熟稳固、打击性贸易的社

会企业。现在，福利赛特成立了福利赛特企业孵化器 (FBI)，来帮助许多类似

有志于服务穷人和被压迫者的「自由企业」。FBI为成长中的企业提供调研和资

源；「提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新企业的能力，提供一系列领域的帮助，其中

包括产品研发、设计、销售、市场营销、会计、法律和物流。」15 

 
从先驱孵化器中出来的孵化 

一些领受了独特异象的基督徒或团体开始了先驱创业孵化器，培育以基督为中

心的商业活动，它们没有前期的上层机构。少数此类孵化器的例子包括「普瑞

克西斯」 (Praxis) 及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约瑟商学院 (Joseph Business Schoo

l)。虽然它们未必直接了当地识别为营商事工孵化器，但是它们的核心重点都

是建立更多定意对小区产生属灵、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成功企业。 

 
约瑟商学院成立于一九九八年，它利用基于圣经的原则、资源和最先进环境，提供实

                            
14
 http://www.priusa.com/ 太平洋资源国际孵化器的个案见附录F。 

15
 http://freesetincubator.com/?page_id=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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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教导，为初创企业和新企业家提供「一站式」服务。它的异象是「帮助信徒建立

成功企业家和商业领袖的必备技能，使他们能够使自身和小区脱离贫困，荣耀神」16。

约瑟商学院提供一系列设施，例如会议室、办公场所、实用服务以及培训和教育，是

传统观念中典型的特定地区企业孵化器。约瑟商学院内设伊利诺伊小企业发展中心     

(Illinoi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 (SBDC))，这是美国唯一一个基

于信仰的小企业发展中心。 

 
创立者认为，普瑞克西斯旨在服务那些受信仰激励、立志产生社会和文化影响

的企业家。他们的做法是「每年接收十二家企业及十二家非营利机构进入机构

的两种加速器项目，在项目中，我们为这些组织的顶层决策者提供建立可持续、

高影响力组织所需的知识、网络和个人门徒培训。」17
 

 
韩国人士发起的「营商事工中心」是三十个人一起祷告和探讨营商事工异象的

结果。一个核心小组定期聚会，建立了营商事工中心及其培训模块，包括乔舒

亚商学院和禧年创业学院。18
 

 
从事工机构中出来的孵化 

不过，大多数当今的营商事工孵化器都出自现存的机构，特别是福音拓展机构。

福音拓展教机构孵化企业的动机各种各样，但其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是识别出更

多合适的基督徒商人来从事营商事工，建立完善的商业理念。这是为了响应许

多福音拓展机构遇到的挑战。这些机构虽然已经认识到营商事工是一种行之有

效的策略，但是却缺乏商业经验和技能。 

 
大多数案例都是先出现一个或几个注重商业、有较强商业背景的人士，这些催

化者往往曾在福音拓展机构内部工作，或与福音拓展机构密切合作建立企业孵

化器。一个这样的例子是「为祝福营商」 (Business 4 Blessing)，创办人有

着丰富的跨文化营商经验。她接着在一个东亚传统福音拓展机构多年，以提升

企业孵化成功的比率，最后建立了「为祝福营商」这个独立的顾问和孵化机构，

为多个组织及个人企业提供服务。（「为祝福营商」的更多信息见附录H。） 

 
艾贝克企业集团与B孵化器是另一个出自于福音拓展机构的顾问组织及企业孵化

器个案，而这个福音拓展机构是「十字架世界」(Crossworld)。这个机构希望

开展有诚信的营商事工和更有效地支持营商事工企业，于是建立了独立机构艾

贝克企业集团，几年后又建立了B孵化器。（艾贝克企业集团与B孵化器的故事

见附录G）。 

 
一些福音拓展机构希望建立营商事工孵化类型的组织，为那些不合适传统福音

拓展机构的架构或事工范围的营商事工企业提供服务。鉴于此，一些新孵化器

作为独立而特别的实体出现了，其架构与原有的创办机构几乎没有重迭。一个

这种类型的组织是转化型中小企业，它最初出自于福音拓展机构，却作为一个

                            
16

  http://www.jbs.edu 
17

  http://www.praxislabs.org 
18

 http://centerforb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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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事工投资公司而发展。转化型中小企业创建后，除了提供贷款投资，还添

加了孵化服务，如商业计划书评估、督导和人才招募服务，使企业有最大的成

功几率。（关于转化型中小企业的更多信息见附录D）。 

 
转化型企业集团 (Transformational Ventures (T-Ventures))是另一个福音拓

展机构（「世界企业」(WorldVenture）)创立的营商事工项目，目前处于世界

企业的领导架构中。过去几年间，转化型企业集团着重建立营商事工孵化器的

策略，这些孵化器被称为企业发展中心，旨在装备地区企业家，产生更大的天

国影响力。（关于转化型企业集团的更多信息见附录E）。 

 
除了福音拓展机构，大学、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基督教福音事工团体也

在开展企业孵化活动。 

 
从大学中出来的孵化 

在主流教育领域中，大学常常与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合作，开展加速器或孵化器

类型的活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创启实验室 （Globa

l Startup Labs）。高等学府认识到，成功的创业不仅仅要求企业家接受理论

教育，因此努力提供体验式教学，并提供企业创办及早期发展支持。至目前为

止，少数的基督教大学，建立了此类孵化器。 印第安纳州的安德森大学 （And

erson    University）是基督教学院及大学理事会的第一个成员学校，设立有

美国认证的孵化器。这个孵化器名叫旗舰企业中心 (Flagship Enterprise Cen

ter)，是与当地政府合作成立，其异象是「转化小区面貌，使其成为创业和企

业领袖的首选目的地，在服务地区创立新企业，促进就业，打开新市场，激发

经济活力和多元化。」
19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瑞金大学 (Regent University)

20
是一个聚焦营商事工孵化活动的基

督教机构。从二零一零年开始，它就一直通过设在卢旺达的企业发展中心（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来装备当地企业家。瑞金大学参与世界各地的项目，例

如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喀麦隆、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老挝、墨

西哥、秘鲁和乌克兰，异象是建立覆盖全球的企业发展中心网络。 

 
从职场事工中出来的孵化 

基督教福音事工团体中出现了一些类似孵化的活动，它们主要关注按照圣经原

则营商，以及装备职场中的基督徒。冠冕创业学院（Crown  Business  Vent

ure Academy)
21
就是一个例子。创业学院属于冠冕营商行动的一部分，是一个网

络的虚拟企业孵化器，为立志把家庭及企业生活与信仰结合的企业家提供资源、

支持和培训。它支持个人及家庭在圣经标准及创业精神的基础上，来规划、创

办和运营企业。它提供孵化器常见的服务，例如培训课程、融资途径和人力资

源，并提供一个自动商业计划分析程序。 

 

                            
19

  http://www.flagshipenterprise.org 
20

  http://www.regententrepreneur.org 
21

 https://crownbiz.com/venture-academy-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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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地域焦点 

虽然一些营商事工孵化器规定了目标区域，但是不同孵化器的区域范围可能差

异很大，包括地域模式和虚拟模式。 

 
例如，转化型中小企业是一个虚拟孵化器，它提供投资和孵化类型的服务。这

些投资和服务的提供者「来自全球社群，旨在帮助阿拉伯世界及亚洲地区基督

徒领导的中小型企业扩大规模，提高利润，促进产生全面影响。」转化型中小

企业的网站继续解释机构的异象和使命：「对全人产生全面影响，包括财务、

属灵和情绪健康，同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阿拉伯世界和亚洲是我们的目标

市场，而其中最极需帮助（包括财务和属灵需求）的人群是我们的首要目标群

体。我们管理着一个私营基督徒投资基金，资金由全球社群中的私营投资者提

供，以促进北非、中东及亚洲地区基督徒拥有和管理的中小型企业不断发展。」
22

 

太平洋资源国际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控股公司，孵化在中国境内的新制造工

厂，提供投资、选址可行性咨询、人力资源、企业规划、创启支持、跨文化培

训及其它服务。 

 
位于卢旺达的企业发展中心卢旺达之桥 (Bridge2Rwanda)，以及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São Tomé e Principe) 的小区发展中心，都是基于地区和国家的孵化器。 

 
其它关注神国度的孵化器采取「由小开始」的策略，着重服务小范围的地理区域。其

中一个例子是吉姆•哈特曼 (Jim Hartman)，他在波士顿创办了米利暗之家(Miriam'

s 

House Ministries)和梅尔维尔公园微型企业实验室(The Melville Park Micro

-enterprise Experiment)，「刻意关注一个小区域」，范围是距离机构地址半

英里以内。23吉姆希望通过分享圣经中关于管理和生命目的的原则，来帮助他人

提升技能。 
 

一些孵化器聚焦特定的地理区域，目标是在这个地区促进就业的群聚效应。转

化型企业集团所建立的企业发展中心便是一个例子。企业发展中心的异象和目

标是集中资源，在具有企业发展所需适宜条件的特定区域促进并深化营商事工

的影响力。它的目标是通过一群企业经过培训和督导的过程来在一个地区产生

成功企业的群聚效应，在小区产生并造就更多具有影响力的职位创造者，最终

由他们一同发挥更大影响力（见附录E）。卢旺达之桥的焦点与之类似，也是在

一个具体地理区域创造工作岗位。 

 
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通过在相似的市场进行复制来达到增长的目的。美国弗

吉尼亚州瑞金大学一直通过企业发展中心进行此类活动。瑞金大学致力于创建

能够进行复制的模式。他们发现，卢旺达是一个理想的切入地，因为那里容易

开展营商。企业发展中心与国际基督徒商会及卢旺达发展管理委员会合作，一

                            
22
 http://www.transformationalsme.org/about-us/what-is-transformational-sme 

23
 米利暗之家与梅尔维尔公园微型企业实验室：一个通过殷勤待客的呼召解决地区贫困问题的个案 http:

//www.egc.org/sites/egc.org/files/publications/err/ jim_hartman_miriams_house_ministries_ent

ire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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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融资运作、招募和举办一个为期十四周的创业培训课程。 

 
位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青年使命团 (Youth With A Mission)有着类似的目标。

他们在一家葡萄牙营利性企业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小区发展中心。其目标是

促进专业和个人发展，以及将自然产品产业化、商业化（如该岛盛产的水果）。

小区发展中心的异象是实现自我可持续，促进当地人口就业，提升岛屿的健康

和发展水平。圣多美小区发展中心是一个能够在非洲其他葡语国家进行复制的

原型。 

 
其他提供孵化类型服务的机构正在努力通过互联网做到服务能「跨越全球」。

例如，营商事工中心、转化型企业集团（贝塔企业集团）、创业学院和约瑟商

学院都在在线提供自己全部或部分的培训材料。 

 
服务和功能焦点 

虽然营商事工孵化器的数目相对稀少，但是它们提供的服务却涵盖许多类型，

具有多种形式。单是附录A提供的营商事工孵化器名录，以及附录D至附录I提供

的个案，就包括下列类型的服务： 

 可行性研究 

 市场调查 

 商业计划书的制定 

 贷款 

 督导或教练 

 法律专业知识 

 人才招募或猎头服务 

 商业培训 

 跨文化培训 

 专门商业服务（会计、行政、人力资源管理等） 

 财务系统及顾问 

 实习 

 国家情况分析 
 

营商事工孵化器通常提供类似主流企业孵化器的服务，作用也与主流孵化器类

似，但同时还常常添加了福音拓展、神学、文化或信仰方面的支持。例如，转

化型中小企业这样描述机构对于企业孵化的理解： 

 
企业孵化是一系列活动的集合，旨在通过提供多学科、多领域的资源和服

务，例如财务资本、督导和教练、企业管理专业知识、人力资源、福音拓

展眼光、促进企业与潜在策略联盟伙伴建立联系：包括企业模式提供者、

供货商、分销商和消费者，来帮助创立发展成功的营商事工新企业（见附

录D）。 

 
许多营商事工孵化器提供的服务结合了商业服务与跨文化或福音拓展服务。例

如，B孵化器提供标准福音拓展机构的常见服务资源，包括跨文化培训、婚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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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资源、危机预备和语言习得资源——当然，这些服务是由B孵化器外包给其创

办机构的。B孵化器也提供一些更为「标准」的商业服务，例如企业发展准备、

商业计划书制定、国家情况分析、法律专业知识等。 

 
营商事工孵化器之所以倾向于关注文化适应或区域资源，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客

户在开展跨文化营商事工，还有一些客户在商业或事工条件恶劣的地区从事营

商事工。例如，「为祝福营商」针对不同国家的法律专业知识数据库在不断增

长，来帮助企业应对政府规章。 

 
太平洋资源国际在中国的孵化服务和功能包括提供文化认识、市场分析及政府

关系。它们利用自身在中国的关系网络和跨文化经验来帮助新企业取得成功。 

 
一些营商事工孵化器在创立时，就提供全面的资源和服务，而另一些孵化器是

在发现需要之后才逐渐提供多种服务。例如，转化型中小企业在开始的时候主

要为处于增长期的营商事工企业提供贷款，随着时间进展，却发展出一系列孵

化类型的功能，配合原初的目标。与之对照的是，B孵化器在创立之初就在事工

策略中包含了二十余种服务类型。 

 
许多营商事工孵化器把教育或培训作为出发点，或者在服务过程中一直高度关

注教育和培训。不同孵化器提供培训的方式差异很大，有的通过工作坊式的环

境培训一组人员，有的提供在线课程，有的通过教练或顾问开展教育。B孵化器

研发了标准的培训课程材料，免得顾问需要不断解答基础的商业问题。转化型

企业集团把机构在亚洲制定的商业培训材料发布在在线24，以便机构遍布全球各

地的企业发展中心及其他团体或个人使用。 

 
营商事工孵化器一个鲜明的功能是以圣经原则为基础，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解决潜在的

世界观问题。它们意识到，地区文化心态，尤其是基督徒和当地教会的心态，普遍需

要更新。孵化器使用基于圣经的材料来处理一系列问题，如诚信行为、关系问题、商

业实践、对待钱财的态度、规划等问题。例如，加拿大温哥华瑞金大学 (Regent 

College) 的职场研究院建立了一个社会企业孵化器，旨在「以神学引领企业设

计和营运的每个方面」25。 

 
转化型企业集团在建立企业发展中心之前，特意花时间「撒种」，帮助当地教

会领袖理解营商事工异象。转化型企业集团和其他机构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

决世界观的问题。在世界许多地区，当地教会（以及教会中的基督徒商人）都

不熟悉或不接受营商事工，甚至不理解以基督为中心的营商理念。转化型企业

集团在玻利维亚建立的企业发展中心为了使人们从长期理解企业孵化，甚至暂

停了商业发展活动。他们正在研发资源和培训课程，来帮助教会领袖理解企业

在社会中的作用，激发教会中的商界人士成为圣俗二分的桥梁，悦纳营商的呼

召（见附录E）。 

 

