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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營商事工全球智庫」已啟動一個獨特的平台，有便於世界各地從業者及領袖協作。第二屆

營商事工全球智庫行動的關鍵字是：振興。智庫的目標是振興全球的營商事工，裝備並鼓勵

有志藉營商服侍神和造福各族人群的人。 

  
我們為此啟動了三十多個國家、區域及國際專案小組，分別聚焦研究營商事工浪潮中之重要

議題，及特定區域或國家的營商事工。 

  
這些小組的目標是聆聽、學習、分享和聯繫。我們制定了工具與模板，方便各組通過虛擬會

議及面對面諮詢的高效協作。經過多次對話之後，每個小組都發表了總結報告，包括專題文

章、實況分析、個案研究、工具和資源目錄。 

  
爲了確保小組內外的溝通富有意義和建設性，我們採用以下對「營商事工」的定義： 

  
營商事工是： 

• 可持續和有盈利的商業行動； 

• 定意對人及國家帶出天國目的及影響； 

• 著重經濟、社會、環境和靈性果效，並實現整全轉化； 

• 關顧世界上最窮困及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 

  
這個定義起源於第一屆營商事工全球智庫論壇，其成果包括所發表《營商事工──洛桑第五

十九號特別報告》及〈商貿宣教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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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見 http://www.chinesebam.com/data-base/literature）等文獻。 

  
智庫項目帶來了全球營商事工學者和社會資源的大聚集。除了發表多份專案報告，更在二零

一三年四月于泰國舉行專案小組領袖論壇和營商事工全球會議，濟濟一堂，建立起合作網絡。

現繼續將搜集到的資源廣泛分享、廣為傳播。 

  
此報告為三十多個專案小組的一系列報告之一，是全球數百位營商事工領袖的心血結晶。其

餘專案報告見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英文版）或 http:// 

www.chinesebam.com/bam-database/reports/（中文版）。 

  
我們將於二零一四年發佈內容全面的《營商事工全球智庫第二號報告》，以跟進於二零零四

年發表的《營商事工──洛桑第五十九號特別報告》。 

  
這些報告本身不是營商事工全球智庫的終論或終點，而應被視為營商事工經營者及相關領袖

在目前之反思，我們還將繼續前進，迎向問題，回應需要和期望的落差。某些小組會延續下

去，亦有新的活動要展開。營商事工浪潮正在起動！ 

 
能夠在這兩年參與這場史無前例的全球協作，是我們的榮幸。回望過去，我們看見實際成果

與期望和計劃之間的落差，然而，我們也見證了神能夠成就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大事。 

http://www.lausanne.org/docs/2004forum/LOP59_IG30.pdf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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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誠地感謝所有與我們一同勞苦的全球智庫同仁，特別是籌劃小組、議題小組、區域小

組及支援小組各組長，以及我們的配偶馬克和珍妮花。 

  
祝願這些專案報告、個案研究、工具、建議和資源能被廣泛傳播，鼓勵和裝備多人，並振興

全球營商事工浪潮。 

  
“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願他在教會

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弗三 20-21）。 

 
聯席主席 

祖·普倫麥爾，邁茨·圖內哈格         

chairs@bamthinktank.org 
二零一三年九月 

 
 
 
 
 

mailto:chairs@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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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撮要  
營商事工消除貧困 

在一次包括六萬名「窮人」的大型調查中，人們回應稱脫貧的兩個最大途徑是就業與創

業。（納拉揚、普里切特和卡普爾，2009） 

 
「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議題小組關注商業在扶貧中的作用，並指出，基督徒商人有獨一無

二的機會，來解決二十五億每日生活費不超過二點五美元人所面臨的需求和不公問題（他們

就是處於「金字塔基部」的人群，）。 

 
本小組的行動呼召基於下列的基本觀念： 

 
1. 我們都是按著神的形象所造：平等、富有創造力、通過手中的工反映神的形象； 

2. 所有基督徒都要關懷窮人;賦權金字塔基部民眾是我們使命的一部份，以愛鄰舍來回應神

的愛，建立神的國度； 

3. 營商非常重要，在扶貧中具有獨特地位，是可持續的扶貧方案； 

4. 隨著世界科技、觀念、運動和機遇進展，我們處於消除貧困的轉折點。 

我們的結論是，現在正面臨獨一無二的時機，全球教會和營商事工運動可以把消除貧困作為

一個可實現的核心任務。我們此時應當動員、鼓勵、支持全球大大小小的企業家和企業一同

為消除貧困而努力──讓神的國臨到地上，如同在天上一般。 

 
好消息是，萬國的企業家偕同本地及全球機構，都在鷹擊此挑戰，用可持續、有尊嚴的營商

努力消除貧困，甚至在全球最具挑戰性的地區。本報告突出展示了這些先驅個案，包括它們

的主要挑戰、全球新興機遇和潮流、以及營商消除貧困的優秀實踐。 

 
這解決方案並非老式的「從北到南」、「從西方到他方」宣教和發展模式，。近期出版的書

籍，例如《致命援助》（Dead Aid）與《援助的傷害》（When Helping Hurts），對「施捨式」

援助發出警告，指出它侵蝕了民眾與社區的尊嚴和生產力。反之，要對貧困產生持續影響，

必須依靠本地人才和領導力，提供「進入池塘」的途徑。 
 

俗話說：「授人以魚，他能吃一天；授人以漁，他能吃一輩子」。而我開始反思它。我

認為，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些人早已知道如何捕魚，他們只是沒有途徑「進入池塘」！

他們知道怎樣種田，可是七個饑餓的人只有半畝地！（賽貝克，2009） 

 

由於「進入池塘」的體制限制根深蒂固，消除貧困絕非易事，但我們已經取得少許進展；極

端貧困（每日生活費用不超過一點二五美元）的人數在過去二十年間降低了一半。   

 
問題是，還有多少人能脫離貧困的折磨？如果每個基督徒都把自己的企業視為事工，擔當扶

貧角色，發揮扶貧能力，又會帶來多大的進展？   

 
我吁請大家進入對話，加入營商事工消除貧困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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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事工與消除貧困 
 

導言 
 
「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議題小組的焦點是營商在扶貧中的角色，獨特機遇和責任，以及基

督徒商人在解決二十五億每日生活費不足二點五美元貧困人口所遭受的困苦和不公。我們的

團隊更傾向於使用「金字塔基部」（BoP）這個術語，而不用「金字塔底層」1。 

 
本議題小組呼籲，把扶貧重新當做營商事工的核心焦點和目標，其基礎理念如下： 

 

1. 我們都是按著神的形象所造：平等、富有創造力、通過手中的工反映神的形象。地球上

的每一個人都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不論在世人眼中是最卑微的到最偉大的，全都是平

等的。這是基督徒對人身份的基本看法，對我們理解工作、營商和失業有著極深遠影響。

蒂莫西·凱勒（Timothy Keller）在他的新書《種種善舉：將你的工連于神的工》 中，從

神在創世紀的創造大工，到基督作木匠的卑微之工，再到我們在世的職業召命，對工作

提出了嶄新的視角。凱勒在書中寫到，召命的定義是：「我們只有把工作當做神命令我

們服侍他人所做的事，日常工作才是個召命」。（凱勒，2012，第 66 頁） 

 加納希望線研究所（HLI）的創始人范妮·阿塔-彼得斯（Fanny Atta-Peters）在金字塔基

部女性工作中也確定了這職業和創意元素：  
 

 范妮成立希望線研究所的主要動力是要見到邊緣群體的整全轉化……（她通過調查

發現），最貧困的人也參與經濟活動。每個人（包括每天生活費不足一美元的婦

女）都有某種形式的營商行為，並且希望將其擴張，有一天能為別人創造就業機

會（節選自希望線營運個案，附錄 F）。 
 

2. 所有基督徒都被召去關懷窮人，即金字塔基部人群。基督徒商人（作為神資源的管家）

有責任關懷窮人和扶貧。營商事工智庫目前的營商事工定義包含了這關懷窮人的責任。

它呼召企業關注整全轉化、多重底線（包括經濟和社會）和世界上最貧困的人群。此責

任與聖經的清晰呼召一致：關顧和「向飢餓的人施憐憫」（賽五十八 10），在每個人

身上看到創造力與神的形象，消除貧困造成的不公與苦難2。  
 

扶貧不是慈善之舉，而是正義之舉。它是對基本人權的維護，即人享有尊嚴、體

面生活的權利…納爾遜·曼德拉，英國廣播公司新聞，2005 年） 

 

                                                 
1
「在經濟學中，金字塔底端是數量最大、最貧困的社會經濟群體。在全球人口中，他們是每日生活費不足二點

五美元的二十五億人口」
[1]
。這個術語常常被那些針對底層人口發展新營商模式的人使用，通常也被稱為「金

字塔基部」或「BoP」（維基百科，2013） 

2
這個觀點在「經濟學基礎：基督教觀點」網站上有清楚的解釋：「神清晰地指示我們要幫助窮人。我們要效法

神，而神告訴我們他關懷窮人（詩三十五 10）。神看顧窮人和孤兒，保護他們脫離惡人的手（詩八十二 3）。

我們不應該對窮人的呼求充耳不聞。實際上，神告訴我們，那些轉眼不看顧窮人的，在急難中將不蒙垂聽（箴

二十一 13）。神告訴我們，在急難之時，他將拯救看顧窮人的義人（詩四十一 1）。施捨錢財的，是借給主，

神將賞賜他的慷慨（箴十九 17）。神命令我們服侍窮人，甚至貧困的仇敵（箴二十五 21）。」（里特納，20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ttom_of_the_pyramid#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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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商非常重要，在扶貧中具有獨特位置。營商地位特殊，是可持續和重要的消除貧困方

案。目前的全球經濟轉移和科技進展創造了獨一無二的機遇，使這目標目標可能實現。

營商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在關係中進行的活動，有轉化的潛力。營商不僅拉動就業，還

能建立網絡和關係，而此二者對於社會重建及轉化不可或缺。 
 

我認為，克服貧困的唯一長期解決方案是營商。營商生產產品，促進就業，而且

年復一年持續生產產品，拉動就業，支付工資。因此，我們如果要看到長期的扶

貧解決方案，那一定是創辦并維持富有生產力的營利性企業。（古德恩，2003） 

 

4. 我們正處於營商和貧困之間具有獨特機遇和責任的轉折點。現在，消除貧困應該是營商

事工運動中可達成的重點。每一個商界中的基督徒和每個以企業為事工和呼召的商人都

要重點思考解決貧困問題。 
 

二零零四年洛桑營商事工白皮書提出，消除貧困與促進就業是營商事工不可或缺的合理部份。

但是，在此後的對話中，營商事工的這一正義角色被職場事工和織帳篷角色所掩埋。營商事

工中間產生了微妙的等級，建立天上的國度變得高於在地上建立天國。可是一個強而有力的

神學觀點稱，建造天國的這兩個側面深深相連，沒法只做任何一面。關於讓天國臨到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的聖經依據（它是拯救之路、跟隨基督、救贖過程的一部份），請閱讀《奇妙盼

望：重思天國、復活與教會的使命》（賴特，2010）。 
 

然而，若說沒有基督徒在這個領域做工，也是一種誤導；有不少機構、企業和思想領袖針對

企業、貧困和基督教信仰議題進行工作。在基督教與教會關於營商和貧困的對話中，常見話

題是為貧困人口提供小額信貸和提供收入途徑3。然而，其它利於扶貧的重要和有動力的全球

商業機遇在基督教對話中只佔有限空間。主要是世俗媒體和思想領袖處於在議論對話的前沿，

他們提出的途徑包括： 

 

· 發展為金字塔基部人群提供就業機會、網絡和機遇的中小型企業。 

· 發展農業價值鏈，把金字塔基部的生產者與廣大市場相連。 

· 利用新興科技賦權金字塔基部人群。 

· 公益企業專注扶貧。 

· 跨國公司把窮人作為客戶，與服侍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機構合作。 

 
教會和基督徒對營商常常心懷疑竇，認為它（各種規模的營商行為）比不上其它呼召，沒有

救贖性質，不能、甚至不必通過它消除貧困。結果，許多基督徒錯失通過營商、發動從小型

企業到跨國企業來消除貧困的良機。 

幸好，已經有基督徒（包括機構和企業家）回應營商事工的呼召。他們利用新興經濟機遇，

採用最佳營商扶貧實踐，動員各種規模的企業。我們在此報告中突出展現了其中一部份，並

在附錄中更全面地介紹了他們（見附錄）。我們將分享他們對於營商事工服侍金字塔基部人

群的挑戰、良好實踐與機遇的洞見。 

 

                                                 
3
小額信貸在扶貧中的角色，最近在媒體和發展領域激起熱議。本報告主體部份對此話題有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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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議題小組流程 

議題小組最初擬定的宗旨是：「突出問題與挑戰，為主要利益相關者提出具體的行動建議，

貢獻引領思維，促進理念與整全策略發展，賦權金字塔基部人群」。營商事工智庫中一小群

具有豐富資訊的「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從事者開啟了網上對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邁茨·圖

內哈格在芝加哥由全球合作夥伴（見營業個案，附錄 H）召開的市場革命會議上，帶領進行

了「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強弱機危分析（結果見附錄 M）。此會議為全球二十多個國家的

營商事工扶貧企業家和從業者為一個沒有貧窮的世界之營商事工提供了分享和提出意見的機

會。「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多元化小組的兩次調查結果（分別來自于大會和全球合作夥伴

網上調查）見附錄 L。議題小組的一些成員提交了各業營業個案，以及非營利機構個案。從

這些個案，持續的網絡調研及全球從業者對話資料中，草擬了這報告的洞見和建議。 

「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議題小組成員希望把此文件作為出發點，吸引更多意見、持續對話

和學習。我們希望能使更多基督徒商人從事持續和賦權窮人，消除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極端貧

困的營商。我們希望，這是全球持續對話的開端。我們認識到，此文件反映的觀點依然很有

限，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增加現有的知識和實踐儲備。 

 

「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相關的背景與趨勢 
 
營商與創造就業機會在消除貧困中的角色 

蓬勃發展的企業創造就業，在消除貧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與高級

副總裁考希克·巴蘇（Kaushik Basu）說：「工作是抵禦貧困和受傷害的最佳保險」（世界銀行，

2013）。全食超市的首席執行官約翰·麥基（John Mackey）結合自身營商經驗分享說：「營商

是世界上最大的價值創造者。它幫助人類擺脫了貧困，進入富足」（福克斯新聞，2013）。 
 

在一次超過六萬人參與的大型調查中，貧困人口自己稱就業和營商是兩種主要的脫貧途徑。 
 

從一系列在低收入國家進行的素質調查中，人們回應稱脫貧的兩大途徑是找到工作與創

業。（納拉揚、普里切特和卡普爾，2009） 

 

發展中世界得出了相似結論，認為不能單靠救援脫貧。近期書籍，從《致命援助》、《援助

的傷害》到《有毒慈善》，都警告我們「施捨式」援助會挫傷人群及社區的尊嚴和生產力。

最佳新鮮食品所有者、信仰與企業中心創辦人羅布·特裡布肯（Rob Tribken）也提出，慈善有

局限，需要更多關注發展本土企業以消除貧困： 
 

我相信，營商事工若要發揮扶貧潛力，從業者需要重新肯定營商本身的道德和創造性價

值，並坦然地把營商本身放在發展過程中心……慈善不能消除貧困──只有通過創造性

的營商過程促進本土經濟發展，在適宜的道德、文化、法律框架內運作，才能消除貧困。

爲了窮人的緣故，我們要牢記這一點。（特裡布肯，2010） 

 
羅布對於營商和貧困的觀點包含幾個重要元素（整篇文章見附錄 K）。他談到的營商本身，

不是披著營商外衣的事工，而是真正的、可盈利的、增值的營商行為。這就是我們的呼召，

也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最佳方法。羅布還提到了本土經濟發展，我們將在優秀實踐中解析這一

點，即通過發展本地企業和企業領袖來影響金字塔基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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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與價值鏈發展 

 
要解決金字塔基部人群的貧困問題，發展中小型企業與包容性價值鏈都不可或缺4。 
 

發達經濟體在重新關注中小型企業……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中小企業創造了私營部門三分之

二的崗位，是新職位的主要創造者。（德·費朗蒂（de Ferranti）和奧迪（Ody），2007） 

   
中小型企業刺激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同理，在發展中世界里，中等規模企業也是重要的經濟

引擎，起到拉動就業、刺激並穩定經濟增長的作用。 

 
中等企業或中小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常常被稱為「缺失的中層」。在金字塔基部的非正式微

型企業與正式企業及市場之間，存在著一個差距，而中等企業是二者之間的重要橋樑。 

 

 
圖 1：附金字塔基部的經濟金字塔 

 
傳統上發展中經濟體內部，中層市場中的企業數目稀少，相關支持和服務也相當欠缺，所以

才有「缺失的中層」這個術語。發展中世界的微型企業界現在一般享有小額信貸行業的完善

服務，大型企業享有傳統銀行信貸、全球網絡及市場。然而，中層市場的中小型企業對於小

額信貸來說規模過大，對於銀行來說規模過小。 

   
對於金字塔基部人群來說，中小型企業不僅是經濟價值鏈中的重要環節，還是貧困社區重要

的本地領導力環節。 

 

社會發展學者發現，中小型企業對經濟發展有三種主要貢獻：創造就業崗位和創收途徑；

有整合進入世界市場的潛力；產生本地領導力，通過公民參與促進社會公義及政治穩定。

（霍克斯伯根（Hoksbergen），2009） 

 

