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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提出來後，其所強調之「人類追求現今世

過其所生產的產品或所提供的服務，來解決金

代的福祉，不應犧牲後代子孫追求其福祉的機

字塔底層人民日常生活的需求，並同時獲致利

會」的內涵，贏得了世界各國廣大的重視及支

潤。2008年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

持。之後，亦召開過多次永續發展的會議，包括

世界經濟論壇演講中提出了「創造性的資本主

1992年的里約(Rio)地球高峰會議、1997年紐約

義」(Creative Capitalism)的概念，並呼應了普

的Rio+5會議、2002年的約翰尼斯堡的永續高峰

哈拉「金字塔底層有無限商機」，認為傳統的資

會議等，而聯合國並更在2000年時，訂下了以

本主義需要修正，透過創新的概念，特別是以

消除世界貧窮、飢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

服務窮人為創新的著眼點，或將可獲致企業與

及婦女歧視等重要國際社會關心議題之「千禧年

永續的雙贏。而「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發展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BCSD)，及世銀旗下的國際金融公司(IFC)，

MDG)」。然而，迄今二十餘年倏忽已過，所有

也以「包容性商業」(Inclusive Business)來形容

的指標均指出人類的發展似乎離「永續/可持續

這種新興的經營型態，並鼓勵其會員能實施。

永續視野

中，以實際的例證清楚的說明了，企業可以透

人物專訪

「永續發展(或稱可持續發展)」，在1987

特別企劃

前言

(sustainable)」的目標愈來愈遠。

永續論壇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最新發展趨
勢－結合金字塔底層商機的包
容性商業模式

「金字塔底層」的族群，其實不限於開發中

已故的競爭力大師普哈拉(C.K. Prahalad)，

國家，而廣泛存在於包含在工業化國家之世界各

2004年8月在其知名的著作『金字塔底層大商

國之中。台灣這幾年在政府及民間的大力鼓吹之

機』(The Fortune of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下，「企業社會責任」儼然成為顯學，惟當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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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紛紛致力於開發此一既可善盡企業責任又可

口群體，即位於金字塔底層的窮人。一般認知

獲致永續商機的新領域時，尚未看到台灣企業在

BOP大都存在於開發中國家，其實不然。根據世

這一塊藍海市場的努力。希冀本文所探討及舉的

界資源研究所(WRI)與世界銀行的外圍組織―國

例子，讓台灣企業能瞭解此一創造永續與價值雙

際財務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贏的新領域，並能積極投入以再創台灣企業另一

IFC)，以購買力平價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

波的永續競爭優勢。

Methodology)，訂出了每人每年3,000美元BOP
平均購買力的界線，並算出了全世界大約有40
億的金字塔底層人口。這包括了人均每天1.72美

何謂「金字塔底層」？

元的印度、2.09美元的迦納、2.32美元的中國、

「金字塔底層」，英文為“Bottom/Base

3.69美元的巴西，以及8.21美元的美國。此亦即

of the Pyramid (BOP)＂，亦即若以金字塔譬喻

BOP人口，其實廣泛存在於包含工業化國家在內

全球人口的財富和收入，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

的世界各國之中。圖1說明了BOP的概念及各購

富人，而超過40億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的龐大人

買力的人口分布情形。

圖1 全球人口的階層與BOP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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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底層 (BOP)
之無限商機

濟則包括了大部分的非洲國家、印度以及中國大
陸等，以維持基本生活需求為主的開發中國家，

全球環境與永續問題最大的瓶頸，乃在於
南北陣營(窮國與富國)差距過大所致。1991年，

BOP的主要來源。至於自然經濟則是包含了用以
維持市場經濟與存活經濟之自然系統及資源－如

Vandana Shiva在其大作『生態學與存活政治

可再生與不可再生資源。這三種經濟類型之間的

學(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中提

關係，以及其所面臨的問題可以以圖2表示之。

economy)、存活經濟(survival economy)以及自

證並糾正一般人的錯誤認知，也就是認為BOP

然經濟(nature's economy)，三個不同但卻相互

的族群是沒有能力消費的族群，因此從獲利的角

重疊的經濟類型。目前在市場經濟中的經濟體包

度，也是企業不需要去太過關注的族群。然而，

括了佔全球人口六分之一(十億)的已開發國家，

他強調BOP族群對於提升其生活品質的渴望，

以及約佔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包括了亞洲、拉

與其他人並無二致。雖然其個人所得不及西方世

丁美洲、東歐及蘇聯的所謂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界的民眾多，然而因其人數眾多，並且許多經濟

