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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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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本報告能夠成為 
其他創變者的工具，讓其他人
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及方法，
以展示目標爲本的工作，並突出
當中的陷阱及經驗教訓。 

1. 他們的慈善之旅以及多年來贈予方式的演變

2. 他們對慈善生態系統的獨特貢獻與方法 

3. 他們的經驗分享和建議 

報告重點介紹的創變者包括： 

 ȷ 陳恩怡女士—RS Group (香港)

 ȷ Gavin Vongkusolki—Mitr Phol Group (泰國)

 ȷ 連宗誠先生—亞洲慈善協會 (新加坡)

 ȷ 曹慰萱醫生—曹氏基金會 (新加坡)

 ȷ Noni Purmono—Bluebird Peduli (印尼)

本報告深入探討亞洲慈善事業的新興趨勢，從5位傑出捐助者的歷程重新定義了目標導向的意義。 
這些來自香港、印尼、泰國及新加坡的事例詳述了以下內容：

雖然每趟慈善之旅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捐助者經常會遇到類似的問題，例如：
(i) 就解決現有及新問題時的獨特角色、(ii) 如何利用手頭上的資源做更多事情、以及  
(iii) 如何與其他擁有類似目標的人聯手合作，同時引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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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 
策略性慈善趨勢

亞洲的富豪不再滿足於單純劃分他們在投資組合和慈善事業的資金。相反，他們熱衷於
在其資產（包括其業務）中應用社會影響透視法。事實上，RBC財富管理調查顯示，81%
亞洲高淨值人士認為他們現在有更多機會解決社會問題，包括通過投資。3 本報告中介
紹的慈善家在其實務中亦證明了這些趨勢。

隨著未來幾年亞太地區財富轉移量的增加，新一代富豪將會發現自己在決策中處於一
個關鍵的位置。在前人奠定的財富、影響力、人際關係及經驗的基礎上，新世代的慈善
家正在尋求進一步加強慈善事業的影響力。新世代的慈善家往往更喜歡催化性及策略
性的捐贈方式。在捐款的同時，他們還利用社會投資工具來解決系統性問題，希望透過
各式各樣的方法能夠帶來更深遠、更持久的影響。4

1  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2881/global-population-by-continent/ 
2 萊坊，2021年，「亞太地區仍然是財富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預計到2025年超高淨值人士共有168,567名」
3 RBC 財富管理，2018年，「亞洲慈善事業的變革面貌」
4 AVPN, 2019, 「社會投資景觀：印度」

亞洲擁有超過45億人口，是世界上大多數人口的家園。1 近年來，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大家
越來越關注重大的全球及地方挑戰。疫情加劇了先前存在的不平等，該地區內的國家現
在首要考慮氣候變化、性別不平等、醫療保健不平等及貧困等問題。在此背景下，亞洲
慈善事業的景觀不斷演變。社會投資者也在引領潮流，帶來全新的視野及優先事項。

即使需求增加，亞洲也越來越富裕。未來5年2，超高淨值人士（UHNWI）的人數預計將
會增加38%；而在未來5至7年，約35%的財富將會轉移到千禧一代手中。

亞洲慈善事業現在處於新的階段，正是希望以創新、
協作及可持續的方式去滿足日增的需求。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2881/global-population-by-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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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影響力的工具的數量顯著增加外，慈善家亦認識到合作的必要性。這一部
分可歸功於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等全球框架，這些框架為當地的不同需
求提供共同語言，使世界各地的慈善家能夠意識到他們正為實現整體共同目標而
共同努力。在整套生態系統中，家族基金、企業基金、家族辦公室、影響力基金、
中介機構及影響力組織共同合作，攜手努力實現他們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影響。
這在後COVID-19時代尤其真實及明顯，而2020年正是年內建立的合作組織數量
最多的一年。5 

5 釋放慈善合作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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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見解 

在剖析慈善家的旅程時發現了一些共同點，而這些慈善事業均以宗旨為導向。我們希望這些
見解能夠在其他創變者踏上自己的慈善之旅時有所幫助：

1. 共同創造具長期影響力的解決方案

慈善家越來越感興趣去參與社會解決方案的設計與構建。由慈善家充當遙距的資助
者，並只停留於只提供資金的角色，已不再是主流；相反新世代熱衷於捲起袖子與他
們支持的非牟利組織及慈善機構一起工作。他們還留意到非牟利組織及慈善機構往
往具有領域的專業知識，應該在會議上被視為平等的合作夥伴。因此，慈善家期望賦
予受援組織能力，共同設計解決方案，不僅在項目的生命週期內產生影響力，更期望
長遠、可持續的延續下去。

除了資助之外，創變者還希望通過他們的業務來做到這一點。時至今天，業務的營運
與社會及環境的影響已不可分割。大眾越來越意識到，跨界的參與和合作對於解決
氣候變化及COVID-19大流行等複雜的全球挑戰尤爲必要。因此，近年方法、框架和工
具的數量激增，例如社會責任投資、企業的環境、社會與治理(ESG)指標以及綠色債
券等。慈善家也不再只拘泥於單一的慈善模式—無論是資助、支持社會企業或影響
力投資，他們都能游刃有餘，針對不同的問題和背景採用不同的模型。新世代在行善
的方式上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他們正在重新定義慈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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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越金錢捐贈

傳統上，慈善事業以金錢捐贈為重心，但新世代慈善家的眼光已超越了捐錢。他們
越來越多利用其專業知識及人際關係來開發其社會資本。很多慈善家成功經營企
業，且擁有特定的寶貴技能，或在政府中擔任具影響力的角色。透過與非牟利組織
及慈善機構分享其技能及策略建議，他們可進一步支持關心的議題，並使受援組
織能夠蓬勃發展並發揚光大。

同時，慈善家往往能夠與其他具影響力的領袖建立廣泛的人際關係，可以聯絡到生
態系統中合適的參與者。藉此，他們能為正解決類似問題的持份者提供支持，加強
社會各界的協調及知識共享，還能夠將受助組織與無償的專業服務及能力建設組
織、顧問或政府官員聯繫起來，提升慈善家在資金支持以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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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生態系統的視角

我們要解決社會及經濟挑戰的根本原因，而不只是舒緩一些表面的現象。比如爲 
慈善家或許不會直接向飽受飢餓困擾的低收入家庭捐贈食物，而是首先發掘出
導致糧食短缺的原因，然後再從根本解決問題。雖然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仍然鼓
勵捐助者提供物資以解決自然災害或應對緊急情況導致的緊迫需求；但我們越
來越相信長遠來說，系統層面的變革應對挑戰往往更為有效。