                                                 
4
價值鏈意即產品或服務從生產走向市場（滿足消費者需求）所需的一系列活動。價值鏈發展在籌畫整個流程時，

要定意加強軟弱環節，使流程更具效率、盈利與彈性。包容性的價值鏈發展旨在增加脆弱人群、窮人以及被體

制限制在外的人群的可行參與和使用途徑，包括在經濟學術語中隸屬金字塔基部的社區，使他們能夠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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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題小組的一位與非洲宣教士和企業家同工的成員結合親身經驗說：「沒有本土領導力出

現，任何社區轉化都無法持續」。因此，面對的挑戰是滿足中小型企業的發展需求（其中一

些需求在障礙與挑戰部份得會特別說明），把他們轉變為富有仁愛的僕人式領袖，進而轉化

家庭、社區和國家。全球合作夥伴發現，要使中小型企業對金字塔基部產生最大影響，它們

必須擁有仁愛的企業領袖。這些領袖要視窮人為富有創造力、有神形象的群體。他們創辦企

業，就是爲了賦權金字塔基部人群，給他們就業機會、市場或增值服務與產品。這常常包含：

針對企業界的價值鏈發展，建立生產者與市場的聯繫。中小型企業通常在金字塔基部正式市

場和生產者或消費者之間起到橋樑作用。 

 
附錄中關於非洲行動（AfricaWorks）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斯威士蘭家禽業包容性價值鏈發展

的成功案例。一家中小型企業（屠宰場）賦權金字塔基部的脆弱女性，將她們與更穩定、利

潤更高的正式市場相連。當屠宰場獲得更多擴展資金時： 

 
脆弱的家禽生產者能享有更穩定的市場和更多收入，還有剩餘空間增加由非洲行動支持

的家禽生產者數量。同時，屠宰場能提供更多工作崗位和持續收入，成為中層市場與金

字塔基部連接的雙贏典範。（非洲行動，附錄 I） 

 
塔蘭塔財務有限公司營運個案（附錄 C）講述了蒂莫西·約克尼（Timothy Jokkene）的故事。

蒂莫西也是一位企業領袖，他在烏干達北部地區發展中小型企業時，有意提供能賦權轉化社

區脆弱人群的產品和服務。在部份程度上，這種轉化的實現方式，是通過將企業與社區連接：

通過提供崗位和收入，使他們能夠向教會捐款，通過支持孤兒，為社區服務，，。此外，企

業通過良好的營商行為本身，也能夠惠及金字塔基部人群。貢獻專業知識 

 
埃爾瑞斯通信服務（附錄 D）和旺農咖啡（附錄 B）營運個案表明，這些中層企業通過提供增

值產品和服務、創造就業崗位、僱用人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工作崗位為金字塔

基部的家庭和社區提供了收入，使他們有尊嚴地擺脫貧困。 

 
關於小額信貸的說明 

探討至此，我們的大部份重點都在中小型企業對金字塔基部的潛在影響上，這一點常常為人

所忽略。不過，我們也應該談到更為成熟和重要的小額信貸支持體制，它為微型創業者和金

字塔基部人群提供信貸支持。從最初孟加拉鄉村銀行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近期的 KIVA（它具有創新個人性化網上捐贈途徑）到其他卓越的非盈利機構，如機遇國際

（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和希望國際（HOPE International）（見附錄 G 營運個案），都促

進小額信貸進一步發展，使之成為公認的優秀扶貧途徑。 

 
小額信貸從起初已具有開創性意義。它把窮人視為客戶，認為他們雖然貧困，卻依然是有創

造力和生產力的個體，能夠償還貸款。穆罕默德•尤努斯常被看作是全球小額信貸的創始人，

他意識到窮人，尤其是女性，具有創造能力，並且他們需要資金，哪怕是小額資金。孟加拉

鄉村銀行現在有逾八百萬名客戶，其中 96.12%為女性客戶，貸款償還率是 97%（孟加拉鄉村

銀行，2011）。在孟加拉鄉村銀行、希望國際以及本土小額信貸機構如希望線、塔蘭塔和非

洲行動（見附錄）看來，小額信貸發揮了合作、賦權窮人的重要作用。小額信貸還改變了世

界對於窮人創造潛力的看法。儘管如此，它不是一些人期盼中的扶貧神藥。最近幾年，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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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信貸扶貧的局限性開始浮現出來，媒體對它有很多批評聲音。此外，人們還發現，在一

些情況下，小額信貸項目成為窮人的損害了，而不是他們的幫助。5 
 
作為一個逐漸成熟的工業，小額信貸目前遇到一些障礙，這並不令人驚訝。它吸收了過去三

十年獲得的經驗教訓，現在逐漸磨鍊出最佳實踐和模型來賦權窮人。小額信貸雖然經歷了一

些教訓，但並不改變它為扶貧發揮了重大作用、並將繼續發揮作用的事實。良好的小額信貸

機構不僅提供資金，還能建立關係和網絡，轉化窮人的生命。希望國際結合自身體驗著重說

明，小額信貸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本國員工及領袖，他們「有銀行家的頭腦、牧者

的心腸和宣教士的靈。若無這些員工的忠誠與能力，希望國際的影響力將很有限。」（附錄

G） 

 
另一個學到的功課是，小額信貸不能獨自完成消除貧困的任務。持續運營小額信貸項目所必

須的貸款規模和利率通常不適于發展中小型企業。它們需要獨特的貸款產品和支持服務，而

許多小額信貸機構無法提供這些。不過，一些小額信貸機構，如希望線、塔蘭塔和非洲行動，

正在研發針對中小型企業的具體貸款、培訓和支持產品。 

 
本議題小組考慮到價值鏈上各種規模的企業。微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到跨國企業，都是扶貧

解決方案的一部份。我們所發現的障礙、機遇和優秀實踐，將反映出不同的業務興趣和規模

的多樣性。它們都是經濟生態系統的組成部份，需要目標明確的連接和協調，以消滅貧困。 

 
「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面臨的障礙與危險 

如果我們認同聖經的命令，認同發展中世界的結論，認為營商對於消除貧困不可或缺──認

為扶貧應該是營商事工參與者的一個重點，那麼我們面臨的障礙是什麽？我們通過「金字塔

基部營商事工」強弱機危分析（見附錄 M）及從業者對話發現，有若干主要障礙和挑戰（弱

點和危險）。 
 
下面的文章選段顯示了「進入池塘」的困難： 
 

一九七八年的孟加拉國簡直是一場災難……每一種生命質量指標，它的得分都居於最低

值……但我驚訝地發現，這些貧困的孟加拉農民非常有才幹。他們只要在乾旱季節獲得

雜交種子、肥料和水，就能在狹小的土地上每年收穫三茬莊稼。他們的大米產量足以和

日本、美國的農夫媲美。俗話說：「授人以魚，他能吃一天；授人以漁，他能吃一輩子」，

但我開始反思這句話。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些人早已知道如何捕魚，他們只

是沒有途徑「進入池塘」！他們知道怎樣種田，可是七個人只有半畝地！（賽貝克，2009） 
 

全球合作夥伴現任總裁道格拉斯·賽貝克（Douglas Seebeck）看見了孟加拉農民的才幹，同時

看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們面臨的障礙：不能進入市場、獲得資金、科技和網絡，難以發

展興旺。他把這些障礙總結為「進入池塘」（賽貝克的文章見附錄 J）。 

 
我們從企業家本人獲悉的主要挑戰和障礙也屬於「進入市場」類型。接下來，我們根據從「金

字塔基部營商事工」企業家和從業者獲取的信息，總結了下列主要挑戰、危險和障礙。 

                                                 
5
 關於針對貧困人口小額信貸中肯的利弊權衡和洞見，請閱讀威爾遜季刊二零零八年冬季刊中卡隆·包德留克斯

（Karon Boudreaux）和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文章《小額信貸的魔法》（ The Magic of MicroCred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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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挑戰與弱點 

1. 獲取資金：發展中國家或低收入社區的所有企業都面臨難以獲取資金的問題，而「金字

塔基部營商事工」企業（尤其比較大的中小企業）獲取資金的困難更大。它們雖然為金

字塔基部人群提供就業，滿足他們的需求，卻得不到宣教捐款、傳統基金補助和營利性

商業投資。教會和慈善捐款人不願意資助規模超過微型的企業，因為它們是營利性的，

而且與窮人常常缺乏顯而易見的直接聯繫（哪怕它們提供了金字塔基部需要的就業崗位

和社區影響）。與此同時，傳統營利性投資及審核流程常常不把它們作為可行的投資選

擇，原因為：經濟和社會動盪、腐敗問題、缺乏地權或知識產權、需要耐心的長期投資、

質疑宣教目標損害商業回報。這部份企業列舉最多的障礙是缺乏啟動資金、運作資金、

擴張資金。這一點在強弱機危分析（附錄 M）中得到體現，為調查結果發現的頭號障

礙（附錄 L）。一場規模更大的非洲企業調查發現了類似結論，其中 32%的企業認為缺

乏資金是企業發展的最大限制（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12）。 

 

2. 進入市場：企業提出的一個主要要求，不是缺貸款或補助，而是進入市場，讓產品進入

市場競爭的機會。有時候，障礙是實質障礙（道路，缺乏交通工具），有時候是沉重的

關稅負擔，使得某些國家的生產者必須付出高價。還有一些時候，障礙在於生產者缺乏

培訓和技能，產品達不到產業標準，進入不了更廣大的市場。此外，例如在震後海地的

情況中，救援物資充斥了市場，排擠傷害了海地的本土生產者和製造商。 
 

二零一零年震後，太子港額內爾薩（ENERSA）太陽能電池板製造企業的工程師兼老闆

讓·諾埃爾（Jean-Ronel Noel）同全球合作夥伴的作者員工杰奎琳·克拉莫爾（Jacqueline 

Klamer）分享關於難以進入市場的思考： 

 

「我們更寧願有訂單，而不是捐助或貸款。」在過去兩年里，額內爾薩在海地十

多個城市安裝了太陽能路燈。在一月十二日的地震發生后，我們所有二十二名訓

練有素的員工（包括六名住在帳篷里的員工），每天都回到工廠，期待著新合同。

他們期待著還能依靠自身收入養活家人。諾埃爾說：「如果我們有訂單，就會覺

得安舒一些。當時情況對員工和我們都很艱難。我們想證明，即使在困境中，我

們也還能工作生產，這是尊嚴的問題。」（克拉莫爾，2010） 

 
圖 2：讓·諾埃爾與額內爾薩員工，在海地製造太陽能電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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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成長及成功所需的業務技巧、經驗和網絡：眾人皆知，不是每個人都具有創業家才

能（不到 5%的人口具備此技能）6。然而，即或是有恩賜的創業家，隨著企業發展到中

小規模，也會遇到挑戰和技能不足的情況，他們需要新技能和網絡，才能獲得成功。在

一些國家，例如海地，人才流失造成管理與專業人才短缺。網絡和學習之間也有缺口。

由於許多企業缺乏資金，服務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機構沒有資源去共享經驗、學習和優秀

實踐，造成重複投入和效率低下的後果。 

 

4. 文化與溝通障礙：當企業主不本土人士或是跨文化合作夥伴（目前營商事工的常見做法），

一個常有的衝突是世界觀的分歧和民族中心主義的問題，這些會侵蝕合作關係和企業本

身。這個挑戰通常在「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強弱機危分析中提到，而表達最強烈的莫

過於在外國創辦企業的北美人士，以及參與全球夥伴關係的一些人士。   

  
外部危險 

從企業障礙調查發現和某程度從強弱機危分析中發現，外部障礙被列為阻礙企業增長或產生

影響力的最重要挑戰之一。這些外部障礙包括基礎設施薄弱、貿易政策不公、國內動亂、本

地暴力、土地保有權（產權）薄弱、知識產權薄弱、市場充斥著救援物資、領導反對商業以

及治理不善。 

 

1. 腐敗和道德問題：邁克爾·布萊恩（Michael Brian）是一名在印度工作的企業家，他感到

神呼召他為弱勢群體的年輕人提供工作崗位。當他帶著這個使命創辦企業后，卻發現情

況迫使他放棄誠信。他沒有這麼做，而是拒絕了合同。這雖然有悖于增加就業的使命，

然而如他所說：「員工會首先看到神參與在企業里，我們重視聖經原則。」另一些人，

例如蒂莫西·約克尼，談到更加個人化的道德挑戰，即備受信任的員工濫用資金謀取個

人利益。他說：「即使面對基督徒員工，我都必須採取‘信任但必須監督’的政策。」爲

了保障透明，蒂莫西決定「委派三人監管資金流動，他們不一定是董事會成員。」（附

錄 C）他還說，在有可能的情況下，應該安裝更好的監控系統，例如操作電腦化。 

2. 暴力與政治動盪：動盪損害企業與脆弱的金字塔基部人群的利益。在中美洲，「犯罪造

成的代價高昂，限制了競爭力，降低了利潤率，對企業成敗有重大影響……世界銀行企

業調查發現，犯罪在中美洲國家是生產效率與增長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世界銀行，

2011）。一個例子是洪都拉斯，那裡團夥暴力行為高發，解決犯罪問題的法律機制薄弱。

企業出於安全考慮，不得不縮短營業時間，晚上歇業。這些做法降低了銷售額和利潤，

對就業和扶貧產生了負面影響。 

3. 國際非政府機構或飽和的捐贈式扶貧：這些國際扶貧行為常常損害侵蝕了本土的自發行

動、系統和扶貧活動。在世界許多地區，國際非政府組織和發展機構有著回應需求的悠

久歷史，它們的常用方式都是援助而非貿易。請閱讀營商事工智庫海地區域小組的報告

及營運個案，洞悉非政府機構充斥的市場劣勢以及「援助」心態。 

                                                 
6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創辦並發展企業的恩賜（實際上很少人有這種才幹），所以明顯需要依靠中小型企業和跨

國企業發展作為主要扶貧途徑，以（為沒有企業家恩賜的人群）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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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會對營商的偏見：營商事工對話勢頭漸勁，大家開始接受有恩賜的基督徒商人可以通

過營商服侍，營商是一種真正的呼召。然而，我們依然能在全球（南部和北部）教會中

聽到對營商的偏見之聲。商人不被邀請參與扶貧對話（除非作為捐款者），他們通過營

商扶貧的努力常得不到教會的認可與支持。 

5. 屬靈爭戰：通過與非洲「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從業者對話，我們獲悉他們遭遇的挑戰

與屬靈爭戰互相糾葛，包括道德、關係和世界觀問題。在道德方面，企業和機構領導人

匯報了仇敵的攻擊。埃爾瑞斯通信服務的聯合創辦人約瑟芬·吉拉克（Josephine Djirackor）

說：「在某一階段，我們發生了太多激烈衝突，員工不合作，囂張刻薄，我們只能每週

解決衝突，進行輔導。」蒂莫西·約克尼回憶到，這種挑戰包含財務欺詐：「當兩名員

工盜用塔蘭塔資金時，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因為二人都是我非常信任的基督徒。」錯誤

的行為對我們的見證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正如加納的營商事工從業者所說，基督徒企

業家的生活方式「或許是市場中人所讀的唯一一本聖經。」從更廣泛的全球範圍來說，

加利福尼亞州雷丁伯特利教會牧師比爾·約翰遜（Bill Johnson）分享道：仇敵用失業掠奪

了人的特性以及通過工作敬拜的能力。他說：「我們如果真的認為工作即敬拜，那麼失

業就是邪惡」7。 

 
全球趨勢和新興機遇  

強弱機危分析和企業家及從業者對話均發現一些機遇，概括如下： 

 

1. 突破性技術：突破性新科技在把世界變平，使溝通民主化，改善金字塔基部人群的經濟

機遇。斯圖爾特·哈特（Stuart Hart）（哈特，2012）和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

的近作《富足：未來比想像的更美好》都強調了這一點。迪曼蒂斯強調，指數發展的技

術（包括寬帶網絡、機器人、數碼化製造、計算機等）能「促使我們在將來二十年間創

造出比過去二百年更高的價值。不久後，我們將能夠滿足並超出所有男女老少的需求」

（迪曼蒂斯和科特勒，2012）。這些科技還能增加全球「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的網絡、

貿易、學習和分享優秀實踐的成本效率。 

 

2. 企業界將金字塔基部人群看作市場：《十字路口的資本主義》的作者斯圖爾特·哈特與

《金字塔底層的財富》的作者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激發了企業界對此市場的意

識。手機革命與銀行轉帳科技的發展使得全世界的窮人都能使用手機和銀行轉帳，展示

出市場把窮人作為客戶與消費者的巨大影響力。跨國企業現在看到了與金字塔基部市場

小額信貸機構合作的價值。強大的小額信貸機構已經建立了信任網絡、社區知識、信貸

體系和關顧員工。當孟加拉鄉村銀行與達能合作，提供營養豐富、低成本的酸奶產品給

窮人時，穆罕默德·尤努斯開始了二者合營8。跨國企業與小額信貸機構的合作現在包括

手機銷售、銀行轉帳、洗滌用品銷售與農產品。 

 

3. 生活質量的大幅提升：目前，多種指標指出世界的生活質素大幅提升，我們正處於革命

性時代。迪曼蒂斯在《富足》中，以及波諾（Bono）在 2013 年 TED 大會上的演講，都

                                                 
7
伯特利教會一篇未發表的講道。 

8
達能與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合作是穆罕默德·尤努斯《創造沒有貧窮的世界：社會企業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的

基礎（尤努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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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了我們消除飢餓與極端貧困所取得的進展數據。極端貧困（每日生活費不足一點二

五美元）的人口數據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下降了一半，從 40%跌至 20%（波諾，2013）。

發展中國家飢餓（營養不良）人口的比例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超過 30%的比例下降一半