(emerging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而存活經

活動及規模，並未被實際正確估算與納入，因此

人物專訪

普哈拉在『金字塔底層大商機』中，除了引

特別企劃

到，世界的經濟可以概分為市場經濟(market

永續論壇

其總人口約佔全世界的二分之一，此亦即大部分

永續視野

圖2

全球經濟型態及其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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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之消費能力與對企業的獲利空間，絕對不應被

字塔底層雖然平均收入不高，然而因其為數眾

忽視。普哈拉在書中特別強調：企業要揮軍攻

多，其每年總消費金額約有5兆美元。這份報告

占此一處女地的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摒棄過

也指出最大宗的需求及市場，依序主要來自於：

去傳統資本主義，只講利益不顧環境的不永續的

食物(57.9%)、能源(8.7%)、住屋(6.6%)、運輸

做法，改以有智慧、有策略地，運用科技與企業

(3.6%)、健康(3.2%)、ICT(1%)，水(0.4%)，以

創新的專長，透過各種創新(innovations)及創意

及其他(18.6%)。

(creativities)，將各種可以滿足BOP的方法，以符
合永續的方式來讓他們接受，並因而獲利。在這
一過程中，除了要檢討公司的企業模式(business
model)，是否可以將製造販賣產品的模式，改為
提供服務與功能的服務化模式，更要時時以永續
性(sustainability)作為企業經營之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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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商業
(Inclusive Business) ―
永續企業的新典範
2004年7月，「聯合國私部門與發展委員

此一既能使得環境得到保護、窮人能提升生

會」(UN Commission on the Private Sector

活福祉，並且企業也能獲利的三贏趨勢，目前已

and Development)應當時聯合國秘書長安

經獲得諸多有遠見之跨國企業的重視，並且積極

南(Kofi Annan)的要求，研究並出版了「解

的運用創新的技術與創意，尋求各種可能與BOP

放企業家-讓商業為窮人工作」(Unleashing

國家文化習慣相容的企業做法，目的就是在提供

Entrepreneurship: Making Business Work for

BOP的解決方案之餘，也能使企業自己獲利。目

the Poor)的報告後，2006年聯合國發展計畫

前做得最成功的跨國公司首推寶鹼(P&G)公司，

署(UNDP)，受到這本報告的啟發，與世界企

目前其在中國、印度以及巴西等地，均有相當的

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及荷蘭發展機構

成效。

SNV等組織，聯合發起了「成長包容性市場」

根據IFC與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2007年

的計畫(Growing Inclusive Markets Initiative,

的研究顯示，BOP佔了全球人口的72%，主要

GIM Initiative)，而「包容性商業(Inclusive

分布於非洲、亞洲、東歐、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Business)」一詞，即是在此一計畫中被提出來

等地區的國家。金字塔底層的最大困難在於缺乏

的，取「包容性」主要在於將過去窮人是被排除

使用及接近的機會(lack of access)，包括對於食

在主流經濟之外的，現在則將之包含進來。根據

物、基本貨品及服務的獲取。根據研究這群金

UNDP的定義，「包容性商業模式」乃是「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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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色產品」(Product Red)為例，參與的企

