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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营商事工全球智库」已启动一个独特的平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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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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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及面对面咨询的高效协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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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其成果包括所发表《营商事工──洛桑第五

十九号特别报告》及〈商贸宣教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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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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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项目带来了全球营商事工学者和社会资源的大聚集。除了发表多份项目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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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一堂，建立起合作网络。

现继续将搜集到的资源广泛分享、广为传播。 
  

此报告为三十多个项目小组的一系列报告之一，是全球数百位营商事工领袖的心血结晶。其

余项目报告见 http://bamthinktank.org/reports（英文版）或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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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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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发表的《营商事工──洛桑第五十九号特别报告》。 
  

这些报告本身不是营商事工全球智库的终论或终点，而应被视为营商事工经营者及相关领袖

在目前之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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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新的活动要展开。营商事工浪潮正在起动！ 
 

能够在这两年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协作，是我们的荣幸。回望过去，我们看见实际成果

与期望和计划之间的落差，然而，我们也见证了神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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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及支持小组各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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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营商事工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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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hairs@bamthinkt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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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撮要  
营商事工消除贫困 

在一次包括六万名「穷人」的大型调查中，人们响应称脱贫的两个最大途径是就业与创

业。（纳拉扬、普里切特和卡普尔，2009）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议题小组关注商业在扶贫中的作用，并指出，基督徒商人有独一无

二的机会，来解决二十五亿每日生活费不超过二点五美元人所面临的需求和不公问题（他们

就是处于「金字塔基部」的人群，）。 
 

本小组的行动呼召基于下列的基本观念： 
 

1. 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平等、富有创造力、通过手中的工反映神的形象； 

2. 所有基督徒都要关怀穷人;赋权金字塔基部民众是我们使命的一部份，以爱邻舍来回应神

的爱，建立神的国度； 

3. 营商非常重要，在扶贫中具有独特地位，是可持续的扶贫方案； 

4. 随着世界科技、观念、运动和机遇进展，我们处于消除贫困的转折点。 

我们的结论是，现在正面临独一无二的时机，全球教会和营商事工运动可以把消除贫困作为

一个可实现的核心任务。我们此时应当动员、鼓励、支持全球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和企业一同

为消除贫困而努力──让神的国临到地上，如同在天上一般。 
 

好消息是，万国的企业家偕同本地及全球机构，都在鹰击此挑战，用可持续、有尊严的营商

努力消除贫困，甚至在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地区。本报告突出展示了这些先驱个案，包括它们

的主要挑战、全球新兴机遇和潮流、以及营商消除贫困的优秀实践。 

 

这解决方案并非老式的「从北到南」、「从西方到他方」宣教和发展模式，。近期出版的书

籍，例如《致命援助》（Dead Aid）与《援助的伤害》（When Helping Hurts），对「施舍式」

援助发出警告，指出它侵蚀了民众与小区的尊严和生产力。反之，要对贫困产生持续影响，

必须依靠本地人才和领导力，提供「进入池塘」的途径。 
 

俗话说：「授人以鱼，他能吃一天；授人以渔，他能吃一辈子」。而我开始反思它。我

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人早已知道如何捕鱼，他们只是没有途径「进入池塘」！

他们知道怎样种田，可是七个饥饿的人只有半亩地！（赛贝克，2009） 

 

由于「进入池塘」的体制限制根深蒂固，消除贫困绝非易事，但我们已经取得少许进展；极

端贫困（每日生活费用不超过一点二五美元）的人数在过去二十年间降低了一半。   

 

问题是，还有多少人能脱离贫困的折磨？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把自己的企业视为事工，担当扶

贫角色，发挥扶贫能力，又会带来多大的进展？   
 

我吁请大家进入对话，加入营商事工消除贫困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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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事工与消除贫困 
 

导言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议题小组的焦点是营商在扶贫中的角色，独特机遇和责任，以及基

督徒商人在解决二十五亿每日生活费不足二点五美元贫困人口所遭受的困苦和不公。我们的

团队更倾向于使用「金字塔基部」（BoP）这个术语，而不用「金字塔底层」1。 
 

本议题小组呼吁，把扶贫重新当做营商事工的核心焦点和目标，其基础理念如下： 
 

1. 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平等、富有创造力、通过手中的工反映神的形象。地球

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不论在世人眼中是最卑微的到最伟大的，全都是

平等的。这是基督徒对人身份的基本看法，对我们理解工作、营商和失业有着极深远影

响。蒂莫西·凯勒（Timothy Keller）在他的新书《种种善举：将你的工连于神的工》 中，

从神在创世纪的创造大工，到基督作木匠的卑微之工，再到我们在世的职业召命，对工

作提出了崭新的视角。凯勒在书中写到，召命的定义是：「我们只有把工作当做神命令

我们服侍他人所做的事，日常工作才是个召命」。（凯勒，2012，第 66 页） 

 加纳希望线研究所（HLI）的创始人范妮·阿塔-彼得斯（Fanny Atta-Peters）在金字塔基

部女性工作中也确定了这职业和创意元素：  
 

 范妮成立希望线研究所的主要动力是要见到边缘群体的整全转化……（她通过调查

发现），最贫困的人也参与经济活动。每个人（包括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妇

女）都有某种形式的营商行为，并且希望将其扩张，有一天能为别人创造就业机

会（节选自希望线营运个案，附录 F）。 
 

2. 所有基督徒都被召去关怀穷人，即金字塔基部人群。基督徒商人（作为神资源的管家）

有责任关怀穷人和扶贫。营商事工智库目前的营商事工定义包含了这关怀穷人的责任。

它呼召企业关注整全转化、多重底线（包括经济和社会）和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此责

任与圣经的清晰呼召一致：关顾和「向饥饿的人施怜悯」（赛五十八 10），在每个人

身上看到创造力与神的形象，消除贫困造成的不公与苦难2。  
 

扶贫不是慈善之举，而是正义之举。它是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即人享有尊严、体

面生活的权利…纳尔逊·曼德拉，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5 年） 

 

3. 营商非常重要，在扶贫中具有独特位置。营商地位特殊，是可持续和重要的消除贫困方

案。目前的全球经济转移和科技进展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机遇，使这目标目标可能实现。

                                                 
1
「在经济学中，金字塔底端是数量最大、最贫困的社会经济群体。在全球人口中，他们是每日生活费不足二点

五美元的二十五亿人口」
[1]
。这个术语常常被那些针对底层人口发展新营商模式的人使用，通常也被称为「金

字塔基部」或「BoP」（维基百科，2013） 
2
这个观点在「经济学基础：基督教观点」网站上有清楚的解释：「神清晰地指示我们要帮助穷人。我们要效法

神，而神告诉我们他关怀穷人（诗三十五 10）。神看顾穷人和孤儿，保护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八十二 3）。

我们不应该对穷人的呼求充耳不闻。实际上，神告诉我们，那些转眼不看顾穷人的，在急难中将不蒙垂听（箴

二十一 13）。神告诉我们，在急难之时，他将拯救看顾穷人的义人（诗四十一 1）。施舍钱财的，是借给主，

神将赏赐他的慷慨（箴十九 17）。神命令我们服侍穷人，甚至贫困的仇敌（箴二十五 21）。」（里特纳，20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ttom_of_the_pyramid#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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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在关系中进行的活动，有转化的潜力。营商不仅拉动就业，还

能建立网络和关系，而此二者对于社会重建及转化不可或缺。 
 

我认为，克服贫困的唯一长期解决方案是营商。营商生产产品，促进就业，而且

年复一年持续生产产品，拉动就业，支付工资。因此，我们如果要看到长期的扶

贫解决方案，那一定是创办并维持富有生产力的营利性企业。（古德恩，2003） 

 

4. 我们正处于营商和贫困之间具有独特机遇和责任的转折点。现在，消除贫困应该是营

商事工运动中可达成的重点。每一个商界中的基督徒和每个以企业为事工和呼召的商人

都要重点思考解决贫困问题。 
 

二零零四年洛桑营商事工白皮书提出，消除贫困与促进就业是营商事工不可或缺的合理部份。

但是，在此后的对话中，营商事工的这一正义角色被职场事工和织帐篷角色所掩埋。营商事

工中间产生了微妙的等级，建立天上的国度变得高于在地上建立天国。可是一个强而有力的

神学观点称，建造天国的这两个侧面深深相连，没法只做任何一面。关于让天国临到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的圣经依据（它是拯救之路、跟随基督、救赎过程的一部份），请阅读《奇妙盼

望：重思天国、复活与教会的使命》（赖特，2010）。 
 

然而，若说没有基督徒在这个领域做工，也是一种误导；有不少机构、企业和思想领袖针对

企业、贫困和基督教信仰议题进行工作。在基督教与教会关于营商和贫困的对话中，常见话

题是为贫困人口提供小额信贷和提供收入途径3。然而，其它利于扶贫的重要和有动力的全球

商业机遇在基督教对话中只占有限空间。主要是世俗媒体和思想领袖处于在议论对话的前沿，

他们提出的途径包括： 
 

· 发展为金字塔基部人群提供就业机会、网络和机遇的中小型企业。 

· 发展农业价值链，把金字塔基部的生产者与广大市场相连。 

· 利用新兴科技赋权金字塔基部人群。 

· 公益企业专注扶贫。 

· 跨国公司把穷人作为客户，与服侍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机构合作。 

 

教会和基督徒对营商常常心怀疑窦，认为它（各种规模的营商行为）比不上其它呼召，没有

救赎性质，不能、甚至不必通过它消除贫困。结果，许多基督徒错失通过营商、发动从小型

企业到跨国企业来消除贫困的良机。 

幸好，已经有基督徒（包括机构和企业家）响应营商事工的呼召。他们利用新兴经济机遇，

采用最佳营商扶贫实践，动员各种规模的企业。我们在此报告中突出展现了其中一部份，并

在附录中更全面地介绍了他们（见附录）。我们将分享他们对于营商事工服侍金字塔基部人

群的挑战、良好实践与机遇的洞见。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议题小组流程 

议题小组最初拟定的宗旨是：「突出问题与挑战，为主要利益相关者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

贡献引领思维，促进理念与整全策略发展，赋权金字塔基部人群」。营商事工智库中一小群

                                                 
3
小额信贷在扶贫中的角色，最近在媒体和发展领域激起热议。本报告主体部份对此话题有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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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丰富信息的「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从事者开启了网上对话。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迈茨·图

内哈格在芝加哥由全球合作伙伴（见营业个案，附录 H）召开的市场革命会议上，带领进行

了「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强弱机危分析（结果见附录 M）。此会议为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

营商事工扶贫企业家和从业者为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之营商事工提供了分享和提出意见的机

会。「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多元化小组的两次调查结果（分别来自于大会和全球合作伙伴

网上调查）见附录 L。议题小组的一些成员提交了各业营业个案，以及非营利机构个案。从

这些个案，持续的网络调研及全球从业者对话资料中，草拟了这报告的洞见和建议。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议题小组成员希望把此文件作为出发点，吸引更多意见、持续对话

和学习。我们希望能使更多基督徒商人从事持续和赋权穷人，消除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极端贫

困的营商。我们希望，这是全球持续对话的开端。我们认识到，此文件反映的观点依然很有

限，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增加现有的知识和实践储备。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相关的背景与趋势 
 

营商与创造就业机会在消除贫困中的角色 

蓬勃发展的企业创造就业，在消除贫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高级

副总裁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说：「工作是抵御贫困和受伤害的最佳保险」（世界银行，

2013）。全食超市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基（John Mackey）结合自身营商经验分享说：「营商

是世界上最大的价值创造者。它帮助人类摆脱了贫困，进入富足」（福克斯新闻，2013）。 
 

在一次超过六万人参与的大型调查中，贫困人口自己称就业和营商是两种主要的脱贫途径。 
 

从一系列在低收入国家进行的素质调查中，人们响应称脱贫的两大途径是找到工作与创

业。（纳拉扬、普里切特和卡普尔，2009） 

 

发展中世界得出了相似结论，认为不能单靠救援脱贫。近期书籍，从《致命援助》、《援助

的伤害》到《有毒慈善》，都警告我们「施舍式」援助会挫伤人群及小区的尊严和生产力。

最佳新鲜食品所有者、信仰与企业中心创办人罗布·特里布肯（Rob Tribken）也提出，慈善有

局限，需要更多关注发展本土企业以消除贫困： 
 

我相信，营商事工若要发挥扶贫潜力，从业者需要重新肯定营商本身的道德和创造性价

值，并坦然地把营商本身放在发展过程中心……慈善不能消除贫困──只有通过创造性

的营商过程促进本土经济发展，在适宜的道德、文化、法律框架内运作，才能消除贫困。

为了穷人的缘故，我们要牢记这一点。（特里布肯，2010） 
 

罗布对于营商和贫困的观点包含几个重要元素（整篇文章见附录 K）。他谈到的营商本身，

不是披着营商外衣的事工，而是真正的、可盈利的、增值的营商行为。这就是我们的呼召，

也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佳方法。罗布还提到了本土经济发展，我们将在优秀实践中解析这一

点，即通过发展本地企业和企业领袖来影响金字塔基部人群。 
 

中小型企业与价值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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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金字塔基部人群的贫困问题，发展中小型企业与包容性价值链都不可或缺4。 
 

发达经济体在重新关注中小型企业……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创造了私营部门三分之

二的岗位，是新职位的主要创造者。（德·费朗蒂（de Ferranti）和奥迪（Ody），2007） 

   

中小型企业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同理，在发展中世界里，中等规模企业也是重要的经济

引擎，起到拉动就业、刺激并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中等企业或中小型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常常被称为「缺失的中层」。在金字塔基部的非正式微

型企业与正式企业及市场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距，而中等企业是二者之间的重要桥梁。 
 

 
图 1：附金字塔基部的经济金字塔 
 

传统上发展中经济体内部，中层市场中的企业数目稀少，相关支持和服务也相当欠缺，所以

才有「缺失的中层」这个术语。发展中世界的微型企业界现在一般享有小额信贷行业的完善

服务，大型企业享有传统银行信贷、全球网络及市场。然而，中层市场的中小型企业对于小

额信贷来说规模过大，对于银行来说规模过小。 

   

对于金字塔基部人群来说，中小型企业不仅是经济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还是贫困小区重要

的本地领导力环节。 

 

社会发展学者发现，中小型企业对经济发展有三种主要贡献：创造就业岗位和创收途径；

有整合进入世界市场的潜力；产生本地领导力，通过公民参与促进社会公义及政治稳定。

（霍克斯伯根（Hoksbergen），2009） 

 

本议题小组的一位与非洲宣教士和企业家同工的成员结合亲身经验说：「没有本土领导力出

现，任何小区转化都无法持续」。因此，面对的挑战是满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求（其中一

些需求在障碍与挑战部份得会特别说明），把他们转变为富有仁爱的仆人式领袖，进而转化

                                                 
4
价值链意即产品或服务从生产走向市场（满足消费者需求）所需的一系列活动。价值链发展在筹划整个流程时，

要定意加强软弱环节，使流程更具效率、盈利与弹性。包容性的价值链发展旨在增加脆弱人群、穷人以及被体

制限制在外的人群的可行参与和使用途径，包括在经济学术语中隶属金字塔基部的小区，使他们能够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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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小区和国家。全球合作伙伴发现，要使中小型企业对金字塔基部产生最大影响，它们

必须拥有仁爱的企业领袖。这些领袖要视穷人为富有创造力、有神形象的群体。他们创办企

业，就是为了赋权金字塔基部人群，给他们就业机会、市场或增值服务与产品。这常常包含：

针对企业界的价值链发展，建立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中小型企业通常在金字塔基部正式市

场和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附录中关于非洲行动（AfricaWorks）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斯威士兰家禽业包容性价值链发展

的成功案例。一家中小型企业（屠宰场）赋权金字塔基部的脆弱女性，将她们与更稳定、利

润更高的正式市场相连。当屠宰场获得更多扩展资金时： 
 

脆弱的家禽生产者能享有更稳定的市场和更多收入，还有剩余空间增加由非洲行动支持

的家禽生产者数量。同时，屠宰场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和持续收入，成为中层市场与金