（迪曼蒂斯和科特勒，2012）。 

 

4. 全球經濟轉向與亞非拉經濟增長：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實力有目共睹、

不可否認，而在這些亞洲虎旁邊，新近出現了人們所說的非洲獅： 

 
 《經濟學家》的一項分析發現，在二零一零年之前的十年間，世界十個增長最快的

經濟體中有六個屬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渣打銀行預測，在未來二十年間，非洲

經濟將保持 7％的年平均增長率，比中國稍快一些。 （經濟學家，2011） 

 
 

非洲的經濟潛力正逐漸受到世界認可。 

 
非洲是目前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大陸。在未來十年里，非洲國民生產總值預計每年

平均增長 6%，外國直接投資在其中貢獻巨大。外國直接投資從二零零二年的一百五

十億美元，增長到二零零六年的三百七十億美元，再到二零一二年的四百六十億美

元。（經濟學家，2013） 
 

5. 消除極端貧困的全球行動：目前，在世俗世界和教會中，都存在著消除極端貧困的全

球運動。扶貧對話開始關注通過營商持續消除貧困，有許多機構參與其中，例如

www.businessfightspoverty.org，www.povertycure.org，www.one.org 和 www.dignity.org。

全球消費者越來越願意投資扶貧事業，願意為公平貿易和有扶貧意義的產品付出更高

價格。這或許為發展「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企業所需的耐心資本提供了機遇。一個

有扶貧意義企業運動的例子是服侍最脆弱群體的「自由企業」和「自由產品」。它的

重點是發展並支持為受制于性交易的人群提供就業的企業。這些受害者常常由於貧困

和缺乏就業前景，而被迫處於弱勢境地9。國際慈善家也看到現在正是消除貧困的良機。

一些人，例如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和喬治·索羅斯，投入大量個人資源，發動政府、

非盈利和企業資源參與消除極端貧困、解決金字塔基部人群需求的事業。 

 

深入觀點與優秀實踐  
 
下列深入觀點是我們在此過程中獲得的核心經驗，應當用於指導將來的「金字塔基部營商事

工」運動。 

 
本地商業領袖與僕人式領袖 

本報告中的許多洞見與建議，都來自于採訪服務本土企業家、「與他們同行」、以解除貧困

並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崗位為己任的企業家或機構員工。許多企業家，例如烏干達的蒂莫

西·約克尼（附錄 C）、海地的拉爾夫·埃德蒙茲（Ralph Edmonds）（見營商事工智庫海地區域

小組報告），都選擇在本國運營，在世界上經濟政治環境最惡劣的地區解決貧困問題。這些

                                                 
9
〈營商事工智庫議題小組關於營商事工反拐的報告〉提供了反拐行動的背景和鏈接，以及這部份營商事工的前

沿行動，它們為世界上最弱勢的群體創造工作崗位。 

http://businessfightspoverty.org/
http://www.povertycure.org/
http://www.one.org/us/
http://dign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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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具備發展企業及營商扶貧所需的資源、才幹和能力，哪怕在極端動盪和貧困的地區。

這些全球商業領袖有文化知識和商業才幹，不僅能夠智慧地運用神的資源創造財富，還具備

信心和僕人的心腸，關愛鄰舍，用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回應社區中最弱勢群體的需求。 

 

我渴望用神的恩賜給社區帶來深遠持續的影響。（費利西亞·巴以度（Felicia Baidoo），

加納「十二個籃子」產品回收公司的所有者，全球合作夥伴，2011） 
 

貫穿金字塔基部與頂部（包容性價值鏈發展） 
當在目標部份中有意連接價值鏈、賦權金字塔基部生產者時，我們能看到營商對扶貧產生更

大影響。我們發現了一些個案，例如非洲行動的農業價值鏈發展，以及希望線在鄉村儲蓄、

貸款小組與中小型企業之間的連接。旺農咖啡與其它咖啡公平貿易行動在發展咖啡價值鏈，

提供金字塔基部生產者進入全球市場的鏈條。良好的小額信貸機構與本地生產者同行，提供

培訓和同鄉關顧，對價值鏈發展成敗、能否惠及金字塔基部人群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莫桑

比克的非洲行動機構、加納的希望線機構與烏干達的塔蘭塔財務有限公司（詳見各個附錄），

都是活力充沛的本土有信念的小額信貸機構，通過發展從微型到中小型企業的包容性價值鏈，

已經達成了可持續性與盈利性，產生了影響力。 
 

拉動就業要求政府和商業領袖採取針對性策略，刺激就業潛力最大部份的發展……採取

端到端的方式，挪去具體行業價值鏈上的重重障礙，投入具體令行業蓬勃發展所需的基

礎設施、金融資金、商業環境和勞動技能……除去政府部門，（非洲）最穩定的工作崗

位在農業、零售、服務和製造行業。（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12） 
 

定意為窮人提供可行的商業產品 

針對烏干達北部地區由於「聖主抵抗軍」戰爭而流離失所的民眾，塔蘭塔財務有限公司研發

了「牛力拖拉」的貸款產品。附錄中塔蘭塔營運個案顯示了此低利潤可行方案如何解決弱勢

貧困人口的需求，幫助他們回到土地，獲得收入供養家人。 
 

「土地是我們的遺產。喂飽自己的孩子，送他們去學校，這是我們的尊嚴。」蒂莫西開

始「牛力拖拉」行動時，主要目標不僅是重建流離失所民眾的尊嚴，恢復他們的收入，

還是爲了提醒並幫助他們在多年難民營生活、無償接受烏干達北部地區非政府機構氾濫

的援助物資之後，通過自身勞動贏得收入。（蒂莫西·約克尼，烏干達塔蘭塔財務有限公

司創始人，附錄 C） 
  

現在，有無數跨國公司為窮人研發大眾市場產品的成功案例。在過去十年中，最明顯的個案

莫過於窮人廣泛使用手機帶來的影響。個案研究與良好實踐逐漸浮現，表明跨國公司與中小

型企業服務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成功措施與失敗教訓。一個逐漸突出的最佳實踐是與已經在服

務窮人的本土機構合作，增強已有的社會資本、基礎設施、知識和信任感。 

 
改變心態，建設技能、信心與能力 

埃里克·卡庫（Eric Kacou）在《金字塔基部市場繁榮企業解決方案》一書中利用金字塔基部企

業個案研究來發現企業障礙。他發現，「倖存者心態」是許多金字塔基部企業發展的障礙，

限制了增長與經濟影響力10。希望線一項近期研究發現，加納的成功中小企業家彷彿展示出一

                                                 
10
注意：在營商扶貧對話中，有一個關於窮人心態的新鮮觀點有。桑迪爾·姆萊納坦（Sendhill Mullainathan）根

據稀缺經濟行為研究，聲稱：「窮人比富人更善於管理錢財。」他還分享到，稀缺同時限制了創造力、認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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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企業家心態，他們擁有全球框架（常常有海外留學或旅行經歷），能獲得啟動和發展企業

所需的網絡和資源。培訓、效仿其他成長企業家、提供技能轉換及發展的特許經營、企業家

支持網絡、關係和督導能解決一些心態障礙，然而，企業家技能有一些元素難以習得，屬於

一小部份人群的獨特恩賜。因此，一個真正的扶貧策略，除了創辦新企業，還需要發展企業，

為非企業家人群創造並保持工作崗位。 

 
至於培訓，研究表明，針對小企業的合適培訓能使毛利潤提高 25%以上（奧地利維也納企業

績效改良中心）。因此，培訓和技能發展是營商扶貧的一個核心元素。例如，一些非盈利機

構關注創意性、基於信念的培訓和技能發展，以利於金字塔基部企業發展。全球合作夥伴已

經研發及測試過，針對中小型企業的成功商業培訓教材，整合了營商與營商事工的核心原則。

培訓是他們在高失業率地區促進企業發展的策略性活動之一。希望國際也把培訓作為其「三

腿板凳」的一部份，定意並成功地將基於信仰的培訓與擴大窮人信貸相結合（附錄 G）11。 
 

全球關係：合作、網絡與督導  

雖然跨文化關係被列為一種挑戰，然而，在聯繫日益增多的全球經濟中，全球合作、建立關

係、進行督導有其必要性和益處。國內以及國際關係都有優秀實踐，都創造了具有轉化能力

的聯繫： 

一九九九年末，拉爾夫·愛德蒙與其他兩位海地領先企業家成立了海地基督徒發展合作夥

伴（HPCD），即全球合作夥伴的一個附屬機構。它之所以能吸引拉爾夫，是因為它致力

於彌合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鴻溝。他說：「在海地，窮人和富人永不見面。但海地基督徒

發展合作夥伴把我們所有人放在同一個層面上，創造了窮富聯繫的平臺。我們不論窮富，

都主要是企業家。」（節選自營商事工智庫海地區域小組營商事工營運個案） 
 

全球合作益處的一個有力例證是旺農咖啡，他們的多元化團隊（從資深咖啡農到高級咖啡品

鑒師）利用每個合作夥伴、每個種植者帶來的能力、經驗與資源，顯現出合作的優勢與成功。   

在全球合作夥伴的合作模式中，有督導和與本地企業家同行的機會。這意味著，從合作關係

開始，合作雙方就通過入門指引與意識建設來直接處理跨文化溝通和關係可帶來的挑戰。合

作夥伴被告誡以文化差異和潛在陷阱，獲悉跨文化溝通與合作的良好策略12。 

 

倡導移除體制障礙 

從波諾二零一三年 TED 演講呼籲透明，到海地的「國貨運動」，移除企業增長障礙及金字塔

基部發展障礙的倡導漸有勢頭。 
 

二零一零年二月海地地震發生后，救援物資從全球不斷湧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海地

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這些進口的、往往還是「免費」的外國援助。地震發生

后十二個月，美聯社發現，美國機構每在海地花費一百美元，海地承包商和企業只能獲

                                                                                                                                                                  
和生活其它領域的效率。（〈洞見：帶出改變的主意〉（Insight: Ideas for Change），桑迪爾·姆萊納坦，世界

經濟論壇，可在 YouTube 觀看） 
11
二零一三年營商事工議題小組培訓報告中含有更多關於培訓和企業發展的洞見和資源鏈接。此外，還有一個

營商事工智庫特許經營報告（「開箱即用型營商事工」），它提供了有力的框架，評估是否應該運用特許經營

作為企業發展所需技能建設及轉讓的部份解決方案。 
12
有關真實的故事以及與全球各地本土企業家合作消除貧困的框架，請閱讀道格拉斯·賽貝克和蒂莫西·斯托

納（Timothy Stoner）的著作《我的企業，我的事工：合作戰勝貧困》（My Business, My Mission: Fighting Poverty 

through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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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點六美元。爲了回應這一現象，全球合作夥伴在震後的太子港舉辦了三場「購買國

貨」聯絡大會，專注聯繫數百海地企業與國際非盈利性非政府組織，加強它們之間供應

商與購買方的關係。全球合作夥伴經理丹尼爾·讓-路易（Daniel Jean-Louis）說：「我們建

立非政府機構與海地企業之間的聯繫，希望看到它們簽訂協議，採購物資，產生加強海

地企業的新勢頭……這對海地經濟長期發展意義重大。」許多與會企業都得到了合同，擴

大了規模，有些企業震後增加了超過一百個工作崗位。非盈利組織也找到了本國的產品

和服務，用於實施事工和慈善行動——這是倡導的雙贏結果！（節選自營商事工智庫海

地區域小組營商事工營運個案） 
 

就像海地的「購買國貨」運動一樣，優秀實踐在於對企業增長障礙有更多意識，有意識、有

策略地合作挪去障礙，尤其在金字塔基部弱勢人群風險最高的貧困領域。 
 

祈禱 

蒂莫西談到塔蘭塔財務有限公司遭遇的個人道德問題和屬靈爭戰時，分享道：「最終，最有

效的策略是禱告……塔蘭塔遭遇資金盜用時，我不得不禱告遮蔽……因為情況複雜。」和蒂

莫西一樣，埃爾瑞斯通信服務的弗朗西斯和約瑟芬也相信，在與道德問題有關的屬靈爭戰中，

禱告很重要。當他們對公司內部道德衰敗感到震驚時，分別為男女員工組織了禱告退休營會，

結果帶來了屬靈復興，提高了公司士氣，重建了人際關係。 

 
結論 

 
在反思這持續一整年的營商事工以及基督徒扶貧召命的全球對話時，一位肯尼亞同工的回應

語出驚人：「我們如果不行動，神就會嚴厲地審判我們。」這位朋友之所以如此堅信這一點，

是因為他看到了自己區域的貧困現象，發覺基督徒商人有潛力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份。 

 
我們祈禱，這篇文章所概括的對話，在全球各種行業、各個教會、咖啡店、非盈利機構和家

庭里持續下去。這是對我們每個人的呼召，我們都要「向飢餓的人施憐憫」（賽五十八 10），

讓貧困成為過去時。這是為神賜給我們才幹、資源和機遇來通過營商解決貧困問題而欣喜雀

躍。我們深信，「現在就是時機」，我們到二零三零年時能徹底消除極端貧困。雖然障礙很

大，但是有益于金字塔基部人群的優秀實踐與企業給我們希望，照亮前方的路途。 

 
我們努力提煉扶貧從業者經驗的精華，在其中發現了合作的主題。對於尋求營商扶貧的企業

家，這些精華可以概括為三點： 

 
 與本地商業領袖合作。 

 與全球教會合作，差派基督徒商人回應消除貧困的召命。 

 與同樣有扶貧負擔的人們合作，效法他們。 

 
換句話說，我們努力回應神呼召、運用最佳實踐及原則的同時，需要牢記我們是全球社區的

一份子。我們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才能，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奇妙被造。我們只有在合作中、在

關係中、在彼此相依的社區中，才能真正完成消除貧困所需的轉化。 

 
我們展望未來的時候，可以用下面這段話概括眼前的機遇和責任。這段話的作者是道格·賽貝

克，他在二零一三年「營商事工智庫」領袖論壇於本議題小組做了這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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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的世界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重大、最快速、最積極的改變。我一九七八年開

始在孟加拉國工作時，世界上長期營養不良的飢餓人口比例大約是 30%——幾乎每三個

人就有一個！今天，這個數字大約是 14%，每七個人中有一個。與任何歷史時期相比，

今天的人們都享有更好的醫療、教育，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壽命更長，生活質量更高。 

但是，在有信仰的人看來，食品大量生產、大量浪費，世界上九億人口卻依然還在忍饑

挨餓，這不啻為一種暴行。我們的世界爲什麽不能把長期飢餓的人口比例降到百分之零，

不讓一個人忍饑挨餓？絲毫沒有理由。只要市場按照神的旨意和設計運作，這種現象就

能消除。（道格·賽貝克，全球合作夥伴總裁，節選自二零一三年二月〈致董事會的二零

／二零異象報告〉） 

 
 

建議與行動計劃 
 
建議 

企業主、事工及發展機構員工、企業家、營商事工尋求者和全球教會成員，都可以實踐自己

的角色來回應此呼命。我們都能利用這個機會活出信仰，通過「營商扶貧」建立神的國。這

裡有一些我們邀請讀者考慮採納的建議： 

 
 接受每個人都是按著神形象創造的信念，不論窮富——我們都是平等的，有神賜的創

造力，被神呼召通過多種職業和工作活出這創新能力。鑒於此，我們應該擯棄營商事

工的「西方到他方」心態，承認這滿有活力的全球基督教會以及本土企業領袖在消除

貧困中至關重要的角色。 

 尊重並鼓勵把扶貧作為事工——這就是我們與神和被造物的關係，神直接呼召我們關

顧窮人，愛鄰舍，在地上建立他的國如同在天上的完整回應。 

 認可並支持營商在扶貧中的關鍵角色——從金字塔基部到頂部；連接微型和中小型企

業到全球市場；定意建立包容性價值鏈。 

 倡導現在就是時機，我們正處於轉折點以致消除貧困可以成為營商事工運動的可實現

目標。鼓勵每個基督徒商人、以及每個以營商為事工和召命的商人來重點關注貧困問

題。 

 彌合鴻溝——在「世俗與有信念的」營商扶貧對話中建立溝通途徑。互相學習，同主

要利益相關者共享機遇和優秀實踐，包括對營商事工感興趣的人、對消除貧困感興趣

的人、捐款人、教會、學校、投資人、政府和其它發展機構。 

 
行動計劃 

我們這個議題小組發現了幾個行動步驟，其中有一些可以通過本文件資料庫部份提供的資源

和機構鏈接找到： 

 

1. 在二零一三年「營商事工智庫」之後，增加分享、培訓和督導網絡機會。從事營商事工

及營商扶貧的企業家和實踐者有大量最佳實踐和經驗教訓，可供分享學習。一些想法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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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營商事工智庫」網上資源，繼續並擴大「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在線對

話及資源共享。共享資源、鏈接和學習（更多洞見和學習，見「金字塔基部營

商事工」營運個案和資源庫）。 

 整合營商扶貧作為「全體呼召」、「行動日」等活動的一個重點，進入更廣闊

的教會和企業網絡來參與扶貧。 

 齊聚全球營商事工扶貧從業者，參加二零一四年十月的全球合作夥伴市場革命

大會，彼此共享、建立網絡、互相激勵及學習。 

 

2. 制定全球共同目標，使基督徒商人關注金字塔基部和扶貧，類似于「為海地創造十萬個

工作崗位」聯盟。在營商事工全球會議領袖論壇中，提出的目標是通過營商事工到二零
三零年終結極端貧困！ 

 