                            
24

 http://www.beta-ventures.com 
25

 http://marketplace.regent-college.edu/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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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不同的营商事工孵化器会采取不同方式对待目标客户或受众。一些

孵化器专注于建立营商事工企业（通常是跨文化企业）的基督徒创业家，或团

队。另一些孵化器着重服务某一国家的基督徒企业主，目的是转变特定区域或

国家的社会经济动态。还有一些孵化器为了建立足够大的客户群体和实现可持

续性，为更大范围内的企业主提供服务。 

 
另一个特色鲜明的做法，是注重创造新企业繁荣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条件，而不

是只关注眼前的个别公司。例如，卢旺达之桥在建设一个商业饲料厂及分销网，

为全国提供牲畜饲料。这样，就会有更多家庭能够建立畜牧场。卢旺达之桥会

通过培训、评估和支持，提供商业发展领域的帮助（见附录I）。 

 
营商事工孵化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营商事工孵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许多孵化活动出现的时间少过五年。然

而，仍然有机会来评估营商事工孵化的目前状态，识别经验所得的功课，为将

来行动提供建议。 

 
强弱机危分析 

在这部分内容里，我们将概括营商事工企业孵化所面对的强项、弱点、机会与

危险。 

 
强项 

你认为现有营商事工孵化模式的强项是什么？有什么独特的资源能够加以利用

的？ 

 我们是神的仆人，有神的指引和保守。 

 祷告。 

 营商事工社群中已经提供广泛类型的模式和服务。 

 不同类型的团体在参与营商事工孵化。 

 孵化是一个被认证过的商业策略，证据显示，接受孵化的企业有更高的生

存率。 

 更多以营商事工为焦点的加速器和孵化器开始涌现，能够从积累的经验学

习。 

 营商事工社群网络不断增长，能够支持营商事工孵化工作，共享资源。 

 在营商事工领域，人们有诚信，这是商业发展的良好基础。 

 营商事工孵化器能够通过策略性的输入，大幅改善企业的成果。孵化器在

信徒福音事工心志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商业技能，使他们更有信心和能

力去获取商业成功。 

 营商事工孵化器是所在地区的机会创造者。 

 营商事工孵化通常以整全的眼光不仅关注营运、法律、财务及其它纯商业

的问题，还处理信仰、文化、世界观、家庭和社会的议题。 

 
弱点 

你会改进营商事工孵化领域的哪些方面？哪些方面的资源比较稀缺？其他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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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认为哪些方面是弱点？ 

 世界各地纯粹的营商事工孵化器数目相对稀少。 

 现有的孵化器不互相联系，不共享有形及无形资源。 

 缺乏同时兼有商业和福音事工经验的人来教导、培训或督导他人。 

 缺乏特定领域的专业素质，如人力管理和科技专业知识。 

 相对缺乏能够接受孵化、为投资做好了准备的（优质）营商事工企业。 

 福音拓展机构欠缺能力，影响了商业模式和商业计划书的质量。 

 营商事工企业常常在条件困难的地区，造成投资风险大，资源稀缺。 

 企业不愿意或不能够支付孵化服务。 

 孵化决策上缺乏严谨的业务，造成孵化器或企业希望督导或催化那些业务

正在挣扎中和财务有问题的营商事工企业。从历史上看，福音拓展机构或

营商事工机构感到自己必须孵化某种业务，从而造成错误的决策和不明智

的投资，或缺乏足够的合约。 

 缺乏能够承受压力的大型孵化器。 
 

机遇 

营商事工孵化面对着哪些机遇？营商事工孵化能够利用什么趋势？强项如何能

够转变为机遇？ 

 创业潮流方兴未艾，人们想要创办新企业。 

 世界经济和贸易在增长。 

 全球各地都欢迎商业投资和发展。 

 欧洲（和美国）处于危机之中，有技能的人士愿意前往其它（发展中）国

家。 

 许多经济体正在发展，而且愿意进行海外投资，例如全球最大的福音拓展

工人差派国之一巴西。 

 物品的互联网和服务的互联网将使企业专门领域更加细化，找到各自的细

分市场而生存下来。 

 神的子民中有一些熟稔的技能和经验有待接连起来。我们可以把这批人引

入营商事工孵化，这对于神的国度而言是一件美好的礼物！ 

 营商事工的生态系统在全球不断增长，联系也日渐增多。 

 在今天的福音事工领域，企业孵化是事工上一个实实在在的迫切需要。许

多利益相关者都已做好准备，来彻底转变事工和企业的运作方式。 

 「职场浪潮」以及那些整合工作和信仰的企业都为营商事工浪潮奠定了稳

健的基础。我们可以呼吁全球信徒重视这一趋势，动员对万国未得之民有

热心的人士。 

 我们有机会在学校、研讨会和大学的环境中，在学术界开展教育和动员。 

 商学生和商界专业人士已准备好接受这个信息：留在商界中用生命事奉主。 

 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来复制成功的商业模式。 

 
危险 

有什么可能损害营商事工孵化的危险呢？营商事工孵化存在的弱点使它面对哪

些危险？哪些政治及环境方面的危险可能对营商事工孵化产生严重影响？ 

 事工环境恶劣。政府或社会认为营商事工孵化即为迫人改教的行为。 

 商业环境恶劣。缺乏商业及企业孵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框架。高度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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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腐败。 

 基督徒没有意识到支持和发展营商事工的必要性。人们不理解孵化过程的

价值。营商事工孵化是新生事物，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营商事工孵

化过程。许多教会和福音拓展机构还没有接受营商事工孵化理念。 

 教会和一些福音拓展机构认为营商事工只是一个「阶段」，一个用完即弃

的临时策略，限制了营商事工的发展。 

 圣俗二分化造成教会内部轻视营商和企业孵化的价值，阻碍了基督徒创业

人和商界专业人士参与营商事工。 

 教会里缺乏有志于福音事工的基督徒，尤其是拥有营商事工商业技能及品

格的基督徒。 

 使众人理解营商事工的异象、帮助牧师和教育者理解营商事工还需要走过

一条漫长而缓慢的道路。如果教会领袖不理解营商事工，那么就很难动员

教会内部的商人。我们需要回到草根层面，先造就那些将要「造就圣徒」

的人，在此之前，还要转化那些训练牧师的神学院和大学。 

 虽然新一代潜在的营商事工从业者较少受到圣俗二分思想的阻碍，但是来

自债务、家庭、房子和稳定工作的压力或许会延迟或阻碍他们参与营商事

工。 
 

从营商事工孵化经验所得的功课 

 
营商事工孵化包括「额外维度」 

孵化营商事工企业开展的活动，超出了主流企业孵化器标准企业服务的范围，

甚至也超出了社会企业孵化器的服务范围。除了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营商

事工企业同时关注属灵影响。这意味着营商事工孵化活动提供的培训和服务要

反映属灵、福音事工、神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因素。 

 
这些额外的维度将涉及范围广泛的孵化活动，比如说：依照圣经世界观教导价

值观和原则，在商业发展中结合福音事工影响计划，以及提供专门服务以响应

跨文化环境中遇到的挑战。 

 
来自转化型中小企业的彼得•肖卡特 (Peter Shaukat) 这样描述企业诞生过程

的五个阶段：预备、洞察、游说、规划和坚持（见附录D）。据他观察，营商事

工孵化的一些「额外维度」有： 
 

预备阶段 

这是「婴儿出生」之前的阶段。在一个人走上营商道路之前，预备阶段就

已经开始了。在预备阶段中，从业者从自己的福音事工呼召和生活经历，

认识到神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以及在营商事工实体开始孵化之前，神在

他们生命中编织出来的图画。准备功夫包括商业和事工两方面的预备。神

在这两方面，对他们的技能和能力做了些什么？督导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

告诉我，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什么？告诉我你如何理解神对你的呼召？告

诉我神在哪些方面预备了你？孵化过程需要从这里开始。孵化营商事工新

企业，乃是神在前期已经开始了的作为的自然结果。 



营商事工孵化议题小组报告 - 二零一五年五月 页码 19  

 
 

洞察阶段 

洞察阶段是下一个阶段。在洞察阶段，你要努力理解神呼召你前往从事营

商事工所在地的环境，以及神希望通过企业达成什么旨意。企业所在地的

商业环境如何？有哪些业务需求？有什么市场？具体的福音事工元素是什

么？神关于当地族群的事工呼召是什么？神在如何兴起你的企业？在洞察

阶段，你要回应的问题是：企业的商业和事工重点分别是什么？这是新企

业酝酿期的开始。 
 

游说阶段 

孵化过程中的游说阶段主要涉及团队的建立，即游说别人与你合作。如果

你认为一个人独自创办营商事工企业风险高，难度大，那么企业孵化过程

就将涉及游说阶段。游说阶段接续着洞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你将异象

传递给别人，建设企业团队，使投资者就位，让配偶参与进来，以及开展

其他相关活动。游说阶段也包括与本国基督徒合作，一同了解本地环境和

商业状况。 
 

规划阶段 

由于营商事工不是纯粹的商业企业，所以营商事工企业的规划过程将涉及

事工规划和属灵影响规划。这可能包括文化适应和语言学习阶段，例如与

一个本国家庭同住，或采取其他必要的准备措施。 
 

坚持阶段 

这属于启动周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婴儿出生」后的阶段——你可能

会夜不能寐，婴儿或许要经历出牙期的疼痛！孵化过程即包括坚持渡过企

业初创期。你在这个时期需要哪些东西？这时，你需要实地的督导、指导

和支持，也需要祷告支持。 

 
在营商事工孵化过程中，祷告和神的带领是有力的帮助，要把它们与诸如商业

规划、投资或督导一类的「常规」商业服务结合起来。我们在参与营商事工孵

化过程时，需要认识到圣灵在如何带领和预备前方的道路。 

 
福音拓展机构需要改变方法 

目前，许多现有的营商事工孵化项目都来自福音拓展机构。这种现状的催生因

素一方面是事工的工场对于营商事工策略有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是福音拓展机

构希望增加稳定营商事工企业的数量。这些新生的营商事工孵化组织有两个主

要的组成因素：一个有商业技能的催化人员（或团队），以及招募、装备、委

派营商事工从业者的全新策略。 
 

按艾贝克企业集团的拉里•夏普 (Larry Sharp) 的看法，他认为有必要做出下

列调整（附录G）： 
 

找到合适人选来开创营商事工企业是主要的挑战。许多蒙召参与传统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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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的人都没有经营企业的能力。我们需要找到那些神呼召参与营商的人。

然而，常常有人告诉他们，如果你真的想侍奉神，你就要成为宣教士，你

就要去上圣经学校。如今，他们还是不断听见这些论调。我们需要找到这

些人。让我们在神的百姓中间寻找有能力成为企业一份子或有能力开创企

业的人，让他们创业或支持企业——让我们找到他们，他们就在我们教会

中，让我们装备他们，差遣他们。为营商事工采取正确的招募、装备和委

派流程是真正的关键……许多福音拓展机构依然在试图做一些小调整，好

「留在那里，得到签证」。我要说的是，营商事工不是一种小调整。我们

需要招募有新品格的人，他们同样有志于事工，热心，而且能赢得门徒，

但是他们同时有营运企业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需要更强壮的企业和孵化器 

那些为将要成为营商事工孵化的孵化器面对一个实际挑战，就是有些自称「营

商事工」的公司缺乏商业意图。一位议题小组成员分享说： 

「许多人都在制定包含了各种途径和选择的商业计划书。其中许多计划书

虽然是有好意的人的伟大梦想，但是不值得投资。为了督导他们，让他们

做好成功所需的准备事项，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他们交流。但是，他们

要么有时候对于商业理念没有恒心，要么就是不愿意为创办企业做出真正

的牺牲。他们要利用『企业』达到自己的目标，却没有真正的企业心。」 

 
还有一些营商事工企业虽然真心实意地希望建立一个能够盈利的可持续企业，

但是缺乏必要的商业经验或技能。当然，一个解决办法是发展更多的营商事工

孵化器，为创业者提供全面的培训、督导和支援。不过，如同上文所强调的，

另一个关键挑战在于动员并招募到合适的营商事工人选。 

 
营商事工孵化器也需要健康发展，有健全的商业方法和相当的规模，才能消化

孵化相对高风险企业带来无可避免的冲击。来自太平洋资源国际的德怀特•诺斯

壮（Dwight Nordstrom）这样说（附录F）： 

在你投资资金或服务时，要考虑到当孵化企业失败时，自身消化冲击的能

力，要选择优质的商业模型……如果你的企业还不能够消化失败的冲击，

那么就不要孵化新企业。 
 

 

营商事工企业面对着一些独特的挑战 
那些坚持采用优良商业实践方法的营商事工企业也要面对着挑战。在《降低存在营商

事工中独特的商业风险》一文中，托马斯•沙克尔博士 (Dr. Thomas Shaker) 基于

一个具体的个案研究，概括了营商事工六个鲜明的风险源头26： 

1. 不能建立令人信服的商业建议书 

2. 在低利润领域营运 

3. 资助的幻象 

4. 监管和法律合规的迷雾 

5. 员工风险 

                            
26
  圣方济各杂志，三号第三卷，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http://www.stfrancismagazine.info/ja/Reducing%

20the%20Distin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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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权风险 

 
不过，沙克尔博士接下来说，「艾格利特」等组织的活动将从几个方面大大帮

助营商事工企业（艾格利特是一个营商事工孵化器兼投资集团，出于安全原因

在此处使用化名）。这些帮助包括：帮助个别公司建立更广阔的网络，节约从

商业资源网络获取资源的时间，关注投资利益，确保企业妥善使用投资资本且

产生收益，来促使企业实现事工和商业双重目标。即使面对着这些挑战，营商

事工孵化器依然在促进营商事工企业获取成功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营商事工孵化的一个关键是协作 