這種途徑需要改變根本的生態系統。為了使影響方法成為主流或影響政策制
訂，我們首先需要為新解決方案的孵化推廣及創造有利的環境，例如提供知識
共享、人才發展及交易渠道的機會。慈善家意識到單靠自己很難實現生態系統
的改變，因此他們共同努力進行倡議、匯集資金、參與研究與分析，並改善部門
之間的協調。

4. 應對不斷變化的當地需求及更廣泛的生態系統的發展

高效的慈善家會與當地社區接觸，了解氣候災害或流行病等宏觀變化如何影響 
他們試圖改善的社區，以跟上社會瞬息萬變的變化及發展。

爲了確保慈善資源能夠被靈活調配以應對變幻莫測的實況，並實現最大的影響力，
建立健全的持續學習系統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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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駕馭慈善事業的風險偏好以產生全新解決方案

捐助者日益趨於將慈善資金用作風險資本，為現有問題建立全新的解決方案。慈善
家比大多數人有更大的自由度來資助高風險、跳脫的想法，以期創建出通用的解決
方案，從而產生變革性的影響。一項創新的融資解決方案就是社會影響債券(SIB)，
由資助者與公私營部門合作夥伴共同設計成果指標，並就衡量影響的框架達成一
致。雖然公共部門旨在為基本服務提供資金及滿足基本需求，但有一些社會挑戰是
長期存在的。慈善家可以就此發揮關鍵的作用，通過提供風險資本與公、私營機關
及社會部門一起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解決方案經測試後，就可以將其推廣至其他
部門以擴大規模及取得穩定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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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恩怡女士 
RS Group創始人兼主席
 ȷ 國家：香港

 ȷ 陳恩怡女士是RS Group的創始人兼主席。

 ȷ RS Group總部位於香港，就財務及「財務以外」的回報進行投資，以彌補非牟利與 
營利世界之間的差距。

 ȷ RS Group尋求通過使用社會投資領域（從公共股權、直接債務與股權到影響力投資
及策略性慈善事業）的工具，盡力提高其管理資本的總體績效，從而最大限度地提
高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績效。

 ȷ RS Group發起了可持續金融倡議(SFi)，其使命是要動員私人資本以產生積極影響，
並作為投資者及其他持份者聯繫、學習及採取集體行動的召集平台。

最好的慈善事業就是要對創變作出全職的承諾

陳女士投身慈善事業的主要驅動力就是想像她將為孩子們留下的世界。「我從事 
[慈善事業] 的部分原因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說：『當你還有機會做的時候，你為什麼
不為這些問題做點事？』我希望我們能後回答自己已經盡力而為了。」

對於陳女士來說，成為高效的慈善家是一項全職的承諾。做好慈善事業不僅意味著
對外導向資源，還要改變自己的生活，使她的行動與思想保持一致。陳女士認為在 
日常消費及投資決策中考慮到影響是很重要的。她不斷完善她的慈善工作，以提高 
其效能。這個過程需要深度學習、自我反省及思維創新。陳女士視捐贈為解決一些 
社會最緊迫問題的途徑—她總是抱著分秒必爭的心態去做。

為了解決這個時代最棘手、最具挑戰性且最複雜的問題，陳女士認為慈善事業需要
的不僅是開張支票。她意識到，如果不與更廣泛的社會變化相結合，即使是坐擁大 
量資源，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我認為所有人都必需成為名義上的慈善家。這不僅是為了愛你的人類同胞，也是為 
 了愛護大自然及愛護我們的地球家園。因為 [氣候變化] 帶來的影響，這將會影響到
我們所有人。」

制定全面的影響方針

在陳女士的慈善之旅開始時，她想利用自己的資源，以積極創造改變；但她不知道做
法。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已經在家族辦公室工作了10年，當她繼承了遺產，她就開始尋
找新的捐贈方式。與一般人無異，她最熟悉的是捐助金錢，而她的想法就是通過傳統

案例研究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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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善渠道調配大部分資源。在2009年，她第一次作慈善捐贈，捐贈總額達數百萬美
元。在這段經歷中，她得到了不少慈善事業相關的寶貴經驗，例如怎樣將撥款項目排優
次，以及監督項目的進展。當她繼續尋找善用遺產的最佳做法時，家族辦公室的主管向
她介紹了社會責任投資的理念。最初，她認為影響力投資或者是暫時管理其資產的好方
法，直到她可以將資產分配給慈善項目。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她開始多加閱讀並參加會
議，以了解更多關於影響力投資的理念。她期望影響力投資可以成為創變策略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當她創立RS Group時，她的目標是創建一個「全面影響的投資組合」，讓整個投資組合
都能發揮作用。全組合管理旨在使用來自整個資本連體的各項投資工具，以最大限度提
高其所管理資本的績效，例如公共股權、直接債務與股權、影響力投資及策略性慈善事
業，以實現社會、經濟及環境的績效。

為了支持整個投資為善的目標，RS Group亦發展出「混合價值」的概念，指出「價值 
創造不是一道創造經濟回報或社會影響『非此即彼』的命題。相反，價值是整體的— 
機構既有經濟及社會方面的表現；同時通過擴展，資本不僅與慈善或市場利率相關， 
而是與他們密不可分、息息相關的。」

自成立以來，RS Group不僅尋求將影響力作為陳女士投資策略的主軸，而且通過提供
教育、投資機會及思想領導力來鼓勵其他人仿效。全組合管理使RS Group能夠通過鼓
勵投資者創造及催化變革。陳女士認為影響力投資工具可以讓創變者加倍提高資源的
效能。她說：「如果你能改變投資者的投資方式，那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力量。」

然而，在某些問題上，她仍然認為傳統的資助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儘管RS Group與其影
響力投資關係越來越密切；但集團仍舊保持著捐款這個做法及專門用於純粹捐款的預
算。例如，RS Group曾向多個在香港倡導氣候變化的組織捐款。由於氣候變化的緊迫
性，RS Group使用多種資金（包括捐款及投資）來解決不同方面的問題。

對陳女士來說，捐款及影響力投資之間的區別更像是頻譜，而不是截然不同的分類。 
在理想情況下，每家企業都將社會及環境影響力納入其核心策略。她說：「各自爲政的局
面開始瓦解，因為倡導可持續投資背後的動機是出於慈善目的。通過開發以責任為本
的投資生態圈，我們嘗試讓 [投資] 世界朝著 [全面影響] 的方向發展。」