字塔基部连接的双赢典范。（非洲行动，附录 I） 
 

塔兰塔财务有限公司营运个案（附录 C）讲述了蒂莫西·约克尼（Timothy Jokkene）的故事。

蒂莫西也是一位企业领袖，他在乌干达北部地区发展中小型企业时，有意提供能赋权转化小

区脆弱人群的产品和服务。在部份程度上，这种转化的实现方式，是通过将企业与小区连接：

通过提供岗位和收入，使他们能够向教会捐款，通过支持孤儿，为小区服务，，。此外，企

业通过良好的营商行为本身，也能够惠及金字塔基部人群。贡献专业知识 
 

埃尔瑞斯通信服务（附录 D）和旺农咖啡（附录 B）营运个案表明，这些中层企业通过提供增

值产品和服务、创造就业岗位、雇用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工作岗位为金字塔

基部的家庭和小区提供了收入，使他们有尊严地摆脱贫困。 
 

关于小额信贷的说明 

探讨至此，我们的大部份重点都在中小型企业对金字塔基部的潜在影响上，这一点常常为人

所忽略。不过，我们也应该谈到更为成熟和重要的小额信贷支持体制，它为微型创业者和金

字塔基部人群提供信贷支持。从最初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近期的 KIVA（它具有创新个人性化网上捐赠途径）到其他卓越的非盈利机构，如机

遇国际（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和希望国际（HOPE International）（见附录 G 营运个案），

都促进小额信贷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公认的优秀扶贫途径。 
 

小额信贷从起初已具有开创性意义。它把穷人视为客户，认为他们虽然贫困，却依然是有创

造力和生产力的个体，能够偿还贷款。穆罕默德•尤努斯常被看作是全球小额信贷的创始人，

他意识到穷人，尤其是女性，具有创造能力，并且他们需要资金，哪怕是小额资金。孟加拉

国乡村银行现在有逾八百万名客户，其中 96.12%为女性客户，贷款偿还率是 97%（孟加拉国

乡村银行，2011）。在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希望国际以及本土小额信贷机构如希望线、塔兰

塔和非洲行动（见附录）看来，小额信贷发挥了合作、赋权穷人的重要作用。小额信贷还改

变了世界对于穷人创造潜力的看法。尽管如此，它不是一些人期盼中的扶贫神药。最近几年，

随着小额信贷扶贫的局限性开始浮现出来，媒体对它有很多批评声音。此外，人们还发现，

在一些情况下，小额信贷项目成为穷人的损害了，而不是他们的帮助。5 

                                                 
5
 关于针对贫困人口小额信贷中肯的利弊权衡和洞见，请阅读威尔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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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的魔法》（ The Magic of MicroCred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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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逐渐成熟的工业，小额信贷目前遇到一些障碍，这并不令人惊讶。它吸收了过去三

十年获得的经验教训，现在逐渐磨炼出最佳实践和模型来赋权穷人。小额信贷虽然经历了一

些教训，但并不改变它为扶贫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将继续发挥作用的事实。良好的小额信贷

机构不仅提供资金，还能建立关系和网络，转化穷人的生命。希望国际结合自身体验着重说

明，小额信贷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国员工及领袖，他们「有银行家的头脑、牧者

的心肠和宣教士的灵。若无这些员工的忠诚与能力，希望国际的影响力将很有限。」（附录

G） 
 

另一个学到的功课是，小额信贷不能独自完成消除贫困的任务。持续运营小额信贷项目所必

须的贷款规模和利率通常不适于发展中小型企业。它们需要独特的贷款产品和支持服务，而

许多小额信贷机构无法提供这些。不过，一些小额信贷机构，如希望线、塔兰塔和非洲行动，

正在研发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具体贷款、培训和支持产品。 

 

本议题小组考虑到价值链上各种规模的企业。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到跨国企业，都是扶贫

解决方案的一部份。我们所发现的障碍、机遇和优秀实践，将反映出不同的业务兴趣和规模

的多样性。它们都是经济生态系统的组成部份，需要目标明确的连接和协调，以消灭贫困。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面临的障碍与危险 

如果我们认同圣经的命令，认同发展中世界的结论，认为营商对于消除贫困不可或缺──认

为扶贫应该是营商事工参与者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面临的障碍是什么？我们通过「金字塔

基部营商事工」强弱机危分析（见附录 M）及从业者对话发现，有若干主要障碍和挑战（弱

点和危险）。 
 

下面的文章选段显示了「进入池塘」的困难： 
 

一九七八年的孟加拉国国简直是一场灾难……每一种生命质量指标，它的得分都居于最

低值……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贫困的孟加拉国农民非常有才干。他们只要在干旱季节

获得杂交种子、肥料和水，就能在狭小的土地上每年收获三茬庄稼。他们的大米产量足

以和日本、美国的农夫媲美。俗话说：「授人以鱼，他能吃一天；授人以渔，他能吃一

辈子」，但我开始反思这句话。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人早已知道如何捕鱼，

他们只是没有途径「进入池塘」！他们知道怎样种田，可是七个人只有半亩地！（赛贝

克，2009） 
 

全球合作伙伴现任总裁道格拉斯·赛贝克（Douglas Seebeck）看见了孟加拉国农民的才干，同

时看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们面临的障碍：不能进入市场、获得资金、科技和网络，难以

发展兴旺。他把这些障碍总结为「进入池塘」（赛贝克的文章见附录 J）。 
 

我们从企业家本人获悉的主要挑战和障碍也属于「进入市场」类型。接下来，我们根据从「金

字塔基部营商事工」企业家和从业者获取的信息，总结了下列主要挑战、危险和障碍。 

 
业务挑战与弱点 

1. 获取资金：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小区的所有企业都面临难以获取资金的问题，而「金字

塔基部营商事工」企业（尤其比较大的中小企业）获取资金的困难更大。它们虽然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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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塔基部人群提供就业，满足他们的需求，却得不到宣教捐款、传统基金补助和营利性

商业投资。教会和慈善捐款人不愿意资助规模超过微型的企业，因为它们是营利性的，

而且与穷人常常缺乏显而易见的直接联系（哪怕它们提供了金字塔基部需要的就业岗位

和小区影响）。与此同时，传统营利性投资及审核流程常常不把它们作为可行的投资选

择，原因为：经济和社会动荡、腐败问题、缺乏地权或知识产权、需要耐心的长期投资、

质疑宣教目标损害商业回报。这部份企业列举最多的障碍是缺乏启动资金、运作资金、

扩张资金。这一点在强弱机危分析（附录 M）中得到体现，为调查结果发现的头号障

碍（附录 L）。一场规模更大的非洲企业调查发现了类似结论，其中 32%的企业认为缺

乏资金是企业发展的最大限制（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2）。 
 

2. 进入市场：企业提出的一个主要要求，不是缺贷款或补助，而是进入市场，让产品进入

市场竞争的机会。有时候，障碍是实质障碍（道路，缺乏交通工具），有时候是沉重的

关税负担，使得某些国家的生产者必须付出高价。还有一些时候，障碍在于生产者缺乏

培训和技能，产品达不到产业标准，进入不了更广大的市场。此外，例如在震后海地的

情况中，救援物资充斥了市场，排挤伤害了海地的本土生产者和制造商。 
 

二零一零年震后，太子港额内尔萨（ENERSA）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的工程师兼老板

让·诺埃尔（Jean-Ronel Noel）同全球合作伙伴的作者员工杰奎琳·克拉穆尔（Jacqueline 

Klamer）分享关于难以进入市场的思考： 

 

「我们更宁愿有订单，而不是捐助或贷款。」在过去两年里，额内尔萨在海地十

多个城市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在一月十二日的地震发生后，我们所有二十二名训

练有素的员工（包括六名住在帐篷里的员工），每天都回到工厂，期待着新合同。

他们期待着还能依靠自身收入养活家人。诺埃尔说：「如果我们有订单，就会觉

得安舒一些。当时情况对员工和我们都很艰难。我们想证明，即使在困境中，我

们也还能工作生产，这是尊严的问题。」（克拉穆尔，2010） 

 
图 2：让·诺埃尔与额内尔萨员工，在海地制造太阳能电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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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成长及成功所需的业务技巧、经验和网络：众人皆知，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创业家

才能（不到 5%的人口具备此技能）6。然而，即或是有恩赐的创业家，随着企业发展到

中小规模，也会遇到挑战和技能不足的情况，他们需要新技能和网络，才能获得成功。

在一些国家，例如海地，人才流失造成管理与专业人才短缺。网络和学习之间也有缺口。

由于许多企业缺乏资金，服务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机构没有资源去共享经验、学习和优秀

实践，造成重复投入和效率低下的后果。 

 

4. 文化与沟通障碍：当企业主不本土人士或是跨文化合作伙伴（目前营商事工的常见做法），

一个常有的冲突是世界观的分歧和民族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会侵蚀合作关系和企业本

身。这个挑战通常在「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强弱机危分析中提到，而表达最强烈的莫

过于在外国创办企业的北美人士，以及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一些人士。   
  

外部危险 

从企业障碍调查发现和某程度从强弱机危分析中发现，外部障碍被列为阻碍企业增长或产生

影响力的最重要挑战之一。这些外部障碍包括基础设施薄弱、贸易政策不公、国内动乱、本

地暴力、土地保有权（产权）薄弱、知识产权薄弱、市场充斥着救援物资、领导反对商业以

及治理不善。 
 

1. 腐败和道德问题：迈克尔·布莱恩（Michael Brian）是一名在印度工作的企业家，他感到

神呼召他为弱势群体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岗位。当他带着这个使命创办企业后，却发现情

况迫使他放弃诚信。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拒绝了合同。这虽然有悖于增加就业的使命，

然而如他所说：「员工会首先看到神参与在企业里，我们重视圣经原则。」另一些人，

例如蒂莫西·约克尼，谈到更加个人化的道德挑战，即备受信任的员工滥用资金谋取个

人利益。他说：「即使面对基督徒员工，我都必须采取‘信任但必须监督’的政策。」为

了保障透明，蒂莫西决定「委派三人监管资金流动，他们不一定是董事会成员。」（附

录 C）他还说，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安装更好的监控系统，例如操作计算机化。 

2. 暴力与政治动荡：动荡损害企业与脆弱的金字塔基部人群的利益。在中美洲，「犯罪造

成的代价高昂，限制了竞争力，降低了利润率，对企业成败有重大影响……世界银行企

业调查发现，犯罪在中美洲国家是生产效率与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世界银行，

2011）。一个例子是洪都拉斯，那里团伙暴力行为高发，解决犯罪问题的法律机制薄弱。

企业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缩短营业时间，晚上歇业。这些做法降低了销售额和利润，

对就业和扶贫产生了负面影响。 

3. 国际非政府机构或饱和的捐赠式扶贫：这些国际扶贫行为常常损害侵蚀了本土的自发行

动、系统和扶贫活动。在世界许多地区，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发展机构有着响应需求的悠

久历史，它们的常用方式都是援助而非贸易。请阅读营商事工智库海地区域小组的报告

及营运个案，洞悉非政府机构充斥的市场劣势以及「援助」心态。 

4. 教会对营商的偏见：营商事工对话势头渐劲，大家开始接受有恩赐的基督徒商人可以通

过营商服侍，营商是一种真正的呼召。然而，我们依然能在全球（南部和北部）教会中

                                                 
6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创办并发展企业的恩赐（实际上很少人有这种才干），所以明显需要依靠中小型企业和跨

国企业发展作为主要扶贫途径，以（为没有企业家恩赐的人群）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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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对营商的偏见之声。商人不被邀请参与扶贫对话（除非作为捐款者），他们通过营

商扶贫的努力常得不到教会的认可与支持。 

5. 属灵争战：通过与非洲「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从业者对话，我们获悉他们遭遇的挑战

与属灵争战互相纠葛，包括道德、关系和世界观问题。在道德方面，企业和机构领导人

汇报了仇敌的攻击。埃尔瑞斯通信服务的联合创办人约瑟芬·吉拉克（Josephine Djirackor）

说：「在某一阶段，我们发生了太多激烈冲突，员工不合作，嚣张刻薄，我们只能每周

解决冲突，进行辅导。」蒂莫西·约克尼回忆到，这种挑战包含财务欺诈：「当两名员

工盗用塔兰塔资金时，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二人都是我非常信任的基督徒。」错误

的行为对我们的见证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正如加纳的营商事工从业者所说，基督徒企

业家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市场中人所读的唯一一本圣经。」从更广泛的全球范围来说，

加利福尼亚州雷丁伯特利教会牧师比尔·约翰逊（Bill Johnson）分享道：仇敌用失业掠夺

了人的特性以及通过工作敬拜的能力。他说：「我们如果真的认为工作即敬拜，那么失

业就是邪恶」7。 

 

全球趋势和新兴机遇  

强弱机危分析和企业家及从业者对话均发现一些机遇，概括如下： 
 

1. 突破性技术：突破性新科技在把世界变平，使沟通民主化，改善金字塔基部人群的经济

机遇。斯图尔特·哈特（Stuart Hart）（哈特，2012）和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

的近作《富足：未来比想象的更美好》都强调了这一点。迪曼蒂斯强调，指数发展的技

术（包括宽带网络、机器人、数码化制造、计算器等）能「促使我们在将来二十年间创

造出比过去二百年更高的价值。不久后，我们将能够满足并超出所有男女老少的需求」

（迪曼蒂斯和科特勒，2012）。这些科技还能增加全球「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的网络、

贸易、学习和分享优秀实践的成本效率。 
 

2. 企业界将金字塔基部人群看作市场：《十字路口的资本主义》的作者斯图尔特·哈特与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的作者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激发了企业界对此市场的意

识。手机革命与银行转账科技的发展使得全世界的穷人都能使用手机和银行转账，展示

出市场把穷人作为客户与消费者的巨大影响力。跨国企业现在看到了与金字塔基部市场

小额信贷机构合作的价值。强大的小额信贷机构已经建立了信任网络、小区知识、信贷

体系和关顾员工。当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与达能合作，提供营养丰富、低成本的酸奶产品

给穷人时，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始了二者合营8。跨国企业与小额信贷机构的合作现在包

括手机销售、银行转账、洗涤用品销售与农产品。 
 

3. 生活质量的大幅提升：目前，多种指标指出世界的生活质素大幅提升，我们正处于革命

性时代。迪曼蒂斯在《富足》中，以及波诺（Bono）在 2013 年 TED 大会上的演讲，都

分享了我们消除饥饿与极端贫困所取得的进展数据。极端贫困（每日生活费不足一点二

五美元）的人口数据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降了一半，从 40%跌至 20%（波诺，2013）。

                                                 
7
伯特利教会一篇未发表的讲道。 

8
达能与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合作是穆罕默德·尤努斯《创造没有贫穷的世界：社会企业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

的基础（尤努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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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饥饿（营养不良）人口的比例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超过 30%的比例下降一半

（迪曼蒂斯和科特勒，2012）。 
 

4. 全球经济转向与亚非拉经济增长：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实力有目共睹、

不可否认，而在这些亚洲虎旁边，新近出现了人们所说的非洲狮： 
 

 《经济学家》的一项分析发现，在二零一零年之前的十年间，世界十个增长最快的

经济体中有六个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渣打银行预测，在未来二十年间，非洲

经济将保持 7％的年平均增长率，比中国稍快一些。 （经济学家，2011） 
 
 

非洲的经济潜力正逐渐受到世界认可。 
 

非洲是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大陆。在未来十年里，非洲国民生产总值预计每年

平均增长 6%，外国直接投资在其中贡献巨大。外国直接投资从二零零二年的一百五

十亿美元，增长到二零零六年的三百七十亿美元，再到二零一二年的四百六十亿美

元。（经济学家，2013） 
 

5. 消除极端贫困的全球行动：目前，在世俗世界和教会中，都存在着消除极端贫困的全

球运动。扶贫对话开始关注通过营商持续消除贫困，有许多机构参与其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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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消费者越来越愿意投资扶贫事业，愿意为公平贸易和有扶贫意义的产品付出更高