中之員工、生產者與企業主為供給端的商業模

業捐出一部分利潤來對抗愛滋病，不僅獲得消費

式，並一起為企業與窮人之相互利益努力」；而

者熱烈回應，更重要的是拯救了不少生命。光是

WBCSD的定義則是：「包容性商業意指企業在

2009年，「紅色產品」為全球抗愛滋、肺結核暨

尋求降低貧窮的過程中，將低收入社區/族群納

瘧疾基金創造了一億美元善款，使貧窮國家近8

入價值鏈之中，而不放棄獲利的最終目標。」除

萬人得到救命藥品，並協助逾160萬人接受愛滋

了之前提過的BOP之外，另外還有許多與包容

檢驗。這便是創意資本主義運作的方式。

the Majority, Business Linkage, Full Economic

義」，其主要都是為了回應了一個重要問題：如

Citizenship, Making Markets Work for the

何最有效地把資本主義的利益及對生活品質的增

Poor (MMM4P/ M4P), Pro-poor Value Chain

進，散播給貧困的人們？有十億人每天靠不到一

Development,以及Responsible Supply Chain

美元過日子，得不到足夠食物和飲水，無法享受

Management等。

疫苗、晶片等發明。處理愛滋、貧窮和教育問題
目前主要靠政府和非營利組織，若能導入市場力

瑞士Davos全球經濟論壇上所提出的「創造性資

量，改善速度將會加快，也能延續更久。然而，

本主義」(Creative Capitalism)的概念，其實也

要讓企業投入發展，得讓它們賺錢，這是「包容

就是BOP概念的延伸。他認為企業要能善加利

性商業」或「創造性資本主義」的核心。2000

用創新科技以更有效地幫助窮人，但要促使企業

年，法國通訊業者伏得風(Vodafone)買下肯亞

行善，得提供誘因，讓它們服務窮人的同時還能

「狩獵通訊」(Safaricom)大部分股權，原預估用

獲利。比爾蓋茲認為：傳統資本主義在過去一百

戶頂多四十萬，如今超過一千萬，因為他們發現

多年來，提升了全球整體的經濟成長，卻也造成

服務低收入戶的辦法是以秒而非以分計費。「狩

了諸多地區的貧窮落後。雖然，政府和非營利組

獵通訊」不但獲利，也改變了肯亞人的生活。

織(NGOs)一直在協助窮人，然而將無法單靠他

企業有時也能藉提供大幅減價的產品給窮人

們，能利用創新科技幫助窮人的，主要是企業，

而獲利。例如軟體和藥物的生產成本很低，企業

而要充分利用企業的能耐，需要一種更有創意的

可在富裕市場賺取高利潤，然後在貧窮市場以較

資本主義，將市場力量延伸，使企業既能幫助窮

低利潤甚至成本價銷售。而幫助窮人也可以提升

人，又能獲利。例如搖滾樂團U2主唱波諾推動

公司的形象聲譽，吸收到許多想要參與行善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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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視野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 2008年在

人物專訪

無論是「包容性商業」或「創造性資本主

特別企劃

性商業意涵類似的詞彙，包括Opportunities for

永續論壇

以窮人做為客戶及顧客的需求端，以及以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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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企業做善事還有一項利益：更易招募和留

促進財務的取得(Facilitating Access to Finance)

住優秀人才。

; (3)改變心態及行為(Changing Mindsets

IFC(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Behaviors) ; (4)設計適當的產品與服務

在2010年出版的一份報告Inclusive Business

(Designing Appropriate Products & Services) ;

Solution: Expanding Opportunity and Access at

(5)發展新的計價與付款方式(Developing Pricing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包容性商業的解答-

& Payment Policies)。這些挑戰可以透過科技

擴張進入金字塔底層的機會)中，在分析了150

(Technology)與夥伴關係(Partnership)兩種方式

個包容性商業的個案研究之後，歸納了企業在發

來達到，總共大概可以有22種的做法(Tactics)，

展包容性商業模式時，必須要面對的五種的核心

茲歸納整理如表1。

挑戰，包括(1)擴張境界(Expending Reach) ; (2)
表 1 包容性商業的挑戰、做法及案例
挑戰

手段

做法

(Challenges)

(Enablers)

(Tactics)

1. 擴張境界

科
技

2. 促進財務
的取得

16

夥
伴
關
係

做法描述

做法案例

分散通路 - 共享
(Distribution channelsharing)

與組織合作運用既有的通路
以迅速擴張

健康照護公司透過郊區農產品
交易中心來販售產品與服務

非正式的通路
(Informal channels)

利用小型及微型的企業在非
正式經濟中做為通路

電信公司透過小型商店及路邊
攤販 (kiosks) 售預付的電話卡

標準的企業
(business-in a-box)

標準化的 " 授權 (franchise)"
給微型企業

村落的電話接線生購買 " 整組
(kits)" 的服務，並以每分鐘通
話時間來售予民眾以收取服務
佣金

野外的行銷人員
(Field agents)

雇用分散的個人網絡提供銷
售及服務給散居各地的民眾

行銷人員用行動裝置為民眾提
供財務交易服務

中心或衛星
(Hub and spoke)

集中式的中心支援衛星中心
並與之分攤成本

小鎮的醫院透過遠距醫療
(telemedicine) 來利用大城市醫
院的專業醫療人員

現金貸款
(cash loan)

透過補貼及第三方提供現金
融資或加速取得資金

農產品的買家直接或與其供應
商一起跟金融機構借貸

非現金 (in-kind) 的工
作資本貸款

以信用 (credit) 來提供進料或
貨品

盤商提供兩週才交貨款的貨品
給小型的經銷商

微型租賃
(micro-leasing)

具生產性的資產以週期性的
分期方式付款

經銷商或財務機構允許客戶以
12 個月的分期付款來買縫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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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包容性商業的挑戰、做法及案例 ( 續 )
挑戰