孵化议题小组认同沙克尔博士把建立网络作为营商事工孵化积极因素的观点。

现有的营商事工孵化器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它们的产生方式、区域焦点、规模、

目标客户和服务范围都具有多元性。新出现的营商事工孵化器能够在自身的专

门领域里发挥创造力，也有广阔空间与其他组织开展协作，例如其他孵化器、

营商事工企业、营商事工服务提供商、教育机构、教会或福音拓展机构。 
 

 

彼得•肖卡特强调，一定要完整地看待营商事工生态系统，并指出营商事工孵化

中的四个关键角色： 

 
营商事工孵化涉及四种角色：学术界、会众、机构和实现者。 
学术界——在营商事工领域，孵化也在学术环境中进行。 

会众——本地教会，本地会众……一些教会的规模已经达到群聚效应，具

有足够数量的营商者来开始拉动营商事工的孵化……会众在异象形成、动

员过程和建立工作及事工的神学基础方面，都有策略性作用。 

机构——包括那些接受营商事工的传统福音拓展机构，也包括以具体作用

服务营商事工生态系统的一切组织，例如融资团体或孵化团体。 

实现者——将要建立企业的男女门徒。没有这些人，就没有营商事工孵化！ 

（更多内容见附录D。） 

 
随着营商事工浪潮中志同道合的企业及组织建立网络的能力不断增强，将会有

更多以营商事工为焦点的财务、人力及知识资源可供营商事工新企业开发。相

反的，一个劣势在于方兴未艾的营商事工浪潮目前缺乏资源和网络。这首先反

映出营商事工孵化器数量不多，现存的少数孵化器缺乏网络、联系和知识共享。 

 
营商事工孵化器没有明确具体的业务模式 

关于哪种方式适于为营商事工企业提供融资和资金支持，存在着一场争论（参

见营商事工智库融资报告27），是关注投资融资、捐助资金抑或混合模式。与此

并行，与营商孵化器有关的辩论亦在酝酿中，一些人坚定地认为营商事工服务

应该像营商事工企业一样营运，达到财务可持续性；另一些人认为，营商事工

企业市场有限，营商事工孵化服务要盈利会面对挑战，因为营商事工企业要么

是没有能力支付，要么是压根不认为自己需要这类服务。 

                            
27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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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引文描述了这种现状： 

 
B孵化器以「自助餐」的形式提供商业服务，企业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自行

选择需要哪些服务。这种方式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营商事工企业自行选择服

务类型，有时候不愿意为那些对企业来说意味着生死攸关的服务付费。

（拉里•夏普，艾贝克企业集团，附录G） 
 

 

我们不应该创办孵化器来提供免费服务或补贴大部分费用的服务。我们必

须以建立收取费用的孵化器为目标，其服务收取的费用应该接近市场价格。

否则，我们的营运便类似于「汤姆的鞋子」行动，免费施舍物品，却损害

本地小区的能力。单单是在服务上收费在许多情况下或许不能带来极需的

收入，因此需要采取其他有创意的机制。我相信我们可以投资金钱进行孵

化，或支持启动新的服务，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让补贴时间长度超过新

企业的启动阶段。不管孵化机构是作为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机构成立，它

都需要在长期内实现盈利。（布鲁斯•斯旺森 (Bruce Swanson)，转化型

企业集团，电邮通信） 
 

在督导别的企业时，要有所选择，还要有一颗甘于奉献的心！如果数算商

业利益，一家真正的私营企业会认为慷慨地督导其它企业是不值得！你必

须坚持从天国的眼光来看，并衡量潜在的天国影响力。（德怀特•诺斯壮

(Dwight Nordstrom)，太平洋资源国际，附录F） 

 
应用其它领域的宝贵原则和最佳的实践方法 

一定要「汲取商界、小区发展和社会企业领域的系心价值和最佳的实践方法，

以及事工领域和其它营商福音拓展机构的新实践。」（布鲁斯•斯旺森，附录E） 
 

除了「企业孵化的原则和最佳实践的方法」部分所列举来自主流企业孵化的良

好实践方法，还需要开展进一步工作，全面收集来自社会企业孵化和新兴营商

事工孵化机构的最佳实践方法。 

 
从业者已经发现的一些优良实践被列举在附录D至附录I中，它们包括： 

 有选择性地为稳健的营商事工企业进行投资，开展完善的尽职调查。 

 督导和问责能够补充其它孵化服务，提高企业成功概率。 

 技能、性格、经验适当互补的合适领导团队很重要。 

 找到合适的本地领导，发展本地能力，是创办区域性营商事工孵化器的关

键。 

 不要让钱当领导，而要通过关系来带领。 

 培训教材可以包含基础的商业话题，节约顾问在持续督导过程中花费的时

间。 

 祷告和神的带领对于成功的营商事工孵化至关重要。识别主一直在通过哪

些方式带领和预备当地的人和环境。 

 营商事工孵化应该督责出一个结合商业和事工两种因素的整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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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国基督徒以及本地教会领袖合作，向他们学习。 

 把服务外包给专业机构是有果效的。 

 从世界观层面移除障碍。 

 
随着营商事工孵化器不断发展成长，未来对它们展开进一步分析将对营商事工

浪潮大有裨益。 

 

结论 
为了共同利益，以服侍主的态度开展卓越营商，是荣耀神的举动。如我们所见，

企业孵化通过促进新生企业获取成功，来对小区产生积极的影响。参与企业孵

化，提倡优良的商业实践，促进新生企业（不管是不是营商事工企业）获得成

功，都属于荣耀神的举动。企业孵化的性质是好的，世界各地营商事工浪潮都

极需开展孵化活动。 

 
营商事工孵化可以大量汲取主流企业孵化及社会企业孵化的经验。不过，营商

事工孵化要求孵化器提供额外的服务和资源，把福音事工和营商互相整合，并

帮助企业实现四重底线：社会、经济、环境与属灵底线。 

 
营商事工孵化是一个新兴领域。缺乏业务严谨性和成功的商业模式，是营商事

工浪潮面对的一个威胁。我们极需更多种类的营商事工孵化器。随着营商事工

孵化器数量不断增加，我们需要继续向其它领域学习，但最重要的是向新一代

领先的营商事工孵化器学习。 

 
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使用的比喻指出，神定意要我们发挥创意与祂同工，

与他人协调，才能多结果子。在营商事工孵化中，我们应该强调创意、协作、

祷告和圣灵的带领，同时根据我们的目标和情况，提供一系列高标准的孵化服

务和资源。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

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建议与行动计划 
 

给营商事工孵化的建议 
 

广阔范围内的增值 

我们需要更多专注营商事工孵化器。不过，随着孵化器数目不断增长，营商事

工社群应该广开思路，向世界各地学习各种类型的孵化模式与方法。 

 
来自转化型中小企业的彼得•肖卡特观察道： 

在主流背景、尤其是北美背景下，孵化的界定非常具体，就像硅谷一类的

商业区那样。在营商事工领域，我们目前还没有那种模式。不过，我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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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类型的企业孵化活动。孵化的界定往往很狭隘。虽然那些「典型模

式」并非无效，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其它背景中的孵化模式学习。例如，

在印度传统中，企业是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在德国存在着一种「中

产阶级」、有工作重点、由研发引导、适于中小企业规模的孵化模式，它

参考了德国的学徒项目，投资开展职业培训。关于以学徒项目为核心的孵

化活动，我们还有许多功课需要学习。这个理念非常重要，一定要引入到

我们关于营商事工孵化的对话中。营商事工社群可以更多地强调基于学徒

制的孵化方式，并学习这种方式。随着新的营商事工孵化器不断发展，他

们应该广泛考察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孵化模式，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硅谷一

类的模式和理念。28 
 

营商事工孵化模式正在经历着积极的增长。营商事工领域需要继续探索更多模

式，进一步实现多元化发展。 

 
贯穿营商事工生态系统的横向整合 

营商事工孵化领域的思考不能脱离整体营商事工生态系统。营商事工企业孵化

与营商事工社群开展的其他活动及服务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倡导营

商事工理念，动员、招募和委派营商事工从业者，培训、融资、与福音拓展机

构合作等活动。 
 

艾贝克企业集团的拉里•夏普指出： 

我们不希望成为一个小小的营商事工俱乐部，而是想要改变世界。我们需

要继续制定新策略，帮助教会理解不同职业如何通过各自独特的呼召来服

侍神。我们需要帮助人们理解，没有一个人的呼召比他人的呼召更优越。

让我们高举旌旗，宣告不管你有什么能力，不管是组织能力、领导能力、

赚钱的能力或是其他能力，都是崇高而神圣的呼召。神赐给一些人营商的

恩赐，这对于神的国度来说具有难以估量的崇高价值。我们需要认可这一

点。29
 

 
营商事工生态系统内部的协调 

教会、教育机构、福音拓展机构及企业（营商事工从业者）之间建立协作，将

有助于增加成功的营商事工孵化模式。目前，营商事工孵化器数量较少，彼此

之间缺乏关系网络，这是一个劣势。新兴的营商事工孵化器如果建立平台，用

于共享信息、建立关系、发展合作，那么将大有裨益。 

 
此外，营商事工孵化器有很大空间与福音拓展机构、教会、大学及其他营商事

工服务提供商之间开展卓有成果的合作关系。不同机构可以在营商事工孵化领

域协作的事项包括外包服务、共享设施、开展研究、督导动员、共享培训资源

等。 

 
关注鲜明特点 

                            
28
个人通讯。 

29
个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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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卓越的商业服务，我们还需要发展更强的能力，来孵化那些主张以基

督为中心的企业。营商事工孵化器应该着眼于营商事工独特的机遇和需求。我

们如何才能孵化促进贫困小区就业的企业？如何孵化参与反拐的企业？如何孵

化为「未得之民」传福音的企业？哪些研究、专业素质、技能发展、服务或工

具将有助于促进此类企业的成功？我们需要提供哪些纯粹商业界一般不提供的

孵化服务？ 
 

行动计划 

营商事工孵化议题小组鉴别了下列行动要点，作为促进全球营商事工孵化下一

步行动的参考： 

 建立营商事工孵化信息交流的机制或网络。 

 进一步研究全球孵化模式和方法、孵化的最佳实践方法、以及每个区域营

商事工孵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创建一个孵化器启动团队（即孵化器的孵化机构），研发可复制的模式。 
 

读者若希望就本报告、这些建议和行动计划与报告编辑或工作小组沟通，请电

邮至info@bamthinktank.org。 

  

mailto:info@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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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 企业孵化机构目录 

 
下面列举了一些提供企业孵化服务和资源的机构，简介信息节选于机构网站。 

 

营商事工孵化器 
 
卢旺达之桥 (Bridge2Rwanda) 

http://www.bridge2rwanda.org 

卢旺达之桥在美国及卢旺达基加利 (Kigali) 设有办事处。它选拔卢旺达最优

秀的学生前往海外留学，并作为创业的仆人式领袖活出卓越的生命。它还致力

于建立可持续的企业，转化人的生命及小区面貌。卢旺达之桥有策略地开创并

孵化新企业，目前工作重点是农业领域的肉、蛋和奶制品（见附录I）。 

 
为祝福营商 (Business 4 Blessing) 

https://b4blessing.com 

异象：在有商业机遇、策略和资源的生态系统中，连接不同的人群和机构，通

过基于圣经的商业模式为个人、家庭和小区带来祝福。使命：我们作为神忠心

的仆人，通过连接不同的人、鼓励创新、发展资源、增加知识和技能，帮助世

界各地建立成功的企业，以此遵从主的使命。（见附录H）。 

 
营商事工中心 (Center for Business as Mission) 

http://centerforbam.org/xe 

营商事工中心在美国和韩国设有办事处，提供韩文的资源。它包括开展培训的

乔舒亚商学院 (Joshua Business School) 和禧年创业学院（(Jubilee Entrep

reneurship School)。营商事工中心旨在支持风云变幻的商界和全球福音事工，

基督教信仰和世界观，传递营商事工的原则和策略。举办会议、研讨会和论坛，

通过提供教学策略及培训相关技能来传播营商事工的发展异象。动员基督徒商

界人士来提供专业知识、培训、督导和财务资源。动员资源，建立网络，以支

持营商事工企业的活动。 

 
艾贝克企业集团 (IBEC Ventures) 

http://www.ibecventures.com 

艾贝克致力于通过提供转化生命和小区面貌的专业顾问服务，帮助建立可持续

的企业。我们的异象是提高中小型可持续天国企业的数量，特别是在经济落后

的未得之民地区。艾贝克企业集团会在所有阶段帮助企业家致力于创建基于价

值观的企业，包括从识别可行机遇到企业的长期生长与发展。艾贝克企业集团

通过顾问、培训模块、督导和教练、重点结合福音事工策略与商业计划来服务

客户。艾贝克的顾问流程包括顾问人员以及专门领域专家，他们着眼于具体的

商业领域，例如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财务、科技、法律、市场及销售（见

附录G）。 
 

太平洋资源国际 (Pacif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http://www.bridge2rwanda.org/
http://centerforbam.org/xe
http://www.ibecven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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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riusa.com 

太平洋资源国际为客户提供侧重制造业的、全面的入境中国与实施服务。我们

提供实际的帮助，从最初探索中国情况，一直到实施以及在中国开展生产。我

们利用在中国工厂及办事处的管理能力，为新建的制造企业提供顾问和支持服

务，或重组现有工厂的结构。我们提供下列领域的支持：设计商业计划书、选

址可行性分析、初创公司、文化洞见、经济模式、猎头服务（搜寻经理人）、

转包管理团队、股权投资、实习项目（见附录F）。 

 
瑞金大学创业中心 (Regent University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http://www.regententrepreneur.org 