填補空白—採取有條不紊的方法來產生影響力

雖然很多人認為慈善事業是由情感驅動的，但陳女士認為這是一項理性的承擔。她認為
最好的慈善事業不僅是基於興趣及熱情，而是以知識為基礎。在她自己的工作中，她使
用這種心態來決定她的捐贈形式，以及產生最大的影響力。「不要只看你想做的事，而
是要看事實，看看差距在哪裏以及看看世界的需要。如果沒有其他人做，那就顯然需要
填補這片空白。」

例如，陳女士的慈善事業之所以專注於可持續性是基於她看到大部分慈善資金只用於
社會問題，而只有一小部分是用於環境問題。她說：「大約95%的慈善資金都是用於解
決以人為本的問題，只有大約5%用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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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定要解決哪些差距時，陳女士著重於能使她及她的團隊帶來特定的額外價值的倡議，
或能夠以具影響力的方式填補利基市場。例如，RS Group關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農村社區
沒有土地權。雖然土地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機會；但整體來爲，這也為改善當地社區的生計這 
個目標提供了具體途徑。可持續性農業受益於土地權的保障，成爲緩解氣候變化的關鍵因素。

「擁有方向感十分重要。與其只關注今天我是否幫助了某人，或者我今天是否讓某人的生活
變得更好，我可以運用手段和能力做更多的事情，朝著終點或目標前進。不管是否可以實現，
這都沒關係，關鍵的是要你要有前進的方向。」

我嘗試找到我的
興趣與實際需求
相交的地方。



新世代創變者 15

轉移生態系統的方法

除了鼓勵投資者考慮其資本的影響外，陳女士認為企業應將其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影
響納入策略。為了鼓勵更多致力於產生社會及經濟回報的組織的誕生，RS Group開
始向香港的種子社企提供捐款。公司希望為早期發展的社企提供更有系統的支持，
達致改變商業格局的願景。然而，從2016年左右開始，RS Group注意到其他機構， 
包括政府在內，開始填補這個缺口，它就將其重點轉移到建立影響力投資的生態系
統上，使其資本成爲催化劑。

雖然全組合管理有助於了解單一機構或投資者的全面影響，但陳女士亦十分看重其
生態圈。除了進行她自身的影響力投資外，陳女士還努力轉向開發一個生態系統，以
鼓勵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情。她創立了可持續金融倡議(SFi)，其使命是要動員私人資本
以產生正面影響。SFi還充當知識及召集平台，以促進學習和協作。通過SFi，陳女士
能夠調動特定投資，支持更廣泛的生態系統轉型。

隨著RS Group將目標擴大至支持自然財富的解決方案，這個開創性的軌跡仍在延續。
例如在2019年，RS Group推出了自然財富倡議(NCI)，提供並吸引資本，支持以自然為
基礎的創新投資解決方案，以評估、保護及恢復世界的自然資產。NCI亦正在擴大自
然資本的定義，不僅包括土地、土壤及空氣等自然資產，還包括可持續的及以保護為
基礎的商業模式。此外，NCI正在為自然創投建設師(NVB)打下基礎，為亞洲企業家
提供種子資金，以幫助填補全球生物多樣性融資的空白。2022年，RS Group進一步
展示了其對這問題的承諾，與Convergence Blended Finance合作為亞洲自然財富項目
開啟了融資窗口。

整趟旅程領會到的得著

陳女士擁有超過15年的經驗，在創造影響力方面曾經面對相當多的挑戰。憑藉這些寶貴
的經驗，她牢牢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經驗。

1.  在準備與緊迫性之間找到平衡點。「特別是在氣候變化方面，緊迫感還沒有完全滲透
到社會中，我們剩下的的時間不多了。我們需要保持冷靜並找出方法，但我們知道這
一切都應該在昨天發生的。」

2.  領導與賦權。「當你帶領團隊時，負責人需要提供驅動力，並給予員工進步的空間。 
不然團隊就很難知道他們能走多遠，能冒多大的風險，能有多大的膽量。」

3.  記住，受助者是專家。「多年來，我們從受助者夥伴那裡學到了很多。我總是提醒自
己，這些人是我們所關注問題的專家，他們是做繁重工作的人。作為資助者，我們有 
更多時間著眼於大局，這可以幫助個人受助者更清楚看到自己及其工作的價值。」

4.  分享你的知識。「如果有人已經做好功課，就好好利用他們的知識。如果你有能力進
行研究，並自行創建知識，請分享！別給自己留著。」

5.  大膽一點。「慈善事業承擔風險及靈活應變的能力非常獨特。做事時大膽一點。如果
你已為慈善事業預留資源，花掉它，捐贈它，投資於人，無論是受贈者夥伴，還是你的
團隊。三個臭皮匠總勝過一個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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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影響力的工作不僅是回饋其他人—而是回饋支持你的社區

Gavin Vongkusolkit出身於移民家庭。當他的曾祖母從中國移民到泰國時，家裡手頭拮
据，家族一直在探索各種謀生方式。兩代人後，Vongkusolkit家族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
其中包括目前在10個國家開展業務的能源公司Banpu Public Company Limited，以及
亞洲最大的糖生產商Mitr Phol Sugar及泰國最大的生物能源生產商。

雖然Gavin和他的家人現在經營著多家成功的企業，但他們相信身邊社區的成功才是
促使他們自身持續成功的關鍵。Gavin清晰地看到泰國各地社會經濟機會的不均，他
的家族有意通過其社會影響力的工作（例如支持學校）及他們的業務營運來解決這
些不平等的現象，其目標是要提高泰國的平均生活質量。「作為商界領袖，我們有個
角色可以扮演—盡力幫助縮小這差距。」

通過投資在他們的員工身上、他們供應鏈的工作人員以及生活在他們所經營社區的
人民，家族就能回饋那些成就他們的人。「我們真的是白手起家……所以我們希望盡
力為幫助和支持我們的社區做出貢獻。」

最好的影響力策略不斷給予

Gavin相信創造可持續影響力的最好方法是將其深深融入其核心業務中。「轉型是有
系統地發生的—雖然削減我們的部分利潤，但是通過我們的商業模式，它從中可可
以產生很多好處。」例如，在2016年，Banpu在業務上進行了180度轉變，加強了對於

案例研究見解 

Gavin Vongkusolkit 
董事，Mitr Phol Group
 ȷ 國家：泰國

 ȷ Gavin出任Mitr Phol Group董事。

 ȷ 他亦是Glowfish的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Glowfish是泰國首個且最大的共用工作空間
之一。他還擔任Erawan Group董事，這是一家開發及經營豪華酒店、辦公樓和購物
中心的酒店企業。