3. 使全球教會參與回應呼召。提供一個平臺，讓全球教會成員分享營商扶貧機會，包括下

列事宜： 

 
 為「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禱告的機會。 

 通過倡議挪去「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營商扶貧障礙的機會。 

 「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投資與合作機會；你還可以利用購買力來參與：購買

服務金字塔基部人群、為之創造崗位的企業產品與服務。 

 義務參與，或者與「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企業「同行」，提供輔導、技術協

助和專業知識和鼓勵。 

 為關注營商事工以及營商消除金字塔基部貧困的非盈利機構提供財務支持的

機會；一些非盈利機構列舉在附錄中的資源部份。 

 
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1. 投資「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怎樣就金字塔基部營商企業的發展恰當組合各種投資方

式（贈款，貸款和股權投資），條件是什麽？我們聽說過「耐心資本」這個詞，但是需

要多大耐心？對於金字塔基部市場的企業，我們需要什麽樣的盈利時間線？為持續用於

服務此部份的貸款基金的時間線？（關於這個話題，參見鏈接資源：

http://www.mim.monitor.com/blueprinttoscale.html）。 

在二零一三年的世界大會上，我們聽到全球各地投資人分享他們的挑戰、目標和洞見（在

全體會議投資小組討論中）；然而，我們也要查考適宜于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本地投資選

項——包括針對發展中世界企業家的本土小額信貸和中小企業投資途徑，資金來自于這

些國家新興的富裕和中產階層。 

 

2. 量度「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的影響以及企業的扶貧影響力所需的常用指標與評估，。

營商扶貧的常用指標包括：窮人貸款數目（以及償還率）、產品增長、收入、工作崗位

增加和保留。它們是扶貧關鍵指標，可是依然或許難以量化，沒有完全反映出基督徒商

人在消除貧困過程中希望產生的社會、環境、社區和轉化影響力（關於此話題的更多洞

見，詳見二零一三年「營商事工智庫」議題小組影響力量化報告）。 

 
讀者如果希望就這些建議和行動計劃與本文作者或工作小組溝通，請電郵至

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或 info@bamthinktank.org 或 info@chinesebam.com。 

http://www.mim.monitor.com/blueprinttoscale.html
mailto: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mailto:info@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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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資料庫  
 

「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資料 
 

下面列舉一些機構和資料，它們或者直接與金字塔基部扶貧工作相關，或者針對性地提出寶
貴洞見： 

 

營商扶貧從業機構 

 全球合作夥伴的異象是通過營商事工消除世界貧困。他們努力實現此異象，動員、裝

備、聯繫全球夥伴關係中的商人和專業人士，與本地機構合作，發展企業，創造可持

續的就業機會，轉化所有參與者的生命。 

 焦點：發展中小型企業和價值鏈，以創造就業崗位，消除貧困，完成轉化。 

 希望國際通過培訓、儲蓄和小額貸款努力發展生產能力，減少貧困。他們機構提供工

作崗位，這是神主要的供應計劃。通過社區成員為社區成員提供就業崗位。 

 焦點：以基督為中心的微型企業發展。 

 門諾經濟發展協會是一個基督徒協會，他們忠於日常工作，致力於共享資源和能力，

創造營商扶貧解決方案。 

 焦點：社區層面關注微型和小型企業。 

 定意機遇回應耶穌愛和服侍窮人的呼召，在世界二十個國家提供儲蓄、小額商業貸款、

保險和培訓，裝備人們啟動或擴張企業，創造就業機會，消除貧困。 

 焦點：小額信貸服務。 

 芥子集團努力賦權發展中國家有抱負的企業家，提供嚴謹的、以基督為中心的商業教

育，世界一流的諮詢和指導服務，並提供種子資金和新型可推廣的業務理念。 

 焦點：中小型企業、可推廣的業務 

 消除貧困幫助世界上的窮人提升自我，使自己、家人和社區脫離貧困。他們提供小額

貸款、商業培訓和社區發展項目，通過世界各地本土機構網絡裝備貧困家庭改善生活。 

 焦點：微型企業和小額貸款 

 
提供資源的機構 

 查爾莫斯中心是一個研究培訓機構，它裝備教會經濟發展策略，整全性賦權窮人。通

過結合前沿研究、微型經濟發展干預措施和公益創業原則，查爾莫斯中心提高本地教

會的能力，使其在轉化低收入人群生命的同時，不造成依賴性。 

 焦點：微型企業、裝備教會 

 貧困良藥是一個由機構和個人組成的國際網絡，他們一同努力抗擊貧困。貧困良藥最

近的系列光碟關注可持續的扶貧解決方案，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的免費企業和機構資源，

包括地權。作為基督徒網絡，他們回應關顧窮人的呼召，不只是援助他們，而是與他

們並肩努力。 

 焦點：裝備機構，公共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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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工作與經濟研究所的一群人針對公義、公平與經濟提出困難的問題。成立它旨

在教育啓發基督徒以符合聖經的方式思考這些問題，當自己生命的好管家，造福社會，

榮耀神。 

 焦點：信仰與商業，還有一些關注發展 

 
 
書籍 

 
金字塔基部經濟學與企業發展 

 

 邁克爾·霍普金斯，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Business the Solution?” 

 達倫·阿森莫格魯和詹姆斯·魯賓遜，“Why Nations Fail” 

 阿拜吉特·班納吉以斯帖·迪弗洛，“Poor Economics” 

 迪安·卡蘭和雅各布·阿佩爾，“More than Good Intentions”  

 普拉哈拉德，“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保羅·波拉克，"Out of Poverty" 

 埃里克·卡庫，“Entrepreneurial Solutions for Prosperity in BoP Markets” 

 斯圖爾特·哈特，“Capitalism at the Crossroads” 
 
神學、信仰與商業 

 

 安迪·克勞奇，“Culture Making: Recovering our Creative Calling”  

 蒂姆·凱勒，“Every Good Endeavor”  

 艾米·謝爾曼，“Kingdom Calling”  

 蒂莫西·斯托納和道格拉斯·賽貝克，"My Business, My Mission: Fighting Poverty through 

Partnerships"  

 傑夫·杜澤，“Why Business Matters to God”  
 
 
同行審查的學術論文 

 

 保羅·施泰德爾邁爾，“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Poor: Rethinking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Social Policy”  

 邁克爾·楚，哈佛商業評論，“What is the Role of Profit in Scaling Social Impact?”  

 埃里克·西馬尼斯和馬克·米爾斯坦，“Back to Business Fundamentals: Making ‘Bottom of 

the Pyramid’ Relevant to Core Businesse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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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計劃 -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商業學院
http://www.hks.harvard.edu/m-rcbg/CSRI/prog_bid.html 

 「創業為發展」中小型企業運動 — 創新的扶貧行動 http://www.poverty-action.org/sme 

 （博客）營商抗擊貧困- http://businessfightspoverty.org 

 （博客）下一個十億人口  - http://www.nextbillion.net/ 

 （博客）保羅·波拉克博客 - http://blog.paulpolak.com/ 

 （博客）政治中的同情- http://compassioninpolitics.wordpress.com 
 
  

http://www.hks.harvard.edu/m-rcbg/CSRI/prog_bid.html
http://www.poverty-action.org/sme
http://businessfightspoverty.org/
http://www.nextbillion.net/
http://blog.paulpolak.com/
http://compassioninpolitics.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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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營運個案：旺農咖啡 

 
企業聯繫信息 

 
旺農咖啡  

 
電郵： connect@thrivefarmers.com 

網址： www.thrivefarmers.com 

 
主要聯繫人：   

邁克爾·瓊斯，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肯·蘭德，創始人，總裁兼首席產源官 

 

背景 
 

歷史   

旺農咖啡的前身是一個瀕臨失敗邊緣的家庭農場。亞歷杭德羅·加西亞（Alejandro Garcia）在

哥斯達黎加的咖啡農場有很大失敗風險，所以他下定決心改變現狀。他離開經營了五代人的

家族農場，前往美國阿米什乡村的一個家庭式自助餐廳工作。兩年內，他攢了四萬美元。而

後，他回到故鄉，用血汗錢購置了咖啡加工設備，改變了自家咖啡農場的發展軌跡。關鍵的

是，他偶然遇到了肯·蘭德，一位退休后到哥斯達黎加生活的美國人。肯還收購了一個咖啡農

場。然而，二零零八年，肯遇到了財務風險，不能安然繼續退休生活，原來爲了休閒的咖啡

農場不得不用於經營養家。令他驚訝地是，他發現種植咖啡不夠維持家庭需用。 

 
在接下來兩年中，亞歷杭德羅與肯一起努力，前者出設備和咖啡知識，肯投入商業技能。他

們一同縱向整合了供應鏈，加工、烘焙、包裝及銷售自己的咖啡，為旺農咖啡創造了開端。 

 
業務焦點 

旺農咖啡的異象是改革咖啡供應鏈，第一次把生產者（咖農）真正當成利益相關者與合作作

伴。農民種植咖啡的收入超過歷史數額五至十倍。在咖啡生產國中，咖啡總是頭一、二號出

口商品。種植咖啡的農民如果經濟收入提高，將對國民生產總值產生積極影響，產生史無前

例的影響。旺農咖啡目前與三個國家六個區域的超過八百名農民有合作關係，它將有望代表

世界主要增長區域，包括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和非洲。 

 
信仰背景 

邁克爾·瓊斯離開自己創辦十年的保健公司時，意識到自己的下一家企業雖然還屬於盈利性質，

但它必須拓展神的國度，將他深厚的福音信仰與日常工作相結合。他瞭解肯·蘭德與亞歷杭德

mailto:connect@thrivefarmers.com
http://www.thrivefarm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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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加西亞在本地的先驅行動、以及他們對基督的信仰后，清楚地明白神的手在做工，稍後產

生了通過旺農咖啡開展一場全球運動的異象。 

在商業活動中活出福音是旺農咖啡的核心動力。通過新型業務模式，旺農咖啡給在歷史上處

於供應鏈弱勢地位的農民以經濟地位，通過結合聖經原則，像耶穌那樣關愛他人，他們贏得

了分享信仰的權利。他們展望，有一天能與世界各地的事工機構合作，定意分享耶穌基督的

福音。在咖啡種植的每一塊土地，它都是唯一真正的轉化源泉。 

 
專業背景 

旺農咖啡好比一塊織錦，多人利用各種才能互相協作，達成可持續的咖啡事工： 

 
亞歷杭德羅·加西亞（創辦人）是家裡第五代咖啡農，他移居美國兩年，在一個家庭式自助餐

廳打工，攢下四萬美元現金投入家裡的農場，挽救它脫離破產邊緣。亞歷杭德羅依靠巨大的

勇氣和堅定的信念，還有對家人的愛，奠定了今日旺農咖啡公司的基礎。 

 
咖啡種植者肯·蘭德（創辦人）原為訴訟律師，過去富有公關和法律從業經驗。他對倡導很有

激情。二零零八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碎后，他被迫通過咖啡農場養家。旺農咖啡今日存在，

一部份原因在於肯對改善咖啡種植農民的生活有負擔和異象。現在，肯是旺農咖啡的總裁兼

首席產源官。 

  
邁克爾·瓊斯（創辦人）是一名經驗豐富的企業家，他努力通過資本主義產生影響力。邁克爾

的理念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他的背景包括創立一家醫療服務企業，這家企業被福布斯

雜誌評選為美國一百家最有前途的企業中的第五名（2011 年），位列五百強增長最快的企業

之一（2008 年），吸引了矽谷著名投資客紅杉資本成為主要利益相關者。目前，邁克爾擔任

旺農咖啡的首席執行官。 

 
羅布·塔特爾（卓越運營副總裁）是美國僅有的七名世界咖啡師錦標賽認證裁判之一，並且擁

有其它許多行業認證。羅布在咖啡領域擁有深厚可信的歷史，對於市場如何看待生產咖啡、

造福大眾的咖農有著獨到見解。羅布致力於教導咖啡愛好者有關咖啡的一切，從源頭的咖農

開始，直到杯中的美味咖啡。在崗位上，羅布主管和成果有關的所有事項，質量措施嚴謹且

實際。 

 
支持團隊：他們在公司內部稱為「興旺者」，每位團隊成員都認同旺農咖啡的整體異象，而

且為之付出犧牲，包括時不時的無償工作，還有不計其數、聞所未聞的其它付出。從營銷主

管道銷售團隊再到運作團隊成員，每個人都心懷旺農咖啡重整咖啡世界的異象與目標。 

 
作為一個整體，團隊每天都被使命所激勵。這個使命由於有了關注營商事工機構提供的機遇，

變得觸手可及。 

 

策略與異象 
 

旺農咖啡的宗旨和價值觀如下：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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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旺農咖啡的異象是：我們能改變世界——至少是咖啡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有一千

萬人靠咖啡維生。 

 
2. 通過改變世界，我們能做光做鹽。我們首先滿足人們眼前的實際需求，贏得被聆聽的

權利，再分享故事另一面。   
 

3. 願意投入，不求施捨。農民必須承擔一定風險、生產優質產品，才能加入我們的系統。

不過，他們只要加入，回報是可衡量的。其結果是可持續、可推廣的生態系統，它將

產生持續影響力。 

 
價值觀  

 在企業中徹底活出信仰 

 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追求卓越：關愛他人，咖啡品質，客戶關顧與服務 

 誠實 

 透明 

 社團 

 文化 

 
使命概要 

旺農咖啡努力成為一個促進社會改變的品牌，讓消費者知道，他們只需關注日常產品購買選

擇，就能轉化生命。 

 
旺農咖啡在咖啡消費者和種植咖啡的咖農之間建立直接聯繫。通過提供這種新型供應鏈模式，

旺農咖啡能促使農民依靠咖啡產業獲得可持續收入。 

 
旺農咖啡的使命是在所做的一切決策上，選擇可持續決策。我們自豪地奉行「可持續性承諾」。

咖農承諾採取可持續的農業實踐，不使用除草劑、殺蟲劑，使用堆肥，節約用水，保護水流。

咖農將與其雇工分享新得利潤，給他們更好的待遇，回報社區。消費者承諾購買此種咖啡，

知道自己能通過選擇咖啡持續給咖農經濟支持。他們在經濟上給予咖農支持，並且每喝一杯

咖啡，就對世界產生真實的影響。 

 
策略性目標與目的   

旺農咖啡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咖啡世界起了變化。在過去六年間，僅僅哥斯大黎加的咖啡產

量就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許多業內人士只願意把原因歸結為氣候變化；但實際原因在於，

代代相傳的咖農在以前所未有的數目離開咖啡行業，因為靠咖啡已經不能維持生活。這種情

況在特色咖啡業內系統發生，而哥斯達黎加的情況還算好的。 

 
旺農咖啡在重新思考供應鏈。一般來說，咖啡農場有面積為五英畝農地，每英畝能獲利六百

美元。按照今天的零售價格，咖農一般只能獲得咖啡最終價值的百分之二。除去生產成本和

收穫成本，這樣的收入難以維繫生計，哪怕在最貧困的咖啡產區也是如此。 

 
結果，一些咖農拋棄農場，去其它地方謀生。一些咖農每當淡季就不管農場，去找其它工作。

可想而知，咖啡界的經濟現象，把世界上最有利潤的農作物變成了不可持續的商業模型，導

致大量咖農在全球咖啡需求和價格無比高漲的時代，無法維繫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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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農咖啡寄售咖啡，作為真正的合作夥伴，他們與咖農分享烘焙咖啡價格的 50％或生豆價格

的 75%，激發出咖農在咖啡行業前所未有的參與水平。可以說，旺農咖啡從不購買任何咖啡

——他們就是咖農自己！ 

 
旺農咖啡使得咖農能直接進入咖啡市場，參與咖啡累計價值的每個環節。 

 
旺農咖啡的業務模式要求通過擴張產生影響，因此，越多人知道他們的故事、理解咖農的困

境（是他們生產了大家除水以外最愛的飲品），就有越多生命能得到轉化。 

 
由於旺農咖啡的業務模式以轉化為中心（包括咖農層面和社區層面），所以它也是一個「持

續傳遞」的模式。旺農咖啡最終希望與咖啡種植區域的事工機構合作，用聖經原則教育咖農

經濟和農業最佳實踐，以及進行潛在的宣教行動。 

 
其它事實與數據  

 旺農咖啡是從聖拉斐爾可持續咖啡行動（SRSCI）產生。現在，它在三個國家六個區域

同超過八百名咖農合作。旺農咖啡在逐漸代表世界各大咖啡種植區域，同時促進消費者

支持咖農與咖農社區。 
 

 聖拉斐爾可持續咖啡行動於二零零八年啟動，於二零一零年成為旺農咖啡。 
 

 旺農咖啡目前有十二名企業員工及超過八百名合作咖農。旺農咖啡辦公地址在哥斯達黎

加羅斯韋爾、佐治亞和蒙特維多。 
 

 旺農咖啡與咖啡業界最受敬重的領袖企業合作，包括特釀咖啡和安全屋咖啡。此外，旺

農咖啡在提供本地、自然和有機食品的食品畀領袖地球超市有售。旺農咖啡還與教會及

事工機構合作，例如更新（Renovation）和石溪（Stone Creek）。這些機構定意開展項

目，是旺農咖啡成長的關鍵。 

 
結論 

 
旺農咖啡是一個年輕的公司，但增長速度很快。擴張機會已經出現，即將對世界各地咖農生

命產生巨大影響。旺農咖啡期望與國際營商事工運動建立聯繫，攜手合作，繼續釋放旺農咖

啡的農人在咖啡世界的潛力。 

 
注意：旺農咖啡近期在紐約時報得到報導（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鏈接如下： 

http://www.nytimes.com/2013/03/17/business/coffees-economics-rewritten-by-farmers.html?pa
gewanted=all&_r=4&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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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營運個案：塔蘭塔財務有限公司 