瑞金大学创业中心力求通过扎根于基督教世界观开展创业，以改善弱势群体的

经济和信仰状况。它的异象是小区、区域及国家获得信仰、社会、政治和经济

各领域的复兴。瑞金大学创业中心通过四个焦点来实现其异象：调研、传播、

培训和促进。他们通过提供顾问、配对服务和督导、开展示范项目，以催化初

创公司扩展。他们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多个企业发展中心。 

 
转化型中小企业 (Transformational SME) 

http://www.transformationalsme.org 

我们的异象和使命是帮助阿拉伯世界及亚洲基督徒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发展并

带领可盈利、有效率、荣耀神的企业。转化型中小企业是一个全球社群，它帮

助在基督徒领导下的中小企业扩大规模，提升盈利和整体影响力。我们管理着

一个私营基督徒投资基金会，资金由全球社群的私营投资者提供，以促进北非、

中东及亚洲地区基督徒拥有和管理的中小型企业不断发展。我们给每个企业都

指派了企业督导，提供咨询和问责，由此提高企业获得商业成功及属灵影响力

的可能性。顾问服务涵盖下列领域：商业计划书的设计与制定，策略资本结构，

财务规划和管理，建立有效的管理系统，福音事工领域的人力资源招聘，均衡

整合商业目标与转化影响目标，在阿拉伯世界和亚洲有效开展跨文化营商。

（见附录D）。 

 
转化型企业集团 (Transformational Ventures) 

http://www.transformationalventures.com 

转化型企业集团与企业家合作，装备、培训并动员他们使用自己的企业和资源

来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利用在新文化环境中成功营运公司所需的工具、培训和

网络，装备来自海外的企业家。我们通过企业发展中心与本地企业家及企业主

开展合作。我们的企业发展中心集中力量来发展营商事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

业。我们通过提供创业商业培训、教练、提供全球网络、资讯及资金以及整合

商业、属灵和社会影响力，来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还会帮助微型企业成长为小

型企业（见附录E）。 

 

本于信仰的孵化器 
 
冠冕创业学院 (Crown Business Venture Academy) 

https://crownbiz.com/venture-academy-listing 

http://www.priusa.com/
http://www.regententrepreneur.org/
http://www.transformationalsme.org/
http://www.transformationalven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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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创业学院为有志于在家庭和企业中活出信仰的基督徒企业家提供资源、支

持和培训，帮助个人和家庭遵照圣经原则卓越地营运企业。我们研制了一个专

业实践式培训项目，来帮助商界专业人士成为冠冕创业学院的企业顾问。我们

培养了这一批企业带领人，使他们能够帮助你创办或发展企业，同时依照圣经

世界观处理问题和困难。创业学院的成员能够观看一百九十多个制作专业的视

频，它们解释了重要的商业概念，例如销售、市场、会计、财务、商业法、人

力资源、企业规划、企业沟通、营运、技术和服务管理。 

 
自由路企业孵化器 (Freeset Business Incubator) 

http:// freesetincubator.com 

自由路企业孵化器旨在增加「自由企业」的数量。自由企业的目标是要有最大

的收益而非利润。最大收益的意思是与企业有关的持分者共享投资成果，而投

资成果的内涵远远超出财务回报。这反映了救赎是为卑微的人的本质。企业扭

转过去发生的事情，让被社会摈弃的人群发出声音，得享自由。自由路企业孵

化器致力于遵行神的诫命，通过企业为穷人和受压制的人寻求公义。自由路企

业孵化器的任务是为市场调研新的产品和服务。自由路企业孵化器与产品设计

师、销售管道以及自由企业所有人合作，注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涵盖企业发

展和市场营销的每个方面。他们为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新企业提供能力建设，

帮助它们开展产品开发、设计、市场营销、会计、法律事项和物流。 

 
约瑟商学院 (Joseph Business School) 

http://www.jbs.edu 

约瑟商学院位于芝加哥，有一系列资源可以提供给初创公司。约瑟商学院的异

象是消除世代贫困。它是一个世界领先的商学院，使用实用的圣经原则赋权成

年人士锻炼成功企业家和商业领袖不可或缺的技能，使他们能够消除自身及小

区的贫困，荣耀神。他们企业发展项目的一部分内容是提供办公空间给新企业，

此外还提供培训和服务，通过为小型企业发展提供「实战」支持，帮助新企业

提升业绩、生产效率和盈利。这些支持包括每月一次关于各种主题的研讨会

（例如市场、承包和财务，教导者为成熟基督徒商业领袖），提供建议解决方

案的问题解决工作坊，一个商业资源图书馆，以及商业顾问服务。他们最近还

制定了一个可以接触到全球各地人群的在线课程。 

 
普瑞克西斯 (Praxis) 

http://www.praxislabs.org 

普瑞克西斯是一个以小区和教育为导向的创业集团，其架构属于非营利机构。

我们的焦点是培养更多由信仰激励的企业家，他们致力以个人生命来影响文化

及社会，逐个机构地更新现今世代的灵性。普瑞克西斯每年接收十二家企业与

十二家非营利机构进入机构的两种加速器项目，在项目中，我们为这些组织的

顶层决策者提供建立可持续、高影响力组织所需的知识、网络和个人门徒培训。

我们还开办有普瑞克西斯学院，这是一个专门培训处于信仰、创业和文化岔路

口的基督徒本科生的夏季项目。学院毕业生有机会来申请我们开展的「未来创

业者」项目。在此项目中，他们有机会成为加速器毕业企业的学徒。 

 
瑞金职场研究院 (Regent Marketplace Institute) 

http://www.jbs.edu/
http://www.praxisla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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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rketplace.regent-college.edu 

我们的使命是把福音带进公众世界。通过学院的研究和神学教育根基，我们致

力于通过新鲜、可靠、通达的方式传播和活出福音，彰显出福音的信实、可靠

及其与公众世界各方面的联系。通过社会企业孵化器，我们令神学渗透到设计

与营运企业的每个方面。我们的愿望是帮助孵化新的社会企业，并为那些坚持

以基督异象在市场营运中的社会企业提供支持。我们提供课程、培训材料、顾

问服务和其他资源，来帮助企业家开创并维持可赢利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孵化器 
 

从全球各地的社会企业孵化器抽选出来的案例。 
 

阿尔特纳 (Alterna) 

http://alternaimpact.org 

阿尔特纳是一个位于危地马拉克萨尔特南戈省 (Quetzaltenango) 的创新及创

业中心。我们相信，社会企业能为可持续发展带来长期解决方案，并改善金字

塔基部人群的生活。阿尔特纳为正在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危地马拉企

业家及企业服务。我们的工作分为三个项目，它们都能够帮助社会公益创业在

危地马拉蓬勃发展。 

 
绿色回声 (Echoing Green) 

http://www.echoinggreen.org 

自从1987年由世界领先的发展股权投资公司泛大西洋资本集团 (General Atlan

tic) 带领投资创办以来，绿色回声已经为四十多个国家五百多名潜力丰富的社

会企业家提供了三千一百万美元的创启融资、度身定做的支持服务以及全球成

功者网络。这些社会公益创新者已经前去创办和带领今日世界最为显著的社会

企业。另一些人则成为不同领域的领袖，开创社会企业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深

厚的影响。 

 
良善企业创集团 (Good Company Ventures) 

http://goodcompanyventures.org 

它是美国费城第一个专注促进环保及社会公益的孵化器，为这些企业提供实地

空间、虚拟的基础设施和专业建议。其核心项目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为期十二周

的系统课程，使他们能够建立有长期影响的可扩展企业模式，并动员资本来带

出最大的社会影响。 

 
影响力枢纽 (Impact Hub) 

http://www.impacthub.net 

我们一部分是创新实验室，一部分是企业孵化器，一部分是小区中心，为成员

们提供包含着资源、灵感、协作机会的独一无二生态系统，来产生影响力。我

们相信，富有创造力、委身的、胸怀仁爱的人为了一致的目标共同努力，便能

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加入我们的多元协作者社群，你将得到灵感和连接，

使你在每一步工作中展现最佳成绩。我们最初创建于英国伦敦，迄今已经在五

http://marketplace.regent-college.edu/
http://alternaimpact.org/
http://www.echoinggreen.org/
http://goodcompanyventures.org/
http://www.impacthu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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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各国建立了六十余个影响力枢纽。 

 
马尔斯 (MaRS) 

http://www.marsdd.com 

马尔斯拥有一个范围广阔的伙伴网络，能够帮助企业家创建并发展创新型企业，

共同建设我们的未来。马尔斯总部位于加拿大，帮助社会企业家获取资金、建

议、督导、生态系统发展、网络、设备及支持服务。 

 
创启集团 (Starting Bloc) 

http://startingbloc.org 

创启集团团契项目源自于社会创新研究院 (Institute for Social Innovatio

n)。这个项目为期五天，具有转化心态的效果，其课程融合了各种价值观，展

示一个社会创新个案的挑战，也包含与行业领袖对话的部分。新团契成员完成

此项目后，便加入一个来自超过五十五个国家、二百二十一所大学，有一千八

百名成员的创启集团团契网络。多年以来，创启集团团契成员建立了自己的机

构，持续在世界各地多个领域发挥社会影响力。 

 
不可思议研究所 (Unreasonable Institute) 

http://unreasonableinstitute.org 

为改变世界面貌的企业家提供扩大影响力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每一年，我们

都会从全球召集十至三十名企业家（我们称之为「不可思议团契」），前来科

罗拉多州博尔德市(Boulder)在同一屋檐下共处六个星期。这些企业家将从五十

名世界领先的导师那里获得培训。在此过程中，他们会同二十五家投资基金会

建立关系，获得法律建议和设计顾问服务，在项目结束的时候会为他们安排能

接触几百名潜在投资人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加速这些企业，扩大它们的规模，

使这些企业能满足至少一百万人的需求。 

 
美德合资企业 (Virtue Ventures) 

http://www.virtueventures.com 

美德合资企业是一个小型创新企业，致力于通过行为调查、技术服务和我们自

己的活动来促进社会公益创业。美德合资企业的团队有设计、创办和管理社会

企业及非营利机构的第一手经验。毫无夸张地说，我们曾与数百家非营利机构

及社会企业合作，它们来自全球四十多个国家，贯穿了许多部门和行业。 

 

主流的企业孵化器及加速器 
 
下面的内容选录了一小部分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以表明孵化

器的工作重点各有差异。更多孵化器的名录请参见： 

 
https://worldbusinessincubation.wordpress.com/world-virtual-business-

incubators http://www.innov8social.com/2011/10/start-up-accelerator-a

nd-incubator.html http://blog.launch.co/blog/complete-list-of-incubat

ors-and-accelerators-like-y-combinat.html http://blog.shedd.us/321987

http://www.marsdd.com/
http://startingbloc.org/
http://unreasonableinstitute.org/
http://www.virtueventures.com/
http://www.innov8social.com/2011/10/start-up-accelerator-and-incubator.html
http://www.innov8social.com/2011/10/start-up-accelerator-and-incubator.html
http://blog.launch.co/blog/complete-list-of-incubators-and-accelerators-like-y-combinat.html
http://blog.launch.co/blog/complete-list-of-incubators-and-accelerators-like-y-combinat.html
http://blog.shedd.us/321987608


营商事工孵化议题小组报告 - 二零一五年五月 页码 32  

608 

 

活力空间 (ActivSpaces) 

http://activspaces.com 

活力空间是喀麦隆（Cameroon）技术及创业社群的公开协作空间。它是一个小

区技术中心，重点关注网络程序员和流动电话程序员，设计师，研究人员和企

业家。喀麦隆在传统上被视为一个技术购入国而非生产国，活力空间旨在改变

这观念。合作空间免费开放给积极营运创新企业的科技企业家。其中，「启动

集训」是一个撷取最优秀参与者、过程严格、为期六个月的加速器项目。 
 

阿斯提亚 (Astia) 

http://astia.org 

阿斯提亚1999年成立于硅谷(Silicon Valley)，是一个全球性的创新非营利机

构。它推动妇女作为企业家和领导者全面参与高增长企业，推动创新，拉动经

济增长。阿斯提亚为女性领导的高增长新企业提供项目。 

 
企业发展枢纽 (Business Growth Hub) 

http://www.businessgrowthhub.com 

企业发展枢纽位于英国西北部，是一个由发展中的企业组成的社群。枢纽将那

些希望提高自身底线、分享经验、发展企业形象、寻找合作伙伴、激发新的增

长点的企业连接起来。 

 
中国加速器 (Chinaccelerator) 

http://chinaccelerator.com 

中国加速器是中国第一个由督导驱动的种子资金项目。我们每年两次精心挑选

一批有潜力的初创公司，投资少量资金，数额最高达到企业百分之七的资金

（三万美元）。这些初创公司迁至上海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们与其密切合作，

将它们调整到最佳状态，帮助他们把更好的面貌展现给投资者。 

 
加速器实验室 (Excelerate Labs) 

http://exceleratelabs.com 

加速器实验室是一个密集的暑期加速器项目，它由成熟企业家和投资人发起，

针对初创的公司。本项目由世界领先的企业家带领，以其独一无二的特色吸引

着来自美国各地数十名导师来一对一地督导参与团队。每年春天，项目挑选十

家公司参与为期十三个星期的暑期密集项目。项目结束后，这些企业将向美国

各地五百多名投资者和导师展示他们取得的进展和制定的计划。 

 
创建者研究所 (Founder Institute) 

http://fi.co 

创建者研究所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家培训和初创公司项目，帮助来自全球各地志

向远大的公司建立者建立生命力长久的科技企业。通过参与非全日制、为期四

个月的项目，现有及潜在的公司创建者可以在保留日间工作的同时创建自己梦

想中的企业。 
 

http://blog.shedd.us/321987608
http://activspaces.com/
http://astia.org/
http://www.businessgrowthhub.com/
http://chinaccelerator.com/
http://exceleratelabs.com/
http://f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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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农场 (H-Farm) 

http://www.h-farmventures.com/en/ 

惠农场总部位于意大利，是一个合资企业孵化器，通过结合种子投资与孵化服

务来促进互联网络初创企业的发展。四百五十余名年轻员工在郁郁葱葱的查特

隆农场(Ca’ Tron farm)上运作着不同的企业。这里的氛围怡人，能够促进知

识和理念交流，令他们受益。 

 
冰房子企业发展中心 (Icehouse Business Growth Centre) 

https://www.theicehouse.co.nz 

冰房子是一个发展工厂，由企业主兼经理人和企业家组成，他们将塑造新西兰

的未来经济。他们为中小企业提供企业发展项目，为初创公司提供企业孵化器，

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天使投资人组织。 

 
种子创启 (Seed Startup) 

http://seedstartup.com 

种子创启来自迪拜。它从申请者中挑选五至十个初创企业参与一个为期三个月

的项目。在三个月的项目期内，他们必须居住在迪拜，由种子创启为他们提供

资金、督导和网络。种子创启提供早期风险投资，启动资金金额在两万到二十

五万美元之间的，以换取公司百分之十的股权。每个初创企业会有十名导师，

每周与每名导师商谈至少一个小时。 

 
初创伙伴 (Startmate) 

http://www.startmate.com.au 

初创伙伴是一个由初创企业执行人员组成的组织，为位于澳大利亚的网络及软

件领域的初创企业建立者提供督导和种子资金。项目为期五个月，提供五万美

元的投资资金以及来自超过二十五名成功创业者的督导、明智的法律顾问以及

参观硅谷两个月。 

  

http://www.h-farmventures.com/en/
http://www.theicehouse.co.nz/
http://seedstartup.com/
http://www.startmat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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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 文章：藉企业孵化器发展企业 
作者：安德鲁•比亚蒂 (Andrew Beattie) 