 ȷ 他協助共同創立青年企業家商會(YEC)曼谷分會，並於2019年擔任第一屆主席。

 ȷ Vongkusolki家族還領導Banpu Public Company Limited，這是一家從事煤炭開採、 
電力及新能源業務的泰國企業；以及亞洲最大的糖生產商及泰國最大的生物能源
生產商Mitr Phol Sugar，持有乙醇、生物質、纖維板及造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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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及可再生能源的關注，目標是2025年前一半的收入會來自綠色能源。整家公
司改變了其營運系統、供應鍊及採購流程，進一步鞏固了其對可持續發展及公平供應鏈
實踐的承諾。同時，公司需要維護與社區、穩定性及員工忠誠度等息息相關的共同價值
觀。Gavin將所有這些考慮因素的平衡描述為一門藝術。

「我們不只是捐贈。作為家族，我們傾向於以一種有利於持續捐贈的形式爲善。這意味著我
們就所支持的任何事都會尋求延續性，無論是學校、基金會或我們自己的商業實踐，我
們往往不會離自己的社區太遠。」

另一家Vongkusolkit公司Mitr Phol也努力將可持續性納入其糖及生物能源生產的核心業
務中。Mitr Phol已實現碳中和狀態，也是泰國碳信用交易平台的一員。該平台與泰國溫 
室氣體管理組織（公共機構）（TGGMO）旗下的53個不同組織合作推出，旨在動員泰國 
 工業界使用替代能源。Mitr Phol還以更高的價格購買原糖，以防止燒毀農作物，從而為 
甘蔗生產騰出空間。這為研發部預留了大量預算，以繼續突破界限，直接或間接改善了 
為公司工作的600,000多名農民的工作條件、生產力及工資。傳統上這些工人構成泰國 
 一些最低收入的階層，因此影響甚深。

「我們關注社區，比如幫助將甘蔗引入我們工廠的農民，這樣我們就可以支持他們，並幫
助他們以幫助我們。我們沒有宏大的慈善心態。這只是回饋成就我們的人民。」

為了實現這些根深蒂固的大規模變革，Mitr Phol使用系統化的流程並審慎制訂公司結構，
以確保能利用可持續發展的新機遇。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團隊自上而下組成，公司主席直
接領導業務部門。可持續發展部門還與泰國政府合作，幫助確立整個泰國競爭優勢的 
方向，包括尋找綠色經濟及循環經濟的機會。「可持續發展就是如此根深蒂固，我們很 
難以其他方式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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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事對生意有好處

作為商人，Gavin發現從長遠來看，做好事即使具有短期成本，但對生意也有好處。 
當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時，Gavin在看到很多公司都在努力尋找能負擔的辦公室後，
便提出了創建共用工作空間的想法。在那不確定的時期，公司都在縮減規模並尋求
靈活性—這兩者都可以透過共用工作空間達致。他的目標是創建由企業家及初創
公司組成的社區，他們在開展業務時就擁有「現代化、千禧一代的心態」，並同樣致
力於提高社會影響力。在建立公司的過程中，他接受了所有生意。隨著時間的過去， 
Glowfish的業務發展起來，並提高了盈利率，公司已經能夠自覺地設計出基於共同價
值觀的社區。Gavin說，「這種心態一直都是要互相幫助。」

當COVID-19襲來時，這些價值觀很快就受到了考驗。各家企業經歷了疫情的巨變下
的不同影響。儘管很多企業在危機中遭受重創並難以負擔租金，但科技及媒體公司
等卻能在動盪中茁壯成長。為了讓Glowfish及其租戶維持生計，公司向陷入困境的企
業提供減租或免租，同時向蓬勃發展的企業收取更高的租金。策略奏效了—在很多
共用工作空間關閉的時候，Glowfish能夠繼續為其獲利的客戶提供共用工作空間，而
苦苦掙扎的租戶亦能夠因著租金下調而安然度過疫情。最後，強大的Glowfish社區是
確保企業長壽的因素。「為了保持競爭力，我們必須採取方法互相照顧。」

Gavin相信建立基於共同價值觀及支持社區的業務可帶來具體的績效。例如，在需要
時投資於他的客戶及社區，為更好的人才打開大門。「[使業務與價值觀保持一致]讓
我們更具競爭力—我可以吸引更好的人才。」這種宗旨導向的方式不僅降低了營銷
成本，亦帶來更好的業務績效。12年來，Glowfish無需在營銷上花費一分錢，就能通過
口碑實現長期客戶的聯繫及有機增長。

推動變革：政治、商業與反貪腐

Gavin認為社區支持可以幫助緩解他從國家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中看到的政治劇
變和動盪。他認為慈善事業不應被用作討好政權的手段，而應被用作解決潛在社會
不平等的根源。

「不穩定的原因是對不公平的感覺，不僅是財富分配不均，並且是權利及機會的不均。
我們可以扮演好角色，確保我們能盡力幫助縮小這個差距。」

對Vongkusolkit家族來說，進行慈善活動意味著同樣的道德承諾必須延伸到所有參與
領域，包括商業活動的發展。Gavin的父親Isara Vongkusolkit擔任改善公司治理的職
務，包括領導泰國商會，並以同樣的方式影響他人。「[他] 認真對待反腐敗之類的事
情，甚至到了損害公司業務的地步。」Gavin最終也加入了商會，他幫助成立了青年企
業家商會(YEC)曼谷分會，以培養下一代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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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業在危難中合作的意義

雖然Gavin傾向於透過可持續性的商業實踐直接產生影響，但他也參與了捐助活動。
當COVID-19蔓延到泰國時，Vongkusolkit家族也積極的出貢獻。由於他們家族與醫
療行業沒有直接的業務聯繫，因此他們無法像以往那樣通過公司捐款。相反，家族
坐下來討論了利用他們的業務做慈善的可能性。這就促使他們與Banpu和Mitr Phol
的領導層合作，籌集了10億TBH（2760萬美元）6 的捐款。「我們意識到這是當時所
需要的。由於我們沒有參與醫療行業，所以倘若要更迅速的部署，我們還真是有心
無力。」

然而，除了捐錢之外，Banpu及Mitr Phol還希望貢獻他們出獨特的私營部門技能。他
們共同努力，直接與泰國衛生部和其他持份者合作。他們保留了對於採購及資金分
配的控制權，確保資金能被有效和透明地運用。由於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努力的應
對危機，以及出於對腐敗及浪費公共資源的擔憂，公司認為不僅要提供資金，還要
幫忙協調及監督，這一點很重要。

像Vongkusolkits這樣的家族亦帶頭呼籲加強疫情下慈善資金調配的協商。根據 
Bridgespan的一份報告，2020年的協作計劃數量創歷史新高。展望未來，Gavin 
表示，明顯創變者會越來越願意利用他們的慈善資金，合作解決複雜的當地及全
球挑戰。