 

企業聯繫信息 

 
塔蘭塔財務有限公司 

 
電郵： talantafinance@yahoo.com 

 
主要聯繫人：   

蒂莫西·約克尼 

 
塔蘭塔財務有限公司企業主和創辦人蒂莫西·約克尼的

故事在全球合作夥伴書籍《我的企業，我的事工》中有

述。請點擊此鏈接閱讀整章。 

http://www.mybusiness-mymission.com/MyBusinessMyMission_sampler.pdf 
 

 

背景、營運個案 
 

歷史 

塔蘭塔由蒂莫西·約克尼成立於一九九七年，為古盧居民提供負擔得起的貸款，使他們「永久

脫貧」。蒂莫西從烏干達北部古盧的一個小鄉村長大。他的父親是多妻者，有三個老婆。由

於家庭在一九七九年遇到財務困難，提摩西被迫放棄大學教育，在當地殼牌加油站當服務員。

他那時二十歲，在加油站工作了六年，直到災難發生。聖主抵抗軍擄掠了烏干達北部的好幾

個村莊，殺人毀物。穆塞韋尼總統的新政府以為北部精英會同情聖主抵抗軍，竟在北部採取

了隨機逮捕五千多人的做法，蒂莫西就是其中之一。當他從高度設防的監獄獲釋時，已經失

去了幾乎全部，包括一些家人和家族寶貴的一千頭牛。古盧的大約二十五萬居民飽受摧殘，

一貧如洗。蒂莫西說：「我必須在陌生的首都坎帕拉找工作，養家糊口」。那時，他已經結

婚，育有三名子女。他找了一份短工，在城裡的工業區為貨運卡車卸下貨物。曾經很富有的

男人，淪落到領取最低工資的慘景。 

 
一九八九年，蒂莫西聽說古盧有一家廢棄的雪佛龍加油站，便將其買下。購買合同協商了好

幾個月，才達成這次購買。古盧唯一一家銀行有感於蒂莫西管理殼牌加油站資金的誠實表現，

便貸款給他進購幾千升汽油產品，即便他沒有任何擔保。蒂莫西開業那天，當地正面臨油料

短缺，競爭對手無油可賣，所以他的貨物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售罄。這樣，他兩天就償還了銀

行貸款，而不是之前協商的兩個星期。銀行對蒂莫西說：「從現在開始，你如果需要錢，就

來找我們，只是不要在月底記帳的時候來。早一點來，你就能在記帳結束前還貸了。」蒂莫

西得以維持加油站營業，而且一年內購買汽油都沒有任何擔保。這種優厚待遇和以後若干祝

福促使蒂莫西的企業大幅擴張。 

mailto:talantafinance@yahoo.com
http://www.mybusiness-mymission.com/MyBusinessMyMission_sampl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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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企業發展，蒂莫西對窮人的負擔日益增多。除了供養四十多名孤兒，蒂莫西還使用個人

積蓄為小企業提供啟動資金。這些無息貸款吸引了眾多企業家，蜂擁到蒂莫西那裡，令他所

做的受到威脅。二零零四年，神帶領蒂莫西遇到了全球合作夥伴。他學習到如何讓小額貸款

項目有可持續性，收取最低利息，改善流程，擴大規模，幫助更多古盧城和帕提科、帕拉羅

和帕維爾村的企業家。蒂莫西及塔蘭塔繼續與全球合作夥伴協作，期望把服務擴展到烏干達

其它地區。 

     
業務焦點 

塔蘭塔為古盧的微型及小型企業家提供小額貸款、針對性財務方案和能力建設干預措施。貸

款的目的是提供買賣農產品所急需的資金。一些人使用小額貸款從農場購買西紅柿，再以較

低利潤銷售給城市消費者，以此逃脫貧困和飢餓。蒂莫西說，他對此感到憂喜摻半，因為一

旦生病或遭遇其它不幸，醫院會輕易花掉資金和利潤，把羽翼未豐的企業家「歸零」。具有

針對性的解決方案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效率，能力建設干預方案提供各種商業培訓，發展小

型企業家的技能，幫助他們「找到更好的方向」。 

 
信仰背景、定位 

蒂莫西和塔蘭塔員工被福音感動，對受苦的古盧民眾有負擔，希望幫助他們「脫離現狀」。

因此，他們的行動是爲了彰顯神的愛。 

 
專業背景 

蒂莫西高中畢業，由於前總統伊迪·阿明下台造成的社會動盪失去了大學教育機會。他二十歲

開始在加油站工作，在國家軍隊與聖主抵抗軍的衝突中無妄被捕。被釋放后，他在首都坎帕

拉找到工作，後來通過一系列事件，成為幾家加油站和塔蘭塔財務有限公司的所有者。 

 

策略與異象 
 

宗旨 

塔蘭塔的首要宗旨是通過發放小額貸款、提供針對性解決方案和能力建設指引幫助人們永遠

克服貧困。 

 
價值觀 

塔蘭塔的一個核心價值觀是「用愛服侍」。作為一名非洲商業領袖，蒂莫西指出非洲最大的

幾個挑戰包括文盲現象、貧困和疾病。他進一步觀察到：「在文盲地區，人們通常貧困；在

貧困地區，人們容易沾染疾病。」塔蘭塔在這些地區提供小額貸款以解決貧困問題，提供能

力建設解決商業技能缺乏問題，以愛心服侍這些地區。 

 
業務目標與目的 

指引女性企業家的業務，幫助她們脫離日復一日的無窮家務。女性是古盧經濟的「引擎」，

因為她們為供養孩子和家人不辭辛勞。為男女農民提供小額貸款，因為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古

盧居民都參與農村自給型農業。 

 
其它事實與數據 



 

 

金字塔基部的營商事工 2013 年 10 月                                                                                             

第 31 頁 

 

塔蘭塔由蒂莫西·約克尼成立於一九九七年。現在，它有六名永久員工，時而有培訓生和實習

生。企業位於古盧，一個大約有二十五萬居民的烏干達北部城市。 

 

經驗 

概要 

塔蘭塔創建四年來，幫助了貸款額平均為一百五十美元的一千多家微型企業，以及平均貸款

額為一千美元的二百家小型企業。不必多說，這幫助許多家庭減輕了貧困程度。借著全球合

作夥伴的幫助，塔蘭塔在進入牛產業。蒂莫西解釋道：「在烏干達，牛幾乎就是一切。它是

財富；它是自我形象的來源，因為你的牛越多，就越富有，就越能得到社區尊重。牛能給你

帶來妻子。沒有牛，你就娶不到老婆。你如果有牛，就有了食物，孩子能結婚，能上學。你

還需要別的什麽呢？」塔蘭塔的「牛力拖拉」項目簡潔明瞭，卻具有開創性意義。塔蘭塔為

聖主抵抗軍造成的兩個國內流離失所者家庭提供四頭牛和一隻犁頭。這個禮物價值大約一千

美元，能永遠改變兩個家庭的生活。蒂莫西解釋道：若要人力耕作一英畝天地，需要三個人

工作三十天。有了牛和犁頭，只需要兩天。據他估算，一個家庭能從耕田收入四萬先令（即

二十美元）。在烏干達，這不是個小數目。 

 
然而，事情不是一直一帆風順。塔蘭塔遭遇過資金被盜用的現象。蒂莫西承認：「誠實的人

不好找。」當他發現塔蘭塔兩名基督徒員工盜用資金時，極為失望，因為二人都深得他的信

任。在調查后，他們承認確有盜用行為，接受解職，並且承諾一定還回資金。他們一直也沒

還。蒂莫西明白到他們之所以不還是因為沒辦法還后，赦免了他們。 

 
經驗教訓 

蒂莫西建議營商事工從業者接受基督徒有可能受誘惑的事實。他還建議在調查遭受指控的瀆

職行為時，「不要猜測，而是尋找真相。」他監督員工的最佳實踐政策是：「信任，但仍需

要監督。」他說，可以利用「制約與平衡，讓企業沒有空子可鉆。」塔蘭塔爲了保障透明性，

有三名高級員工監測現金流動，但蒂莫西最終仰仗的是禱告。遭遇前文所述的瀆職行為時，

他尋找了一些牧師的「禱告遮蓋」。他說，信徒的瀆職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沒有解決的靈

丹妙藥」，不過可以採取一系列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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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營運個案：埃爾瑞斯通信服務 

 
 

企業聯繫信息 

 
埃爾瑞斯通信服務 

 
電郵： info@elris.com 

網址： www.elris.com 

 
主要聯繫人：   

弗朗西斯·吉拉克，首席執行官 

 

背景 
 
歷史 

弗朗西斯和約瑟芬·吉拉克在肯尼亞蒸蒸日上的電信行業工

作四年后，於二零零四年辭職創辦埃爾瑞斯通信服務有限

公司。他們渴望在這個充斥著不正當實踐的行業「尊崇神」。

這一對無線通信和廣播工程師用上個月工資（大概三百美

元）創辦了埃爾瑞斯。 

 
雖然沒有一毛錢的外商直接投資，不被朋友看好，員工流失，被同事（包括基督徒同事）欺

詐，這對夫婦依然致力於尊崇神和客戶服務。他們對神的信念和堅持結出了累累碩果。埃爾

瑞斯營業五年後，已經有了八十多名長期員工（其中許多人之前是窮人），年營業額超過五

百萬美元。二零零八年，企業成為跨國公司，在肯尼亞、加納、馬拉維和烏干達都有營運。

爲了建設行業能力，埃爾瑞斯還為本地技術學校和大學的經濟弱勢學生免費提供工程培訓。

企業也與其它公司合作，在內羅畢貧民區建造教室，在東非大裂谷地區的一個學校建立圖書

館和電腦室。他們還在二零靈七年、二零零八年為國內流離失所者捐贈衣裳和食物，為内羅

畢女性醫院中遭受侵犯的病人捐款，參與環境保護項目。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一年，公司由

於重大挑戰縮小了規模，不過目前已經重返發展道路。 

 
業務焦點 

埃爾瑞斯為行業提供電信工程配套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射頻（全球移動通信系統（GSM），码分多址（CDMA)，寬帶無線接入等）和微波系統安

裝 

 安裝基站，碼型轉換和速率適配單元（TRAU），機電，機艙改造等。 

 電信規劃，諮詢和培訓 

 站點優化服務 

 硬件、軟件基站容量升級 

mailto:info@elris.com
http://www.elr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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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電廣播，衛星通信、廣播、電視轉播和規劃、設計和安裝 

 視聽、閉路電視設計，供應及安裝 

 電信、視聽設備和材料供應 

 
他們專注非洲業務，目前在肯尼亞（總部）、烏干達、馬拉維和加納設立了辦事處。 

 
信仰背景、定位 

弗朗西斯和約瑟芬都是多年相信聖經的基督徒，目前屬於内羅畢五旬節教會的「基督是答案」

事工，它是内羅畢伍德里的一個福音派教會，他們在其中擔任長老和執事。他們分享到：「我

們對神的信心給了我們按照屬神道德價值觀運營企業的能力。比如說，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要

在自己的行業中當基督的使者，就要誠實而專業地實施項目，不至於羞辱基督的名。」 

  
專業背景 

弗朗西斯·吉拉克是埃爾瑞斯通信服務有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從二零零四年起負責埃爾瑞斯

集團的管理和企業發展。弗朗西斯在祖國加納接受了初級教育，是俄羅斯國立電訊大學工程

學專業（專業從事衛星通信廣播）理學碩士。他的前期經驗包括：就職於加納廣播公司，職

位是總控室傳輸（電視）質量控制助理工程師；就職于愛普西龍（Epsilon）廣播工程（肯尼

亞），職位是系統設計工程師和技術支持；就職于雷姆（REIME）肯尼亞有限公司，負責技術

銷售。 

 
約瑟芬·吉拉克是肯尼亞本地人，在家鄉接受初級教育，然後成為俄羅斯國立電訊大學工程學

專業（專業從事衛星通信廣播）理學碩士。她目前是埃爾瑞斯通信服務有限公司的首席運營

官，負責集團的管理和企業發展。她的前期經驗包括：在肯尼亞郵政和電信公司擔任技術員；

在愛普西龍廣播工程（肯尼亞）擔任工程技術支持人員；在康泰爾（Comtel）有限公司擔任

站點監事；在雷姆肯尼亞有限公司負責技術運營。 

   

策略與異象 
  

宗旨 

埃爾瑞斯的異象是成為非洲有口皆碑的服務供應商，提供廣泛的高級電信工程支持服務，通

過積極主動、注重績效的團隊，為所有客戶創造價值。他們的使命是與客戶維護長期關係，

利用有針對性的創新增值解決方案，幫助客戶達到業務目標。 

  
價值觀 

1. 尊崇神，包括依靠神，承認神的主權，讓人認識他，順服他的話語。 

2. 品格，包括積極的態度、誠實、忠心、可靠、可信任、負責、透明、道德。 

3. 客戶滿意度，包括工作質量，提供解決方案，堅持日程表，迅速回應投訴，增值服務，與客戶

合作，成本效益。  

4. 適應性強，包括積極應對變化，量身定做的解決方案，靈活性，文化敏感性，社會、政治及經

濟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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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道德，包括技術知識，遵守國際標準，適當的資源利用，符合質量標準，員工行為符合標

準，正確記錄和報告管理。  

6. 策略性成長，包括識別和評估成長機會，能力建設，動員以滿足增長需求，生產資源以供擴展，

網絡和合作夥伴關係，培育和指導下一代領導人，複製，組織內部文化。 

其它事實與數據 

約瑟芬和弗朗西斯二零零四年創辦企業時，是企業唯有的兩名員工。然而，此後，神賜給他

們員工增長，目前有大概八十六名長期員工（項目額高發期的臨時員工不計算在內），這些

臨時員工常比長期工更多。他們的客戶是手機服務供應商。利潤率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之

間。年交易額在五年間從十五萬美元增長到最高時期的五百零七萬美元。 

  

經驗 

概要 

弗朗西斯和約瑟芬把成功定義為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生命成長，包括員工、股東、供應商、

分包商、甚至客戶。他們通過營商有一系列機會進行下列事工： 

 員工事工：比如晨間禱告會。 
 彼此關懷：關照弟兄，組織弟兄退休會和姊妹退休會。 
 服侍供應商，不管他們的信仰背景如何。 
 社區事工，例如巴拉戈伊事工。 
 

在巴拉戈伊外展事工期間，我們蒙受祝福，見證了不同人的得救。有兩次，我們的員工還有

機會通過實際事工回饋社區。然而，不是所有舉措都順利。例如，晨間禱告會進行一段時間

后，它成了負擔而不是美好的團契時間。這是因為他們不再把公司的核心價值作為自己的價

值觀。 

有一個主要的挑戰是年營業額從二零零九年開始下降（那時是四百零一萬美元）。由於二零

零八年到現在的全球經濟衰退，公司遭遇了幾次挑戰，導致肯尼亞和烏干達辦事處裁員，加

納辦事處中止，馬拉維辦事處營運減少。之所以發生這些事情，是由於下列原因： 

1. 在我們投資巨大來提供必需支持后，客戶不履行合約； 

2. 客戶延遲付款，有一些拖款三到十二個月；以及 

3. 客戶選擇更便宜的服務，不考慮質量和專業等因素。 

 
經驗教訓 

如上文所述，巴拉戈伊事工進展順利，而晨禱不順利。約瑟芬和弗朗西斯說，他們意識到，

不能預設每個人都能自主接受企業的異象、使命與核心價值觀。 

未來計劃 

短期目標是重組公司，重新確立最初異象的基本原則。關於長期目標，他們在重新定位公司，

使它不論地處何國，都擁有屬於自己的網絡。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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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爾瑞斯雖然經歷了經濟衰退帶來的掙扎，卻依然帶著強烈的異象前行。通過拉動就業、提

供能力建設指引措施、投資貧民區和其它貧困地區的教育授權，埃爾瑞斯已經產生了社會和

經濟影響。通過職場事工服侍員工和供應商、城市宣教和農村扶貧宣教（包括國內流離失所

者），它也帶來了屬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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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營運個案：印度企業 
 
為了安全原因，此營運個案不提供真實人名或聯繫信息。 

 

背景 
 

歷史 

一對年輕夫婦前往印度，運用自身技能經驗在那裡拓展神的國度，並且開創了家庭企業。卡

爾（化名）的教育背景屬於工業設計和項目管理。他們剛到印度時，不知道該做什麼。他們

發現，蠟燭很有市場，於是開始在家裡製作蠟燭。現如今，這個家庭企業依然在製售蠟燭，

並且也加工塑料和金屬，以及種植可供批發的藏紅花。此外，他們通過工作所得，建造了一

個孤兒院和一所學校，主要造福附近的貧民區居民。 

  
業務焦點 

這家公司曾在印度、美國、澳大利亞、法國與荷蘭運營。現在，公司縮小規模，主要關注的

地區是印度、荷蘭、西班牙和美國。在生產方面，他們處理塑料和金屬。他們的蠟燭公司主

要在本市運作，為旅館、婚禮、展會提供產品。他們不再追逐國際甚至國內的蠟燭零售市場，

因為來自中國的競爭過於激烈。客戶能從網絡、私人聯繫和一系列其它途徑發現他們。企業

的工程和製造部門業務廣泛，從咖啡機附件到遊艇產業複雜的機械部件，他們都有生產。 

 
信仰背景 

公司領導層深深認同營商與工作具有內在價值。各位主管與員工來自不同的教會背景。一位

來自於荷蘭新教傳統，另一位主管來自於美國主流宗派的宣教士家庭，最後一位來自於印度

傳統基督教背景。三位主管和一部份員工都相信，工作是神聖的，他們在工作領域的作為具

有持續影響。他們看待每位利益相關者時，都意識到門訓可以有多種形式。他們與客戶、員

工、供應商互動時，腐敗、懶惰、缺乏焦點、重複工作都是真實挑戰，經常浮現出來。最終，

他們最大的目標是為基督得著印度。 

 
專業背景 

家庭企業的創辦人及主要所有人是一個荷蘭人。他的專業背景是行業設計、生產和項目規劃。

在印度居住約十年后，他和家人返回荷蘭居住，不參與印度企業的日常經營。不過，他將在

荷蘭承接的合約外包給印度公司。 

 
印度合作夥伴以及聯合創辦人與荷蘭合作夥伴平分股份，每人各持百分之五十。他的專業背

景是機械工程。他處理印度企業的行政和財務，並身為印度兩名董事會成員之一。 

公司的第三位主管是美國人，不過他不持有公司股份。他從基層做起，逐步提升到現在的位

置。他沒有任何前期正式培訓或教育，但現在管理印度企業的所有運營和製造。在兩位聯合

所有人的指導下，他成長許多。他希望有一天擁有自己的營商事工，而且感到神呼召他長期

留在印度。他是印度兩名董事會成員之一。 

 