手段

做法

(Challenges)

(Enablers)

(Tactics)

水或淨水公司依據外觀
(appearance)，而非健康利益
來行銷乾淨的水

價值展示
(Value
demonstration)

驅使個人能看到或經驗到價
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

農業原料 (agri inputs) 經銷商
親自播種以示範不同種子的作
物高度

社區網絡
(Social networks)

透過相互的關係與信任來建
立口碑 ( 口頭背書 )

保險公司透過婦女的自助團體
來行銷健康保險

訓練 (Training)

建立必要的知識與技能

財務知識 ( 基本理財 ) 的訓練

擁有感
(Sense of ownership)

提供財務、操作及情緒的激
勵誘因給相關的人士

使鄰居能負責監督水的使用以
誘發使用者付費的意願

小包裝
(Sachet)

小 ( 甚至是單一 ) 包裝

烘培麵粉以匙 (scoop) 計價

模組化
(Modular)

元件、單一或與其它物品結
合的有價物品，分開來賣

自建住屋的建築材料，是以 "
一次一房 (one room at a time)"
為單位

共有取得
(Shared assess)

由多方共用的資產以分攤固
定成本

村落的電話接線生購買電話，
並以每分鐘通話時間來收取服
務費

無不必要的裝飾
(No frills)

以最低可能的成本，設計符
合客戶的特定需求

職業教育不需提供額外 " 豐富
的 " 課程

流程簡化
(Process
simpliﬁcation)

高級任務標準化及 / 或將之
拆成可以讓不需太多訓練的
工人即能操作的低成本工作

社區健康工作者使用低成本的
診斷設備來處理最常見的疾病

預付
(Prepaid)

客戶為未來會用到的貨品與
服務預先支付 ( 當有現金時 )

家戶透過投幣或卡式計費機來
預付電費

每次使用付費
(Pay-per-use)

客戶僅付其所使用的數量

行動電話以通話時間計費，而
非合約式的服務計費

群組的計價
(Tiered pricing)

依付費能力訂價

高收入戶收較高的能源費用，
以補貼低收入戶

補貼
(Subsidy)

直接補貼或協助取得補貼

公共事業部門利用政府補貼來
減少低收入戶的用水接管費

永續視野

5. 發展新的
計價與付
款方式

在已經為人熟知的社會
與文化理想中建構價值
主張 (Framing the value
proposition around prevailing
social and cultural ideals)

人物專訪

4. 設計適當
的產品與
服務

渴望的行銷
(Aspirational
marketing)

特別企劃

科
技

夥
伴
關
係

做法案例

永續論壇

3. 改變心態
及行為

做法描述

摘 自 Jenkins et al., (2010) Inclusive Business Solution: Expanding Opportunity and Access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on October 7-8, 2010 in Washington organized by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Quarterly

17

結語

法上，似乎起步晚了些。建議除了企業應更積極
運用創意及創新做法，積極投入這塊藍海市場之

所謂「企業永續發展」或「永續企業」，絕
非僅是單純的讓企業永遠獲利經營，而是指企業
的經營與策略，乃在於與整個大環境在邁向永續
發展的脈動一致，其本質與目的並未改變，仍在

外，政府部門亦應及早規劃，如何在制度面能讓
永續企業的遠景與BOP的商機結合，讓國內企業
再次在這塊新興的BOP處女地上，為台灣開疆闢
土，並為地球的永續善盡一分心力。

獲利。
「金字塔底層的商機」及「包容性商業」的
概念，由於是致力於讓消除貧窮(企業社會責任
)及獲利能相互結合，目前已經獲得國際間企業
的普遍認同。這種有別於目前僅著眼於金字塔
較頂端人口階層之新商業模式的藍海策略，早在
2005年已經有許多有遠見及願景的企業即展開布
局。今年(2011)1月Fortune(亞洲版)的封面及主
題報導，對於寶鹼公司(Procter & Gamble)如何
長期在中國大陸針對中下階層的要求及習性進行
研究，並開發出這群人可以負擔又可符合需求的
商品及服務，有深入的探討。此一創新的商業模
式， 2050年預計全球人口數會達100億，其中多
出來的30億人口，幾乎全數會在發展中國家。雖
然，哈佛管理評論在今年(2011)3月號有一篇質
疑不是所有企業均能從BOP獲利的文章「Is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Really for You?」，然
而，文章強調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其回饋將是
無可限量。
台灣企業或台商一向嗅覺敏銳，不過好像在
這一波兼顧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與平衡獲利的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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