整趟旅程領會到的得著

1.  將可持續性及影響力納入核心業務策略。 
「影響力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當大公司有系統地打造影響力時，或許 
會產生很多轉變。」

2.  專注於社區。 
「通過提高我們業務的影響力，我們能夠進行構建，以提升整個社區。」

3.  盈利能力與影響力並不相互排斥。 
「專注於創辦既能做好事又能保持競爭力的公司。」

4.  提升對企業責任的期望。 
「當世界已不再想投資不潔淨能源，我們必需改變，否則我們將死去。」

5.  專注於以影響力創造競爭優勢。 
「當公司業務與價值觀保持一致時，我們就可以吸引到更好的人才。」

6  5億泰銖兌美元—泰銖兌美元，2022年4月8日

https://www.currencyconverterx.com/THB/USD/500000000


20

案例研究見解 

連宗誠先生 
亞洲慈善協會(APC)聯合創辦人兼創始行政總裁
 ȷ 國家：新加坡

 ȷ 連宗誠先生是亞洲慈善協會(APC)的聯合創辦人，這個會員平台供亞洲的慈善家共
同擴大其慈善事業的影響力。

 ȷ 連宗誠先生亦擔任連氏基金會及其人道主義部門—連氏援助組織(Lien AID)主席。
連氏基金會成立於1980年，以其在教育、養老和環境領域的前瞻性思維而聞名。

 ȷ 連宗誠先生出任新加坡管理大學連氏社會創新中心校董會成員。

將同理心轉化為參與

連宗誠先生的慈善之旅從小就開始了。他的天主教信仰驅使他跳出眼前的社交圈。
他在教會的導師幫助下了解到新加坡和周邊地區的巨大社會及經濟差異。連先生 
回憶道：「起初，你從自己的角度看待一切；但是當你開始建立同理心時，你就會開
始從別人的角度看待事情。」他質疑為什麼不同社區所獲得的機會竟是如此不平等。

「為什麼他們被剝奪了我所擁有的機會？這就是所謂的投胎彩票(lottery of birth)。」 
這促使他採取行動。「我的信念越來越堅定；但僅僅相遇及引起共鳴是不足夠的，你
還需要全身投入到工作中。」

這些經歷為他終生從事慈善事業及致力於帶來社會影響奠定基礎。連先生問自己，
他怎樣才能做一些新鮮事—真正的有所作為。他首先通過志願服務及籌款來應對
眼前的需求，即使在年輕時，他也會積極尋找方法以達成系統上的改變。在2002年，
他的慈善之旅一日千里，因為他受邀成為其家族基金會連氏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當
時，他的祖父是董事會主席，已達96歲高齡，其他成員亦大多70多歲。年輕以及有興
趣發揮積極影響力的成員都是董事會所需的活力來源。他談到自己受邀時說，「我被
徵召入伍，並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我的家人。」

連先生是一名理想主義者的縮影，這驅使他不僅要完成工作，還要把事情做好。他於
1991年加入公務員隊伍，這讓他有機會親眼目睹新加坡社區的社會及經濟需求。連先
生認為這是個成長、學習及積極求變的好地方。在接下來的14年裡，連先生在社區發
展部、財政部擔任過各項職位，並擔任新加坡議會的提名議員。連先生與公共部門及
民間社會合作的經驗促使他探索出更多幫助他人的方式，包括其家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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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解決社會問題

連先生認為擔任國家公務及為他的家人服務乃不同但錯綜複雜的工作。離開公共機
構後，他將自己的時間及技能用於發展非牟利機構。多年的公共服務工作讓他深刻
理解新加坡人面臨的社會及經濟問題，他相信民間社會在支持政府應對這些挑戰時
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2008年，他成為國家志願者與慈善中心（NVPC）的行政總裁。連先生認為新加坡
人經常把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推卸給政府。在他的領導下，NVPC發起不同的運動 
及計劃，以促進新加坡人在解決社會問題時發揮出更強大的主人翁意識，從而履行 
在新加坡發展奉獻文化的使命。這是首個將「慈善星期二」帶到新加坡的活動，這 
是一項鼓勵人們為公益事業貢獻時間、金錢或發言權的全球運動。NVPC還推出了
SGCares與其他主辦組織合作，提供義務工作機會。就這樣，NVPC提供了急需的平
台供人們做出貢獻，並彰顯出其緊迫性及流動性。

不久，連先生創立了亞洲首個社區基金會—新加坡社區基金會（CFS），以進一步推
動當地的慈善事業。這是由於他注意到當地財富的增幅與慈善活動的資源使用之間
的差異，以及慈善生態系統中浮現的明顯挑戰，他認為這些挑戰抑制了慈善捐款的
效益。他很清楚生態系統中缺乏能夠充分利用這些資源的基礎設施。例如，捐助者之
間缺乏協調，一方面是重複的慈善工作，另一方面是難以將正確的捐助者與機會匹配
起來。連先生認為他必須找到解決這種資源錯配的方法。

CFS為捐助者提供平台，讓他們發掘機會、參與策略性慈善事業、參與集成基金，並
與同路人一起結盟，通過為慈善家和政府創造機會，在應對頑固的社會挑戰時相得
益彰，甚或促進公共部門與慈善機構之間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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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創建一個讓 
客戶可以深度合作交流
的安全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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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方影響力到區域影響力

經過時間和巨大的努力，Laurence最終確信新加坡擁有足夠的資源及必要的結構來應
對當地問題。這正是他將其注意力轉移到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時候。Laurence看到各地
同樣出現缺乏協調的狀況，這是他在新加坡觀察到的，亦反映了在區域慈善生態系統
中，他知道有機會有所作為。「我們看到了系統是多麼的分散—大家都在提供自己的
資源，犯同樣的錯誤，做重複的程序，而不是大規模解決問題。與此同時，捐助人也有
很强烈的挫敗感，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做出足夠的改變。我們希望為決策人創造安全的
空間，讓他們聚在一起合作並深入研究。」

 一如以往，連宗誠先生將這些感知到的需求轉化為行動，於2015年創立了亞洲慈善協
會(APC)。APC是一個亞洲慈善家的會員平台，通過提供空間來分享需求和展示機會以
及確立更具策略性的解決方案，促進捐助者之間的互助，幫助協調活動。

連先生相信APC這個群體可以幫助成員解決因規模太大而難以獨自解決的系統性問題
（例如氣候變化）。在APC內部，一小群慈善家致力於減輕地區氣候變化的影響。連先
生認為這個議題也會受其他人的關注，但他們由於問題的規模太大而往往會猶豫不決。