来源：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pf/0113/grow-your-business

-with-business- indicators.asp 

 
不管你是处于初创阶段，还是在挣扎发展，企业孵化器正是你的小企业所需要

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审视企业孵化器，以及它们能够为你提供的服务。 

 
企业孵化器是什么？ 

企业孵化器是创业早期企业可以申请加入的建筑或校园。取决于服务企业的类

型，企业孵化器常常会出租办公空间，生产设备，提供其他技术给客户。孵化

器常常同时孵化多个企业。孵化器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利于发展的环境。处于发

展早期阶段的企业能够得到「毕业」所需的支持，然后继续独立发展。 

 
企业孵化器可能是私营的，也可能是政府组织的。大部分孵化器是非营利性的，

不过不一定不收费用。许多企业孵化器都设有进入标准，以及持续的收费，而

收费会按随着入住时间增长而提高，以促使客户向前发展。除了提供空间和设

备，一些企业孵化器还提供专业服务，例如会计、市场营销，以及让成功的企

业家与孵化器客户组成网络，成为他们的导师。一些企业孵化器甚至代表其客

户建立网络，寻找或许能够提供企业走向下一阶段所需的种子资金的投资者。 

 
进入标准 

不同行业企业孵化器的进入标准可能有很的差异。有许多非正式的企业孵化器，

它们规模较小，由各种协会乃至小区运作，目标是刺激本地经济增长，它们的

进入标准往往是非正式的，比较容易达到。规模较大、由专业人士管理的企业

孵化器往往设立了挑选流程，要求企业主有资金投入，还有一些其它标准，例

如经过证实的营业额水平。 

 
企业一旦入驻孵化器，企业主将有可能需要交纳月租（尽管低于市场租金），

以支付目前可用的服务和设备——如果办公空间需要个性化，那么或许还要支

付额外费用。在特定的商业区域，企业主或许有资格申请政府资助来进入企业

孵化器。 

 
孵化器的好处 

企业孵化器能给企业家带来一系列具体的好处，包括： 

 
可承担的租金，可扩展性 

最明显的好处是能在一个成本承担得来的空间里来发展企业，不必付出巨额的

租金或建筑费用。许多孵化器还提供年轻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设备与科技，

在企业还没有购买力的阶段使用。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pf/0113/grow-your-business-with-business-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pf/0113/grow-your-business-with-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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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低成本共享商业服务 

作为大批用户中的一份子，企业主能够共同分担必须的商业服务成本，例如法

律服务、会计和市场调查。 
 

更多成功获取商业贷款及专门领域非商业贷款的机会 

许多孵化器有专业员工来帮助客户制定财务投售，制作对银行而言有吸引力的

企业资产负债表。此外，如果孵化器有良好的声誉，而且其前期客户获得银行

贷款后业绩良好，那么银行会更愿意与属于此孵化器的企业主合作，制定合适

应其业务需要的非商业贷款项目。 
 

获得投资者融资的新途径 

风险资本家及天使投资人和银行一样，认为企业入驻孵化器是一个积极因素，

影响到新企业的长期发展。有声望的孵化器常常与大批风险资金建立了关系，

入驻企业主可以努力获取这些资金。 
 

网络与督导 

隶属于一个企业孵化器创造了遇见成功企业家、金融专业人士与零售采购员的

机遇。孵化器或许会举办活动，促进企业建立网络，有时甚至会安排接受孵化

的企业去接受毕业企业人士的督导。 
 

与其他接受孵化的企业形成协同效应 

与同样在努力建立企业的人协作，对于接受孵化的企业而言有巨大的好处。这

使企业有同侪，他们明白要面对的挑战，又能分享顺境和逆境的经历。在孵化

器环境中，企业有机会交流有益的理念和观点，而对那些忙于应付日常营运的

单独创业者可能就没有这种机会。 

 
底线 

进入企业孵化器对于许多中小型企业来说是要取得一种核证。它还能打开一些

成功的门道，是许多其他小企业主在得知它们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企业孵

化器除了提供资金和顶级设备，它真正的价值在于为接受孵化的企业提供人际

支持。不管是把企业主介绍给一名优秀的会计、导师或是其他有着同样发展难

题的企业，孵化器内部建立的网络一直都被认为是它们最有力的卖点。虽然有

许多企业没有经过孵化器就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有这种机会，还是应该考虑

加以利用。 

  



营商事工孵化议题小组报告 - 二零一五年五月 页码 36  

附录C - 成功企业孵化的原则和最佳的实践方法 
 

来源：美国企业孵化协会(National Business Incubation Association)30 

https://www.nbia.org/resource_library/best_practices 

 
一九九六年，美国企业孵化协会的董事会制定了一套行业指引，来帮助孵化器

管理者更好地为客户服务。自从那时起，美国企业孵化协会调查一贯发现，遵

循孵化原则和最佳实践方法的企业孵化项目业绩往往优于不遵循原则的项目。

下列行业指引可广泛复制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孵化项目，不管它们的焦点或使命

是什么。 
 

高效企业孵化的两大原则 

 

1. 孵化器致力于通过促进新兴企业的成功来对小区经济健康带来积极影响。 
 

2. 孵化器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活力、可持续且高效的商业营运模型。 

 
模范企业孵化项目的杰出之处在于努力结合行业最佳实践方法。孵化器的管理

阶层和董事会应该努力做到下列事项： 
 

 企业孵化的两条核心原则。 

 对孵化器的使命取得共识，界定孵化器在小区中的角色，制定一个策略计

划，内容包含实现项目使命可量度的目标。 

 通过制定及实施符合现实情况的企业规划，来建立实现财务可持续的架构。 

 招募能够实现孵化器使命、帮助企业发展的管理人员，提供合理薪酬。 

 建立致力于实现孵化器使命的高效董事会，发挥管理人员最大功效来促进

企业取得成功。 

 优化时间的管理，把最大的重点放在客户支持上，包括主动地提供建议与

指导，促使企业成功并创造财富。 

 调整孵化器的设施、资源、方法和工具，使其能够有效地为客户企业提供

商业支持，处理每个企业面对的发展需求。 

 努力将孵化器项目和活动整合进入小区发展脉络，融入小区广泛的经济发

展目标和战略。 

 发展利益相关者支持网络，包括资源网络，帮助孵化器项目的客户企业，

促进孵化器实现使命和高效运营。 

 运维一个管理信息系统，收集统计数据和其他必要的信息，用来作持续的

项目评估，以提升项目效率，不断满足客户的新需求。 
 

                            
30
美国企业孵化协会制定，借鉴了《发展新企业，创造新岗位：成功企业孵化的原则与实践》一书，赖斯

•M与马修斯•J，一九九五年版。 

http://www.nbia.org/resource_library/best_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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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Washington  Association of Small Business Incu-  

bators）关于企业孵化最佳实践的补充描述  
 

 

来源： http://www.nbia.org/pipermail/member_nbia.org/attachments/2010

0419/e0fa158d/ attachment.doc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有关美国企业孵化协会最佳实践的实施标准 
 

 

企业孵化模范项目的杰出之处在于努力结合行业最佳实践方法。孵化器的管理
阶层和董事会应该努力做到下列事项： 

1. 遵守企业孵化的两条核心原则。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拟定一个使命宣言，得到孵化器管理当局采纳，并

结合高效企业孵化的第一条原则：「对小区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对孵化器的使命取得共识，界定孵化器在小区中的角色，制定一个策略计划，

内容包含实现项目使命可量度的目标。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制定一个策略计划，内容包含实现项目使命可量度

的目标，且在过去三年间由孵化器管理当局在举行退休会、研讨会或特别会议

之后得到采用或进行了修订。 

 

3. 通过制定和实施符合现实情况的企业规划，来建立能够实现财务可持续的架

构。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制定一个企业规划，且在过去三年中得到了孵化器

管理当局的采纳或修订，此规划描述了孵化器的市场定位，孵化器给客户企业

带来的价值，并展现出财务可持续性。规划应至少包含前一年度的平均财务收

入及支出，并预测未来三年以上有良好的财务绩效。 

 
有一个或多个可靠的年度财务收入来源，它需要具备足够的数额，在孵化器失

去其它收入来源时，能够维持孵化器的营运。营业收入来源应该包括接受孵化

企业缴纳的租金和服务费用、个人捐款及小区赞助者。 
 

4. 招募能够实现孵化器使命、帮助企业发展的管理人员，提供合理薪酬。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招募具有商业背景和适当教育的现场管理员工，在

正常工作时间内工作，薪酬至少达到本地相等职位薪酬中位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孵化器应该设立一个雇主及／或员工缴费的退休金计划。孵化器的管理者（包

括董事会）应该继续接受教育，积极参与专业的孵化器组织。招募顾问、督导、

教练、实习生和志愿者，进行孵化器的入职培训，让他们可以为企业提供现场

http://www.nbia.org/pipermail/member_nbia.org/attachments/20100419/e0fa158d/
http://www.nbia.org/pipermail/member_nbia.org/attachments/20100419/e0fa1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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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例如市场、管理、会计和其它商业任务。 

 

5. 建立致力于实现孵化器使命的高效董事会，发挥管理人员最大功效来促进企

业取得成功。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建立一个董事会，成员包括至少五名非员工人士，

至少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来监督孵化器的业绩和管理。 
 

6. 优化时间的管理，把最大的重点放在客户支持上，包括主动地提供建议与指

导，促使企业成功并创造财富。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要有客户挑选和毕业标准。入孵要求应至少包括书

面的商业计划书，以及商业执照和保险。 

 
7. 调整孵化器的设施、资源、方法和工具，使其能够有效地为客户企业提供商

业支持，处理每个企业面对的发展需求。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拥有或租赁一处办公设施，包含私用或公用的办公

空间，可提供给至少五个全时间营运的盈利性企业。内部设施应为客户企业提

供办公软件（如微软软件）和财务软件（QuickBooks或类似软件）、高速互联

网存取、有线或无线电话、会议室、额外的共享工作区、复印机、私人加锁的

信箱、至少一个可共享的投影系统设备（电视，投影屏或计算器监视器）。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建议：孵化器内部设施应该具备一个技术系统，包括

内置五类电缆或更高标准电缆，宽带路由器、防火墙和交换机，「即插即用」

的电话，以及网络连接。孵化器应有至少一名现场工作人员能够处理客户的硬

件或软件问题，提供技术支持，处理故障。孵化器提供的客户服务还应该包括

设计及运维企业网站。 

 
要为客户企业提供至少下面这些公用空间：前台和大堂入口，除了会议室之外

的至少一个开会场所或辅导空间，洗手间和停车场。 
 

8. 努力将孵化器项目和活动整合进入小区发展脉络，融入小区广泛的经济发展

目标和战略。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与小区组织及公共机构达成协议，促进客户企业、

周围区域或其他目标人群取得进展。 

 
9. 发展利益相关者支持网络，包括资源网络，帮助孵化器项目的客户企业，促

进孵化器使命的实现和运营。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与那些为客户企业提供现场支持的非孵化器型商业

服务提供商建立合作关系（例如会计支持、行政实习、专业督导和与合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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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 

 
开展倡导之类的功能，提升客户企业的营业额（例如建立为客户带来更多签约

机会的网络，把客户介绍给潜在顾客，呼吁私营或公共机构与在孵企业开展交

易）。 

 
10. 运维一个管理信息系统，收集统计数据和其他必要的信息，用于持续的项

目评估，以提升项目效率，不断满足客户的新需求。 

 
美国小型企业孵化器协会：保留同期记录，客户公司的文件应包括：营业执照，

签署的租约，商业保险的证明，书面的商业计划书，同意遵守孵化器原则的协

议书。 

 
孵化器员工的简历应该包括学历、以前的工作经历以及与商业支持服务相关的

背景。 

 
保留具体档案至少三年，包括： 

 孵化器营业收入和开支收据的原件或复印件。 

 关于孵化器及其活动的文章、复印件和媒体报告。 

 客户雇佣及销售数据的季度报告。 

 
永久性保留重要的记录，包括： 

 董事会会议记录 

 公司章程 

 公司附例 

 国内税务局识别信 

 注册会计师制作的年度财务报表 

 国内税务局年度财务报告 

 电算化计帐文件 

 财产、不动产和设备记录 

 毕业企业列表 

  



营商事工孵化议题小组报告 - 二零一五年五月 页码 40  

附录D - 营商事工孵化器个案：转化型中小企业 
转化型中小企业(Transformational SME)——企业孵化流程和从经验取得的功课 

 
在经过两年半的市场调查和商业计划书制定时间后，转化型中小企业在二零零

一年成立了。他们的目标是为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提供经过策略整合的财

务、智力和人力资源领域的耐心服务，在阿拉伯世界与亚洲实现社会、经济、

环境与属灵收益。转化型中小企业的异象、使命、策略和营运实践刻意以基督

为中心，反映着创立者和后续投资者的犹太－基督教世界观。他们是一个来自

世界各地专业商人团队有管理转化型中小企业之商业、财务、创业等领域的深

厚经验，以及在穆斯林、印度教及佛教世界开展跨文化工作的经验。 

 
除了夹层融资，转化型中小企业还为投资对象提供督导、教练和一系列技术咨

询服务，例如为初创企业提供投资前咨询，为策略福音事工合作伙伴提供一系

列输入帮助（例如希望参与营商事工的福音拓展机构）。他们还在营商事工企

业内部为关键的专业职位作策略性人才搜索。 

 
虽然转化型中小企业主要被视为一个营商事工投资基金会，但是它在大部分过

去的时间里都有参与某些企业孵化的工作。转化型中小企业虽然不称自己为

「孵化器」，但是实际上有大量参与营商事工孵化活动。转化型中小企业的所

有核心团队都经历过孵化个人企业的「痛苦与狂喜」，也都参与过无数的企业

督导和教练周期，并广泛参与孵化其他营商事工企业。 

 
转化型中小企业对孵化的理解包括： 

 
企业孵化集合了多种活动，旨在通过提供多学科、多领域的资源和服务，

例如财务资本、督导和教练、企业管理专业知识、人力资源、福音拓展眼

光、促进企业与潜在策略联盟伙伴建立联系：包括企业模式提供者、供货

商、分销商和消费者，来帮助创立和发展成功的营商事工新企业。31
 

 
转化型中小企业首席执行官彼得•肖卡特指出新企业发展具有五个阶段，每个阶

段需要转化型中小企业提供不同的孵化服务。转化型中小企业孵化过的企业涵

盖了来自每个阶段的例证和示范。 

 
营商事工新企业建立的五个阶段 

 
预备阶段 

这是「婴儿出生」之前的阶段。在一个人走上营商道路之前，预备阶段就已经

开始了。在预备阶段中，从业者从自己的福音事工呼召和生活经历，认识到神

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以及在营商事工实体开始孵化之前，神在他们生命中编

织出来的图画。准备过程包括商业和事工两方面的预备。神在这两方面对他们

的技能和能力做了些什么？督导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告诉我，神在你的生命

                            
31
来源：转化型中小企业领导阶层的电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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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做了什么？告诉我你如何理解神对你的呼召？告诉我神在哪些方面预备了你？