策略與異象 
 

宗旨 

提供最具創意的產品解決方案，以及最高水平的原型設計、製造和公益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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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在正確的時間與場合，與正確的人合作正確的事。 

 
業務目標與目的:  

具體來說，這個家庭企業努力成為印度製造業第一外包公司。寬泛地說，企業目標是為主得

著印度。公司內部人員發現，有一系列途徑實現這個目標，包括通過經營企業榮耀神，與其

他企業合作，甚至幫助開展其它具有相同目的的工作。這樣做的結果自然包括幫助人們脫離

貧困。他們的目標之一曾經是僱用社會中更多的窮人，不只關注利潤或靈性。 

 
其它事實與數據 

公司目前有四名員工，其中兩名是主管，另外兩名在蠟燭店工作。這兩名員工都是艾滋病毒

陽性患者，是長期僱員，在公司工作期間經歷了長足成長。企業在十年經營歷史中，最高員

工數目達到十五人，最高營業額達到四十萬美元左右。現在，經歷了經濟衰退的影響，他們

失去了一位主要客戶，原因在於客戶自己的財務困難，以及來自中國的競爭越發激烈。去年，

公司營業額達到大約十萬美元，凈利潤達到大約兩萬五千美元。所有利潤都重新投入公司運

營。 

 

經驗 
 
概要 

這家服務金字塔基部的天國企業在三重底線上展露了成功：利潤、人員和靈性，並有潛力在

將來獲得更大成功。雖然經濟衰退因素迫使公司縮小規模，但是這次「重新定位」看起來有

利於公司保持焦點。公司現在有十年曆史，明顯受到印度與荷蘭政府讚許，熟知在印度運營

的情況。他們發展了一種關注天國與營商扶貧的模式。  

 
最近的一次主要成功是完成了西班牙一家潛在大客戶的大規模模型訂單，以及與奔馳等大型

流水線生產商合作。 

 
其它成果雖然微小，但也值得慶賀，包括拒絕本地官僚賄賂要求的勝利，對員工及其家庭產

生了深遠影響。 

在社區裡，企業長期通過一系列不同途徑服侍。企業工作催生了一家看顧十五名兒童的孤兒

院，以及一家看顧大約一百五十名兒童的英語教學小學。 

經驗教訓 

自從遭遇經濟衰退打擊以及其它挑戰，企業被迫重新定位，重新組織。他們重新評估了企業

的行動軌跡，做出下面的決定：為了生存，他們需要裁減員工，儘量外包。  

 
不成功的實踐包括對一切臨到眼前的機會說「行」。因此，他們決定聚焦業務精力，只承接

「有意義」的業務。據一位主管說，這個措施收效良好，他們終於扭轉頹勢。 

 
他們還發現，當產品價格是決定因素時，他們競爭不過中國。那些早已在中國大規模生產的

產品，他們不能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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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與問責制度可以改進。根據一些利益相關者所說，在這麼多年來，公司不太關注利用外

部或管理型董事會，造成績效不穩定以及一些頗可質疑的業務實踐。 

我們問一位主管會給大家什麼建議，他提出兩條：第一，不要以資產負債表定義成功，而是

按照是否遵行神的命令。第二條建議是，不管遭遇什麼，都不要放棄。   

未來計劃 

如果公司想撐過衰退期，就要吸取之前的經驗教訓，找到自己的特色產品，建立更多的本地

及國際合作關係，才能繼續擴張盈利，一個限制性因素是問責制度和獨立董事會的監管。為

了公司的未來和今天的健康，他們應該朝這個方向邁進。 

 

結論 
 
這家企業之所以在印度運營，是因為印度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潛力。全世界都在外包業務

給印度。企業四周圍繞著服侍貧困和殘疾人口的機遇。從長期來看，公司領導希望對社區、

地區和整個印度產生長遠的轉化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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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 機構營運個案：希望線研究所 

 
 

 
 

機構聯繫信息 

 
希望線研究所 

 
電郵： info@hopelineinstitute.org 

網址： www.hopelineinstitute.org 

 
主要聯繫人：   

范妮･阿塔-彼得斯，執行董事 
 

背景 
 
歷史  

希望線研究所（HLI）二零零七年由范妮·阿塔-彼得斯成立於加納，

目標是培訓加納的邊緣群體（尤其婦女）小額資金管理和預防性

健康教育。范妮有感於窮人的困境，攻讀碩士學位期間選擇了專

注婦女的發展管理專業。她的畢業論文有關國際計劃（在加納運營的一個國際非政府機構）

貸款方案給加納農村、城郊及城市婦女帶來的影響。在採訪幾類加納婦女后，范妮發現，即

使最貧窮的婦女也有經濟活動。范妮分享道：「所有婦女，包括那些每日生活成本不足一美

元的婦女，都有某種經濟活動」，並且她們內心盼望可以發展自己的小事業，直到能為別人

提供就業機會。范妮受到啟發，建立了希望線來為這些婦女提供中小型企業培訓，幫助她們

獲得企業發展資金。在范妮的培訓項目中，聖經學習和禱告是重要成份。范妮希望藉此改善

婦女的個人和專業生命，實現「整全的轉化」。希望線成立的一句關鍵經文是羅馬書五章五

節：「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着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裏。」 

 
機構焦點 

希望線提供中小型企業培訓、倡導、儲蓄和貸款、信貸與資金服務給金字塔基部的加納人。

希望線與全球合作夥伴合作，提供一個為期十二個月的中小型企業培訓項目，包括基本營商

原則，以及營商事工的重要教導。范妮說：「創業家畢業后，會成為職場中的牧師，通過企

業帶來屬靈、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  

 
希望線主要關注加納大阿克拉、東部和沃爾特地區約八十個社區的經濟弱勢婦女，同時也培

訓「社區動員者」，裝備他們教導家庭健康和衛生知識。 

mailto:info@hopelineinstitute.org
http://www.hopeline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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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社區中，希望線與二百多個小組合作，其中包括最多二十五名創業家。每個小組都有

一位負責的希望線現場關係官員。范妮指出，關係官員也充當「村莊儲蓄和貸款活動催化員

的角色，與希望線小額信貸部門保持聯繫，確保人們能獲得擴展企業所需的貸款。」 

 
信仰背景 

雖然希望線服侍來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企業家，但它的項目實踐高舉基督信仰。一個典型的中

小型企業培訓以讚美敬拜神開始，內容包括聖經教導等。范妮解釋說：「要提醒創業家，我

們是這世上的鹽，不可在市場上失了鹹味。」希望線除了提供基於信仰的培訓，還開展每週

靈修會和每月一次的員工退休會。 

 
專業背景 

范妮持有發展管理專業碩士學位，自從二零零七年成立希望線起，一直擔任領導角色。她的

碩士畢業論文專注女性，調查國際計劃（在加納運營的一家國際非政府機構）貸款項目對加

納農村、城郊和城市婦女的影響。通過這次調查，范妮發現即使最貧困的加納婦女都有經濟

活動，這啟發她創立了希望線研究所。 

 

策略與異象 
 

宗旨 

希望線盼望，在未來世界中，每個人都能平等地獲得資源和足夠信息，進行足以支撐體面生

活的企業活動。因此，希望線提供企業管理和預防性健康教育，通過「信貸加儲蓄」機構幫

助中小型及微型企業家發展企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希望線把本地教會作為策略性合作夥

伴，從創立初期即在大阿克拉、東部和沃爾特地區工作，期望在合適時間擴張到本國其它地

區。 

  
圖 3：希望線關注培訓、輔導、獲得資金和倡導 

 
機構目標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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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線的使命是：「修正加納的資源分配不均衡現象。」根據調查結果，希望線認為： 

 婦女更容易陷於貧困營養不足的境地，較不易獲得醫療服務、潔淨飲水、衛生和其它益

處。 

 婦女為戶主的家庭廣泛存在。 

 相較於男性，婦女創收能力較低，支配配偶收入的能力有限。 

 婦女較不易獲得教育、正規工作、社會保障和政府就業項目。 

 社會對婦女的態度使她們不能獲得土地、科技、培訓，更重要的是，不能獲得運營企業

所需的信貸。 

 
因此，希望線致力於提供「有針對性的培訓和教育，輔以完善資金，以致能改善婦女的個人

和專業生活，與此同時使她們能把企業從極微型、到微型、到小型發展到中小型，達成整全

轉化。」 

  

經驗 
 
希望線已經服務超過五百名客戶，其中許多人的企業從微型發展到中小型。 

 
費利西亞·薩格（Felicia Sagoe）在接受希望線十二星期的中小型企業培訓后，創辦了一家只生

產三種產品的企業，其中一種產品是從本地木匠收購鋸末製成的煤球。她的煤球不僅比木炭

燃燒時間更持久，對於在市場上銷售食品需要熱源的婦女來說，它們還不損害環境。 

費利西亞傳播自己學到的知識，她說：「通過輔導企業中的十個供應商，尤其弱勢婦女，能

夠加強她們對生產、品牌和銷售的認識。」她還帶領營商事工聖經學習活動。她解釋道：「我

的企業不只是收入來源，還是一個事工，通過它，我能服侍員工和社區。」 

 

結論 
 
希望線研究所認為，通過簡單地提供有針對性的培訓和教育，輔以完善資金，能夠改善婦女

的個人和專業生活，使她們能把企業從極微型、到微型、到小型發展到中小型，達成整全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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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 機構營運個案:希望國際 
 

 
機構聯繫信息 

 
希望國際 

 
電郵： cchancey@hopeinternational.org 

網址： www.hopeinternational.org 

 
主要聯繫人：   

克里斯·昌瑟（Chris Chancey），區域代表 

彼得·格里爾（Peter Greer），總裁 

 

背景 
 

歷史 

希望國際由賓夕法尼亞州蘭開斯特一家住房建築商傑夫·拉特（Jeff Rutt）成立於一九九七年。

蘇聯解體后，拉特先生作為教會代表團成員，無數次前往烏克蘭，輸送許多食品、衣物和藥

品供應給扎波羅熱市。幾次走訪之後，一位本地牧師把傑夫拉到一邊，對他說支援物資沒有

幫助。牧師認為，他的社區需要的是行動，而不是施捨。 

 
拉特先生回到本國，強烈地希望找到解決方案。他全身心投入調研，最後發現了小額信貸理

念（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家提供小額貸款與儲蓄業務），當時這一扶貧策略還不為人熟知。

他在烏克蘭運用了這個工具，收效非常明顯，因此把它擴張到其它國家。 

 
希望國際的現任總裁彼得・格里爾於二零零四年加入，帶來了策略性發展階段，提高了公共

意識。在格里爾先生的領導下，希望國際突出了四個特色：專注小額信貸，定意見證基督，

委身於資源管理，致力於幫助世界各地貧困地區。 

 
營運個案   

希望國際認為，神主要通過工作供養一個人。他們發現，大多數窮人都極其願望通過工作創

收，運用神賜的技能為社區增加價值。失業剝奪了他們這麼做的機會，但以基督為中心的微

型企業發展使他們重新獲得這種機會，能夠自己創業，也為他人提供工作機會。希望國際網

絡提供一系列服務，包括基於聖經的商業培訓、儲蓄項目和小額貸款項目，服務範圍涵蓋十

六個國家（多明尼加共和國，海地，秘魯，烏克蘭，羅馬尼亞，摩爾多瓦，俄羅斯，阿富汗，

剛果民主共和國，剛果共和國，盧旺達，布隆迪，津巴布韋，印度，菲律賓和中國），解決

世界各地窮人普遍面臨的就業困難問題。 

 
信仰背景 

在希望國際，愛窮人、服侍窮人的工作，根植于對我們的主和救主的忠心順服，來自對神國

臨到地上的渴望。希望國際相信，真正的轉化只能來自於同耶穌基督建立關係，因此在每個

工作國家參與有文化適應性的宣教和門訓活動。希望國際致力於僱用基督徒員工，裝備他們

mailto:cchancey@hopeinternational.org
http://www.hopeinternational.org/
http://www.hopeinternational.org/where-we-work/
http://www.hopeinternational.org/where-we-work/
http://www.hopeinternational.org/where-w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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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社區中的門訓者，並且在每個工作地區與當地教會尋求合作，為客戶提供持續的門訓與

支持。 

 
信仰宣言： 

a. 我們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唯一無誤的神的權威話語。 

b. 我們相信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聖父、聖子、聖靈。 

c.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的神性，他為童貞女所生，毫無罪愆，他施展神蹟，流血贖罪，

身體復活，升到聖父右邊，將在大能和榮耀中再次降臨。 

d. 我們相信，失喪的人與罪人得救，聖靈在其中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 

e. 我們相信，有聖靈內住的基督徒能夠過敬虔的生活。 

f. 我們相信得救與失喪的都將復活，得救之人進入永遠的生命，失喪的人進入永遠的刑

罰。 

g. 我們相信所有信徒在主耶穌基督里有靈裡的合一。 

 
專業背景 

彼得·格里爾二零零四年七月加入希望國際。他在小額貸款領域接受了充分教育，有豐富經驗。

他從彌賽亞學院獲得了國際商務理學士學位，從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得了政治和經濟

發展專業碩士學位。在接受哈佛教育前，他曾擔任盧旺達基加利烏爾威戈（URWEGO）社區

銀行董事總經理三年。他還曾擔任過津巴布韋布拉瓦約自助發展基金會（津巴布韋關懷）技

術顧問，曾在柬埔寨金邊市擔任過小額信貸顧問。在哈佛時，彼得的畢業論文有關希望國際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工作。他說，當他看到「希望國際通過小額信貸整合物質事工與屬靈事

工」時，越來越有興趣加入。 

 

策略與異象 
 

宗旨 

希望國際的使命是：投資於窮人的夢想，在世界上服務不足的地區宣揚並活出福音。 

 
價值觀：  熱情（P.A.S.S.I.O.N）  

禱告（P）： 請跪下 

忠心（A）： 選擇希望 

服務（S）：我們願意洗腳（約十三 14） 

做好管家（S）：多給誰，就向誰多取……（路十二 48） 

創新（I）：我們尋求解決方案 

樂觀（O）：喜樂的心能治好疾病（箴十七 22） 

餵養（N）：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約十三 34） 

 
策略性目標與目的  

在希望國際前十三年運營中，它總共為眾多辛苦勞作的企業家提供了一百萬貸款。今天，隨

著工作勢頭持續增長，希望國際計劃在未來四年提供一百萬貸款。希望國際計劃，到二零一

二年底服務五十萬名客戶，並在十個項目中達到可持續性（包括剛果希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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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二年，希望國際的目標是 1）增加大約百分之三十客戶，儲蓄和小額貸款項目客戶

達到五十萬名，2）在布隆迪開展基於教會的儲蓄項目，3）十個項目的經營自足率達到或超

過百分之百，亦即是利息收入能完全支付運營費用，4）到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核准每個國家

的屬靈整合規劃，以及 5）籌措九百五十萬美元的發展資金。    

 
其它事實與數據 

在二零一一年，希望國際繼續利用捐款支持項目。全部費用的百分之八十一都與項目相關，

包括支付客戶貸款、國內小額金融機構與儲蓄信貸機構運作、技術支持。通過這些項目，希

望國際支持了大約四十萬名客戶，總共支付超過三千四百萬美元的貸款。希望國際不斷使捐

款人更加多樣化，每年捐款一千至十萬美元的捐款人數目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以上，總捐款

增長逾百分之十三。 

 
在二零一一年，希望國際加強了高效益產業（Higher Impact Properties）、希望國際全球投資

基金（HGIF）以及五個國家裡由希望國際帶領的小額金融機構：烏克蘭、俄國、剛果、剛果

民主共和國與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與俄國的希望國際都是在二零一一年第一次得到加強。

在二零一一年，希望國際全球投資基金從三個合作夥伴收到四十五萬美元的主要還貸。希望

國際將這些還款連同新資金重新投入，在整個機構部署了八十五萬美圓的貸款資金，把貸款

總額增加到一百六十萬美圓。 

 
希望國際的年底淨資產位於健康的一千一百二十萬美圓。淨資產的提高，得益於捐款人群體

的積極變化趨勢、貸款產品組合增長、以及容納了剛果民主共和國與俄國希望國際的款額。 

 