「當政府發布報告及聲明，詳細說明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大量資源時（通常涉及數十億
美元），一些慈善家可能會想：『我能做什麼呢？即使我有幾百萬美元，與問題的規模
相比，這也只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

通過APC平台，連先生希望捐助者可以在與來自公私營領域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時找
到力量和靈感，從而克服應對全球性挑戰時方面的猶豫。通過實現更具策略性、協調
性的捐贈模式，APC旨在在釋放慈善資本並發揮其催化作用，從而帶來持久的變革。

整趟旅程領會到的得著

1.  讓同理心激發參與。 
「僅僅相遇及引起共鳴是不足夠的，你還需要全身投入到工作中。」

2.  採取行動—不需要等待完美的計劃。 
「根本沒有完美的藍圖，你應該邊做邊學。」

3.  持續學習。 
「如果你不知道從哪裡開始，那就從小額捐款開始，那麼你就可以學習了。」

4.  擁抱共同創造與創新的觀念。 
「傳統的捐贈通常不適用於新項目，我們會坐下來與合作夥伴共同創建新項目。」

5.  超越只提供財政資源的想法。 
「慈善家不僅有錢，我們還有人脈，有可以提供幫助及建議的人才。我們認識顧問 
及政府官員，可以善用這些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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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慰萱醫生 
曹氏家族辦公室主席
 ȷ 國家：新加坡

 ȷ 曹醫生是曹氏基金會主席及創始董事，基金會總部位於新加坡，但基金會的營運以區
域為導向，致力於在包容性社會中為老年人帶來福祉。除了其他董事會及委員會任命，
曹醫生亦出任亞洲家族企業協會(FBN)大使及前董事，這是致力於推動可持續商業實
踐的非牟利家族企業協會。她是新加坡萬邦集團家族成員。

 ȷ 曹醫生曾擔任多個多邊機構的技術顧問，例如世衛組織日內瓦辦事處的老齡化和生命
歷程部門、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SACP）以及ASEAN（東盟）秘書處。

 ȷ 曹醫生於2000年榮獲新加坡政府公共服務獎章(PBM)，2004年榮獲公共服務之星
(BBM)和2015年榮獲公共服務之星(Bar)、BBM(L)，以表彰她在老齡化領域的貢獻。

案例研究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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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人聚在一起為他人做善事

曹氏家族於1992年正式涉足慈善事業。曹醫生的祖母曹吳娛萱夫人在86歲高齡時決
定利用她家族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及資源來促進成功和積極的老齡化體驗。隨著曹氏
基金會的成立，她找到了方法讓慈善事業成為企業家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隨著父親年紀漸長，全家開始討論繼任計劃，曹醫生和她的兄弟姐妹們很快意識到，
管理家族的重要資產及慈善活動一點都不簡單。溝通方式與意見的差異或會阻礙家
族影響力的增長。儘管兄弟姐妹關係密切，而且大家總是很享受彼此的陪伴；但當面
臨共同決策的責任時，他們發現很難保持意見一致。「我們意識到我們甚至不知道
如何與彼此對話；我們所有人都習慣於唱獨腳戲。」

兄弟姐妹們決定迎難而上。他們邀請了一位來自倫敦的對話教練來促成一次家庭會
議。據曹醫生說，第一次會議「慘敗」，但他們堅持了下來。每季度他們都會跟對話教
練會面，隨後再與家庭治療師會面。他們會在對所有人都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舉行
會議。例如，曹醫生的建築師哥哥會邀請大家去意大利，他是當地羅馬美國學院的成
員，這樣他們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對工作的熱情和承諾。同樣，曹醫生曾經邀請全家
前往緬甸，她當時正在那裡參與項目。

這些會議每季度一次，持續了7年。「我們盡力促成會議，因為我們想一家人團結在一
起。我們擁有不同的技能，如果攜手合作，就可以做得更多。通過這些季度聚會，我
們學習到如何有效地溝通，並體現了我們對彼此以及對家族使命的承諾。」

從慈善事業到可持續發展的企業

曹醫生回憶起與她的家人一致決定：「我們個人不需要任何 [我們父親的]資產，因此
我們應該將所有家族資源用於公共利益及正面改變。」今天，他們所有家族成員都會
各自參與慈善活動，不管是就養老或者教育議題亦言；但家族也會集體參與，主要是
成立了全新的曹氏基金會。目前的曹氏基金會由他們的祖母創立，旨在通過以社區為
基礎的創新養老、培訓及教育、政策研究、合作與宣傳，積極改變老齡化的體驗。曹
醫生為她祖母的基金會擔任主席，但新的曹氏基金會主席的職責將由曹醫生和她的
兄弟姐妹輪流擔任。

除了慈善事業之外，家族還做了一項有深思熟慮的決定，就是去研究家族業務對環
境、社會及治理(ESG)的影響，以找出可以積極求變的其他工具。

多年來，家族不斷調整及改進其可持續發展的實踐方式。一項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學
習如何衡量影響力，並僱用合適的人才來支持這個目標。另一項里程碑是建立良好的
盡職調查流程。最困難的里程碑之一就是要放棄不符合他們理念的業務，尤其是在
有利可圖的時候。例如，儘管一些核心家族業務仍涉及航運及棕櫚油等碳密集型行
業，家族基金會仍會對採掘資產撤資。「我們渴望使我們的[業務組合]100%[與使命
一致]，但我們知道現在我們的比例約為20%。所以每年我們都渴望提高這個百分比，
讓我們的公司變得更好。這是一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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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曹氏家族正在繼續整合各家族成員的技能和興趣，以創造更大的影響力。
例如曹醫生是Heritas Capital投資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就負責管理私募股權、
風險投資及醫療保健、教育和技術等領域的基金投資。Heritas Capital成立於
1997年，是新加坡萬邦集團的投資部門，集團於1906年由曹氏家族在上海創立，
現由曹醫生的弟弟曹慰德主持。通過將曹氏家族的資本及社會影響力知識與
Heritas的投資專長結合，家族利用協同效應帶來積極的改變。「在我們的私募 
股權公司、家族辦公室、我在祖母的基金會涉獵老齡化和長壽經驗以及我哥哥 
在城市規劃、設計及建築的經驗之間，尋求整合所有不同的部分，看看我們是否
可以從所創造的影響力中發揮出更多的協同作用。」

與其他人同行：建立家族企業網絡

曹醫生使他們的業務策略更具影響力，同時她希望幫助其他家族企業積極實現影
響。「企業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慈善事業，因為無論大家付出多少努力，也永遠不
夠，你真的必須考慮企業本身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力。」