孵化过程需要从这里开始。孵化营商事工新企业，乃是神在前期已经开始了的

作为的自然结果。 
 

洞察阶段 

洞察阶段是下一个阶段。在洞察阶段，你要努力理解神呼召你前往从事营商事

工所在地的环境，以及神希望通过企业达成什么旨意。企业所在地的商业环境

如何？有哪些业务需求？有什么市场？具体的福音事工元素是什么？神关于当

地族群的事工呼召是什么？神如何兴起你的企业？在洞察阶段，你要响应的问

题是：企业的商业和事工重点分别是什么？这是新企业酝酿期的开始。 

 
洞察阶段的活动包括正式的市场调查、福音事工调查、实地考察等。洞察阶段

没有什么硬性和快速的规则，但是它需要至少持续六个月到一年，才能真正地

了解市场。 

 
这个阶段的营商事工会面对几个常有的绊脚石。从商业层面来说，市场调查往

往不够充分。营商事工企业没有充分地调查市场，为时过早地成立。这绊脚石

在于盲目喜爱自己的产品，后来才发现市场并不买账。这个过程需要督导。营

商事工从业者需要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来提出一些好问题，问从业者是否考虑

过它们？你的商业观念是从哪里得来？你联络过本地商会吗？你会见过政府官

员吗？以及一些其它问题。另一个常有的绊脚石是未充分理解有影响因素的福

音事工、人类学及社会学议题。 

 
多年以来，转化型中小企业帮助了大量营商事工从业者走过洞察阶段；询问他

们关于市场、企业准备状态、福音事工见解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些从

业者需要加强商业技能，而另一些从业者需要更多的福音事工眼光。 

 
游说阶段 

孵化过程中的游说阶段主要涉及团队的建立，即游说别人与你合作。如果你认
为一个人独自创办营商事工企业风险高，难度大，那么企业孵化过程就将涉及
游说阶段。游说阶段接续着洞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你将异象传递给别人，
建立企业团队，使投资者就位，让配偶参与进来，以及开展其他相关活动。从

融资角度来看，这涉及游说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和傻瓜」投资，或者使用

「爱心资本」为新企业募集资金。游说阶段至关重要，它是让别人与你一同上

路，立定心志坚持下去，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做出牺牲，认定「我们要一起做成

这事」。 
 

游说阶段也包括与本国基督徒合作，一同了解本地环境和商业状况。这将包括

彼此游说关于企业的异象和意图，以及进一步调整好什么是可行，什么不可行。

游说应该是双方面的：一个不愿意聆听本地信徒关于如何进一步调整的建议的

外国人注定会遭遇失败。当然，游说也不是听从所有的声音——总有些人老唱

反调，或者就是不懂你的想法。因此，要审慎而谦卑地选择本土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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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说阶段中，你还会洞悉到神在做什么。所有阶段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

个回环往复的过程，来自以前阶段的元素或许会重现，使不同阶段彼此巩固。

这就好像一条向前流动河流，当中有时候有涡流，有时候把你带向前方，有时

候会有所退后。在企业孵化过程中，游说过程被更深入的洞悉所加强，便能促

进企业的异象向前迈进。 

 
在这个阶段，导师倾向于放手。虽然这个阶段仍包含着一些督导，但是从业者

要知道：「如果你不能游说别人加入你的团队，那么导师也不能替你去说服别

人。」从业者在这一阶段需要的是巴拿巴一类的鼓励者角色。如果你是一个营

商事工从业者，那么你需要自己完成游说过程，说服别人加入你的团队、给你

的企业投资等等。在这个阶段，企业孵化器的主要角色是鼓励从业者去游说别

人。 

 
转化型中小企业不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这里。转化型

中小企业本身经历过孵化过程，我们在制定业务模式的过程中，发现企业能够

利用与企业家关系亲近人士的资金（尤其是小型初创企业），而公司创建之后

的阶段才会遇到最难克服的财务困难。我们还意识到，如果在初创阶段太容易

获取资金，那么游说阶段的效力就会减弱。我们为已经完成游说阶段、说服他

人参与创业的企业提供资金，企业现正需要发展。 

 
规划阶段 

这是筹划企业基本元素的细化过程，即企业规划过程。在这个阶段，要了解企

业需要投入什么，以及在经历一系列业务流程后，有什么收益。这也是一个回

环往复的过程。如果企业规划中存在还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又如何能够说服他

人？反过来说，要先进行游说：因为企业需要人加入，才能在团队中进行规划，

否则便只是闭门造车。在完成规划之前，就需要有人认同企业异象，因为在某

种意义上规划永远都不会是真正可以达到完整的。然而，游说阶段的某些元素

也取决于提出一个象样的规划，别人有这样的期望也是合情合理。 

 
在规划阶段提供的服务中，督导和教练都是很重要的。创业者需要和有经验的

人一起思考，他们能帮助你规划。传统观念上的孵化器和孵化活动大都发生在

这个阶段。经典的理念是有一个「暖房」式的环境或设施，让理念类似的创业

者聚集起来共享理念，并且孵化器会提供一些经验丰富、委身的教练，来帮助

新企业调整商业计划书，让这规划过程能按步骤实施。 

 
由于营商事工不是纯粹的商业企业，所以营商事工企业的规划过程将涉及福音

事工规划和制定属灵影响规划。这可能包括文化适应和语言学习阶段，例如与

一个本地的家庭同住，或采取其他必要的准备措施。 

 
坚持阶段 

这属于启动周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婴儿出生」后的阶段——你可能会夜

不能寐，婴儿或许要经历出牙期的疼痛！孵化过程即包括坚持渡过企业初创期。

你在这个时期需要哪些东西？这时，你需要实地的督导、指导和支持，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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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支持。 

 
营商事工生态系统中的孵化活动是什么样子？ 

营商事工孵化涉及四种角色：学术界、会众、机构和实现者。 

 
在营商事工领域中，孵化也在学术界中进行，例如美国瑞金大学创业中心，和

韩国乔舒亚商学院、营商事工中心。虽然学术界一般不提供资金，也不一定把

企业连接到供应链中，但是它在孵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会众的意思是本地教会，本地会众。在世界某些地区，某些教会中，一些会众

的规模已能达到群聚效应，有足够数量的从商者来开始推动营商事工的孵化活

动。在会众环境中，一个好处是有代际效应，年轻人可以向经验丰富的年长者

学习。会众在异象塑造及动员、奠定工作就是事工的神学基础、倡导平信徒是

祭司、尊基督为主方面，都具有策略性作用。所有这些基础事项都能在会众中

完成；如果完不成，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完成孵化营商事工的任务。会众完成这

些事项后，营商事工孵化就将具有极大的潜力。 

 
机构——包括那些接受营商事工的传统福音拓展机构，也包括以具体功能服务

营商事工生态系统的一切组织，例如融资团体或孵化团体。这里的「机构」是

广义上的机构，包括任何提供专门服务或功能的组织。机构有着工作重点和相

应技能，以及有独特的呼召和装备；本地教会不一定有必要的技能和孵化能力，

可能需要从外部得到这些支持。 

 
实现者——将要建立企业的男女门徒。没有这些人，就没有营商事工孵化！ 

 
来源：转化型中小企业网站 www.transformationalSME.org 以及转化型中小企

业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彼得•肖卡特的访问。 

  

http://www.transformationals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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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 营商事工孵化器个案：转化型企业集团 
新兴企业发展中心(Transformational Ventures) 

及从经验取得的功课 

 
二零一一年以来，转化型企业集团一直在努力发展企业发展中心(Business Develop 

Center)的理念。二零一一年之前，转化型企业集团主要和对营商事工感兴趣的人合作，

包括「世界企业」（转化型企业集团的创办机构）认识的本地企业家与「世界企业」

差派到海外开展跨文化工作的人。虽然转化型企业集团发现与个别的营商事工从业者

合作是件好事，但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途径，来更有力地集中资源，扩大在一个地区

的果效。 

 
它建立企业发展中心的异象和目标是集中资源，在具有企业发展必要条件的特

定区域促进并深化营商事工的影响力。企业发展中心旨在通过培训和督导一系

列企业，包括建立持续的督导关系、伙伴企业网络等，在一个地区建立成功企

业集群，形成群聚效应。这样做的目标是在小区产生并造就更多具有影响力的

岗位创造者，最终由他们一同发挥更大影响力。企业发展中心的焦点主要是装

备本地企业家，因为他们发现，外籍的营商事工从业者有更多机会能从来源国

网络中得到资源和培训。 

 
自二零一一年来，转化型企业集团通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学到了许多关于企业

孵化的经验。转化型企业集团的总监布鲁斯•斯旺森(Bruce Swanson)说到：

「通过建立企业发展中心，我们了解到什么做法有效，什么做法无效，以及需

要多长时间才能走上正轨。」 

 
企业发展中心 

迄今为止，转化型企业集团已经建立了四个企业发展中心，其中两个位于菲律

宾，一个位于玻利维亚，一个位于肯尼亚，而第五个企业发展中心正在黎巴嫩

筹划。企业发展中心采取何种形式，提供何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

人的观念。其理念是从小做起，使用本地的专业知识和资源，聆听本地企业家

及企业主说出的需要。他们预期随着企业发展中心不断扩展，本地市场调查将

进一步深化，获得的智力资本将进一步增长，达到提供顾问服务的法律或操作

要求。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汲取到的经验是：一切都取决于本地领袖。布鲁斯•斯旺森分

享道：「我们不会把自己的理念拿到当地立即实施，而是会等待本地人接受和

理解及本地领袖的出现。因此，我们在有教会的区域开展工作，就像和本地商

人创办合资企业一样。我们充当催化者的角色，而这需要一些时间。」前三个

企业发展中心创立或开始发展之后，就停顿下来，要么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本地

领袖，要么是由于刻意的策略调整。第四个企业发展中心正在积极拓展，第五

个万事俱备，只缺合适的领导人。 

 
第一个企业发展中心于二零一一年成立于菲律宾达沃市(Davao City)。布鲁斯•

斯旺森及其他营商事工领袖及合作伙伴在创办它之前三年，多次走访达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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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撒种传播营商事工异象，与本地的「世界企业」福音拓展同工合作，并与

本地商人及其他事工团体建立网络。与此同时，他们等待合适的本地领袖出现，

来与企业发展中心合作。最后，六七名优秀的本地商人组成了核心团队。他们

是信心坚定的耶稣门徒，来自不同的派别和教会团体，他们接受了营商事工的

异象，看到了营商事工的市场，这包括基督徒市场，也包括普通市场。他们其

中一个目标是装备信徒，通过成功的企业改变现状；另一个目标是与更广泛的

小区建立关系。企业发展中心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客户，因此它们

需要向外拓展，服务更广阔的市场。 

 
二零一一年，「世界企业」差派了一对有菲律宾背景的夫妇前往达沃市，他们

有丰富的福音事工经验，同时具备财务服务与会计背景。他们曾在美国生活，

能够充当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者，也有营商事工的异象。他们看起来是在达沃市

实践企业发展中心理念、然后把中心交托给本地领袖的理想人选。由于这二人

的职业背景，达沃市企业发展中心的焦点被定位为财务服务及培训。不幸的是，

由于一些个人原因，这对做领导的夫妇一年后离开岗位，达沃市的企业发展中

心便陷于停滞状态。由于前期已经打好基础，企业发展中心有望于近期重新启

动，规模比之前稍小，步伐也更为和缓一些，而且一定要由本地人做领袖。 

 
同时在玻利维亚，「世界企业」福音拓展同工组成的一个小团队开始营商，其

首先的目标是为事工创造财务资源。他们创办了几个小企业，不久便发现营运

难度超出了起初的预期，他们的团队需要有商业技能的人来加入。转化型企业

集团此刻加入进来，帮助玻利维亚的团队迅速有效地学习。虽然团队面对的困

难重重，但是他们意识到，企业能够发挥非常有力的作用。于是，他们退后一

步，决定把营商放在玻利维亚事工策略的核心，而不只是作为附庸。 

 
一对有营商背景的夫妇前往玻利维亚，来帮助协调他们开展营商，一做便是三

年。他们已经吸引了一批来自其它事工团体、有志于营商的同工，还有一些本

地商人。当企业发展中心最终于二零一二年成立时，这些本地商人成了主要的

领导者。团队获得了一些资金，贷了一些款项，开始为信徒及广泛小区提供营

商工作坊，以及一些督导和教练工作。 

 
不过，最近他们暂停了企业发展中心的步伐，来重新调整策略。他们的团队成

员起先包括外籍人士与玻利维亚本土人士，而策略需要调整是为了要动员更多

玻利维亚教会的本地基督徒商人。他们没有直接开展企业孵化一类的活动，而

是制定一系列培训和造就材料，用于动员玻利维亚教会会众。他们希望教会领

袖理解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激发教会中的商界人士成为圣俗二分的桥梁，接

受营商的呼召。虽然企业发展中心的异象依然是发展企业与营商事工，但是实

现异象的人群需要是本地教会里的商人，目标进展的速度取决于本地教会的速

度。他们认为，虽然这种做法会花费更长时间，但是有利于玻利维亚教会真正

地参与营商事工。 

 
黎巴嫩贝鲁特(Beirut)正展望成立第三个企业发展中心。贝鲁特一个大教会中

的商人领袖兼牧师理解到营商事工的重要，邀请他们前往发展。这位商人牧师

发现，教会里面有许多小企业主，他们的业绩仅仅足以保障存活，如果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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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本的商业培训和投入，那么他们会受益很多。他感到，这将全面更新本