价格。这或许为发展「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企业所需的耐心资本提供了机遇。一个

有扶贫意义企业运动的例子是服侍最脆弱群体的「自由企业」和「自由产品」。它的

重点是发展并支持为受制于性交易的人群提供就业的企业。这些受害者常常由于贫困

和缺乏就业前景，而被迫处于弱势境地9。国际慈善家也看到现在正是消除贫困的良机。

一些人，例如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投入大量个人资源，发动政府、

非盈利和企业资源参与消除极端贫困、解决金字塔基部人群需求的事业。 
 

深入观点与优秀实践  
 

下列深入观点是我们在此过程中获得的核心经验，应当用于指导将来的「金字塔基部营商事

工」运动。 
 

本地商业领袖与仆人式领袖 

本报告中的许多洞见与建议，都来自于采访服务本土企业家、「与他们同行」、以解除贫困

并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岗位为己任的企业家或机构员工。许多企业家，例如乌干达的蒂莫

西·约克尼（附录 C）、海地的拉尔夫·埃德蒙兹（Ralph Edmonds）（见营商事工智库海地区域

小组报告），都选择在本国运营，在世界上经济政治环境最恶劣的地区解决贫困问题。这些

企业家具备发展企业及营商扶贫所需的资源、才干和能力，哪怕在极端动荡和贫困的地区。

                                                 
9
〈营商事工智库议题小组关于营商事工反拐的报告〉提供了反拐行动的背景和链接，以及这部份营商事工的前

沿行动，它们为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创造工作岗位。 

http://businessfightspoverty.org/
http://www.povertycure.org/
http://www.one.org/us/
http://dign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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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全球商业领袖有文化知识和商业才干，不仅能够智慧地运用神的资源创造财富，还具备

信心和仆人的心肠，关爱邻舍，用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响应小区中最弱势群体的需求。 

 

我渴望用神的恩赐给小区带来深远持续的影响。（费利西亚·巴以度（Felicia Baidoo），

加纳「十二个篮子」产品回收公司的所有者，全球合作伙伴，2011） 
 

贯穿金字塔基部与顶部（包容性价值链发展） 
当在目标部份中有意连接价值链、赋权金字塔基部生产者时，我们能看到营商对扶贫产生更

大影响。我们发现了一些个案，例如非洲行动的农业价值链发展，以及希望线在乡村储蓄、

贷款小组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连接。旺农咖啡与其它咖啡公平贸易行动在发展咖啡价值链，

提供金字塔基部生产者进入全球市场的链条。良好的小额信贷机构与本地生产者同行，提供

培训和同乡关顾，对价值链发展成败、能否惠及金字塔基部人群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莫桑

比克的非洲行动机构、加纳的希望线机构与乌干达的塔兰塔财务有限公司（详见各个附录），

都是活力充沛的本土有信念的小额信贷机构，通过发展从微型到中小型企业的包容性价值链，

已经达成了可持续性与盈利性，产生了影响力。 
 

拉动就业要求政府和商业领袖采取针对性策略，刺激就业潜力最大部份的发展……采取

端到端的方式，挪去具体行业价值链上的重重障碍，投入具体令行业蓬勃发展所需的基

础设施、金融资金、商业环境和劳动技能……除去政府部门，（非洲）最稳定的工作岗

位在农业、零售、服务和制造行业。（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2） 
 

定意为穷人提供可行的商业产品 

针对乌干达北部地区由于「圣主抵抗军」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民众，塔兰塔财务有限公司研发

了「牛力拖拉」的贷款产品。附录中塔兰塔营运个案显示了此低利润可行方案如何解决弱势

贫困人口的需求，帮助他们回到土地，获得收入供养家人。 
 

「土地是我们的遗产。喂饱自己的孩子，送他们去学校，这是我们的尊严。」蒂莫西开

始「牛力拖拉」行动时，主要目标不仅是重建流离失所民众的尊严，恢复他们的收入，

还是为了提醒并帮助他们在多年难民营生活、无偿接受乌干达北部地区非政府机构泛滥

的援助物资之后，通过自身劳动赢得收入。（蒂莫西·约克尼，乌干达塔兰塔财务有限公

司创始人，附录 C） 
  

现在，有无数跨国公司为穷人研发大众市场产品的成功案例。在过去十年中，最明显的个案

莫过于穷人广泛使用手机带来的影响。个案研究与良好实践逐渐浮现，表明跨国公司与中小

型企业服务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成功措施与失败教训。一个逐渐突出的最佳实践是与已经在服

务穷人的本土机构合作，增强已有的社会资本、基础设施、知识和信任感。 
 

改变心态，建设技能、信心与能力 

埃里克·卡库（Eric Kacou）在《金字塔基部市场繁荣企业解决方案》一书中利用金字塔基部企

业个案研究来发现企业障碍。他发现，「幸存者心态」是许多金字塔基部企业发展的障碍，

限制了增长与经济影响力10。希望线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加纳的成功中小企业家彷佛展示出一

                                                 
10
注意：在营商扶贫对话中，有一个关于穷人心态的新鲜观点有。桑迪尔·姆莱纳坦（Sendhill Mullainathan）根

据稀缺经济行为研究，声称：「穷人比富人更善于管理钱财。」他还分享到，稀缺同时限制了创造力、认知力

和生活其它领域的效率。（〈洞见：带出改变的主意〉（Insight: Ideas for Change），桑迪尔·姆莱纳坦，世界

经济论坛，可在 YouTube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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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企业家心态，他们拥有全球框架（常常有海外留学或旅行经历），能获得启动和发展企业

所需的网络和资源。培训、效仿其他成长企业家、提供技能转换及发展的特许经营、企业家

支持网络、关系和督导能解决一些心态障碍，然而，企业家技能有一些元素难以习得，属于

一小部份人群的独特恩赐。因此，一个真正的扶贫策略，除了创办新企业，还需要发展企业，

为非企业家人群创造并保持工作岗位。 
 

至于培训，研究表明，针对小企业的合适培训能使毛利润提高 25%以上（奥地利维也纳企业

绩效改良中心）。因此，培训和技能发展是营商扶贫的一个核心元素。例如，一些非盈利机

构关注创意性、基于信念的培训和技能发展，以利于金字塔基部企业发展。全球合作伙伴已

经研发及测试过，针对中小型企业的成功商业培训教材，整合了营商与营商事工的核心原则。

培训是他们在高失业率地区促进企业发展的策略性活动之一。希望国际也把培训作为其「三

腿板凳」的一部份，定意并成功地将基于信仰的培训与扩大穷人信贷相结合（附录 G）11。 
 

全球关系：合作、网络与督导  

虽然跨文化关系被列为一种挑战，然而，在联系日益增多的全球经济中，全球合作、建立关

系、进行督导有其必要性和益处。国内以及国际关系都有优秀实践，都创造了具有转化能力

的联系： 

一九九九年末，拉尔夫·爱德蒙与其他两位海地领先企业家成立了海地基督徒发展合作伙

伴（HPCD），即全球合作伙伴的一个附属机构。它之所以能吸引拉尔夫，是因为它致力

于弥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他说：「在海地，穷人和富人永不见面。但海地基督徒

发展合作伙伴把我们所有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创造了穷富联系的平台。我们不论穷富，

都主要是企业家。」（节选自营商事工智库海地区域小组营商事工营运个案） 
 

全球合作益处的一个有力例证是旺农咖啡，他们的多元化团队（从资深咖啡农到高级咖啡品

鉴师）利用每个合作伙伴、每个种植者带来的能力、经验与资源，显现出合作的优势与成功。   

在全球合作伙伴的合作模式中，有督导和与本地企业家同行的机会。这意味着，从合作关系

开始，合作双方就通过入门指引与意识建设来直接处理跨文化沟通和关系可带来的挑战。合

作伙伴被告诫以文化差异和潜在陷阱，获悉跨文化沟通与合作的良好策略12。 

 

倡导移除体制障碍 

从波诺二零一三年 TED 演讲呼吁透明，到海地的「国货运动」，移除企业增长障碍及金字塔

基部发展障碍的倡导渐有势头。 
 

二零一零年二月海地地震发生后，救援物资从全球不断涌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地

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这些进口的、往往还是「免费」的外国援助。地震发生

后十二个月，美联社发现，美国机构每在海地花费一百美元，海地承包商和企业只能获

得一点六美元。为了响应这一现象，全球合作伙伴在震后的太子港举办了三场「购买国

货」联络大会，专注联系数百海地企业与国际非盈利性非政府组织，加强它们之间供货

                                                 
11
二零一三年营商事工议题小组培训报告中含有更多关于培训和企业发展的洞见和资源链接。此外，还有一个

营商事工智库特许经营报告（「开箱即用型营商事工」），它提供了有力的框架，评估是否应该运用特许经营

作为企业发展所需技能建设及转让的部份解决方案。 
12
有关真实的故事以及与全球各地本土企业家合作消除贫困的框架，请阅读道格拉斯·赛贝克和蒂莫西·斯托

纳（Timothy Stoner）的著作《我的企业，我的事工：合作战胜贫困》（My Business, My Mission: Fighting Poverty 

through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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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与购买方的关系。全球合作伙伴经理丹尼尔·让-路易（Daniel Jean-Louis）说：「我们建

立非政府机构与海地企业之间的联系，希望看到它们签订协议，采购物资，产生加强海

地企业的新势头……这对海地经济长期发展意义重大。」许多与会企业都得到了合同，扩

大了规模，有些企业震后增加了超过一百个工作岗位。非盈利组织也找到了本国的产品

和服务，用于实施事工和慈善行动——这是倡导的双赢结果！（节选自营商事工智库海

地区域小组营商事工营运个案） 
 

就像海地的「购买国货」运动一样，优秀实践在于对企业增长障碍有更多意识，有意识、有

策略地合作挪去障碍，尤其在金字塔基部弱势人群风险最高的贫困领域。 
 

祈祷 

蒂莫西谈到塔兰塔财务有限公司遭遇的个人道德问题和属灵争战时，分享道：「最终，最有

效的策略是祷告……塔兰塔遭遇资金盗用时，我不得不祷告遮蔽……因为情况复杂。」和蒂

莫西一样，埃尔瑞斯通信服务的弗朗西斯和约瑟芬也相信，在与道德问题有关的属灵争战中，

祷告很重要。当他们对公司内部道德衰败感到震惊时，分别为男女员工组织了祷告退休营会，

结果带来了属灵复兴，提高了公司士气，重建了人际关系。 

 
结论 
 
在反思这持续一整年的营商事工以及基督徒扶贫召命的全球对话时，一位肯尼亚同工的回应

语出惊人：「我们如果不行动，神就会严厉地审判我们。」这位朋友之所以如此坚信这一点，

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区域的贫困现象，发觉基督徒商人有潜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份。 
 

我们祈祷，这篇文章所概括的对话，在全球各种行业、各个教会、咖啡店、非盈利机构和家

庭里持续下去。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我们都要「向饥饿的人施怜悯」（赛五十八 10），

让贫困成为过去时。这是为神赐给我们才干、资源和机遇来通过营商解决贫困问题而欣喜雀

跃。我们深信，「现在就是时机」，我们到二零三零年时能彻底消除极端贫困。虽然障碍很

大，但是有益于金字塔基部人群的优秀实践与企业给我们希望，照亮前方的路途。 
 

我们努力提炼扶贫从业者经验的精华，在其中发现了合作的主题。对于寻求营商扶贫的企业

家，这些精华可以概括为三点： 
 

 与本地商业领袖合作。 

 与全球教会合作，差派基督徒商人响应消除贫困的召命。 

 与同样有扶贫负担的人们合作，效法他们。 
 

换句话说，我们努力响应神呼召、运用最佳实践及原则的同时，需要牢记我们是全球小区的

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才能，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奇妙被造。我们只有在合作中、在

关系中、在彼此相依的小区中，才能真正完成消除贫困所需的转化。 

 

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概括眼前的机遇和责任。这段话的作者是道格·赛贝

克，他在二零一三年「营商事工智库」领袖论坛于本议题小组做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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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最快速、最积极的改变。我一九七八年开

始在孟加拉国国工作时，世界上长期营养不良的饥饿人口比例大约是 30%——几乎每三

个人就有一个！今天，这个数字大约是 14%，每七个人中有一个。与任何历史时期相比，

今天的人们都享有更好的医疗、教育，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 

但是，在有信仰的人看来，食品大量生产、大量浪费，世界上九亿人口却依然还在忍饥

挨饿，这不啻为一种暴行。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不能把长期饥饿的人口比例降到百分之零，

不让一个人忍饥挨饿？丝毫没有理由。只要市场按照神的旨意和设计运作，这种现象就

能消除。（道格·赛贝克，全球合作伙伴总裁，节选自二零一三年二月〈致董事会的二零

／二零异象报告〉） 
 
 

建议与行动计划 
 

建议 

企业主、事工及发展机构员工、企业家、营商事工寻求者和全球教会成员，都可以实践自己

的角色来响应此呼命。我们都能利用这个机会活出信仰，通过「营商扶贫」建立神的国。这

里有一些我们邀请读者考虑采纳的建议： 
 

 接受每个人都是按着神形象创造的信念，不论穷富——我们都是平等的，有神赐的创

造力，被神呼召通过多种职业和工作活出这创新能力。鉴于此，我们应该摈弃营商事

工的「西方到他方」心态，承认这满有活力的全球基督教会以及本土企业领袖在消除

贫困中至关重要的角色。 

 尊重并鼓励把扶贫作为事工——这就是我们与神和被造物的关系，神直接呼召我们关

顾穷人，爱邻舍，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如同在天上的完整响应。 

 认可并支持营商在扶贫中的关键角色——从金字塔基部到顶部；连接微型和中小型企

业到全球市场；定意建立包容性价值链。 

 倡导现在就是时机，我们正处于转折点以致消除贫困可以成为营商事工运动的可实现

目标。鼓励每个基督徒商人、以及每个以营商为事工和召命的商人来重点关注贫困问

题。 

 弥合鸿沟——在「世俗与有信念的」营商扶贫对话中建立沟通途径。互相学习，同主

要利益相关者共享机遇和优秀实践，包括对营商事工感兴趣的人、对消除贫困感兴趣

的人、捐款人、教会、学校、投资人、政府和其它发展机构。 
 

行动计划 

我们这个议题小组发现了几个行动步骤，其中有一些可以通过本文件数据库部份提供的资源

和机构链接找到： 
 

1. 在二零一三年「营商事工智库」之后，增加分享、培训和督导网络机会。从事营商事

工及营商扶贫的企业家和实践者有大量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可供分享学习。一些想法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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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营商事工智库」网上资源，继续并扩大「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在线对

话及资源共享。共享资源、链接和学习（更多洞见和学习，见「金字塔基部营

商事工」营运个案和资源库）。 

 整合营商扶贫作为「全体呼召」、「行动日」等活动的一个重点，进入更广阔

的教会和企业网络来参与扶贫。 

 齐聚全球营商事工扶贫从业者，参加二零一四年十月的全球合作伙伴市场革命

大会，彼此共享、建立网络、互相激励及学习。 
 

2. 制定全球共同目标，使基督徒商人关注金字塔基部和扶贫，类似于「为海地创造十万个

工作岗位」联盟。在营商事工全球会议领袖论坛中，提出的目标是通过营商事工到二零
三零年终结极端贫困！ 

 

3. 使全球教会参与响应呼召。提供一个平台，让全球教会成员分享营商扶贫机会，包括下

列事宜： 
 

 为「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祷告的机会。 

 通过倡议挪去「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营商扶贫障碍的机会。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投资与合作机会；你还可以利用购买力来参与：购买

服务金字塔基部人群、为之创造岗位的企业产品与服务。 

 义务参与，或者与「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企业「同行」，提供辅导、技术协

助和专业知识和鼓励。 

 为关注营商事工以及营商消除金字塔基部贫困的非盈利机构提供财务支持的

机会；一些非盈利机构列举在附录中的资源部份。 
 

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投资「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怎样就金字塔基部营商企业的发展恰当组合各种投资方

式（赠款，贷款和股权投资），条件是什么？我们听说过「耐心资本」这个词，但是需

要多大耐心？对于金字塔基部市场的企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盈利时间线？为持续用于

服务此部份的贷款基金的时间线？（关于这个话题，参见链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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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一三年的世界大会上，我们听到全球各地投资人分享他们的挑战、目标和洞见（在

全体会议投资小组讨论中）；然而，我们也要查考适宜于金字塔基部人群的本地投资选

项——包括针对发展中世界企业家的本土小额信贷和中小企业投资途径，资金来自于这

些国家新兴的富裕和中产阶层。 
 

2. 量度「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的影响以及企业的扶贫影响力所需的常用指标与评估，。