曹醫生加入了由弟弟曹慰德創立的家族企業協會(FBN)亞洲分會董事會，這是致
力於實踐可持續性的非牟利家族企業協會，她想了解如何提供幫助。「我們實際
上是從國際FBN開始的，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家族正在尋覓一個實踐傳承計劃的
路綫圖，然後我們意識到原來很多亞洲家族也在為此苦苦掙扎。」

曹醫生回憶說，當時並沒有多少商界領袖談論社會自覺的資本主義。基於宏觀的
營商環境並不太支持這種思維，弟弟曹慰德親身體驗了作為負責任的商人是多麼
困難。「我弟弟的經歷是，你想做一個體面的商人；但環境不允許。你需要讓整個
商業環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及行動，然後你才有空間做正確的事。」通過她在
FBN的工作，曹醫生致力於創造一個可以使自己及他人做出更可持續及更合乎道
德的商業環境。

曹醫生和她的兄弟姐妹以及曹氏家族的下一代一直在尋找機會，在他們的影響力
舉措、業務發展及技能之間創造協同效應。曹醫生還致力於影響更廣大的商界，
並通過她在FBN的工作及在慈善事業及影響力投資組織中的角色，引領其他慈善
家及商業領袖與她一起工作。她希望曹氏的下一代能夠繼續這項工作，將火炬傳
遞到更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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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趟旅程領會到的得著

1.  在優先考慮社會及環境回報的同時，你仍然可獲利。 
「即使是宗旨導向投資亦可獲利。也許它在最短的時間內無法獲得最大的回報，但重 
要的是能夠帶來社會及環境回報。」

2.  創造正面的影響可以幫助創造一家人的集體目標。 
「這是我們為社會公益所做的事情，但這一項共同使命也加強了我們一家人的聯繫。」 

3.  利用多餘的資產來發揮作用。 
「既然我們每個人都賺夠了生活所需，除了我們可以單獨做的事情之外，我們希望利 
用集體家庭資產來有所作為。」

4.  利用你的影響力促進行業及社會的系統變革。 
「亞洲企業之所以具有影響力是因為我們作為商界領袖的地位，因此通過商業活動行
善可以讓我們比僅靠慈善事業產生更大的影響力。除了利潤，我們的企業至少要做到
不傷害，還要以服務人類及地球為目標，這樣企業本身才能成為一種向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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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教訓：真正的幸福在於付出

成長時，Noni Purnomo的祖母給所有孩子講了相同的故事：
通過給予他人而找到真正幸福的故事。在故事中，真正的幸
福是以一隻青鳥的形式呈現出來的，這是藍鳥集團命名的一
部分。諾麗的祖母Mutiara Siti Fatimah Djokosoetono於1972年
創立了藍鳥集團。最初藍鳥集團在雅加達市擁有25輛的士，
車隊後來擴大到超過20,000輛的士，在16個城市營運。這個
故事在諾麗的童年時代不斷被反復講述，這也強化了她的觀
念：只有付出才能實現真正的幸福。

故事始於非常貧窮的
小女孩，她試圖找到 
真正幸福的青鳥。

案例研究見解 

Noni Purnomo， 
藍鳥集團董事會主席
 ȷ 國家：印尼

 ȷ Noni Purnomo是印尼最大的士公司PT Blue Bird Tbk的總裁。

 ȷ 她在公司內還擔任過其他職務，包括行政總裁，甚至在1994年首次加入公司時， 
曾擔任維修員。

 ȷ 她是藍鳥集團的慈善機構Blue Bird Peduli的創始人及協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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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她面臨著幾項挑戰。首先她發現了一隻裝
滿珠寶及昂貴物品的寶箱。一把聲音對她說：「你
為什麼不拿錢，因為你在尋找幸福？金錢可給你
帶來你想要的所有幸福。」但她拒絕了，因為她認
為那不是她想要的那種幸福。

接下來，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朋友。她告訴他們她
在尋找幸福，他們說，「哦，如果你在尋找幸福，為
什麼不跟我們在一起呢？我們即將舉行一場盛大
的派對，你可以在那裡找到幸福。」

她又一次拒絕了，因為那不是她想要的那種幸福。
於是她就這樣不停地往前走，最後直到深夜，她
又餓又累。她坐下來想吃途中隨身攜帶的最後一
塊三明治，就在她要吃的時候，一位非常年老的
男人從她身邊走過。那老人看起來真的很累，比
她還餓，她決定把最後一塊三明治給了他。

就在那一刻，一隻青鳥出現了，她知道自己找到了
真正的幸福。

從零星微小的努力到啟動項目，並計劃擴大規模

諾麗出身卑微。小時候，她的母親會問密友借錢買尿布和其他必需品等基本用品。隨著
家庭財富的增加，社區的重要性從未減弱。她的祖母，即藍鳥集團的創始人，會在自己
的家裡舉辦聚會，為車隊的士司機提供晚餐。諾麗將這種社區理念融入到她自己在藍
鳥的工作中，並於1994年加入藍鳥成為維修員。在加入公司初期，諾麗想將祖母灌輸
給她的奉獻精神帶到新角色當中。然而，諾麗需要通過反複試驗來學習如何實現她想
要看到的影響力。「一開始……我只是想以不同的方式做很多事情。資源分散，更像是
零星的項目。這就是我們開始的方式，也是我們學習的方式。」

在開展了幾年短暫的社區參與計劃後，亞洲金融危機給印尼帶來了衝擊。作為催化劑
的藍鳥推動慈善計劃，帶來了更大的關注度和持久性。各行各業蒙受損失，印尼人受到
工資下降、成本上升及失業的打擊。這對諾麗來說是一個轉捩點。當她得知政府削減了
教育經費，迫使很多學生輟學時，她知道自己找到了可以產生深遠而持久影響力的具
體途徑。在1998年，她發起了Blue Bird Peduli獎學金。自1998年啟動以來，計劃已向超
過25,000名藍鳥司機及員工子女提供獎學金，支持學生的高中及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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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Blue Bird Peduli獎學金計劃，諾麗能夠滿足到她在社區中看到的特定需求。她沒
有開展零星的計劃，而是將精力集中在她知道會對員工家庭產生主要負面影響的問
題：缺乏教育經費。在這次經歷當中，她調整了她的慈善事業模式來解決金融危機期
間出現的新需求，她了解到在她的慈善事業中需要秉持響應和迭代。隨著她所在社區
的需求發生變化，她也改變了捐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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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鳥面臨著很多不同的挑戰，從政治到貨幣危機到技術中斷及疫情。然而，諾麗認 
為藍鳥之所以成功崛起，是因為共同的價值觀支撐著家族的生意、組織及慈善策略。
最新例子是在2022年初，當時藍鳥推出了其可持續發展的願景，其中就包含了體現
其所有舉措的三項關鍵支柱：BlueSky、BlueLife及BlueCorps。這些項目分別反映了 
對環境成果及社會產生更大影響的承諾，以及以良好的企業合規管理去營運可持續
運輸業務的堅持。