地基督徒企业的面貌，对教会及小区都将产生巨大影响，能够拉动就业，带来

各方面益处。这位领袖邀请转化型企业集团前来帮助。转化型企业集团的策略

仍然是先来建立关系，为本地合作关系奠定基础，帮助他们真正接受营商事工，

避免当地人认为他们这些外人过来自行其是。 

 
转化型企业集团的领导者在三年来每年前往贝鲁特一次，以建立关系，进入已

有的网络，参与贝鲁特一个常规基督教活动中与商业有关的活动。直到有足够

有兴趣的人和资源，他们便开展了一期周末营商事工工作坊，以激发本地人产

生更大兴趣。工作坊之后，一个由商人组成的小圈子涌现出来，形成了建立企

业发展中心的核心团队。贝鲁特企业发展中心的焦点倾向于培训不能参与政府

开展的商业培训的小企业主。然而，原来被寄望担任本地领袖的那个关键人物

没有时间和能力来推动企业发展中心的活动。转化型企业集团现在等待一个合

适的催化者从本地人中间脱颖而出，或者有一个愿意长期居住在贝鲁特的人来

落实企业发展中心的活动。条件都已成熟，许多资产都已就位，只缺一个合适

的带领人。 

 
第四个企业发展中心正准备于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岛(Cebu)成立。一对提前退休

的美国夫妇具有合适的背景和技能，他们每年在宿务岛居住数月，担当本地催

化者的角色。长期居住在此地的传教士、小区发展工作者及本地牧师建立的关

系、网络和专业知识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前期条件。几年来，他们在宿务传播

营商事工的异象。教会领袖已经认同商业的重要性，希望与企业发展中心一起

合作，目前只缺合适的带领者。 

 
二零一三年的大台风过后，企业发展中心的工作重点转变为通过提供小额商业

贷款，帮助小企业重回正轨。这项工作起先由外来的商业志愿者开展，后来转

交给本地商人。现在，重新回到企业发展中心长期策略的时间到来了，这将利

用台风灾后重建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本地领导力和经验，借势争取进展。 

 
一位本地商人愿意为企业发展中心捐献场地。企业发展中心也已与几个菲律宾

小额商贷机构以及提供小微企业培训的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还将

建立一个系统，用于评估哪些人具有更大的创业能力。企业发展中心将为这些

人提供额外的培训、资金和督导，帮助他们把企业发展为真正的小型企业，为

他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虽然企业发展中心可能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商业设施

和无线网络服务，但是就起初阶段来说，它希望避免实体办公空间所带来的开

销。转化型企业集团同时积极与另一个总部设于美国的营商事工机构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在开展一个合资企业。 

 
在肯尼亚内罗毕市（Nairobi），转化型企业集团正与一个稳固的本地教会合作

成立企业发展中心。这个教会理解营商事工，能提供一些资本。他们已经使用

前达沃市企业发展中心的材料培训了一组小企业主。这组商人接受了包括三个

周期的全部培训项目，而且据他们观察，培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增加了

营业额，或产生了其他方面的优良结果。他们还创建了一个农业示范企业，用

来帮助训练和教导别人。他们将于二零一五年秋季与该区域一个营商事工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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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企业合作创办一个售水公司。转化型企业集团与在美国的合作伙伴拥有的

第三家企业创办于二零一五年末。通过转化型企业集团志愿者提供的远程教练、

美国团队的实地走访和内罗毕本地商人，推进企业发展中心所需的本地领导层

逐渐成形。 

 
从经验取得的功课 

在很大程度上，转化型企业集团关于企业发展中心的理念尚处于草创阶段。他

们在打基础，努力发现有效的实践方法，投资造就本地领导者。通过这些工作，

他们获取了一些重要的功课。 

 
在全球各地建立企业发展中心的过程中，等待合适的本地领导者这个问题反复

出现，一个与此相关的功课是建立有效的工作基础需要时间。 

 
第三个功课是需要敏锐观察，在「做外部推动者」和「内部催化者」之间找到

平衡。布鲁斯•斯旺森分享道：「这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序。你必须不断祷告才能

理解状况，尤其要借用当地人的智慧。」第四条功课便是借用本地人的智慧、

经验和关系网络。这个经验适用于转化型企业集团的所有企业发展中心，不管

那些本地人是贝鲁特一个稳固教会的领导者，还是玻利维亚及菲律宾的常驻福

音拓展同工。「世界企业」的福音拓展工作长期采用这系心价值，现在转化型

企业集团的营商事工项目也采用了这系心价值。 

 
还有一个功课是：汲取商界、小区发展和社会企业领域的系心价值和最佳的实

践方法，以及事工领域和其它营商福音拓展机构的新实践。 

 
最后一个功课是不要过于强调金钱的角色，而是通过关系和培训来带领。布鲁

斯解释道：「我们在讨论企业发展中心的工作时，不只谈论金钱，而是探讨软

性的服务，例如建立网络、培训和督导。首先需要有关系和基础设施，才能识

别谁具备获得贷款的条件。因此，通过关系来带领在当地是合理的。」 

 
转化型企业集团的更多信息参见：http://www.transformationalventures.com  

 
转化型企业集团制定的商业培训材料可从此链接获得：http://www.beta-ventu

res.com 

 
如欲了解更多汲取的功课，请点击此链接在线观看转化型企业集团录制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user/T-VenturesBAM 

  

http://www.transformationalventures.com/
http://www.beta-ventures.com/
http://www.beta-ventures.com/
http://www.youtube.com/user/T-Ventures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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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 营商事工孵化器个案：太平洋资源国际 
太平洋资源国际（Pacif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的孵化活动 

与从经验取得的功课 
 

 
太平洋资源国际是一个在中国开展制造业投资的美国私人控股公司 。公司总部

设于北京，在中国其它地区设有四个办事处，拥有约二十名员工。 

 
公司于一九八九年被现任主席德怀特•诺斯壮（Dwight Nordstrom）收购，其业

务重点被调整后，是要为在中国进行高科技制造业投资，尤其是提供顾问服务

和管理投资。一九九一年以来，太平洋资源国际已经帮助成立了四十多间工厂，

为其中一半以上的工厂进行了投资。目前，他们持有五个位于中国的工厂以及

两个媒体公司的股权。 

 
太平洋资源国际虽然不是一个典型商业区式的企业孵化器，但是在过去二十五

年来，一直特意参与孵化新企业，其中许多企业的策略焦点都属于营商事工。

太平洋资源国际的一个核心目标在于增加大型制造企业的数目（近期是增加媒

体企业的数目），通过它们推动实现大使命。 

 
企业孵化活动 

成为其他商业领袖及企业的鼓励者和孵化者，一直都是太平洋资源国际系心价

值与功能的一部分。在太平洋资源国际创立的前三年，即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

年，他们在孵化背景中租出芝加哥的办公区域给十多个基督教福音拓展机构或

企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们离开了临时地址，最终搬到了北卡罗来纳

州夏洛特市（Charlotte）毗邻卡罗莱纳大学的企业孵化中心。这些经历帮助塑

造了他们的孵化策略和系心价值。 

 
德怀特•诺斯壮此前在通用电气的工作经历也有影响了他的思维。他说道：「我

从通用电气出来，看到他们做得非常棒的一件事就是培养年轻一代的领导者。

他们让我们来识别具备未来潜力的人，刻意地培养他们。我们提供的半年实习

项目就是一种孵化方法。在此期间，我们识别潜在的未来高层领导力，这些人

往往都将进入各种不同公司，这真是一件好事！」 

 
太平洋资源国际建立的工厂数目达到群聚效应之后，他们便开展了第二类孵化

活动：从较大规模的工厂内部作孵化。例如，他们把会计、人力资源、饮食等

服务外包出去，促进同区域其它企业的出现及发展。 

 
他们开展孵化活动的第三种途径是其业务模型的核心，就为中国发展中的企业

提供商业服务。他们在企业网站上陈述：「我们将利用企业在中国工厂及办事

处的管理能力，为新建的制造企业提供顾问和支持服务，或重组现有工厂的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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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类型 

随着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开放，太平洋资源国际将自身定位为行业领先

的顾问及投资公司。他们企业的一个卖点是：用我们在中国制造业和顾问行业
的专业素质，帮助您在中国获得成功。 
 

 
图一：太平洋资源国际提供服务概观，源于 http://www.priusa.com 

 
太平洋资源国际的网站内容： 

太平洋资源国际是一个在中国及周围区域建立企业方面具有成熟经验的机

构。太平洋资源国际的领导团队成员来自美国、新西兰、南非和马来西亚，

注重采取最佳实践方法的商业营运。我们是一个具有外籍和本土企业家网

络、不断茁壮发展的有机体。太平洋资源国际的关系网络使我们有能力获

得来自各种背景和专业领域的人力资本，为客户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成功营

商助力。我们在市场营销、合资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曾与各种规模的企业合作，包括资本在三百万美元到十二亿美元之间

的企业，并创办了启动资本在八十五万美元到一千万美元之间不同规模的

工厂。 

中国策略 

探索 

•  市场概览 

•  财务模式一 

•  供货商审计与分析 

•  客户走访 

•  策略 –风险 

执行 
•  现场调查 

•  市场分析 

•  人力资源一 

•  销售及市场办公室 

•  销售采购与首次公开募股 

•  全包创启企业管理 

•  建筑管理 

•  股权投资 

•  政府关系 

•  财务模型二 

•  设备采购 

•  工厂孵化 

扩张 
•  人力资源二 

•  政府关系 

•  管理及行政过渡评估 

•  中期管理 

http://www.pri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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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下列领域的支持： 

 商业计划书 

 选址可行性分析 

 初创公司 

 理解文化 

 经济模式 

 猎头服务（搜寻经理人） 

 转包管理团队 

 股权投资 

 实习项目 
 

太平洋资源国际为下列领域的企业提供了内容广泛的服务： 

 汽车企业 

 节能灯企业 

 电信企业 

 机械加工企业 

 印刷电路板及电镀企业 

 医药企业 

 
太平洋资源国际为客户提供重点在于制造业、全系列的入境中国与实施服

务。我们提供实际的帮助，从最初探索中国情况，一直到实施以及在中国

开展生产。 

 
从经验取得的功课 

在督导别的企业时，要有所选择，还要有一颗甘于奉献的心！如果数算商业利

益，一家真正的私营企业会认为慷慨地督导其它企业是不值得！你必须坚持从

天国的眼光来看，并衡量潜在的天国影响力。鉴于此，他不会孵化没有天国视

角的企业，这是一个选择条件。 

 
德怀特还提醒说，在你投资资金或服务时，要考虑企业商业模式的质量，以及

当孵化企业失败时，自身消化冲击的能力。德怀特分享道：「我们在成立早期，

曾贷四万美元给一个做营商事工的家伙，这笔钱完全打了水漂。我们不得不承

受这个打击，审视自己哪里做错了。我们的合同没有问题，我们以为没有任何

纰漏。那真是次艰难的经历！」如果你的孵化企业还不足以消化失败的冲击，

那么就不要为别的企业作孵化。 

 
来源：太平洋资源国际的网站 http://www.priusa.com 以及企业主席德怀特•

诺斯壮的访问。 

  

http://www.pri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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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 营商事工孵化器个案：艾贝克企业集团 
艾贝克企业集团（IBEC Ventures）与B孵化器——企业孵化器 

与从经验取得的功课 
 

历史 

艾贝克企业集团成立于二零零六年，当初的目标是为了帮助福音拓展机构「十

字架世界」（Crossworld）解决有关营商事工的问题。问题在于，「如果不把

商人作为主导者，一个机构怎能妥善地开展营商事工？」拉里•夏普（Larry Sh

arp）时任营运副总裁，至少有过一些商业训练，他被委以「搞清楚营商事工是

怎么回事」的任务。「十字架世界」的一位成员几年前在亚洲开办了一个企业，

而且企业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功。这位企业主二零零六年来到「十字架世界」

的美国办公室分享道：「如果那时候有人帮助我，我就能节省更多时间。然而

那时候我不知道可以去找谁来帮我。」诸如此类的话，拉里听说过许多次。

「十字架世界」看到，营商策略在为未得之民传福音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只会逐

步增长，而为未得之民福音拓展是他们的核心使命。他们希望机构能更有效地

支持营商事工。 

 
拉里邀请十五位商人聚集在一起磋谈——他们中间有男士，也有女士，有财富

五百强（Fortune 500）企业成员，也有小企业主，这场谈话持续了六个小时。

会议也邀请了「十字架世界」的总裁与副总裁，不过他们只扮演观察者的角色，

聆听商界人士的观点。二零零六年这场会议生发了一些理念，促成建立了艾贝

克企业集团与B孵化器。 

 
其中一个关键理念就是，如果你要营商，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些商业技能。拉里

观察到：「神给了我们所有人属灵的恩赐，也给了我们独特的技能。」与会的

商界人士向「十字架世界」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案例外，如果机构真的想要从

事营商事工，那么不能让已经在福音事工中服侍的人来做这件事。这对「十字

架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十字架世界」的领导面见董事会，董事会拨款作

为种子资本，以建立能够解决问题的新机构。于是，艾贝克企业集团成立了。

从最开始的时候，艾贝克就是一个与「十字架世界」分离的实体，不隶属于常

规的福音拓展事工架构。为了维持两个机构的联系，「十字架世界」的一名董

事会成员作为观察员参与艾贝克企业集团的董事会。 

 
艾贝克企业集团成立旨在帮助「十字架世界」中那些认为自己能够营商的人，

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咨询。在起初几年，他们筛除了大多数自认为能够营商、实

际上却难以战胜营商挑战的人。拉里分享道：「我们面对着一系列背景的人，

其中一个极端是福音拓展同工，他们基本上认为『我们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

这么多年，我们爱这里的人，我们在这里养大了孩子，我们爱耶稣，致力于为

主赢得门徒，你让我通过营商来得签证，当然可以——这能有多难？』」他继

续说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是商人。他们认为：『我是个成功的商人，我在

实际生活中取得了成功，我了解国际市场，我知道如何营运，我善于和人打交

道，你想请我在北非开个企业，这又能有多难？』处于这两种极端的人都不适

合从事营商事工。艾贝克的一项工作就是有礼有节地婉拒这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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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两年之内，艾贝克就已经与十五个商业单位合作。他们知道，虽然当中