經驗 
 

概要  

到二零一二年底，希望國際將完成目前的策略規劃，通過儲蓄信貸機構、小額金融機構或中

小型企業發展項目為五十萬名活躍客戶服務。目前，希望國際正在確定未來三年的策略規劃，

計劃到二零一五年服務一百萬名客戶。希望國際在追求數量增長的同時，也繼續注重品質的

提高，使服務越來越高效，越來越有效率，不斷加強屬靈整合行動、計劃與指標。 

 
經驗教訓  

希望國際創辦人傑夫・拉特先生雖然出於善意把捐助物資運送到烏克蘭，但是當地反饋使他

意識到援助不是他們需要的幫助。即使在烏克蘭開始小額信貸服務后，希望國際依然通過錯

誤不斷學習。  

 
他們利用資金進行市場調研，為區域創業家發現新商業模型。有一次，他們投資建造特殊設

備和場地，支持調研結果建議的一個企業模式。他們僱用了人員，進行了培訓，只等新企業

能獲得成功。然而，六個月之後，他們回訪時發現，場地被廢棄，六個月新的設備上佈滿蛛

網。這次失敗的教訓在於，窮人必須自己持續努力才能脫貧。窮人自己選擇的途徑，或許和

我們選擇的途徑非常不同，但這些弱勢創業家需要尊嚴，而不是依賴。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創

造能力，希望通過營商解決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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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國際繼續釐定不致傷害貸款人的最低還款額標準。它一直努力在完善的項目包括小額貸

款、儲蓄項目、基於聖經的商業培訓。運作十五年後，烏克蘭成了希望國際最成功的區域，

有四十多萬客戶的十九個區域項目都在密切關注向烏克蘭項目學習。 

 
希望國際中有一些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就是將近一千五百名各國稱為貸款官員的員工。

貸款官員是希望國際該國網絡中的本國人，他們具有銀行家的頭腦、牧者的心腸、宣教士的

靈。如果沒有這些忠誠又能幹的員工，希望國際只會有有限度的影響。 

  
結論 

 
希望國際用四個詞概括決策原則，它們的首字母連起來意思就是「得魚」（F.I.S.H）。 

 
焦點（F）：專注微型企業發展，追求卓越。 

 
定意見證（I）：定意見證耶穌基督。 

 
儲蓄（S）：強調為窮人提供儲蓄業務。 

 
困難地區（H）：強調具有挑戰性的服務不足地區。 

 
總之，希望國際是一個言行一致的機構：若要剷除服務不足地區的物質與屬靈貧困，最好的

途徑莫過於以基督為中心的微型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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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H – 機構營運個案: 全球合作夥伴 
 

機構聯繫信息 

 
全球合作夥伴 

 
電郵： 

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網址： www.partnersworldwide.org 

 
主要聯繫人：   

道格·賽貝克，總裁 

羅克珊·德格拉夫, 策略行動主管 

 

背景 
 

歷史   

全球合作夥伴來源於一個簡單的問題：「有沒有一種辦法，讓商人成為消除貧困的一種途

徑，而非靡視作貧困問題的一份子？」一九九四年，肯尼亞與美國企業家集聚一堂，建立

一個中小型企業貸款基金、企業儲蓄和貸款合作社、以及創業家合作機制，成立了基督徒

發展合作夥伴（即現在的全球合作夥伴）。 

 
基督徒發展合作夥伴出自基督教改革宗世界救濟委員會（現「更新世界」）。二零零五年，

隨著越來越需要動員商人和專業人士，世界合作夥伴作為一個獨立的、基於信仰的商業事

工團體成立了，但它依然繼續與基督徒改革宗教會合作。世界合作夥伴最初只在東非，現

在已經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開展了活躍的夥伴關係。 

 
營運個案   

全球合作夥伴與這樣的商業領袖合作：他們具有僕人的心腸，聚焦神的國度，對消除世界

貧困富有熱情。在我們工作的國家（它們遍佈非洲、亞洲、拉美、加勒比和北美），我們

與本地商業領袖及網絡合作，他們關懷自己的社區，了解商業環境，能運用當地資源。 

 
我們通過與全球夥伴合作和個人關係來動員、支持我們的商人網絡，轉化所有參與者的生

命。我們提供一個框架，有利於健康的跨文化合作、活躍的網絡和共享學習機遇。我們提

倡一些模式和工具，包括培訓、輔導、資金與倡導工具，促進成功和可持續性。 

 
我們鼓勵合作夥伴關注中小企業，即發展中國家「缺失的中層」。這些企業已經完成或有

潛力完成從非正式微型企業到正式中小型企業的飛躍。在發展中國家，它們面臨著最嚴峻

的挑戰，獲得服務不足，但在通過拉動就業和領導力來消除貧困方面具有驚人潛力。 

 
信仰背景 

我們作為全球合作夥伴的成員，每當看到有人不能通過令人滿足的、有生產力的、能養活自

己的日常工作來活出神的形象，就感到內心傷痛。我們相信，如果有人因為本來可以避免的

原因而找不到工作，這將是對神美好創作的邪惡扭曲；我們相信，神賦予我們特別的才能，

mailto: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http://www.partnersworldwi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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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克服這些衰退景況。我們對待貧困的態度不應該是消極接受，也不應該是出於內疚的活動，

而應該為能與耶穌基督同工而感到榮耀，他應許「把一切都更新」（啓二十一 5 上）。全球

合作夥伴的特殊焦點在於，積極尋找各種途徑，為每個人創造令人滿足、反映神形象的日常

工作，尤其為了那些由於失業普遍高發而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 

 
作為全球合作夥伴的成員，我們認為所有普通的日常工作，包括我們的工作和與合作夥伴的

工作，都是我們要反映神形象這召命的喜樂回應，這召命是神起初對美好造物的旨意。我們

相信，每個人朝這個目標努力，會得到令人驚喜的結果與祝福，因為它是基於這個聖經應許：

「世上的國已成了我們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國了」（啓十一 15） 。 

  
作為基督徒合作夥伴，我們尋找各種途徑與世界各地其他基督徒合作，提供就業及有利的個

人發展及企業發展機遇，讓每個人（尤其失業者和邊緣群體）得到更多賦權，通過有生產力

的、令人滿足的、養活自己的日常工作反映神的形象。   

 
專業背景 

道格・賽貝克擔任全球合作夥伴的總裁。他提供策略性領導力，幫助全球合作夥伴在世界

二十多個國家發展。 

 
賽貝克先生從華盛頓州立大學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農學文學士學位，從阿蘇薩太平洋大學獲

得了領導學研究碩士學位。直到一九九七年，賽貝克先生在基督教改革宗世界救濟委員會

於亞洲和非洲十二個國家服務了十九年。賽貝克先生在孟加拉擔任項目總監時，領導一個

孟加拉農學家發展團隊，與逾四千戶小農合作，致力於增加生產，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孟

加拉推廣和教育服務（BEES）是孟加拉目前最領先的發展機構之一。 

 
賽貝克先生在烏干達和肯尼亞基地服務十五年，擔任非洲西部和南部的區域總監。他在十

一個國家開展並管理救援發展項目。他在政府、國際發展機構、捐款人與本地機構之間建

立合作關係，通過這項努力，超過三萬個家庭得以脫貧。 

 
賽貝克先生與合作夥伴一同創辦了全球合作夥伴創業家（PWE），並擔任總經理職務。它

是一個低利潤的有限責任公司（L3C），具體意圖在於把全球合作夥伴的營商事工模式擴展

到世界各地的大中型企業。依託其資金和專業人士網絡，全球合作夥伴創業家致力於發展

在發展中世界的企業，創造新崗位，使投資人獲得回報，並利用利潤造福邊緣化社區。全

球合作夥伴創業家支持四重底線，利潤、人、地球和旨意四個因素都受到同等重視和強調。 

 
在二零零九年，賽貝克先生與人合著了《我的企業，我的使命：合作戰勝貧困》，講述許

多男女通過企業終結社區及世界各地貧困的故事。此書很快成為營商事工運動的前沿讀物，

因為它提供了營商消除貧困的實際操作。 

 
賽貝克先生目前與妻子居住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市，五名子女都已成年。 

 

策略與異象 
 

宗旨 

異象：營商事工終結世界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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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在全球合作關係中，激勵、裝備、連接商人和專業人士，發展企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崗位，

轉化所有參與者的生命。 

 
價值觀   

卓越服務：我們充滿喜樂地賦權服務對象，超出他們期望值。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樣善事。（林後九
8） 

 
創新：我們感到消除貧困的迫切性，因此通過創業途徑解決問題，以合適的、可持續的

解決方案進行回應。 

耶穌對他說：「讓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講上帝的國。」（路九 60） 

 
永不放棄：因為耶穌有更新的大能，所以我們堅持不懈地尋找消除貧困的解決方案。 

在盼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十二 12） 

 
並肩同行： 我們有責任彼此督察，傾聽窮人的聲音，他們的發聲常被充耳不聞，我們要

與他們「一同」合作，不是「向」或「針為」他們進行事工。 

尋求公平，幫助受欺壓的，替孤兒伸冤，為寡婦辯護。（賽一 17） 

 
擁抱神的呼召：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承載著神的形象，是美好的、有尊嚴的個體。我們定

意發現、認可、激勵每個服務個體的獨特恩賜和資源。 

我們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為要使我們行善，就是神早已預備好要我
們做的。（弗二 10） 

 
有感染力：我們利用每個機會分享我們的故事，動員連接那些對我們的事工有負擔的人。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因為這樣的祭物是神所喜悅的。（來十三 16） 

 
我們的方式──四根柱石 

 
合作關係 

有類似意向和想法的各地商人通過全球合作夥伴互相連接。這些合作關係帶來了經濟與屬

靈轉化機遇。 

 
培訓和輔導 

我們的輔導成員互相激勵、裝備，發展

企業，創造就業機會。要終止貧困惡性

循環，增加可持續的就業崗位是關鍵要

素。  

 
獲取資金 

全球合作夥伴促進中小型企業獲取利息

處於承受範圍內的資金。這些貸款能增

加發展能力，通常帶來新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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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 

全球合作夥伴的員工和成員學習聆聽世界各地的複雜問題，為經濟公義積極發聲。 
 

 
策略性目標與目的   

二零二零年目標宣言：到二零二零年，全球合作夥伴將通過全球分支網絡與合作夥伴網絡，

在失業高發社區催化支持三十五萬個工作崗位。  

 
我們將通過四個策略實現二零二零年的目標：全球設

計、善用合作關係、社區企業和策略倡導。  

 
其它事實與數據 

全球合作夥伴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財年結尾，在二

十三個國家擁有四十二個分支，共同通過營商影響社

區。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的全球指標（影響力指標）

如下。好消息是，今年新增就業崗位比上一年上漲百

分之七十二，而持續性工作崗位比上一年增長了百分

之二十三！   

 

經驗 
 

概要  

全球合作夥伴的使命是激勵、裝備、連接全球合作關係中的企業和專業人士，幫助他們發

展企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崗位，轉化所有參與者的生命。在過去十年間，這些合作關係

促進了逾十萬個可持續工作崗位的出現和加強。 

 
透過去年的全球網絡，定量指標顯示出我們的工作成果，包括年度新增工作崗位上漲百分之七十二，持續工作

崗位上漲百分之二十三。一個包含更多定質指標的第三方評估報告，顯示出全球合作夥伴的關係和整全企業發

展方式獲得成果。  

 

一次針對與我們合作的三百五十名國際企業主的調查發現： 

 百分之七十一的企業主增加了慈善捐款。 

 百分之七十二的企業主增加了社區志願服務時間。 

 百分之六十八的企業主在輔導其它企業主，許多人是第一次輔導別人，因為全球合作

夥伴強調輔導。 

 百分之七十七的企業主稱採取了更加道德的商業實踐。 

 百分之八十四的企業主對擁有企業滿足感增加（反映出他們對「營商亦為呼召」的新

理解）。 

 百分之八十一的企業主說輔導是造成他們上述變化的重大影響因素。 

 
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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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領袖：被呼召營商、有營商恩賜的僕人式領袖。這麼多年，我們學會的一個重要功

課在於，一定要要找出「本地營商領袖」與他們一起進行工作。他們要有商業經驗、僕

人的心腸、牧師的熱情，關懷社區、認同全球合作夥伴的異象與使命。如果缺乏了這個

基礎，企業會孱弱或失敗；如果企業由外部帶領，那麼其成功和影響力不可持續。 

 
 合作關係、建立關係與「並肩同行」：全球合作夥伴相信，合作關係與關係具有轉化性

能。我們的異象是，通過營商事工建造沒有貧困的世界。古德恩說：「貧困是破碎關係

的結果。」全球合作夥伴認相信，通過修復彼此的關係、與全球資源的關係和與神的關

係，去處理貧困根源問題，建立全球基督徒商人致力於在地上建立天國的異象，開展相

關行動。   

 
營商事工焦點  

營商事工是全球合作夥伴的基礎所在，整合進全球工作的核心。自從二零零四年洛桑會議提

到營商事工運動，全球合作夥伴就已經參與了對話。那一年，扎克·加孔朱（Zack Gakunju，

全球合作夥伴肯尼亞創始成員之一）參與了全球的對話。 

 
在全球合作夥伴內部，我們繼續把自己的工作視為營商事工運動的一部份，它處於營商、信

仰與貧困的交匯處。我們的異象，「營商事工終結世界貧困」，與把營商作為合理召命與使

命的核心元素一致。全球合作夥伴利用第一版營商事工洛桑文件清晰而富有啟發的內容，開

發一個配套的學習指引供全球企業成員使用，並且在商業培訓以及團隊成員入職介紹中結合

營商事工的思維和視角。 

 
不過，全球合作夥伴似乎不認同營商事工對話中的一些新增元素，不認同那些盼望天國而輕

視「在地上建立天國」的從業者；我們也不太認同營商事工主要是「施捨」或者「從北到南」

的全球關係。羅布・特裡布肯（全球合作夥伴董事會成員）的文章指出，營商事工對話要轉

向本地創業家通過完善經營直接解決貧困問題，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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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 文章：非洲行動家禽項目 
 

非洲行動斯威士蘭家禽項目 
下面這篇文章講述了非洲行動如何通過重點發展價值鏈，影響金字塔基部人群。 

 
通過建立從雞舍到屠場的價值鏈來消除貧困  

非洲行動是全球合作夥伴在非洲南部的策略合作夥伴，他們服侍金字塔基部最弱勢的人群，

將他們連於價值鏈，與較大企業（中層市場企業）以及更大、更可持續的市場相連。一個成

功案例是斯威士蘭養雞人與本地屠宰場（雞肉處理設施）的連接。 

 
非洲行動在斯威士蘭的家禽項目啟動於二零零九年，合作夥伴是非洲兒童倡導著，把莫桑比

克的家禽模式移植到斯威士蘭。非洲兒童倡導著發現，寡婦與弱勢家庭需要更多持續收入來

供養家人和社區中的孤兒。斯威士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屬於世界最高地區之一，為百分之二

十五以上（二零零九年數據），因此有許多弱勢的寡婦和孤兒。 

 

認識其中一位客戶養雞人：恩通比福蒂嫁給了木法努克那，他們有三

個孩子，西布西索（9 歲），堂比恩柯西（8 歲）和穆爾（3 歲）。她

的丈夫是瓦工，但收入不足以照顧整個家庭。他們還照顧恩通比福蒂

的三個兄弟姐妹，他們是孤兒，父母雙亡。他們是穆法那（16 歲），

諾湯多（13 歲）和西撒那（13 歲）。恩通比福蒂說，情況往往很困難，

因為有時糧食吃光，他們只好禱告祈求神供應。她看到有機會通過養

雞提高收入，還有人全程輔導，相信這就是神對她禱告的回應。 

 

 
目前，非洲行動已經在此合作關係中幫助斯威士蘭創辦了兩家養雞場。十一戶家庭屬於一個

合作社，十四戶家庭屬於另一個合作社。這些雙層雞舍能住下一千五百隻雞，建築成本為伍

仟貳佰美元。如今，養雞人能每三十五天一個週期生產八千只雞。它們大多數在活禽市場上

售賣。目前的挑戰是繼續增加產量，把生產者與價值鏈下一個環節相連，即本地屠宰場（雞

肉加工企業），也是非洲行動的一個合作企業。屠宰場

代表了每個像恩通比福蒂一樣的個體養雞人進入穩定市

場和價值的必須環節。 

   
 
屠宰場，泰馬欣卡家禽加工與供應商（TPPS）成立於二

零零三年，是個人獨資企業。它既加工活禽，又為本地

合約客戶提供雞肉。由於小型獨立養雞人的供應不穩定，

它曾被迫購買大供應商已經加工好的雞肉提供給現有客

戶。這削弱了它的競爭力，而小型養雞人供貨的邊際利潤更有吸引力。    

 
非洲行動支持的養雞人能夠生產穩定供貨源，價格更有競爭力，而屠宰場能用這些產量完成

合同供貨，二者形成明顯的協力。然而，要吸收非洲行動的額外產能，屠宰場現任所有者奧

斯卡·泰馬欣卡（Oscar TeMashinga）需要提高屠宰場生產能力，意味著這個中層市場企業需

要更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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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行動與屠宰場密切合作，幫助它獲得投資資金，擴大加工規模，提高供貨能力。屠宰場

主奧斯卡最初於二零零三年建立屠宰場時，服務小規模養雞人。屠宰場有一條生產線，每週

能加工四千五百隻雞，有員工十七名。新近注入的資金使得奧斯卡能多增一棟建築，內建第

二條生產線。生產能力翻一番，屠宰場的備用發電力和冷凍性能同時大量增加。於是，弱勢

養雞人能獲得更穩定安全的市場和更多收入。此外，還有空間繼續增加由非洲行動支持的弱

勢養雞人數目。養殖場也產生更多工作崗位和可持續收入。連接中層市場和金字塔基部達到

了雙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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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J – 文章：進入全球池塘 

 
下文是一項額外資源，作者是道格・賽貝克，全球合作夥伴的創辦人及總裁。 

 
這篇文章出現在棱鏡雜誌二零零九年十一、十二月刊上，如欲下載電子版本，請點擊

www.esa-online.org/prism.  
 