擴大影響力，解決交叉需求

諾麗推出Blue Bird Peduli獎學金後，她開始關注擴大規模。她會與司機及其他員工 
交談，以更好地了解她還能如何支持他們及其家人。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給客戶帶來快樂，那麼我們必須先讓我們的司機快樂起來。 
此外，我相信只有快樂的人才能讓別人快樂。因此，從商業角度來看，重要的是我們
的司機不必擔心他們的孩子是否生病或不能上學。通過我們的獎學金、婦女賦權計
劃及其他措施，我們嘗試盡力減輕她們的負擔。」

從她與社區居民的談話中，諾麗發現女孩的入學率遠低於男孩。她決定更努力，更 
關注獎學金計劃的性別平衡，逐步改善男女獲獎者之間的平衡。諾麗說：「當我們在
1998年開始時，我想我們只是向了大約150名學生頒贈 [獎學金]，而當中可能只有不
到10名女生。現在，每年我們都會頒發獎學金給大約1,600到1,800名學生，其中一半
是女生。」

諾麗並沒有就此止步。雖然獎學金計劃在支持較年長學生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小
學生也面臨著類似的挑戰。學生們面臨上學的障礙，同時這些障礙也加劇了她努力
解決的性別差距問題。諾麗採取了新方法：她開始支持由女性經營以家庭為本的企
業，以便她們能夠負擔得起讓孩子在學校待更長的時間。

除了性別與教育，諾麗還看到氣候變化和自然環境退化可能對周圍的社區產生嚴重
的負面影響。她於是進一步擴大了她的慈善計劃，以解決可持續性的問題，這亦是她
祖母早期為公司設想的角色。

作為其影響力策略的一部分，藍鳥推出了印尼第一支電動的士車隊，以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量。「這與女性沒有直接關係；但你知道，這與慈善事業有關。而且因為當時我
們只有25輛的士，這對於我們降低二氧化碳水平的目標只泛起了小小的漣漪；但當我
們推出零排放的士時，我們的目標是要成為催化劑。」今天，Blue Bird Peduli已擴大其
慈善事業，以解決教育、女性賦權及可持續性問題。

如果一開始沒有成功，要細心聆聽、學習，並再次嘗試

在她的旅程中，諾麗了解到，要實現她想看到的影響力往往需要深度學習、多次迭代
及强大毅力。

「當我們剛開始關注女性賦權時，我們嘗試招募更多女性擔任的士司機但並不奏效。
每年，我都會自己駕駛的士，以鼓勵更多女性成為的士司機。」然而，她的女性大使卻
不斷地轉行。在與社區中的眾多婦女及其他人交談後，諾麗意識到，雖然藍鳥在改善
婦女的生計方面顯然能夠發揮作用，但她們就不得不離開家園，這對於試圖說服她
們成為的士司機的藍鳥而言，構成了一大難題。她需要在她們的所在地與她們直接會
面，並為她們帶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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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啟動了一項為期6個月的訓練計劃，讓女性在家中成為商人，
並賺取較最低工資高的收入。我們現在有很多成功的女性，這讓
我感到自豪。唯一的條件是她們所有的孩子，無論是女孩還是 
男孩，都必須上學。我們希望看到幾代女性的雪球效應。

最終，諾麗了解到，女性賦權的關鍵是支持女性做出自己的決定。雖然她在多次嘗
試失敗後也會想放棄，但她會反問自己：「現實是，如果我們作為女性不以任何方式
使其他女性感到開心、振奮，那誰來支持她們呢？」

在慈善計劃與商業目標之間建立牢固聯繫： 
將慈善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

對於諾麗來說，慈善事業不只是商業策略的選項，而是實現其商業目標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通過支持她的員工以及圍繞她的社區，她相信她的業務也可以得到支持。

「我們的慈善活動與業務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我們的公司正在發展，但我們 
的員工及社區也在與公司一起發展。」

在疫情期間，諾麗充分展示了她對社區的承諾。嚴格的封鎖及流動性限制對於運 
輸業來說尤其具有挑戰性。儘管如此，Blue Bird Peduli還是堅持下來。諾麗解釋說：

「在2020年，這是我們公司歷史上第一次出現虧損，我們的收入下降了70%。我們 
四處尋求捐款，拿到了資金，設法為我們司機的孩子提供獎學金……這是我們沒有
停止過做的一件事。最糟糕的時刻正是人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如果我們現在停下
來，那麼做慈善還有什麼意義呢？」

她希望這種觀點能夠植根於下一代的心目中。「當我們給第四代介紹業務時，我們
會先介紹Blue Bird Peduli。我們希望向孩子們灌輸的是，我們的責任不僅限於對我
們的家人及股東，還需對依賴我們公司的所有人負責。」

在諾麗撫養孩子時，她認爲灌輸與祖母傳承給她的相同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她向 
孩子們講述了幸福青鳥的故事，並努力將當中的收穫引入日常生活之中。她說：「我
教導我的孩子，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需有目標。」諾麗教導她的孩子，成功與施予並不
是獨立的事情，而是兩者相互依賴。為了得到真正的滿足，就必需找到方法與他人分
享；而為了有資源可供分享，他們也必須在自己的生活中取得成功。諾麗談到她的孩
子時說：「重要的不是他們有多少金錢，而是這真的與他們的目標有關。他們需要有 
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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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趟旅程領會到的得著

1.  不斷學習及完善。 
「我們真的需要不斷學習、閱讀，並與其他行業的人交談，然後不斷的完善。」

2.  解決根本原因，而不僅是症狀。 
「保持專注，並真正了解你要解決的問題。嘗試了解根本問題及根本原因，而不僅 
是症狀。」

3.  在充滿挑戰的時刻仍然堅持不懈。 
「堅持你的目標與激情，尤其是在困難時期……最糟糕的時期就是人們最需要幫助 
的時候。」

4.  與其他人合作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你不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獨自完成。與其他組織和公司合作，以便產生更大的影
響力。從小處著手，只要你擁有更大的願景，就能吸引其他人的參與。例如，當我們推
出電動的士時，我們與WWF合作。每次你乘坐我們的士時，你都有機會種一棵樹。」

5.  放眼未來，而不是零星的方法。 
「這是我們真的需要關注的事情。我們如何部署資源分配，以產生最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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