营商扶贫的常用指标包括：穷人贷款数目（以及偿还率）、产品增长、收入、工作岗位

增加和保留。它们是扶贫关键指标，可是依然或许难以量化，没有完全反映出基督徒商

人在消除贫困过程中希望产生的社会、环境、小区和转化影响力（关于此话题的更多洞

见，详见二零一三年「营商事工智库」议题小组影响力量化报告）。 
 

读者如果希望就这些建议和行动计划与本文作者或工作小组沟通，请电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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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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库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资料 
 

下面列举一些机构和资料，它们或者直接与金字塔基部扶贫工作相关，或者针对性地提出宝
贵洞见： 

 

营商扶贫从业机构 

 全球合作伙伴的异象是通过营商事工消除世界贫困。他们努力实现此异象，动员、装

备、联系全球伙伴关系中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与本地机构合作，发展企业，创造可持

续的就业机会，转化所有参与者的生命。 

 焦点：发展中小型企业和价值链，以创造就业岗位，消除贫困，完成转化。 

 希望国际通过培训、储蓄和小额贷款努力发展生产能力，减少贫困。他们机构提供工

作岗位，这是神主要的供应计划。通过小区成员为小区成员提供就业岗位。 

 焦点：以基督为中心的微型企业发展。 

 门诺经济发展协会是一个基督徒协会，他们忠于日常工作，致力于共享资源和能力，

创造营商扶贫解决方案。 

 焦点：小区层面关注微型和小型企业。 

 定意机遇响应耶稣爱和服侍穷人的呼召，在世界二十个国家提供储蓄、小额商业贷款、

保险和培训，装备人们启动或扩张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消除贫困。 

 焦点：小额信贷服务。 

 芥子集团努力赋权发展中国家有抱负的企业家，提供严谨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商业教

育，世界一流的咨询和指导服务，并提供种子资金和新型可推广的业务理念。 

 焦点：中小型企业、可推广的业务 

 消除贫困帮助世界上的穷人提升自我，使自己、家人和小区脱离贫困。他们提供小额

贷款、商业培训和小区发展项目，通过世界各地本土机构网络装备贫困家庭改善生活。 

 焦点：微型企业和小额贷款 

 

提供资源的机构 

 查尔莫斯中心是一个研究培训机构，它装备教会经济发展策略，整全性赋权穷人。通

过结合前沿研究、微型经济发展干预措施和公益创业原则，查尔莫斯中心提高本地教

会的能力，使其在转化低收入人群生命的同时，不造成依赖性。 

 焦点：微型企业、装备教会 

 贫困良药是一个由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国际网络，他们一同努力抗击贫困。贫困良药最

近的系列光盘关注可持续的扶贫解决方案，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的免费企业和机构资源，

包括地权。作为基督徒网络，他们响应关顾穷人的呼召，不只是援助他们，而是与他

们并肩努力。 

 焦点：装备机构，公共倡导 

 信仰、工作与经济研究所的一群人针对公义、公平与经济提出困难的问题。成立它旨

在教育启发基督徒以符合圣经的方式思考这些问题，当自己生命的好管家，造福社会，

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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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信仰与商业，还有一些关注发展 

 
 

书籍 
 

金字塔基部经济学与企业发展 
 

 迈克尔·霍普金斯，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Business the Solution?” 

 达伦·阿森莫格鲁和詹姆斯·鲁宾逊，“Why Nations Fail” 

 阿拜吉特·班纳吉以斯帖·迪弗洛，“Poor Economics” 

 迪安·卡兰和雅各布布·阿佩尔，“More than Good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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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波拉克，"Out of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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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图尔特·哈特，“Capitalism at the Crossroads” 
 

神学、信仰与商业 
 

 安迪·克劳奇，“Culture Making: Recovering our Creative Calling”  

 蒂姆·凯勒，“Every Good Endeavor”  

 艾米·谢尔曼，“Kingdom Calling”  

 蒂莫西·斯托纳和道格拉斯·赛贝克，"My Business, My Mission: Fighting Poverty through 
Partnerships"  

 杰夫·杜泽，“Why Business Matters to God”  
 
 

同行审查的学术论文 
 

 保罗·施泰德尔迈尔，“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Poor: Rethinking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Social Policy”  

 迈克尔·楚，哈佛商业评论，“What is the Role of Profit in Scaling Social Impact?”  

 埃里克·西马尼斯和马克·米尔斯坦，“Back to Business Fundamentals: Making ‘Bottom of 
the Pyramid’ Relevant to Core Businesses”  

 
 

网站 
 

 企业社会责任计划 -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商业学院
http://www.hks.harvard.edu/m-rcbg/CSRI/prog_bid.html 

http://www.hks.harvard.edu/m-rcbg/CSRI/prog_b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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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为发展」中小型企业运动 — 创新的扶贫行动 
http://www.poverty-action.org/sme 

 （博客）营商抗击贫困- http://businessfightspoverty.org 

 （博客）下一个十亿人口  - http://www.nextbilli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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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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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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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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营运个案：旺农咖啡 

 
企业联系信息 

 

旺农咖啡  
 

电邮： connect@thrivefarmers.com 

网址： www.thrivefarmers.com 
 

主要联系人：   

迈克尔·琼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肯·兰德，创始人，总裁兼首席产源官 
 

背景 
 

历史   

旺农咖啡的前身是一个濒临失败边缘的家庭农场。亚历杭德罗·加西亚（Alejandro Garcia）在

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农场有很大失败风险，所以他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他离开经营了五代人的

家族农场，前往美国阿米什乡村的一个家庭式自助餐厅工作。两年内，他攒了四万美元。而

后，他回到故乡，用血汗钱购置了咖啡加工设备，改变了自家咖啡农场的发展轨迹。关键的

是，他偶然遇到了肯·兰德，一位退休后到哥斯达黎加生活的美国人。肯还收购了一个咖啡农

场。然而，二零零八年，肯遇到了财务风险，不能安然继续退休生活，原来为了休闲的咖啡

农场不得不用于经营养家。令他惊讶地是，他发现种植咖啡不够维持家庭需用。 

 

在接下来两年中，亚历杭德罗与肯一起努力，前者出设备和咖啡知识，肯投入商业技能。他

们一同纵向整合了供应链，加工、烘焙、包装及销售自己的咖啡，为旺农咖啡创造了开端。 
 

业务焦点 

旺农咖啡的异象是改革咖啡供应链，第一次把生产者（咖农）真正当成利益相关者与合作作

伴。农民种植咖啡的收入超过历史数额五至十倍。在咖啡生产国中，咖啡总是头一、二号出

口商品。种植咖啡的农民如果经济收入提高，将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积极影响，产生史无前

例的影响。旺农咖啡目前与三个国家六个区域的超过八百名农民有合作关系，它将有望代表

世界主要增长区域，包括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和非洲。 

 

信仰背景 

迈克尔·琼斯离开自己创办十年的保健公司时，意识到自己的下一家企业虽然还属于盈利性质，

但它必须拓展神的国度，将他深厚的福音信仰与日常工作相结合。他了解肯·兰德与亚历杭德

mailto:connect@thrivefarmers.com
http://www.thrivefarm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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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加西亚在本地的先驱行动、以及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后，清楚地明白神的手在做工，稍后产

生了通过旺农咖啡开展一场全球运动的异象。 

在商业活动中活出福音是旺农咖啡的核心动力。通过新型业务模式，旺农咖啡给在历史上处

于供应链弱势地位的农民以经济地位，通过结合圣经原则，像耶稣那样关爱他人，他们赢得

了分享信仰的权利。他们展望，有一天能与世界各地的事工机构合作，定意分享耶稣基督的

福音。在咖啡种植的每一块土地，它都是唯一真正的转化源泉。 
 

专业背景 

旺农咖啡好比一块织锦，多人利用各种才能互相协作，达成可持续的咖啡事工： 
 

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创办人）是家里第五代咖啡农，他移居美国两年，在一个家庭式自助餐

厅打工，攒下四万美元现金投入家里的农场，挽救它脱离破产边缘。亚历杭德罗依靠巨大的

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还有对家人的爱，奠定了今日旺农咖啡公司的基础。 
 

咖啡种植者肯·兰德（创办人）原为诉讼律师，过去富有公关和法律从业经验。他对倡导很有

激情。二零零八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碎后，他被迫通过咖啡农场养家。旺农咖啡今日存在，

一部份原因在于肯对改善咖啡种植农民的生活有负担和异象。现在，肯是旺农咖啡的总裁兼

首席产源官。 
  

迈克尔·琼斯（创办人）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他努力通过资本主义产生影响力。迈克尔

的理念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的背景包括创立一家医疗服务企业，这家企业被福布斯

杂志评选为美国一百家最有前途的企业中的第五名（2011 年），位列五百强增长最快的企业

之一（2008 年），吸引了硅谷著名投资客红杉资本成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目前，迈克尔担任

旺农咖啡的首席执行官。 
 

罗布·塔特尔（卓越运营副总裁）是美国仅有的七名世界咖啡师锦标赛认证裁判之一，并且拥

有其它许多行业认证。罗布在咖啡领域拥有深厚可信的历史，对于市场如何看待生产咖啡、

造福大众的咖农有着独到见解。罗布致力于教导咖啡爱好者有关咖啡的一切，从源头的咖农

开始，直到杯中的美味咖啡。在岗位上，罗布主管和成果有关的所有事项，质量措施严谨且

实际。 
 

支持团队：他们在公司内部称为「兴旺者」，每位团队成员都认同旺农咖啡的整体异象，而

且为之付出牺牲，包括时不时的无偿工作，还有不计其数、闻所未闻的其它付出。从营销主

管道销售团队再到运作团队成员，每个人都心怀旺农咖啡重整咖啡世界的异象与目标。 
 

作为一个整体，团队每天都被使命所激励。这个使命由于有了关注营商事工机构提供的机遇，

变得触手可及。 
 

策略与异象 
 

旺农咖啡的宗旨和价值观如下：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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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旺农咖啡的异象是：我们能改变世界——至少是咖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一千

万人靠咖啡维生。 

 

2. 通过改变世界，我们能做光做盐。我们首先满足人们眼前的实际需求，赢得被聆听的

权利，再分享故事另一面。   
 

3. 愿意投入，不求施舍。农民必须承担一定风险、生产优质产品，才能加入我们的系统。

不过，他们只要加入，回报是可衡量的。其结果是可持续、可推广的生态系统，它将

产生持续影响力。 

 

价值观  

 在企业中彻底活出信仰 

 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追求卓越：关爱他人，咖啡质量，客户关顾与服务 

 诚实 

 透明 

 社团 

 文化 

 

使命概要 

旺农咖啡努力成为一个促进社会改变的品牌，让消费者知道，他们只需关注日常产品购买选

择，就能转化生命。 
 

旺农咖啡在咖啡消费者和种植咖啡的咖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通过提供这种新型供应链模式，

旺农咖啡能促使农民依靠咖啡产业获得可持续收入。 
 

旺农咖啡的使命是在所做的一切决策上，选择可持续决策。我们自豪地奉行「可持续性承诺」。

咖农承诺采取可持续的农业实践，不使用除草剂、杀虫剂，使用堆肥，节约用水，保护水流。

咖农将与其雇工分享新得利润，给他们更好的待遇，回报社区。消费者承诺购买此种咖啡，

知道自己能通过选择咖啡持续给咖农经济支持。他们在经济上给予咖农支持，并且每喝一杯

咖啡，就对世界产生真实的影响。 
 

策略性目标与目的   

旺农咖啡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咖啡世界起了变化。在过去六年间，仅仅哥斯达黎加的咖啡产

量就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业内人士只愿意把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但实际原因在于，

代代相传的咖农在以前所未有的数目离开咖啡行业，因为靠咖啡已经不能维持生活。这种情

况在特色咖啡业内系统发生，而哥斯达黎加的情况还算好的。 
 

旺农咖啡在重新思考供应链。一般来说，咖啡农场有面积为五英亩农地，每英亩能获利六百

美元。按照今天的零售价格，咖农一般只能获得咖啡最终价值的百分之二。除去生产成本和

收获成本，这样的收入难以维系生计，哪怕在最贫困的咖啡产区也是如此。 
 

结果，一些咖农抛弃农场，去其它地方谋生。一些咖农每当淡季就不管农场，去找其它工作。

可想而知，咖啡界的经济现象，把世界上最有利润的农作物变成了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型，导

致大量咖农在全球咖啡需求和价格无比高涨的时代，无法维系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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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农咖啡寄售咖啡，作为真正的合作伙伴，他们与咖农分享烘焙咖啡价格的 50％或生豆价格

的 75%，激发出咖农在咖啡行业前所未有的参与水平。可以说，旺农咖啡从不购买任何咖啡

——他们就是咖农自己！ 
 

旺农咖啡使得咖农能直接进入咖啡市场，参与咖啡累计价值的每个环节。 
 

旺农咖啡的业务模式要求通过扩张产生影响，因此，越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理解咖农的困

境（是他们生产了大家除水以外最爱的饮品），就有越多生命能得到转化。 
 

由于旺农咖啡的业务模式以转化为中心（包括咖农层面和小区层面），所以它也是一个「持

续传递」的模式。旺农咖啡最终希望与咖啡种植区域的事工机构合作，用圣经原则教育咖农

经济和农业最佳实践，以及进行潜在的宣教行动。 
 

其它事实与数据  

 旺农咖啡是从圣拉斐尔可持续咖啡行动（SRSCI）产生。现在，它在三个国家六个区域

同超过八百名咖农合作。旺农咖啡在逐渐代表世界各大咖啡种植区域，同时促进消费者

支持咖农与咖农小区。 
 

 圣拉斐尔可持续咖啡行动于二零零八年启动，于二零一零年成为旺农咖啡。 
 

 旺农咖啡目前有十二名企业员工及超过八百名合作咖农。旺农咖啡办公地址在哥斯达黎

加罗斯韦尔、佐治亚和蒙得维的亚。 
 

 旺农咖啡与咖啡业界最受敬重的领袖企业合作，包括特酿咖啡和安全屋咖啡。此外，旺

农咖啡在提供本地、自然和有机食品的食品畀领袖地球超市有售。旺农咖啡还与教会及

事工机构合作，例如更新（Renovation）和石溪（Stone Creek）。这些机构定意开展项

目，是旺农咖啡成长的关键。 

 

结论 
 

旺农咖啡是一个年轻的公司，但增长速度很快。扩张机会已经出现，即将对世界各地咖农生

命产生巨大影响。旺农咖啡期望与国际营商事工运动建立联系，携手合作，继续释放旺农咖

啡的农人在咖啡世界的潜力。 
 

注意：旺农咖啡近期在纽约时报得到报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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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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营运个案：塔兰塔财务有限公司 

 

企业联系信息 

 

塔兰塔财务有限公司 
 

电邮： talantafinance@yahoo.com 
 

主要联系人：   

蒂莫西·约克尼 
 

塔兰塔财务有限公司企业主和创办人蒂莫西·约克尼的

故事在全球合作伙伴书籍《我的企业，我的事工》中有

述。请点击此链接阅读整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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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营运个案 
 

历史 

塔兰塔由蒂莫西·约克尼成立于一九九七年，为古卢居民提供负担得起的贷款，使他们「永久

脱贫」。蒂莫西从乌干达北部古卢的一个小乡村长大。他的父亲是多妻者，有三个老婆。由

于家庭在一九七九年遇到财务困难，提摩西被迫放弃大学教育，在当地壳牌加油站当服务员。

他那时二十岁，在加油站工作了六年，直到灾难发生。圣主抵抗军掳掠了乌干达北部的好几

个村庄，杀人毁物。穆塞韦尼总统的新政府以为北部精英会同情圣主抵抗军，竟在北部采取

了随机逮捕五千多人的做法，蒂莫西就是其中之一。当他从高度设防的监狱获释时，已经失

去了几乎全部，包括一些家人和家族宝贵的一千头牛。古卢的大约二十五万居民饱受摧残，

一贫如洗。蒂莫西说：「我必须在陌生的首都坎帕拉找工作，养家糊口」。那时，他已经结

婚，育有三名子女。他找了一份短工，在城里的工业区为货运卡车卸下货物。曾经很富有的

男人，沦落到领取最低工资的惨景。 
 

一九八九年，蒂莫西听说古卢有一家废弃的雪佛龙加油站，便将其买下。购买合同协商了好

几个月，才达成这次购买。古卢唯一一家银行有感于蒂莫西管理壳牌加油站资金的诚实表现，

便贷款给他进购几千升汽油产品，即便他没有任何担保。蒂莫西开业那天，当地正面临油料

短缺，竞争对手无油可卖，所以他的货物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售罄。这样，他两天就偿还了银