一些人会有较高风险，但是他们看到这些人具有一些商业技能，例如夫妇或团

队成员有一些营商经验，或者一些人具有营商潜能。他们开始为这些羽翼未丰

的企业提供顾问咨询。为了得到顾问人员，艾贝克的两三位员工开始在教会和

大学中广泛活动，邀请相关的人加入顾问团队。拉里分享说：「神带给我们一

些难以置信的人才，而且他们大多数直到现在还与我们合作。」 

 
大约三年前，艾贝克企业集团意识到，他们在「十字架世界」内部已经没有新

客户了，又不知道如何招募。他们认为，福音拓展机构不是招募新客户的良好

渠道。拉里分享道：「我们决定不再招募营商者进入『十字架世界』，不过这

个做法不一定适于所有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商界人士需要『臭味相投』。

和我们聊过的所有商人都支持事工和福音拓展机构，但是我们感觉到，如果让

他们坦率评论福音拓展机构的话，那么他们或许会说『嗯，这不是真正的营

商。』」艾贝克的团队感到，如果要有效地招募和培训人从事营商事工，就需

要另一种管道，不是艾贝克类型的顾问团体，也不是「十字架世界」类型的福

音拓展机构。在这个时期，艾贝克的许多客户已经是来自其他的福音拓展机构

和大型教会。他们开始意识到需要更广阔的网络，需要一个对于商界人士而言

「臭味相投」的组织，同时，这个组织也要有完全的福音事工性质，致力于实

现四重底线。 

 
在二零一三年四月泰国召开的全球营商事工大会上，几位发言人都指出，营商

事工孵化器几乎还不存在。他们通过自身经验和个案证据达成共识，鼓励「十

字架世界」与艾贝克合作成立一个企业孵化器类型的组织——而且，他们已经

在从事此类活动了。这个「B孵化器」（化名）有时候被称为一个加速器，或者

「天国企业家发展机构」。它还处于进展阶段，不过已经开始接收具有商业训

练和经验的人士加入，进一步培训他们从事跨文化营商。这一次，依然是「十

字架世界」提供种子资金创办「B孵化器」。孵化器现有一名行政总裁，目前是

处于初创阶段。 

 
服务与功能 

艾贝克企业集团虽然自称为顾问机构，却一直在培养营商事工企业，通过提供

服务来帮助它们取得成功。拉里分享道：「开始的时候，我们单会坐上飞机，

去实地走访位于北非、中亚和其它地区的企业。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样做太缓

慢了，我们没有能力照顾到所有企业。因此，我们开始举办研讨会，来培训顾

问和教练，预备他人来帮助支持营商事工企业。」很大程度上，艾贝克在动员

和装备人们成为营商事工企业的顾问人员。 

 
从另一方面说，B孵化器注重训练装备人前去实际地营运营商事工企业。在这种

意义上，B孵化器更像是一个传统上的企业孵化器，因为它强调创立新的营商事

工企业。 

 
拉里分享道，他们早就意识到两个机构在人员招募上会遇到潜在冲突。他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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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一些人来对我说：『我听说了一些关于营商事工的事情，我想加入十

字架世界，去某某高风险地区营商。』我就告诉他们说：『不，你不要加入十

字架世界，而是去加入B孵化器。』因此，这对『十字架世界』的人员招募有负

面影响。」团队必须寻找一些途径，使「十字架世界」能够从B孵化器的活动获

益，以及通过什么途径为推进孵化工作获取融资。解决方案不断演化，最后确

定为通过B孵化器为营商事工企业提供不同范畴的服务，包括商业服务、门徒训

练和跨文化服务。跨文化服务从「十字架世界」购买，为它创造收入，而商业

服务主要是从B孵化器购买。艾贝克则持有提供顾问和教练服务的合同，这是因

为B孵化器自身不提供商业顾问（不过它有提供开展不同培训项目的培训师）。

拉里说，这种商业服务就像「自助餐」，企业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自行选择需要

哪些服务。这种方式面对的一个挑战在于，营商事工企业自行选择服务类型，

有时候却不愿意为那些对企业来说意味着生死攸关的服务付费。 
 

B孵化器还制定了另一种业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新企业主成为B孵化器的一

名员工，接受B孵化器建议领域的服务。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企业主作为美国企

业的员工来创办海外附属公司，能够得到签证。新企业主自行为企业筹款，用

于支付B孵化器及其服务承包者（艾贝克与「十字架世界」）提供的商业与跨文

化服务。拉里说：「我们还不熟悉怎样为营商事工服务收费。不过，B孵化器一

直采取定收费的策略，内容包括可供客户选择或客户应该接受的二十多种服务，

并且制定合理的价格。」 
 

B孵化器提供的商业服务包括：企业发展准备、商业计划书制定、国家情况分析、

法律专业知识等。B孵化器目前还没有提供基金支持。新企业主在筹资时，往往

寻求「家人、朋友和傻瓜」的资助。B孵化器的一部分服务内容的确是关于如何

筹资，以及如何管理企业财务。拉里分享道：「建立B孵化器的一部分原因是意

识到我们的艾贝克顾问在花时间帮企业主解释关于基础商业概念的问题，而这

不是顾问应该花的时间，因这原本应该由专门的商业培训师来解决。因此，B孵

化器目前提供关于如何发展企业以及许多标准商业流程的培训。」 

 
企业孵化经验取得的功课 

营商事工孵化器需要合适的领导团队。关键问题是，我们怎样招募到人来伴创

业者同行？ 
 

找到合适人选来开创营商事工企业是个重的挑战。许多蒙召参与传统福音事工

的人都没有经营企业的能力，我们需要找到那些神呼召参与营商的人。然而，

常常有人告诉他们，如果你真的想侍奉神，你就要成为福音拓展工人，你就要

去上圣经学校。如今，他们还是不断听见这些论调。我们需要找到这些人，让

我们在神的百姓中间寻找有能力成为企业一份子或有能力开创企业的人，帮助

他们创业或支持企业——让我们找到他们，他们就在我们教会中，让我们装备

他们，派遣他们。在营商事工中，正确的招募、装备和调配流程真的很关键。B

孵化器的一个关键理念就是，找到最佳方案来动员和委派商界人士，有效地开

展营商事工。 
 

许多福音拓展机构依然希望只做出小幅调整，「用创业换签证」。我要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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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事工不是一种小调整。我们需要招募有商业能力的人，他们同样有志于福

音事工，热诚，而且能赢得门徒，但是他们同时有营运企业的能力。我们一定

要找到这些人！ 
 

 
来源：艾贝克企业集团网站 http://www.ibecventures.com 以及创办人及

培训总监拉里•夏普的访问。 

  

http://www.ibecven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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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 营商事工孵化器个案：为祝福营商 

「为祝福营商」（Business4Blessing）的孵化历史及活动 
 
从二零零八年开始开展营商事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孵化企业。我来自商

业界，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与跨国企业和家族企业合作过。我看到

了家族企业产生的各种问题：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代际传承的能力。福音

拓展事工领域的问题与此类似，再加上从业者缺乏商业训练，又是在异国文

化及法律环境中营运。 
 
「为祝福营商」认为，从最初有创立理念到企业成立第二年，企业要经历六

个孵化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挑战，我们力求帮助企业主将它们战胜。

我们认为福音事工是营商行动的内核而非附加物，因此我们以制定福音事工

计划为出发点。我们帮助合作者思考神将如何使用他们的企业，企业中的哪

些元素决定了它的事工性质，他们对于工作及营商事工的神学观念是什么。 
 
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能在同时孵化至少十五个企业。我们的顾问具有不同

的语言和商业技能，所以我们可以提供合适的顾问来帮助处于不同阶段、不

同类型的企业。例如，在我们帮助的企业中，有一家企业由于流程模糊不清

而面对着亏损。我们的一位顾问具有六西格玛黑带认证，所以由他来帮助这

家企业理清流程，释放现金。「为祝福营商」网站上列出了我们所有的顾问，

可以按专业领域及服务语种搜索。 
 
我服务的第一个营商事工企业是一个良好的例子。二零零八年，我在一个

机构担任营商事工总监的时候，遇到了这对夫妇。他们想要开个餐馆，但

一点经验都没有。在加入机构之前，他是执业律师，她是会计，但他们内

心的愿望是殷勤待客，他们相信神将使用他们殷勤好客的恩赐来开展事工。

他们的餐馆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盈利，那么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

题！行业竞争、口味变化、不讲理的房东、员工训练成熟就离岗——这些

事情他们都遇到了。但是我们通过网络电话保持联络，成为了朋友。他们

顺利的时候，会与我们分享，我们就一同喜乐。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

知道我在为他们祷告。虽然我们的关系不只是孵化与被孵化，但是我们依

然每年制定策略，帮助他们维持盈利。他们是否在开展福音事工？当然是，

他们在一个很难传福音的地区，为小区与员工开展非常棒的事工。 
 
除了帮助营商的外来人士，我们还在当地有成熟导师的情况下，为本地企业

提供支持。在中亚地区，我们正在筹划六至八个商业计划书，并已经建立了

几个企业。我们以本地化的培训作为出发点，然后按流程制定合理的商业计

划书。企业得到资金并成立后，我们继续支持他们直至完成所有孵化阶段。 
 

我们还利用网络电话与电子媒介。目前，我们大部分工作区域在东亚和中亚，

不过，我们正在向外扩展。有两位员工在南美洲开展理念阶段的工作，还有

一位员工进入了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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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为祝福营商」不断发展，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众筹类型的融资部门，

但它还没有就位。我们感到，因为有我们在帮助企业成立，企业便有更高

的成功几率，所以能降低投资人面对的风险。 
 
我们很乐意与个别企业主合作，不过也乐意接受与福音拓展机构签订「总合

同」。签订总合同后，我们将成为机构值得信赖的顾问，帮助他们制定工场

或地区策略。我们看到的一个变化趋势是一个人单独创办企业的时代已经逐

渐过去，一个人的企业非常难以维系——举个例子说，如果只有一个人，那

么你怎么放假探亲？更好的商业模式是围绕着一个企业或社群的策略需求，

多人合作建立企业。然后他们就能有顾客；或者他们可以建立多个企业，形

成一个价值链，不断地彼此巩固。 
 
我们建立「为祝福营商」，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通过营商祝福人。营商

不是获取签证的手段，甚至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企业应该成为营运者的祝福，

并且祝福小区和由于企业活动成长起来的信徒和门徒。 
 
作者:「为祝福营商」行政总裁，诺拉•休斯博士，电邮：nora@b4blessing.co

m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为祝福营商」孵化器，请点击此链接： https://b4bles

sing.com/blog/2015/03/ business-incubation/ 
 
网址： https://b4blessing.com 

  

mailto:nora@b4blessing.com
mailto:nora@b4bless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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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 营商事工孵化器个案：卢旺达之桥 
卢旺达之桥（Bridge2Rwanda）：创造机遇 

 

 
异象与宗旨 

卢旺达之桥在美国及卢旺达基加利（Kigali）设有办事处。它选拔卢旺达最

优秀的学生前往海外留学，并作为创业的仆人式领袖活出卓越的生命。它还

致力于建立可持续的企业，转变人的生命及小区面貌。 
 
卢旺达之桥作为一家美国非营利机构在卢旺达及非洲中东部地区开展工作。

「卢旺达之桥学者项目」（B2R Scholars）识别、预备并连接下一代信徒，

在真实世界中创造获取经验的机会，提供美国留学奖学金。 
 
卢旺达之桥有三个工作领域： 

 
1. 培训中心 

致力于提供以目标为导向的培训项目，装备卢旺达人能在国际层面有学识和

专业地竞争，是非洲唯一一个获得卡普兰（Kaplan）认证的教育机构。 
 
2. 会计服务 

卢旺达之桥开始提供外包会计和行政服务，并推行一个会计实习生项目，以

扩大机构的能力，为杰出的会计专业大学毕业生提供实践培训。 
 
3. 农业综合开发 

卢旺达之桥有策略地开创并孵化新企业，目前工作重点是农业领域的肉、蛋和

奶制品。 
 

卢旺达之桥创造工作岗位和机遇，帮助「学者项目」参与者在非洲开

创职业生涯。卢旺达之桥在与潜在雇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卢旺

达的企业、非营利机构、政府，以及在非洲扩大运营的跨国企业。 

卢旺达之桥网站内容 
 

 
卢旺达的农业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缺少商业饲料加工厂。没有高质

量的饲料供货商，卢旺达的牲畜产业和肉、蛋和奶生产仍将受到严重限制。

商业饲料加工厂还能提高成千上万卢旺达农民种植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的需

求量。 
 
二零一二年十月，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的行政总裁唐尼•史密斯

（Donnie Smith）来到卢旺达，同意与卢旺达之桥开展个人合作，一起建

立肉鸡孵化场以及商业饲料厂，为各种牲畜成产饲料，也包括销售及分销。

除了史密斯的个人财务投资，泰森食品公司还将继续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

（过去四年以来，他们一直为穆桑泽（Musanze）的易基拉罗农场（Ikirar

o Farms）提供支持），促进饲料厂及孵化场的建立和营运。泰森食品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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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在美国实习的机会，培训卢旺达人营运这些企业。 

 

卢旺达之桥的农业综合开发部门不仅仅为新成立的农业企业提供饲料，还

能作为项目管理者、培训者和外包担责者提供支持和评估。目标是促进每

个企业横向发展。在分销饲料的过程中，将会建立新分支机构，许多新企

业可能抓住机会应运而生。 
 
影响力 

 
二零一一年项目（第一个项目）从七十多名申请者中筛选了十七名学生。二零

一二年项目从三百五十多名申请者中筛选了二十八名学生。 
 
卢旺达之桥学者项目取得了杰出的早期成果：四年来，十八名学生获得的奖学

金总额达到二百五十万美元。学者项目参与者得到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法

国几所优等学府的录取。 
 
二零一三年，卢旺达之桥的员工数目达到二十人（四名在美国，十五名在卢旺

达）。所有员工都是基督徒，并通过个人见证来影响他人。 
 

 
网站： www.bridge2rwanda.org 

http://www.bridge2rwand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