進入全球池塘 

 一九七八年，我閱讀了羅恩・赛德（Ron Sider）的《飢餓時代中的富裕基督徒》，當時的衝

擊感直到今天依然記憶猶新。我當時農業企業研究生畢業，躊躇滿志，期盼成為一名成功富

裕的基督徒。我在一家大型農業企業找到一份很好的諮詢工作，在那裡我對土壤肥力和水源

管理有了更多科學理解。然後，神打了一個曲線球，呼召我去孟加拉幫助窮人中的窮人種植

求生。 

 
一九七八年的孟加拉國簡直是一場災難。除了其它問題，它幾乎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公民

食不果腹。它依賴大量的外國援助。每一種衡量國家發展程度的生命質量指標，它的得分都

居於最低值。 

 
但我驚訝地發現，這些貧困的孟加拉農民非常有才幹。他們只要在乾旱季節獲得雜交種子、

肥料和水，就能在狹小的土地上每年收穫三茬莊稼。他們的大米產量足以和日本、美國的農

夫媲美。 

 
俗話說：「授人以魚，他能吃一天；授人以漁，他能吃一輩子」，但我開始反思這句話。我

認為，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些人早已知道如何捕魚，他們只是沒有途徑「進入池塘」！他

們知道怎樣種田，可是七個人只有半畝地！ 

 
今天，孟加拉已經實現糧食自足，農產品產量已經穩定。我多年以前服務過的農民，許多在

經營小型企業或輕工業。 

 
什麼促使了這些變化？根據孟加拉鄉村銀行創辦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觀

點，孟加拉取得的進展來自於一系列組合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更好的醫療、更多教育機會、

以及外國發展援助。通過所有這些因素，孟加拉人民有更多機會進入國內的「池塘」。 

 
在參與國際發展工作三十一年後，我比以前更加堅定的相信：窮人所需要的，是與我們享有

同樣的機會。窮人要獲得真正的經濟自由，必須能夠進入國際及國內的「池塘」。 

 
尤努斯在著作《創造沒有貧窮的世界》中呼籲孟加拉服裝免關稅進入美國市場。一項數據尤

其引人注目：二零零六年，孟加拉只出口三十三億美元商品到美國，就付出高達五億美元關

稅；而英國出口到美國五百四十億美元商品，也才支付同等稅額。尤努斯認為，如若實施免

關稅政策，那麼孟加拉出口將在五年內翻番，此過程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非洲國家也發出類似的聲音。在八月召開的柳溪領袖峰會上，烏干達非洲優質咖啡有限公司

的創辦人安德魯·魯加西拉（Andrew Rugasira）發表了主題演講。他呼籲北美人士將非洲人看

http://www.esa-online.org/p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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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貿易夥伴，而非接受援助的人。他說：「你看到非洲有九億窮人，我們看到了九億創業家。

你們中間幾個人能想出怎樣一塊五美元過一天，同時照顧好家人？我們希望與你們合作。」 

 
在風雲突變的八零九零年代，我的好友加德·比列特（Gad Bilete）同我在烏干達一起工作。在

一九九二年的一場會議上，他給我留下了這個挑戰：「道格，請你作為我們的大使回國，告

訴你們的領導人，我們想要貿易，而非援助。我們想要建立平等關係。」這是我們最後的談

話，因為在那年，加德被烏干達北部的叛軍殺害。 

 
本地人對進入全球「池塘」的呼聲高漲，促使我和家人在旅居海外十八年之後返美。他們對

本國的異象，促使我成立了全球合作夥伴，一個鼓勵、裝備、連接商人的商業事工。它發展

企業，創造持續的崗位，轉化每個參與者的生命。過去一年裡，我們在二十個國家的商業合

作關係創造並維持了兩萬三千個工作崗位，為一千八百八十五個小型企業提供了二百二十萬

美元貸款。 

 
對於窮人希望進入全球「池塘」的呼籲，你可以如何回應？ 

 
一個辦法是倡導全世界的自由公平貿易。美國參議院（S1524）和眾議院（HR2139）都在考

慮提高外援效率的法案。通過世界之糧網站（bread.org），你可以給參議員或眾議員發送信

件，督促他們通過法案。你還可以倡導深化非洲發展與機遇法案（AGOA），使其成為美國與

非洲完全自由貿易的協議。 

 
其它回應包括，前往一個發展中國家，了解貧困與發展，與當地創業家建立關係，提供一筆

小額貸款，以及加入一個專注窮人發展的商業團體。 

 

尤努斯、魯加西拉、比列特和全球不計其數的其他夥伴，都是與我們同等的人，他們籲求和

我們美國人享有同等的經濟自由。把籲求變為現實或許看起來不太可能。但是，我們要記得，

造我們的神是有創業精神的神，他只是想到，就把它變成現實。神的異象是廣闊的，因此我

們的異象也要擴張。讓我們從與非洲、孟加拉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同行開始，一起呼籲讓窮人

享有同等權利進入全球的「池塘」。 

 
道格·賽貝克是全球合作夥伴的執行總裁，也是《我的企業，我的事工》合著人（活信，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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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K – 文章：重新確定營商事工運動的焦點 

 

重新確定營商事工運動的焦點 
羅伯特·特裡布肯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 

 
營商事工運動正作為一項重要的扶貧工具和轉化生命的途徑浮現出來。不過，圍繞著營商事

工的意義與實施，有很多互相衝突的看法。我認為，營商事工要發揮全部扶貧潛力，從業者

就要重新確認營商本身的道德與創造性價值，坦然地把營商本身放在發展過程的核心位置。 

 
澄清一下，當我說到營商時，我是指生產、提供產品與服務，以致它們可以在市場中與別人

交換而獲得利潤的創造性過程。這與別的活動有很大不同，比如說，利用政治或政府家族勢

力控制資源、獲得補助，或利用社會壓迫保持自己的經濟優越地位。我是指有創造性的營商

行為，它結合了民主價值觀與自由市場，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經濟發展能幫助人類脫離

貧困，更全面的發展，運用各自的特別恩賜。從這個意義上講，營商內在也是一種社區建設

過程；營商效率的基礎通常是高度合作的關係，其中一個重要的副產品就是圍繞共同利益建

立的人類社區。從最好的方面說，營商事工運動反映了營商行為的創造性。我擔心，過多討

論營商事工會弱化甚至消除這一重要方面。營商事工討論的許多話題，包括社區發展、多重

底線、植堂等，都有其價值。  

 
但是，營商事工從業者需要記住，營商事業能夠促進創造經濟價值，具體來說，優質產品和

服務的營利性創造與交換，對消除貧困、解放窮人具有獨一無二的貢獻。 

 
有些時候，我們的語言似乎在說，營商只有在提供外在益處的情況下，才是道德的、神學正

確的。它要支持社區或教會項目，支持宣教，或者展現基門徒文文訓練的平台。當然，這些

益處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們一定要駁斥下面這個觀點：即營商事業生產優質產品和服務缺乏

神學價值和人類價值，除非它具有以上那些外在益處。 

 
這個觀點不只侷限於經濟學領域。我認為，人們要繁榮昌盛，就需要有機會運用恩賜，創造

價值，自由地與他人交換，以利雙方。對待營商事工的正確態度包含：尊重窮人的人類性，

把他們當做客戶、供應商與合作夥伴，好過把他們當做被動的慈善接受人或我們的轉化工作

對象。 

 
這並不是說慈善不重要。想一想需要三美元為病兒購買瘧疾藥的貧困母親，想一想沒有援助

就無法上學的兒童，想一想那些缺乏醫療和牙齒護理的偏遠村民。這些都是人類的重要需求，

我們當然應該伸出援手。 

 
但是，慈善不能消除貧困──只有創造性營商事業驅動本土經濟發展，在合宜的道德、文化和

法律框架內經營，才能做到這一點。為了窮人的緣故，我們需要將其牢記。 

 
羅伯特·特裡布肯是一個加州企業主，也是全球合作夥伴的董事會成員。他還創辦了信仰與企
業中心（www.faithandenterprise.org）。 

 

http://www.faithandenterpri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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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L – 全球合作夥伴調查 

 
全球合作夥伴二零二零客戶異象調查 
 
背景 

作為長期規劃的一部份，全球合作夥伴於二零一

二年十月向全球二十個國家的九十九名本地商業

團體領袖發送了一項網絡客戶調查（他們位置在

非洲、亞洲、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他

們的全球輔導員及合作夥伴。大家協調一致，為

了「營商事工消除世界貧困」的異象共同努力）。

我們共收到四十八份回覆（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回覆率）。調查專門為了拉美企業領袖翻譯成

他們的語言，另一些團隊通過訪談和團隊對話給予了回應。下面是調查發現、關鍵詞云（如

下圖，文本分析、字數統計或回覆的視覺呈現）、表格和敘述性回應的概要。雖然許多問題

是針對全球合作夥伴提出，兩個特別的問題顯明了接受服務的機構與企業客戶在營商扶貧過

程中所面臨的挑戰。 

 
障礙／挑戰 

 
你的機構完成二零二零年目標會有什麼障礙或挑戰（在業務增長、扶貧和轉化方面）？ 

 
回應分為下面幾類（出現次數在括號中） 

財務挑戰、獲取資金（17） 

本地經濟挑戰、政府規章（14） 

領袖／內部系統（10） 

暴動／政治不穩定（10） 

合作關係／參與挑戰（9） 

技能／心態（8） 

全球／區域自然災害／疾病（6） 

基礎設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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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面臨的挑戰／障礙  

關於你所在合作夥伴分支機構服務的企業客戶，你預見它們達到二零二零年目標最大的挑戰

或障礙是什麼？ 

 

理念市場 
 
在二零一三年全球合作夥伴市場革命之前，二零二零異象團隊通過調查 GBA 和 LBA 客戶，收

集了投入、目標和洞見。通過大會的理念市場，我們有意尋求那些不了解全球合作夥伴的人

（潛在客戶）參與反饋。 

 
通過客戶調查與理念市場，我們給目前及潛在客戶機會回答五個問題，它們有關於趨勢、目

標、障礙、信仰及全球合作夥伴在二零二零年「通過營商事工消除世界貧困」中扮演的角色。 

 
下面是我們從理念市場獲得的反饋概要。如需完整的反饋內容，請聯繫羅克珊

（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1.哪些趨勢或驅動力將對二零二零年「營商事工終結世界貧困」產生影響？ 

 世界觀：「不去教會的人內心不平安，以致在自身之外尋找意義，並看到營商事工給鄰

居、朋友和家人帶來了外在改變。」 

 營商：工作崗位、網絡、創意融資、本地利潤等 

mailto: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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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因素：本地／國際政府、教育與科技。 

 信仰與教會：教會／基督徒的參與、信徒的合一、以基督為中心。 

 

2. 你為了實現二零二零年「營商事工終結世界貧困」有哪些目標？ 

 指標／量化：具體跟蹤新增崗位。 

 企業：加入、啟動或發展創造新崗位、促進營商事工的企業。 

 合作關係：通過合作關係連接個體、分支與企業。  

 信仰與教會：「教會成員在市場中進行教會服侍。」 
 

3.  實現二零二零年計劃的最大障礙或挑戰是什麼？ 

 個人：健康、財務、恐懼、缺乏知識／自信等。  

 關係：合一、溝通、缺乏焦點、沒招到合適員工。 

 外部因素：獲得資金、政府、腐敗、援助／慈善。 

 合作關係：「全球合作夥伴能持續提供人們需要的崗位。」 
 

4.  如何在二零二零年「營商事工終結世界貧困」中活出信仰？ 

 營商事工：「到二零二零年，沒有人會談論營商事工。它應該是人所共知的基線。」 

 商業模式：商業模式中的品格與以基督為中心。 

 社區：信仰、耐心、愛心、僕人式領袖。 

 以基督為中心：「福音本土化。」 
 

5.  全球合作夥伴怎樣才能對二零二零年「營商事工終結世界貧困」做出最大貢獻？ 

 教會：教會合作夥伴、跨宗派。 

 正確的人選：員工、GBA、創業家、年輕人、網絡。 

 模式：輔導、培訓、網絡、獲得資金、中小型企業。 

 轉化：「成為改革與轉化的平台。與受益人一同商討，提供實際而現實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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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異象理念市場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詢問二零一二年市場革命與會者目前在哪裡運作

（黃色標籤），為了達成二零二零年「營商事工終結世界貧困」希望在哪些區域運作（紅色

標籤）。即使從這個小樣本練習出發，也能清晰看出，通過以信仰為基礎的營商事工消除貧

困活動範圍、機遇和異象都在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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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M – 強弱機危分析 

 
強弱機危分析：營商事工與金字塔基部 

 
下面是「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簡明強弱機危分析結果的框架與概要；本分析由邁茨・圖內

哈格與羅克珊・德格拉夫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芝加哥舉辦的全球合作夥伴市場革命突破工作

坊催化，當時有四十五名參與者。 

 
 

強勢 

（內部） 

列舉你所在機構、企業或活動進行「金字

塔基部營商事工」的強勢 

 
問題舉例 

你認為哪些屬於你們的強勢？ 

哪些資源使你們成功？ 

哪些產品或服務獨一無二或比別人更好？ 

等等…… 

弱勢 

（內部） 

列舉你所在機構、企業或活動進行「金字塔

基部營商事工」的弱勢 

 
問題舉例 

你認為哪些屬於你們的弱勢？ 

哪些方面可以改進或改變？ 

哪些機構因素阻礙了你們成功？ 

等等…… 

機遇 

（外部） 

進行「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的機遇 

 
問題舉例 

你在本國發現哪些良好機遇？ 

你發現哪些有潛力的趨勢？ 

你發現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商人進行「金

字塔基部營商事工」有哪些缺口？ 

等等…… 

危險 

（外部） 

進行「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的危險 

 
問題舉例 

「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在你們的國家面臨

哪些障礙？ 

哪些因素造成了這些障礙？ 

你能發現哪些消極趨勢？ 

等等…… 

           強弱機危分析指引：

http://www.cps.ca.gov/workforceplanning/documents/WorksheetEffectiveSWOTMeetings.pdf  
 

 

強勢 

人﹣領袖﹣異象  技能、道德、技術  網絡  

致力於人力資本  工作倫理  網絡精神  

個人專長/技能發展  行業專長  南半球的教會部網絡  

多樣性（人員）、多國人士  技術連接 已經建立的關係  

堅定的國家領導  教育普及 財務資源：  

強有力的領導  產品-市場-商業模式  融資  

可用的勞動力  產品性價比高 資金來源（可持續）  

http://www.cps.ca.gov/workforceplanning/documents/WorksheetEffectiveSWOTMeeting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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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於激情  產品有市場  其他：  

意識（對「金字塔基部營商事工」的意識）  金字塔基部價值增加  從內而外  

 銷售系統  可獲得  

 悉心關注的商業模式  自然資源  

 

 
 

 

弱勢  

跨文化差距／溝通  技能、經驗  使命異象（缺乏）  融資  

溝通問題：內部溝通  厭惡問責  價值主張／價值創造  融資  

所有權／異象  不了解世界市場  堅持真正的使命  其他：  

花時間進行文化培訓  營銷技巧  所有權／異象  過於分散  

只懂得一種語言  盲點  缺乏正當性（缺乏真正的商

業意圖和焦點）  

 

 把技能傳遞給下一代  偏離使命   

機遇 
全球化的市場和通訊 商業／事工和貧困觀的變動  新技術和新興業務模式  模式的成本效率  

扁平化的世界  在慈善之外  重新利用廢物  可利用的天然資源  

全球化，進入市場  範式變革：營商事工教育  發現現有技術／連接新

興技術  

勞動力成本低  

旅遊行業  營商事工運動成長  合作夥伴／青年參與：大

學  

金字塔基部需要工作崗位  

10/40 窗口／企業進入市

場 

消費者尋找企業社會責任

（CSR）  

 依託本地市場  

非洲的增長  人們追求個人參與   依託現有教堂結構／關係  

 神學與實踐的結果   增值的加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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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有合作潛力。 
 金字塔基部的效率。 
 當地模式的現實狀況（印度目前的現實狀況）──挑戰仍存，限制影響力與利潤；需要

查看真正的成功模式。 
 教會對營商事工的看法依然是個挑戰。 
 信仰語言的文化差異仍然存在，依然是跨文化商業合作關係及工作的主要挑戰。 
 商業機遇中的年輕人對教會、社區發展和其他年輕人都有影響力。 

 

 

危險  
金融／資本  文化／世界觀  文化、世界觀續  商業環境／公民制度  

資本密集  缺乏北美的耐心  分裂：神聖與世俗  知識產權  

缺乏營運資金  世界觀的差異（2）  逃避風險（2）  腐敗的政府  

資金消亡  優越感／民族中心主義（2）   許可、法律障礙  

業成本  對腐敗／一己之利的看法  商業模式與市場  政府法規  

競爭  用我們自己的解決方案  擴展性能低 宗教、政府反對  

全球經濟：競爭  工作倫理的文化差異  逃避風險（2）  薄弱的基礎設施  

不公平競爭  金融倫理的衝突   暴力、缺乏法治  

盤踞市場  溝通失當  資源（人力、物力）   

 斷開的感覺：金字塔基部人員  燃料短缺   

 絕望  人才流失  其他：  

 習慣性的依賴  工人缺乏技術 天氣、氣候  

 非政府組織的盈餘  技能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