行贷款，而不是之前协商的两个星期。银行对蒂莫西说：「从现在开始，你如果需要钱，就

来找我们，只是不要在月底记账的时候来。早一点来，你就能在记账结束前还贷了。」蒂莫

西得以维持加油站营业，而且一年内购买汽油都没有任何担保。这种优厚待遇和以后若干祝

福促使蒂莫西的企业大幅扩张。 

mailto:talantafinance@yahoo.com
http://www.mybusiness-mymission.com/MyBusinessMyMission_sampl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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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发展，蒂莫西对穷人的负担日益增多。除了供养四十多名孤儿，蒂莫西还使用个人

积蓄为小企业提供启动资金。这些无息贷款吸引了众多企业家，蜂拥到蒂莫西那里，令他所

做的受到威胁。二零零四年，神带领蒂莫西遇到了全球合作伙伴。他学习到如何让小额贷款

项目有可持续性，收取最低利息，改善流程，扩大规模，帮助更多古卢城和帕提科、帕拉罗

和帕维尔村的企业家。蒂莫西及塔兰塔继续与全球合作伙伴协作，期望把服务扩展到乌干达

其它地区。 
     

业务焦点 

塔兰塔为古卢的微型及小型企业家提供小额贷款、针对性财务方案和能力建设干预措施。贷

款的目的是提供买卖农产品所急需的资金。一些人使用小额贷款从农场购买西红柿，再以较

低利润销售给城市消费者，以此逃脱贫困和饥饿。蒂莫西说，他对此感到忧喜掺半，因为一

旦生病或遭遇其它不幸，医院会轻易花掉资金和利润，把羽翼未丰的企业家「归零」。具有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能力建设干预方案提供各种商业培训，发展小

型企业家的技能，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方向」。 

 

信仰背景、定位 

蒂莫西和塔兰塔员工被福音感动，对受苦的古卢民众有负担，希望帮助他们「脱离现状」。

因此，他们的行动是为了彰显神的爱。 
 

专业背景 

蒂莫西高中毕业，由于前总统伊迪·阿明下台造成的社会动荡失去了大学教育机会。他二十岁

开始在加油站工作，在国家军队与圣主抵抗军的冲突中无妄被捕。被释放后，他在首都坎帕

拉找到工作，后来通过一系列事件，成为几家加油站和塔兰塔财务有限公司的所有者。 
 

策略与异象 
 

宗旨 

塔兰塔的首要宗旨是通过发放小额贷款、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和能力建设指引帮助人们永远

克服贫困。 
 

价值观 

塔兰塔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用爱服侍」。作为一名非洲商业领袖，蒂莫西指出非洲最大的

几个挑战包括文盲现象、贫困和疾病。他进一步观察到：「在文盲地区，人们通常贫困；在

贫困地区，人们容易沾染疾病。」塔兰塔在这些地区提供小额贷款以解决贫困问题，提供能

力建设解决商业技能缺乏问题，以爱心服侍这些地区。 
 

业务目标与目的 

指引女性企业家的业务，帮助她们脱离日复一日的无穷家务。女性是古卢经济的「引擎」，

因为她们为供养孩子和家人不辞辛劳。为男女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因为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古

卢居民都参与农村自给型农业。 
 

其它事实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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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兰塔由蒂莫西·约克尼成立于一九九七年。现在，它有六名永久员工，时而有培训生和实习

生。企业位于古卢，一个大约有二十五万居民的乌干达北部城市。 
 

经验 

概要 

塔兰塔创建四年来，帮助了贷款额平均为一百五十美元的一千多家微型企业，以及平均贷款

额为一千美元的二百家小型企业。不必多说，这帮助许多家庭减轻了贫困程度。借着全球合

作伙伴的帮助，塔兰塔在进入牛产业。蒂莫西解释道：「在乌干达，牛几乎就是一切。它是

财富；它是自我形象的来源，因为你的牛越多，就越富有，就越能得到小区尊重。牛能给你

带来妻子。没有牛，你就娶不到老婆。你如果有牛，就有了食物，孩子能结婚，能上学。你

还需要别的什么呢？」塔兰塔的「牛力拖拉」项目简洁明了，却具有开创性意义。塔兰塔为

圣主抵抗军造成的两个国内流离失所者家庭提供四头牛和一只犁头。这个礼物价值大约一千

美元，能永远改变两个家庭的生活。蒂莫西解释道：若要人力耕作一英亩天地，需要三个人

工作三十天。有了牛和犁头，只需要两天。据他估算，一个家庭能从耕田收入四万先令（即

二十美元）。在乌干达，这不是个小数目。 
 

然而，事情不是一直一帆风顺。塔兰塔遭遇过资金被盗用的现象。蒂莫西承认：「诚实的人

不好找。」当他发现塔兰塔两名基督徒员工盗用资金时，极为失望，因为二人都深得他的信

任。在调查后，他们承认确有盗用行为，接受解职，并且承诺一定还回资金。他们一直也没

还。蒂莫西明白到他们之所以不还是因为没办法还后，赦免了他们。 
 

经验教训 

蒂莫西建议营商事工从业者接受基督徒有可能受诱惑的事实。他还建议在调查遭受指控的渎

职行为时，「不要猜测，而是寻找真相。」他监督员工的最佳实践政策是：「信任，但仍需

要监督。」他说，可以利用「制约与平衡，让企业没有空子可钻。」塔兰塔为了保障透明性，

有三名高级员工监测现金流动，但蒂莫西最终仰仗的是祷告。遭遇前文所述的渎职行为时，

他寻找了一些牧师的「祷告遮盖」。他说，信徒的渎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解决的灵

丹妙药」，不过可以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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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营运个案：埃尔瑞斯通信服务 

 
 

企业联系信息 

 

埃尔瑞斯通信服务 
 

电邮： info@elris.com 

网址： www.elris.com 
 

主要联系人：   

弗朗西斯·吉拉克，首席执行官 
 

背景 
 

历史 

弗朗西斯和约瑟芬·吉拉克在肯尼亚蒸蒸日上的电信行业工

作四年后，于二零零四年辞职创办埃尔瑞斯通信服务有限

公司。他们渴望在这个充斥着不正当实践的行业「尊崇神」。

这一对无线通信和广播工程师用上个月工资（大概三百美

元）创办了埃尔瑞斯。 
 

虽然没有一毛钱的外商直接投资，不被朋友看好，员工流失，被同事（包括基督徒同事）欺

诈，这对夫妇依然致力于尊崇神和客户服务。他们对神的信念和坚持结出了累累硕果。埃尔

瑞斯营业五年后，已经有了八十多名长期员工（其中许多人之前是穷人），年营业额超过五

百万美元。二零零八年，企业成为跨国公司，在肯尼亚、加纳、马拉维和乌干达都有营运。

为了建设行业能力，埃尔瑞斯还为本地技术学校和大学的经济弱势学生免费提供工程培训。

企业也与其它公司合作，在内罗毕贫民区建造教室，在东非大裂谷地区的一个学校建立图书

馆和计算机室。他们还在二零灵七年、二零零八年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捐赠衣裳和食物，为内

罗毕女性医院中遭受侵犯的病人捐款，参与环境保护项目。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一年，公司

由于重大挑战缩小了规模，不过目前已经重返发展道路。 
 

业务焦点 

埃尔瑞斯为行业提供电信工程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射频（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码分多址（CDMA)，宽带无线接入等）和微波系统安

装 

 安装基站，码型转换和速率适配单元（TRAU），机电，机舱改造等。 

 电信规划，咨询和培训 

 站点优化服务 

 硬件、软件基站容量升级 

mailto:info@elris.com
http://www.elr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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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广播，卫星通信、广播、电视转播和规划、设计和安装 

 视听、闭路电视设计，供应及安装 

 电信、视听设备和材料供应 

 

他们专注非洲业务，目前在肯尼亚（总部）、乌干达、马拉维和加纳设立了办事处。 
 

信仰背景、定位 

弗朗西斯和约瑟芬都是多年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目前属于内罗毕五旬节教会的「基督是答案」

事工，它是内罗毕伍德里的一个福音派教会，他们在其中担任长老和执事。他们分享到：「我

们对神的信心给了我们按照属神道德价值观运营企业的能力。比如说，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要

在自己的行业中当基督的使者，就要诚实而专业地实施项目，不至于羞辱基督的名。」 
  

专业背景 

弗朗西斯·吉拉克是埃尔瑞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二零零四年起负责埃尔瑞斯

集团的管理和企业发展。弗朗西斯在祖国加纳接受了初级教育，是俄罗斯国立电讯大学工程

学专业（专业从事卫星通信广播）理学硕士。他的前期经验包括：就职于加纳广播公司，职

位是总控室传输（电视）质量控制助理工程师；就职于爱普西龙（Epsilon）广播工程（肯尼

亚），职位是系统设计工程师和技术支持；就职于雷姆（REIME）肯尼亚有限公司，负责技术

销售。 
 

约瑟芬·吉拉克是肯尼亚本地人，在家乡接受初级教育，然后成为俄罗斯国立电讯大学工程学

专业（专业从事卫星通信广播）理学硕士。她目前是埃尔瑞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

官，负责集团的管理和企业发展。她的前期经验包括：在肯尼亚邮政和电信公司担任技术员；

在爱普西龙广播工程（肯尼亚）担任工程技术支持人员；在康泰尔（Comtel）有限公司担任

站点监事；在雷姆肯尼亚有限公司负责技术运营。 
   

策略与异象 
  

宗旨 

埃尔瑞斯的异象是成为非洲有口皆碑的服务供货商，提供广泛的高级电信工程支持服务，通

过积极主动、注重绩效的团队，为所有客户创造价值。他们的使命是与客户维护长期关系，

利用有针对性的创新增值解决方案，帮助客户达到业务目标。 
  

价值观 

1. 尊崇神，包括依靠神，承认神的主权，让人认识他，顺服他的话语。 

2. 品格，包括积极的态度、诚实、忠心、可靠、可信任、负责、透明、道德。 

3. 客户满意度，包括工作质量，提供解决方案，坚持日程表，迅速响应投诉，增值服务，与客户

合作，成本效益。  

4. 适应性强，包括积极应对变化，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灵活性，文化敏感性，社会、政治及经

济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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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道德，包括技术知识，遵守国际标准，适当的资源利用，符合质量标准，员工行为符合标

准，正确记录和报告管理。  

6. 策略性成长，包括识别和评估成长机会，能力建设，动员以满足增长需求，生产资源以供扩展，

网络和合作伙伴关系，培育和指导下一代领导人，复制，组织内部文化。 

其它事实与数据 

约瑟芬和弗朗西斯二零零四年创办企业时，是企业唯有的两名员工。然而，此后，神赐给他

们员工增长，目前有大概八十六名长期员工（项目额高发期的临时员工不计算在内），这些

临时员工常比长期工更多。他们的客户是手机服务供货商。利润率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之

间。年交易额在五年间从十五万美元增长到最高时期的五百零七万美元。 
  

经验 

概要 

弗朗西斯和约瑟芬把成功定义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生命成长，包括员工、股东、供货商、

分包商、甚至客户。他们通过营商有一系列机会进行下列事工： 

 员工事工：比如晨间祷告会。 
 彼此关怀：关照弟兄，组织弟兄退休会和姊妹退休会。 
 服侍供货商，不管他们的信仰背景如何。 
 小区事工，例如巴拉戈伊事工。 
 

在巴拉戈伊外展事工期间，我们蒙受祝福，见证了不同人的得救。有两次，我们的员工还有

机会通过实际事工回馈小区。然而，不是所有举措都顺利。例如，晨间祷告会进行一段时间

后，它成了负担而不是美好的团契时间。这是因为他们不再把公司的核心价值作为自己的价

值观。 

有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年营业额从二零零九年开始下降（那时是四百零一万美元）。由于二零

零八年到现在的全球经济衰退，公司遭遇了几次挑战，导致肯尼亚和乌干达办事处裁员，加

纳办事处中止，马拉维办事处营运减少。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情，是由于下列原因： 

1. 在我们投资巨大来提供必需支持后，客户不履行合约； 

2. 客户延迟付款，有一些拖款三到十二个月；以及 

3. 客户选择更便宜的服务，不考虑质量和专业等因素。 

 

经验教训 

如上文所述，巴拉戈伊事工进展顺利，而晨祷不顺利。约瑟芬和弗朗西斯说，他们意识到，

不能预设每个人都能自主接受企业的异象、使命与核心价值观。 

未来计划 

短期目标是重组公司，重新确立最初异象的基本原则。关于长期目标，他们在重新定位公司，

使它不论地处何国，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网络。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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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瑞斯虽然经历了经济衰退带来的挣扎，却依然带着强烈的异象前行。通过拉动就业、提

供能力建设指引措施、投资贫民区和其它贫困地区的教育授权，埃尔瑞斯已经产生了社会和

经济影响。通过职场事工服侍员工和供货商、城市宣教和农村扶贫宣教（包括国内流离失所

者），它也带来了属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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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营运个案：印度企业 
 

为了安全原因，此营运个案不提供真实人名或联系信息。 
 

背景 
 

历史 

一对年轻夫妇前往印度，运用自身技能经验在那里拓展神的国度，并且开创了家庭企业。卡

尔（化名）的教育背景属于工业设计和项目管理。他们刚到印度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

发现，蜡烛很有市场，于是开始在家里制作蜡烛。现如今，这个家庭企业依然在制售蜡烛，

并且也加工塑料和金属，以及种植可供批发的藏红花。此外，他们通过工作所得，建造了一

个孤儿院和一所学校，主要造福附近的贫民区居民。 
  

业务焦点 

这家公司曾在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法国与荷兰运营。现在，公司缩小规模，主要关注的

地区是印度、荷兰、西班牙和美国。在生产方面，他们处理塑料和金属。他们的蜡烛公司主

要在本市运作，为旅馆、婚礼、展会提供产品。他们不再追逐国际甚至国内的蜡烛零售市场，

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过于激烈。客户能从网络、私人联系和一系列其它途径发现他们。企业

的工程和制造部门业务广泛，从咖啡机附件到游艇产业复杂的机械部件，他们都有生产。 
 

信仰背景 

公司领导层深深认同营商与工作具有内在价值。各位主管与员工来自不同的教会背景。一位

来自于荷兰新教传统，另一位主管来自于美国主流宗派的宣教士家庭，最后一位来自于印度

传统基督教背景。三位主管和一部份员工都相信，工作是神圣的，他们在工作领域的作为具

有持续影响。他们看待每位利益相关者时，都意识到门训可以有多种形式。他们与客户、员

工、供货商互动时，腐败、懒惰、缺乏焦点、重复工作都是真实挑战，经常浮现出来。最终，

他们最大的目标是为基督得着印度。 
 

专业背景 

家庭企业的创办人及主要所有人是一个荷兰人。他的专业背景是行业设计、生产和项目规划。

在印度居住约十年后，他和家人返回荷兰居住，不参与印度企业的日常经营。不过，他将在

荷兰承接的合约外包给印度公司。 
 

印度合作伙伴以及联合创办人与荷兰合作伙伴平分股份，每人各持百分之五十。他的专业背

景是机械工程。他处理印度企业的行政和财务，并身为印度两名董事会成员之一。 

公司的第三位主管是美国人，不过他不持有公司股份。他从基层做起，逐步提升到现在的位

置。他没有任何前期正式培训或教育，但现在管理印度企业的所有运营和制造。在两位联合

所有人的指导下，他成长许多。他希望有一天拥有自己的营商事工，而且感到神呼召他长期

留在印度。他是印度两名董事会成员之一。 

 

策略与异象 
 

宗旨 

提供最具创意的产品解决方案，以及最高水平的原型设计、制造和公益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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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在正确的时间与场合，与正确的人合作正确的事。 
 

业务目标与目的:  

具体来说，这个家庭企业努力成为印度制造业第一外包公司。宽泛地说，企业目标是为主得

着印度。公司内部人员发现，有一系列途径实现这个目标，包括通过经营企业荣耀神，与其

他企业合作，甚至帮助开展其它具有相同目的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包括帮助人们脱离

贫困。他们的目标之一曾经是雇用社会中更多的穷人，不只关注利润或灵性。 
 

其它事实与数据 

公司目前有四名员工，其中两名是主管，另外两名在蜡烛店工作。这两名员工都是艾滋病毒

阳性患者，是长期雇员，在公司工作期间经历了长足成长。企业在十年经营历史中，最高员

工数目达到十五人，最高营业额达到四十万美元左右。现在，经历了经济衰退的影响，他们

失去了一位主要客户，原因在于客户自己的财务困难，以及来自中国的竞争越发激烈。去年，

公司营业额达到大约十万美元，凈利润达到大约两万五千美元。所有利润都重新投入公司运

营。 
 

经验 
 

概要 

这家服务金字塔基部的天国企业在三重底在线展露了成功：利润、人员和灵性，并有潜力在

将来获得更大成功。虽然经济衰退因素迫使公司缩小规模，但是这次「重新定位」看起来有

利于公司保持焦点。公司现在有十年历史，明显受到印度与荷兰政府赞许，熟知在印度运营

的情况。他们发展了一种关注天国与营商扶贫的模式。  
 

最近的一次主要成功是完成了西班牙一家潜在大客户的大规模模型订单，以及与奔驰等大型

流水线生产商合作。 
 

其它成果虽然微小，但也值得庆贺，包括拒绝本地官僚贿赂要求的胜利，对员工及其家庭产

生了深远影响。 

在小区里，企业长期通过一系列不同途径服侍。企业工作催生了一家看顾十五名儿童的孤儿

院，以及一家看顾大约一百五十名儿童的英语教学小学。 

经验教训 

自从遭遇经济衰退打击以及其它挑战，企业被迫重新定位，重新组织。他们重新评估了企业

的行动轨迹，做出下面的决定：为了生存，他们需要裁减员工，尽量外包。  
 

不成功的实践包括对一切临到眼前的机会说「行」。因此，他们决定聚焦业务精力，只承接

「有意义」的业务。据一位主管说，这个措施收效良好，他们终于扭转颓势。 
 

他们还发现，当产品价格是决定因素时，他们竞争不过中国。那些早已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

产品，他们不能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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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与问责制度可以改进。根据一些利益相关者所说，在这么多年来，公司不太关注利用外

部或管理型董事会，造成绩效不稳定以及一些颇可质疑的业务实践。 

我们问一位主管会给大家什么建议，他提出两条：第一，不要以资产负债表定义成功，而是

按照是否遵行神的命令。第二条建议是，不管遭遇什么，都不要放弃。   

未来计划 

如果公司想撑过衰退期，就要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找到自己的特色产品，建立更多的本地

及国际合作关系，才能继续扩张盈利，一个限制性因素是问责制度和独立董事会的监管。为

了公司的未来和今天的健康，他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迈进。 
 

结论 
 

这家企业之所以在印度运营，是因为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潜力。全世界都在外包业务

给印度。企业四周围绕着服侍贫困和残疾人口的机遇。从长期来看，公司领导希望对小区、

地区和整个印度产生长远的转化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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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 机构营运个案：希望线研究所 

 
 

 
 

机构联系信息 

 

希望线研究所 
 

电邮： info@hopelineinstitute.org 

网址： www.hopelineinstitute.org 
 

主要联系人：   

范妮･阿塔-彼得斯，执行董事 
 

背景 
 

历史  

希望线研究所（HLI）二零零七年由范妮·阿塔-彼得斯成立于加纳，

目标是培训加纳的边缘群体（尤其妇女）小额资金管理和预防性

健康教育。范妮有感于穷人的困境，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选择了专

注妇女的发展管理专业。她的毕业论文有关国际计划（在加纳运营的一个国际非政府机构）

贷款方案给加纳农村、城郊及城市妇女带来的影响。在采访几类加纳妇女后，范妮发现，即

使最贫穷的妇女也有经济活动。范妮分享道：「所有妇女，包括那些每日生活成本不足一美

元的妇女，都有某种经济活动」，并且她们内心盼望可以发展自己的小事业，直到能为别人

提供就业机会。范妮受到启发，建立了希望线来为这些妇女提供中小型企业培训，帮助她们

获得企业发展资金。在范妮的培训项目中，圣经学习和祷告是重要成份。范妮希望藉此改善

妇女的个人和专业生命，实现「整全的转化」。希望线成立的一句关键经文是罗马书五章五

节：「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机构焦点 

希望线提供中小型企业培训、倡导、储蓄和贷款、信贷与资金服务给金字塔基部的加纳人。

希望线与全球合作伙伴合作，提供一个为期十二个月的中小型企业培训项目，包括基本营商

原则，以及营商事工的重要教导。范妮说：「创业家毕业后，会成为职场中的牧师，通过企

业带来属灵、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希望线主要关注加纳大阿克拉、东部和沃尔特地区约八十个小区的经济弱势妇女，同时也培

训「小区动员者」，装备他们教导家庭健康和卫生知识。 

mailto:info@hopelineinstitute.org
http://www.hopeline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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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小区中，希望线与二百多个小组合作，其中包括最多二十五名创业家。每个小组都有

一位负责的希望线现场关系官员。范妮指出，关系官员也充当「村庄储蓄和贷款活动催化员

的角色，与希望线小额信贷部门保持联系，确保人们能获得扩展企业所需的贷款。」 
 

信仰背景 

虽然希望线服侍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企业家，但它的项目实践高举基督信仰。一个典型的中

小型企业培训以赞美敬拜神开始，内容包括圣经教导等。范妮解释说：「要提醒创业家，我

们是这世上的盐，不可在市场上失了咸味。」希望线除了提供基于信仰的培训，还开展每周

灵修会和每月一次的员工退休会。 
 

专业背景 

范妮持有发展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自从二零零七年成立希望线起，一直担任领导角色。她的

硕士毕业论文专注女性，调查国际计划（在加纳运营的一家国际非政府机构）贷款项目对加

纳农村、城郊和城市妇女的影响。通过这次调查，范妮发现即使最贫困的加纳妇女都有经济

活动，这启发她创立了希望线研究所。 
 

策略与异象 
 

宗旨 

希望线盼望，在未来世界中，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资源和足够信息，进行足以支撑体面生

活的企业活动。因此，希望线提供企业管理和预防性健康教育，通过「信贷加储蓄」机构帮

助中小型及微型企业家发展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希望线把本地教会作为策略性合作伙

伴，从创立初期即在大阿克拉、东部和沃尔特地区工作，期望在合适时间扩张到本国其它地

区。 
  

图 3：希望线关注培训、辅导、获得资金和倡导 

 
机构目标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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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线的使命是：「修正加纳的资源分配不均衡现象。」根据调查结果，希望线认为： 

 妇女更容易陷于贫困营养不足的境地，较不易获得医疗服务、洁净饮水、卫生和其它益

处。 

 妇女为户主的家庭广泛存在。 

 相较于男性，妇女创收能力较低，支配配偶收入的能力有限。 

 妇女较不易获得教育、正规工作、社会保障和政府就业项目。 

 社会对妇女的态度使她们不能获得土地、科技、培训，更重要的是，不能获得运营企业

所需的信贷。 
 

因此，希望线致力于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教育，辅以完善资金，以致能改善妇女的个人

和专业生活，与此同时使她们能把企业从极微型、到微型、到小型发展到中小型，达成整全

转化。」 
  

经验 
 

希望线已经服务超过五百名客户，其中许多人的企业从微型发展到中小型。 
 

费利西亚·萨格（Felicia Sagoe）在接受希望线十二星期的中小型企业培训后，创办了一家只

生产三种产品的企业，其中一种产品是从本地木匠收购锯末制成的煤球。她的煤球不仅比木

炭燃烧时间更持久，对于在市场上销售食品需要热源的妇女来说，它们还不损害环境。 

费利西亚传播自己学到的知识，她说：「通过辅导企业中的十个供货商，尤其弱势妇女，能

够加强她们对生产、品牌和销售的认识。」她还带领营商事工圣经学习活动。她解释道：「我

的企业不只是收入来源，还是一个事工，通过它，我能服侍员工和小区。」 
 

结论 
 

希望线研究所认为，通过简单地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教育，辅以完善资金，能够改善妇女

的个人和专业生活，使她们能把企业从极微型、到微型、到小型发展到中小型，达成整全转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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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 机构营运个案:希望国际 
 

 

机构联系信息 

 

希望国际 
 

电邮： cchancey@hopeinternational.org 

网址： www.hopeinternational.org 
 

主要联系人：   

克里斯·昌瑟（Chris Chancey），区域代表 

彼得·格里尔（Peter Greer），总裁 
 

背景 
 

历史 

希望国际由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一家住房建筑商杰夫·拉特（Jeff Rutt）成立于一九九七年。

苏联解体后，拉特先生作为教会代表团成员，无数次前往乌克兰，输送许多食品、衣物和药

品供应给扎波罗热市。几次走访之后，一位本地牧师把杰夫拉到一边，对他说支持物资没有

帮助。牧师认为，他的小区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施舍。 
 

拉特先生回到本国，强烈地希望找到解决方案。他全身心投入调研，最后发现了小额信贷理

念（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提供小额贷款与储蓄业务），当时这一扶贫策略还不为人熟知。

他在乌克兰运用了这个工具，收效非常明显，因此把它扩张到其它国家。 
 

希望国际的现任总裁彼得・格里尔于二零零四年加入，带来了策略性发展阶段，提高了公共

意识。在格里尔先生的领导下，希望国际突出了四个特色：专注小额信贷，定意见证基督，

委身于资源管理，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贫困地区。 

 

营运个案   

希望国际认为，神主要通过工作供养一个人。他们发现，大多数穷人都极其愿望通过工作创

收，运用神赐的技能为小区增加价值。失业剥夺了他们这么做的机会，但以基督为中心的微

型企业发展使他们重新获得这种机会，能够自己创业，也为他人提供工作机会。希望国际网

络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基于圣经的商业培训、储蓄项目和小额贷款项目，服务范围涵盖十

六个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秘鲁，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俄罗斯，阿富汗，

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卢旺达，布隆迪，津巴布韦，印度，菲律宾和中国），解决

世界各地穷人普遍面临的就业困难问题。 
 

信仰背景 

在希望国际，爱穷人、服侍穷人的工作，根植于对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忠心顺服，来自对神国

临到地上的渴望。希望国际相信，真正的转化只能来自于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因此在每个

工作国家参与有文化适应性的宣教和门训活动。希望国际致力于雇用基督徒员工，装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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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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小区中的门训者，并且在每个工作地区与当地教会寻求合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门训与

支持。 
 

信仰宣言： 

a.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唯一无误的神的权威话语。 

b. 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 

c.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为童贞女所生，毫无罪愆，他施展神迹，流血赎罪，

身体复活，升到圣父右边，将在大能和荣耀中再次降临。 

d. 我们相信，失丧的人与罪人得救，圣灵在其中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 

e. 我们相信，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能够过敬虔的生活。 

f. 我们相信得救与失丧的都将复活，得救之人进入永远的生命，失丧的人进入永远的刑

罚。 

g. 我们相信所有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有灵里的合一。 

 

专业背景 

彼得·格里尔二零零四年七月加入希望国际。他在小额贷款领域接受了充分教育，有丰富经

验。他从弥赛亚学院获得了国际商务理学士学位，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了政治和

经济发展专业硕士学位。在接受哈佛教育前，他曾担任卢旺达基加利乌尔威戈（URWEGO）

小区银行董事总经理三年。他还曾担任过津巴布韦布拉瓦约自助发展基金会（津巴布韦关怀）

技术顾问，曾在柬埔寨金边市担任过小额信贷顾问。在哈佛时，彼得的毕业论文有关希望国

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工作。他说，当他看到「希望国际通过小额信贷整合物质事工与属灵

事工」时，越来越有兴趣加入。 
 

策略与异象 
 

宗旨 

希望国际的使命是：投资于穷人的梦想，在世界上服务不足的地区宣扬并活出福音。 

 

价值观：  热情（P.A.S.S.I.O.N）  

祷告（P）： 请跪下 

忠心（A）： 选择希望 

服务（S）：我们愿意洗脚（约十三 14） 

做好管家（S）：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路十二 48） 

创新（I）：我们寻求解决方案 

乐观（O）：喜乐的心能治好疾病（箴十七 22） 

喂养（N）：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约十三 34） 
 

策略性目标与目的  

在希望国际前十三年运营中，它总共为众多辛苦劳作的企业家提供了一百万贷款。今天，随

着工作势头持续增长，希望国际计划在未来四年提供一百万贷款。希望国际计划，到二零一

二年底服务五十万名客户，并在十个项目中达到可持续性（包括刚果希望国际）。   
 



 

 

金字塔基部的营商事工 2013 年 10 月                                                                                             

第 44 頁 

 

在二零一二年，希望国际的目标是 1）增加大约百分之三十客户，储蓄和小额贷款项目客户

达到五十万名，2）在布隆迪开展基于教会的储蓄项目，3）十个项目的经营自足率达到或超

过百分之百，亦即是利息收入能完全支付运营费用，4）到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核准每个国家

的属灵整合规划，以及 5）筹措九百五十万美元的发展资金。    
 

其它事实与数据 

在二零一一年，希望国际继续利用捐款支持项目。全部费用的百分之八十一都与项目相关，

包括支付客户贷款、国内小额金融机构与储蓄信贷机构运作、技术支持。通过这些项目，希

望国际支持了大约四十万名客户，总共支付超过三千四百万美元的贷款。希望国际不断使捐

款人更加多样化，每年捐款一千至十万美元的捐款人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以上，总捐款

增长逾百分之十三。 
 

在二零一一年，希望国际加强了高效益产业（Higher Impact Properties）、希望国际全球投资

基金（HGIF）以及五个国家里由希望国际带领的小额金融机构：乌克兰、俄国、刚果、刚果

民主共和国与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俄国的希望国际都是在二零一一年第一次得到加强。

在二零一一年，希望国际全球投资基金从三个合作伙伴收到四十五万美元的主要还贷。希望

国际将这些还款连同新资金重新投入，在整个机构部署了八十五万美圆的贷款资金，把贷款

总额增加到一百六十万美圆。 

 

希望国际的年底净资产位于健康的一千一百二十万美圆。净资产的提高，得益于捐款人群体

的积极变化趋势、贷款产品组合增长、以及容纳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俄国希望国际的款额。 
 

经验 
 

概要  

到二零一二年底，希望国际将完成目前的策略规划，通过储蓄信贷机构、小额金融机构或中

小型企业发展项目为五十万名活跃客户服务。目前，希望国际正在确定未来三年的策略规划，

计划到二零一五年服务一百万名客户。希望国际在追求数量增长的同时，也继续注重质量的

提高，使服务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有效率，不断加强属灵整合行动、计划与指标。 
 

经验教训  

希望国际创办人杰夫・拉特先生虽然出于善意把捐助物资运送到乌克兰，但是当地反馈使他

意识到援助不是他们需要的帮助。即使在乌克兰开始小额信贷服务后，希望国际依然通过错

误不断学习。  
 

他们利用资金进行市场调研，为区域创业家发现新商业模型。有一次，他们投资建造特殊设

备和场地，支持调研结果建议的一个企业模式。他们雇用了人员，进行了培训，只等新企业

能获得成功。然而，六个月之后，他们回访时发现，场地被废弃，六个月新的设备上布满蛛

网。这次失败的教训在于，穷人必须自己持续努力才能脱贫。穷人自己选择的途径，或许和

我们选择的途径非常不同，但这些弱势创业家需要尊严，而不是依赖。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创

造能力，希望通过营商解决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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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国际继续厘定不致伤害贷款人的最低还款额标准。它一直努力在完善的项目包括小额贷

款、储蓄项目、基于圣经的商业培训。运作十五年后，乌克兰成了希望国际最成功的区域，

有四十多万客户的十九个区域项目都在密切关注向乌克兰项目学习。 

 

希望国际中有一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就是将近一千五百名各国称为贷款官员的员工。

贷款官员是希望国际该国网络中的本国人，他们具有银行家的头脑、牧者的心肠、宣教士的

灵。如果没有这些忠诚又能干的员工，希望国际只会有有限度的影响。 
  

结论 
 

希望国际用四个词概括决策原则，它们的首字母连起来意思就是「得鱼」（F.I.S.H）。 
 

焦点（F）：专注微型企业发展，追求卓越。 
 

定意见证（I）：定意见证耶稣基督。 
 

储蓄（S）：强调为穷人提供储蓄业务。 
 

困难地区（H）：强调具有挑战性的服务不足地区。 
 

总之，希望国际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机构：若要铲除服务不足地区的物质与属灵贫困，最好的

途径莫过于以基督为中心的微型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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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 机构营运个案: 全球合作伙伴 
 

机构联系信息 

 

全球合作伙伴 
 

电邮： 
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网址： www.partnersworldwide.org 
 

主要联系人：   

道格·赛贝克，总裁 

罗克珊·德格拉夫, 策略行动主管 
 

背景 
 

历史   

全球合作伙伴来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商人成为消除贫困的一种途

径，而非靡视作贫困问题的一份子？」一九九四年，肯尼亚与美国企业家集聚一堂，建立

一个中小型企业贷款基金、企业储蓄和贷款合作社、以及创业家合作机制，成立了基督徒

发展合作伙伴（即现在的全球合作伙伴）。 
 

基督徒发展合作伙伴出自基督教改革宗世界救济委员会（现「更新世界」）。二零零五年，

随着越来越需要动员商人和专业人士，世界合作伙伴作为一个独立的、基于信仰的商业事

工团体成立了，但它依然继续与基督徒改革宗教会合作。世界合作伙伴最初只在东非，现

在已经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开展了活跃的伙伴关系。 

 

营运个案   

全球合作伙伴与这样的商业领袖合作：他们具有仆人的心肠，聚焦神的国度，对消除世界

贫困富有热情。在我们工作的国家（它们遍布非洲、亚洲、拉美、加勒比和北美），我们

与本地商业领袖及网络合作，他们关怀自己的小区，了解商业环境，能运用当地资源。 
 

我们通过与全球伙伴合作和个人关系来动员、支持我们的商人网络，转化所有参与者的生

命。我们提供一个框架，有利于健康的跨文化合作、活跃的网络和共享学习机遇。我们提

倡一些模式和工具，包括培训、辅导、资金与倡导工具，促进成功和可持续性。 
 

我们鼓励合作伙伴关注中小企业，即发展中国家「缺失的中层」。这些企业已经完成或有

潜力完成从非正式微型企业到正式中小型企业的飞跃。在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着最严峻

的挑战，获得服务不足，但在通过拉动就业和领导力来消除贫困方面具有惊人潜力。 

 

信仰背景 

我们作为全球合作伙伴的成员，每当看到有人不能通过令人满足的、有生产力的、能养活自

己的日常工作来活出神的形象，就感到内心伤痛。我们相信，如果有人因为本来可以避免的

原因而找不到工作，这将是对神美好创作的邪恶扭曲；我们相信，神赋予我们特别的才能，

mailto: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http://www.partnersworldwi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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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克服这些衰退景况。我们对待贫困的态度不应该是消极接受，也不应该是出于内疚的活动，

而应该为能与耶稣基督同工而感到荣耀，他应许「把一切都更新」（启二十一 5 上）。全球

合作伙伴的特殊焦点在于，积极寻找各种途径，为每个人创造令人满足、反映神形象的日常

工作，尤其为了那些由于失业普遍高发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 
 

作为全球合作伙伴的成员，我们认为所有普通的日常工作，包括我们的工作和与合作伙伴的

工作，都是我们要反映神形象这召命的喜乐响应，这召命是神起初对美好造物的旨意。我们

相信，每个人朝这个目标努力，会得到令人惊喜的结果与祝福，因为它是基于这个圣经应许：

「世上的国已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了」（启十一 15） 。 
  

作为基督徒合作伙伴，我们寻找各种途径与世界各地其他基督徒合作，提供就业及有利的个

人发展及企业发展机遇，让每个人（尤其失业者和边缘群体）得到更多赋权，通过有生产力

的、令人满足的、养活自己的日常工作反映神的形象。   
 

专业背景 

道格・赛贝克担任全球合作伙伴的总裁。他提供策略性领导力，帮助全球合作伙伴在世界

二十多个国家发展。 
 

赛贝克先生从华盛顿州立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农学文学士学位，从阿苏萨太平洋大学获

得了领导学研究硕士学位。直到一九九七年，赛贝克先生在基督教改革宗世界救济委员会

于亚洲和非洲十二个国家服务了十九年。赛贝克先生在孟加拉国担任项目总监时，领导一

个孟加拉国农学家发展团队，与逾四千户小农合作，致力于增加生产，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孟加拉国推广和教育服务（BEES）是孟加拉国目前最领先的发展机构之一。 
 

赛贝克先生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基地服务十五年，担任非洲西部和南部的区域总监。他在十

一个国家开展并管理救援发展项目。他在政府、国际发展机构、捐款人与本地机构之间建

立合作关系，通过这项努力，超过三万个家庭得以脱贫。 
 

赛贝克先生与合作伙伴一同创办了全球合作伙伴创业家（PWE），并担任总经理职务。它

是一个低利润的有限责任公司（L3C），具体意图在于把全球合作伙伴的营商事工模式扩展

到世界各地的大中型企业。依托其资金和专业人士网络，全球合作伙伴创业家致力于发展

在发展中世界的企业，创造新岗位，使投资人获得回报，并利用利润造福边缘化小区。全

球合作伙伴创业家支持四重底线，利润、人、地球和旨意四个因素都受到同等重视和强调。 
 

在二零零九年，赛贝克先生与人合着了《我的企业，我的使命：合作战胜贫困》，讲述许

多男女通过企业终结小区及世界各地贫困的故事。此书很快成为营商事工运动的前沿读物，

因为它提供了营商消除贫困的实际操作。 
 

赛贝克先生目前与妻子居住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市，五名子女都已成年。 

 

策略与异象 
 

宗旨 

异象：营商事工终结世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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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在全球合作关系中，激励、装备、连接商人和专业人士，发展企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岗位，

转化所有参与者的生命。 
 

价值观   

卓越服务：我们充满喜乐地赋权服务对象，超出他们期望值。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样善事。（林后九
8） 

 

创新：我们感到消除贫困的迫切性，因此通过创业途径解决问题，以合适的、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进行响应。 

耶稣对他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上帝的国。」（路九 60） 
 

永不放弃：因为耶稣有更新的大能，所以我们坚持不懈地寻找消除贫困的解决方案。 

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罗十二 12） 
 

并肩同行： 我们有责任彼此督察，倾听穷人的声音，他们的发声常被充耳不闻，我们要

与他们「一同」合作，不是「向」或「针为」他们进行事工。 

寻求公平，帮助受欺压的，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赛一 17） 
 

拥抱神的呼召：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承载着神的形象，是美好的、有尊严的个体。我们定

意发现、认可、激励每个服务个体的独特恩赐和资源。 

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
们做的。（弗二 10） 

 

有感染力：我们利用每个机会分享我们的故事，动员连接那些对我们的事工有负担的人。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这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来十三 16） 
 

我们的方式──四根柱石 
 

合作关系 

有类似意向和想法的各地商人通过全球合作伙伴互相连接。这些合作关系带来了经济与属

灵转化机遇。 
 

培训和辅导 

我们的辅导成员互相激励、装备，发展

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要终止贫困恶性

循环，增加可持续的就业岗位是关键要

素。  
 

获取资金 

全球合作伙伴促进中小型企业获取利息

处于承受范围内的资金。这些贷款能增

加发展能力，通常带来新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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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 

全球合作伙伴的员工和成员学习聆听世界各地的复杂问题，为经济公义积极发声。 
 

 

策略性目标与目的   

二零二零年目标宣言：到二零二零年，全球合作伙伴将通过全球分支网络与合作伙伴网络，

在失业高发小区催化支持三十五万个工作岗位。  
 

我们将通过四个策略实现二零二零年的目标：全球设

计、善用合作关系、小区企业和策略倡导。  

 

其它事实与数据 

全球合作伙伴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财年结尾，在二

十三个国家拥有四十二个分支，共同通过营商影响小

区。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的全球指标（影响力指标）

如下。好消息是，今年新增就业岗位比上一年上涨百

分之七十二，而持续性工作岗位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

之二十三！   
 

经验 
 

概要  

全球合作伙伴的使命是激励、装备、连接全球合作关系中的企业和专业人士，帮助他们发

展企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岗位，转化所有参与者的生命。在过去十年间，这些合作关系

促进了逾十万个可持续工作岗位的出现和加强。 
 
透过去年的全球网络，定量指针显示出我们的工作成果，包括年度新增工作岗位上涨百分之七十二，持续工作

岗位上涨百分之二十三。一个包含更多定质指标的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出全球合作伙伴的关系和整全企业发

展方式获得成果。  
 

一次针对与我们合作的三百五十名国际企业主的调查发现： 

 百分之七十一的企业主增加了慈善捐款。 

 百分之七十二的企业主增加了小区志愿服务时间。 

 百分之六十八的企业主在辅导其它企业主，许多人是第一次辅导别人，因为全球合作

伙伴强调辅导。 

 百分之七十七的企业主称采取了更加道德的商业实践。 

 百分之八十四的企业主对拥有企业满足感增加（反映出他们对「营商亦为呼召」的新

理解）。 

 百分之八十一的企业主说辅导是造成他们上述变化的重大影响因素。 

 

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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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领袖：被呼召营商、有营商恩赐的仆人式领袖。这么多年，我们学会的一个重要功

课在于，一定要要找出「本地营商领袖」与他们一起进行工作。他们要有商业经验、仆

人的心肠、牧师的热情，关怀小区、认同全球合作伙伴的异象与使命。如果缺乏了这个

基础，企业会孱弱或失败；如果企业由外部带领，那么其成功和影响力不可持续。 

 

 合作关系、建立关系与「并肩同行」：全球合作伙伴相信，合作关系与关系具有转化性

能。我们的异象是，通过营商事工建造没有贫困的世界。古德恩说：「贫困是破碎关系

的结果。」全球合作伙伴认相信，通过修复彼此的关系、与全球资源的关系和与神的关

系，去处理贫困根源问题，建立全球基督徒商人致力于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异象，开展相

关行动。   

 

营商事工焦点  

营商事工是全球合作伙伴的基础所在，整合进全球工作的核心。自从二零零四年洛桑会议提

到营商事工运动，全球合作伙伴就已经参与了对话。那一年，扎克·加孔朱（Zack Gakunju，

全球合作伙伴肯尼亚创始成员之一）参与了全球的对话。 

 

在全球合作伙伴内部，我们继续把自己的工作视为营商事工运动的一部份，它处于营商、信

仰与贫困的交汇处。我们的异象，「营商事工终结世界贫困」，与把营商作为合理召命与使

命的核心元素一致。全球合作伙伴利用第一版营商事工洛桑文件清晰而富有启发的内容，开

发一个配套的学习指引供全球企业成员使用，并且在商业培训以及团队成员入职介绍中结合

营商事工的思维和视角。 
 

不过，全球合作伙伴似乎不认同营商事工对话中的一些新增元素，不认同那些盼望天国而轻

视「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从业者；我们也不太认同营商事工主要是「施舍」或者「从北到南」

的全球关系。罗布・特里布肯（全球合作伙伴董事会成员）的文章指出，营商事工对话要转

向本地创业家通过完善经营直接解决贫困问题，请参考。 
 
 
 
 

  



 

 

金字塔基部的营商事工 2013 年 10 月                                                                                             

第 51 頁 

 

附录 I – 文章：非洲行动家禽项目 
 

非洲行动斯威士兰家禽项目 
下面这篇文章讲述了非洲行动如何通过重点发展价值链，影响金字塔基部人群。 
 

通过建立从鸡舍到屠场的价值链来消除贫困  

非洲行动是全球合作伙伴在非洲南部的策略合作伙伴，他们服侍金字塔基部最弱势的人群，

将他们连于价值链，与较大企业（中层市场企业）以及更大、更可持续的市场相连。一个成

功案例是斯威士兰养鸡人与本地屠宰场（鸡肉处理设施）的连接。 
 

非洲行动在斯威士兰的家禽项目启动于二零零九年，合作伙伴是非洲儿童倡导着，把莫桑比

克的家禽模式移植到斯威士兰。非洲儿童倡导着发现，寡妇与弱势家庭需要更多持续收入来

供养家人和小区中的孤儿。斯威士兰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属于世界最高地区之一，为百分之二

十五以上（二零零九年数据），因此有许多弱势的寡妇和孤儿。 

 

认识其中一位客户养鸡人：恩通比福蒂嫁给了木法努克那，他们有三

个孩子，西布西索（9 岁），堂比恩柯西（8 岁）和穆尔（3 岁）。她

的丈夫是瓦工，但收入不足以照顾整个家庭。他们还照顾恩通比福蒂

的三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孤儿，父母双亡。他们是穆法那（16 岁），

诺汤多（13 岁）和西撒那（13 岁）。恩通比福蒂说，情况往往很困难，

因为有时粮食吃光，他们只好祷告祈求神供应。她看到有机会通过养

鸡提高收入，还有人全程辅导，相信这就是神对她祷告的响应。 

 

 

目前，非洲行动已经在此合作关系中帮助斯威士兰创办了两家养鸡场。十一户家庭属于一个

合作社，十四户家庭属于另一个合作社。这些双层鸡舍能住下一千五百只鸡，建筑成本为伍

仟贰佰美元。如今，养鸡人能每三十五天一个周期生产八千只鸡。它们大多数在活禽市场上

售卖。目前的挑战是继续增加产量，把生产者与价值链下一个环节相连，即本地屠宰场（鸡

肉加工企业），也是非洲行动的一个合作企业。屠宰场

代表了每个像恩通比福蒂一样的个体养鸡人进入稳定市

场和价值的必须环节。 
   
 

屠宰场，泰马欣卡家禽加工与供货商（TPPS）成立于二

零零三年，是个人独资企业。它既加工活禽，又为本地

合约客户提供鸡肉。由于小型独立养鸡人的供应不稳定，

它曾被迫购买大供货商已经加工好的鸡肉提供给现有客

户。这削弱了它的竞争力，而小型养鸡人供货的边际利润更有吸引力。    

 

非洲行动支持的养鸡人能够生产稳定供货源，价格更有竞争力，而屠宰场能用这些产量完成

合同供货，二者形成明显的协力。然而，要吸收非洲行动的额外产能，屠宰场现任所有者奥

斯卡·泰马欣卡（Oscar TeMashinga）需要提高屠宰场生产能力，意味着这个中层市场企业需

要更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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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行动与屠宰场密切合作，帮助它获得投资资金，扩大加工规模，提高供货能力。屠宰场

主奥斯卡最初于二零零三年建立屠宰场时，服务小规模养鸡人。屠宰场有一条生产线，每周

能加工四千五百只鸡，有员工十七名。新近注入的资金使得奥斯卡能多增一栋建筑，内建第

二条生产线。生产能力翻一番，屠宰场的备用发电力和冷冻性能同时大量增加。于是，弱势

养鸡人能获得更稳定安全的市场和更多收入。此外，还有空间继续增加由非洲行动支持的弱

势养鸡人数目。养殖场也产生更多工作岗位和可持续收入。连接中层市场和金字塔基部达到

了双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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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 文章：进入全球池塘 

 

下文是一项额外资源，作者是道格・赛贝克，全球合作伙伴的创办人及总裁。 

 

这篇文章出现在棱镜杂志二零零九年十一、十二月刊上，如欲下载电子版本，请点击
www.esa-online.org/prism.  
 

进入全球池塘 

 一九七八年，我阅读了罗恩・赛德（Ron Sider）的《饥饿时代中的富裕基督徒》，当时的冲

击感直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我当时农业企业研究生毕业，踌躇满志，期盼成为一名成功富

裕的基督徒。我在一家大型农业企业找到一份很好的咨询工作，在那里我对土壤肥力和水源

管理有了更多科学理解。然后，神打了一个曲线球，呼召我去孟加拉国帮助穷人中的穷人种

植求生。 
 

一九七八年的孟加拉国国简直是一场灾难。除了其它问题，它几乎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公

民食不果腹。它依赖大量的外国援助。每一种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生命质量指标，它的得分

都居于最低值。 
 

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贫困的孟加拉国农民非常有才干。他们只要在干旱季节获得杂交种子、

肥料和水，就能在狭小的土地上每年收获三茬庄稼。他们的大米产量足以和日本、美国的农

夫媲美。 
 

俗话说：「授人以鱼，他能吃一天；授人以渔，他能吃一辈子」，但我开始反思这句话。我

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人早已知道如何捕鱼，他们只是没有途径「进入池塘」！他

们知道怎样种田，可是七个人只有半亩地！ 
 

今天，孟加拉国已经实现粮食自足，农产品产量已经稳定。我多年以前服务过的农民，许多

在经营小型企业或轻工业。 
 

什么促使了这些变化？根据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办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的

观点，孟加拉国取得的进展来自于一系列组合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更好的医疗、更多教育

机会、以及外国发展援助。通过所有这些因素，孟加拉国人民有更多机会进入国内的「池塘」。 
 

在参与国际发展工作三十一年后，我比以前更加坚定的相信：穷人所需要的，是与我们享有

同样的机会。穷人要获得真正的经济自由，必须能够进入国际及国内的「池塘」。 
 

尤努斯在著作《创造没有贫穷的世界》中呼吁孟加拉国服装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一项数据

尤其引人注目：二零零六年，孟加拉国只出口三十三亿美元商品到美国，就付出高达五亿美

元关税；而英国出口到美国五百四十亿美元商品，也才支付同等税额。尤努斯认为，如若实

施免关税政策，那么孟加拉国出口将在五年内翻番，此过程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非洲国家也发出类似的声音。在八月召开的柳溪领袖峰会上，乌干达非洲优质咖啡有限公司

的创办人安德鲁·鲁加西拉（Andrew Rugasira）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呼吁北美人士将非洲人看

http://www.esa-online.org/p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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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贸易伙伴，而非接受援助的人。他说：「你看到非洲有九亿穷人，我们看到了九亿创业家。

你们中间几个人能想出怎样一块五美元过一天，同时照顾好家人？我们希望与你们合作。」 
 

在风云突变的八零九零年代，我的好友加德·比列特（Gad Bilete）同我在乌干达一起工作。在

一九九二年的一场会议上，他给我留下了这个挑战：「道格，请你作为我们的大使回国，告

诉你们的领导人，我们想要贸易，而非援助。我们想要建立平等关系。」这是我们最后的谈

话，因为在那年，加德被乌干达北部的叛军杀害。 
 

本地人对进入全球「池塘」的呼声高涨，促使我和家人在旅居海外十八年之后返美。他们对

本国的异象，促使我成立了全球合作伙伴，一个鼓励、装备、连接商人的商业事工。它发展

企业，创造持续的岗位，转化每个参与者的生命。过去一年里，我们在二十个国家的商业合

作关系创造并维持了两万三千个工作岗位，为一千八百八十五个小型企业提供了二百二十万

美元贷款。 
 

对于穷人希望进入全球「池塘」的呼吁，你可以如何响应？ 
 

一个办法是倡导全世界的自由公平贸易。美国参议院（S1524）和众议院（HR2139）都在考

虑提高外援效率的法案。通过世界之粮网站（bread.org），你可以给参议员或众议员发送信

件，督促他们通过法案。你还可以倡导深化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AGOA），使其成为美国与

非洲完全自由贸易的协议。 
 

其它响应包括，前往一个发展中国家，了解贫困与发展，与当地创业家建立关系，提供一笔

小额贷款，以及加入一个专注穷人发展的商业团体。 
 

尤努斯、鲁加西拉、比列特和全球不计其数的其他伙伴，都是与我们同等的人，他们吁求和

我们美国人享有同等的经济自由。把吁求变为现实或许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

造我们的神是有创业精神的神，他只是想到，就把它变成现实。神的异象是广阔的，因此我

们的异象也要扩张。让我们从与非洲、孟加拉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同行开始，一起呼吁让穷

人享有同等权利进入全球的「池塘」。 
 

道格·赛贝克是全球合作伙伴的执行总裁，也是《我的企业，我的事工》合着人（活信，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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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 文章：重新确定营商事工运动的焦点 

 

重新确定营商事工运动的焦点 
罗伯特·特里布肯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 
 

营商事工运动正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工具和转化生命的途径浮现出来。不过，围绕着营商事

工的意义与实施，有很多互相冲突的看法。我认为，营商事工要发挥全部扶贫潜力，从业者

就要重新确认营商本身的道德与创造性价值，坦然地把营商本身放在发展过程的核心位置。 
 

澄清一下，当我说到营商时，我是指生产、提供产品与服务，以致它们可以在市场中与别人

交换而获得利润的创造性过程。这与别的活动有很大不同，比如说，利用政治或政府家族势

力控制资源、获得补助，或利用社会压迫保持自己的经济优越地位。我是指有创造性的营商

行为，它结合了民主价值观与利伯维尔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经济发展能帮助人类脱

离贫困，更全面的发展，运用各自的特别恩赐。从这个意义上讲，营商内在也是一种小区建

设过程；营商效率的基础通常是高度合作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围绕共同利益

建立的人类小区。从最好的方面说，营商事工运动反映了营商行为的创造性。我担心，过多

讨论营商事工会弱化甚至消除这一重要方面。营商事工讨论的许多话题，包括小区发展、多

重底线、植堂等，都有其价值。  
 

但是，营商事工从业者需要记住，营商事业能够促进创造经济价值，具体来说，优质产品和

服务的营利性创造与交换，对消除贫困、解放穷人具有独一无二的贡献。 
 

有些时候，我们的语言似乎在说，营商只有在提供外在益处的情况下，才是道德的、神学正

确的。它要支持小区或教会项目，支持宣教，或者展现基门徒文文训练的平台。当然，这些

益处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驳斥下面这个观点：即营商事业生产优质产品和服务缺乏

神学价值和人类价值，除非它具有以上那些外在益处。 
 

这个观点不只局限于经济学领域。我认为，人们要繁荣昌盛，就需要有机会运用恩赐，创造

价值，自由地与他人交换，以利双方。对待营商事工的正确态度包含：尊重穷人的人类性，

把他们当做客户、供货商与合作伙伴，好过把他们当做被动的慈善接受人或我们的转化工作

对象。 
 

这并不是说慈善不重要。想一想需要三美元为病儿购买疟疾药的贫困母亲，想一想没有援助

就无法上学的儿童，想一想那些缺乏医疗和牙齿护理的偏远村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需求，

我们当然应该伸出援手。 
 

但是，慈善不能消除贫困──只有创造性营商事业驱动本土经济发展，在合宜的道德、文化

和法律框架内经营，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穷人的缘故，我们需要将其牢记。 
 

罗伯特·特里布肯是一个加州企业主，也是全球合作伙伴的董事会成员。他还创办了信仰与企

业中心（www.faithandenterprise.org）。 
 

http://www.faithandenterpri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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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 全球合作伙伴调查 
 

全球合作伙伴二零二零客户异象调查 
 

背景 

作为长期规划的一部份，全球合作伙伴于二零一

二年十月向全球二十个国家的九十九名本地商业

团体领袖发送了一项网络客户调查（他们位置在

非洲、亚洲、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他

们的全球辅导员及合作伙伴。大家协调一致，为

了「营商事工消除世界贫困」的异象共同努力）。

我们共收到四十八份回复（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回复率）。调查专门为了拉美企业领袖翻译成

他们的语言，另一些团队通过访谈和团队对话给予了回应。下面是调查发现、关键词云（如

下图，文本分析、字数统计或回复的视觉呈现）、表格和叙述性响应的概要。虽然许多问题

是针对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两个特别的问题显明了接受服务的机构与企业客户在营商扶贫过

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障碍／挑战 
 

你的机构完成二零二零年目标会有什么障碍或挑战（在业务增长、扶贫和转化方面）？ 
 

响应分为下面几类（出现次数在括号中） 

财务挑战、获取资金（17） 

本地经济挑战、政府规章（14） 

领袖／内部系统（10） 

暴动／政治不稳定（10） 

合作关系／参与挑战（9） 

技能／心态（8） 

全球／区域自然灾害／疾病（6） 

基础设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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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面临的挑战／障碍  

关于你所在合作伙伴分支机构服务的企业客户，你预见它们达到二零二零年目标最大的挑战

或障碍是什么？ 

 

理念市场 
 

在二零一三年全球合作伙伴市场革命之前，二零二零异象团队通过调查 GBA 和 LBA 客户，收

集了投入、目标和洞见。通过大会的理念市场，我们有意寻求那些不了解全球合作伙伴的人

（潜在客户）参与反馈。 
 

通过客户调查与理念市场，我们给目前及潜在客户机会回答五个问题，它们有关于趋势、目

标、障碍、信仰及全球合作伙伴在二零二零年「通过营商事工消除世界贫困」中扮演的角色。 
 

下面是我们从理念市场获得的反馈概要。如需完整的反馈内容，请联系罗克珊

（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1.哪些趋势或驱动力将对二零二零年「营商事工终结世界贫困」产生影响？ 

 世界观：「不去教会的人内心不平安，以致在自身之外寻找意义，并看到营商事工给邻

居、朋友和家人带来了外在改变。」 

 营商：工作岗位、网络、创意融资、本地利润等 

mailto:roxanned@partnersworldwi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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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因素：本地／国际政府、教育与科技。 

 信仰与教会：教会／基督徒的参与、信徒的合一、以基督为中心。 

 

2. 你为了实现二零二零年「营商事工终结世界贫困」有哪些目标？ 

 指标／量化：具体跟踪新增岗位。 

 企业：加入、启动或发展创造新岗位、促进营商事工的企业。 

 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关系连接个体、分支与企业。  

 信仰与教会：「教会成员在市场中进行教会服侍。」 
 

3.  实现二零二零年计划的最大障碍或挑战是什么？ 

 个人：健康、财务、恐惧、缺乏知识／自信等。  

 关系：合一、沟通、缺乏焦点、没招到合适员工。 

 外部因素：获得资金、政府、腐败、援助／慈善。 

 合作关系：「全球合作伙伴能持续提供人们需要的岗位。」 
 

4.  如何在二零二零年「营商事工终结世界贫困」中活出信仰？ 

 营商事工：「到二零二零年，没有人会谈论营商事工。它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基线。」 

 商业模式：商业模式中的品格与以基督为中心。 

 小区：信仰、耐心、爱心、仆人式领袖。 

 以基督为中心：「福音本土化。」 
 

5.  全球合作伙伴怎样才能对二零二零年「营商事工终结世界贫困」做出最大贡献？ 

 教会：教会合作伙伴、跨宗派。 

 正确的人选：员工、GBA、创业家、年轻人、网络。 

 模式：辅导、培训、网络、获得资金、中小型企业。 

 转化：「成为改革与转化的平台。与受益人一同商讨，提供实际而现实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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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异象理念市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询问二零一二年市场革命与会者目前在哪里运作

（黄色标签），为了达成二零二零年「营商事工终结世界贫困」希望在哪些区域运作（红色

卷标）。即使从这个小样本练习出发，也能清晰看出，通过以信仰为基础的营商事工消除贫

困活动范围、机遇和异象都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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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 强弱机危分析 
 

强弱机危分析：营商事工与金字塔基部 
 

下面是「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简明强弱机危分析结果的框架与概要；本分析由迈茨・图内

哈格与罗克珊・德格拉夫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芝加哥举办的全球合作伙伴市场革命突破工作

坊催化，当时有四十五名参与者。 
 
 

强势 

（内部） 

列举你所在机构、企业或活动进行「金字

塔基部营商事工」的强势 
 

问题举例 

你认为哪些属于你们的强势？ 

哪些资源使你们成功？ 

哪些产品或服务独一无二或比别人更好？ 

等等…… 

弱势 

（内部） 

列举你所在机构、企业或活动进行「金字塔

基部营商事工」的弱势 
 

问题举例 

你认为哪些属于你们的弱势？ 

哪些方面可以改进或改变？ 

哪些机构因素阻碍了你们成功？ 

等等…… 

机遇 

（外部） 

进行「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的机遇 
 

问题举例 

你在本国发现哪些良好机遇？ 

你发现哪些有潜力的趋势？ 

你发现教会、基督教机构和商人进行「金

字塔基部营商事工」有哪些缺口？ 

等等…… 

危险 

（外部） 

进行「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的危险 
 

问题举例 

「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在你们的国家面临

哪些障碍？ 

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障碍？ 

你能发现哪些消极趋势？ 

等等…… 

           强弱机危分析指引：
http://www.cps.ca.gov/workforceplanning/documents/WorksheetEffectiveSWOTMeetings.pdf  
 

 

强势 

人﹣领袖﹣异象  技能、道德、技术  网络  

致力于人力资本  工作伦理  网络精神  

个人专长/技能发展  行业专长  南半球的教会部网络  

多样性（人员）、多国人士  技术连接 已经建立的关系  

坚定的国家领导  教育普及 财务资源：  

强有力的领导  产品-市场-商业模式  融资  

可用的劳动力  产品性价比高 资金来源（可持续）  

http://www.cps.ca.gov/workforceplanning/documents/WorksheetEffectiveSWOTMeeting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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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激情  产品有市场  其他：  

意识（对「金字塔基部营商事工」的意识）  金字塔基部价值增加  从内而外  

 销售系统  可获得  

 悉心关注的商业模式  自然资源  

 

 
 

 

弱势  

跨文化差距／沟通  技能、经验  使命异象（缺乏）  融资  

沟通问题：内部沟通  厌恶问责  价值主张／价值创造  融资  

所有权／异象  不了解世界市场  坚持真正的使命  其他：  

花时间进行文化培训  营销技巧  所有权／异象  过于分散  

只懂得一种语言  盲点  缺乏正当性（缺乏真正的商

业意图和焦点）  

 

 把技能传递给下一代  偏离使命   

机遇 
全球化的市场和通讯 商业／事工和贫困观的变动  新技术和新兴业务模式  模式的成本效率  

扁平化的世界  在慈善之外  重新利用废物  可利用的天然资源  

全球化，进入市场  范式变革：营商事工教育  发现现有技术／连接新

兴技术  

劳动力成本低  

旅游行业  营商事工运动成长  合作伙伴／青年参与：大

学  

金字塔基部需要工作岗位  

10/40 窗口／企业进入市

场 

消费者寻找企业社会责任

（CSR）  

 依托本地市场  

非洲的增长  人们追求个人参与   依托现有教堂结构／关系  

 神学与实践的结果   增值的加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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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有合作潜力。 
 金字塔基部的效率。 
 当地模式的现实状况（印度目前的现实状况）──挑战仍存，限制影响力与利润；需要

查看真正的成功模式。 
 教会对营商事工的看法依然是个挑战。 
 信仰语言的文化差异仍然存在，依然是跨文化商业合作关系及工作的主要挑战。 
 商业机遇中的年轻人对教会、小区发展和其他年轻人都有影响力。 

 

 

危险  
金融／资本  文化／世界观  文化、世界观续  商业环境／公民制度  

资本密集  缺乏北美的耐心  分裂：神圣与世俗  知识产权  

缺乏营运资金  世界观的差异（2）  逃避风险（2）  腐败的政府  

资金消亡  优越感／民族中心主义（2）   许可、法律障碍  

业成本  对腐败／一己之利的看法  商业模式与市场  政府法规  

竞争  用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扩展性能低 宗教、政府反对  

全球经济：竞争  工作伦理的文化差异  逃避风险（2）  薄弱的基础设施  

不公平竞争  金融伦理的冲突   暴力、缺乏法治  

盘踞市场  沟通失当  资源（人力、物力）   

 断开的感觉：金字塔基部人员  燃料短缺   

 绝望  人才流失  其他：  

 习惯性的依赖  工人缺乏技术 天气、气候  

 非政府组织的盈余  技能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