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俄亥俄州五倍大的肯亞位於東非，與索馬利亞、坦尚尼亞、烏干達接壤，亦

濱臨印度洋。做為非洲最成功的農業大國之一，肯亞有超過41%的土地做為農
業用地。聚焦農業發展的策略帶來近期的經濟發展，再加上穩定的民主政治，

讓數以百萬計的國民脫離極度貧窮的困境。雖然經濟逐漸成長，但許多地區仍

舊缺乏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資源。

展 望 無 限 未 來

Kenya
生薑&肯亞

檀香木的歷史

基亞拉凱庫亞位於夏威夷大島的西海岸，是一

個歷史發展結合許多獨特、特有物種交織在一起的

地區。

夏威夷官方的「基亞拉凱庫亞管理計畫」中有

一段文字如此描述：「基亞拉凱庫亞 (夏威夷話的意
思為眾神之道 ) 的海灣以及鄰近區域被認為是全夏威
夷最具歷史意義的地方。基亞拉凱庫亞有著來自山

地科納田區豐富的農業產品以及海灣大量的海洋資

源，因而成為人口相當密集的區域與政教中心。」

在 19世紀初歐洲人開始進入夏威夷後，與中
國的檀香木貿易逐漸興盛，卡美哈梅哈大帝 (King 
KamehamehaI) 也親身投入大量的心力，然而驚人的
利益卻導致對收成者的剝削。夏威夷的原住民被迫

在極度艱困的環境下工作，不過這些人並不是過度

採收下唯一的犧牲者，基亞拉凱庫亞地區的檀香木

樹林也因此逐漸萎縮凋零。

希望浮現

謹記歷史的教訓對 dōTERRA美商多特瑞和夏威
夷人而言皆相當重要。

dōTERRA美商多特瑞
參與「基亞拉凱庫亞

山區保育計畫」，

是改變這塊島嶼土

生土長的樹種，

尤其是檀香木未來的機會。德高望重的夏威夷治療師

Lani Yamasaki女士說道：「透過重新栽種夏威夷檀香
木 (夏威夷語 iliahi) 還有其他原生植物，檀香木成為
對這塊土地以及在地的人們而言一個代表復興、健康

與療癒的象徵。」「基亞拉凱庫亞山區保育計畫」以

極為尊敬的態度在保護著檀香木，更如實體現了夏威

夷的精神「Ka Lā Hiki Ola」，新的黎明即將到來。

全新保護區

基亞拉凱庫亞保育山區位於一座舊的牧場，該

區因過度放牧及砍伐損害了天然的生長循環。為了

要將此處納入保育區域，現已簽署了保育地役權以

保護這些珍貴的原生植物，這當中也包括了檀香木。

此管理計畫詳列了保育區的採收限制，以確保森林

的重生和生長。

一開始，我們先從凋敝或嚴重受損的樹木開始

處理、收集，如此可以讓現存健康的樹木持續生長

至成熟，直到最適合的時間再以符合永續經營的方

式收成。

此區有了再造樹林的工程後，就能永續地進行

檀香木的收成，這些原生樹種也能再度繁盛。透過

「基亞拉凱庫亞保育山區計畫」、管理目標、廣大

的苗圃以及 dōTERRA美商多特瑞積極參與的林木再
造工作，多管齊下的努力終於讓檀香木還有其他夏威

夷本土物種持續茁壯、生生不息。我們期待 2020年
開始的基亞拉凱庫亞保育山區，將會成為夏威夷最

大的本土造林工程。

基亞拉凱庫亞保育山區計畫的苗圃幼苗培育

威美亞

希洛

凱魯瓦
夏威夷

基亞拉

凱庫亞灣

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

科納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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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態 福 利 指 數

dōTERRA美商多特瑞與牛

津大學的研究團隊攜手，對合作

的農民進行追蹤與評估，同時檢

視公司的計畫以及該區的整體福

利。位於肯亞南岸的夸勒郡，每

10人就有超過7人生活在貧窮標

準以下 (每人每年GDP國內生產

毛額約為US$1 ,450，大約有

1,800萬人每天只有US$1.25可
以生活)。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

走遍夸勒郡，長期測量其各種經

濟發展指標。有了相關數據之

後， d ō T E R R A 美商多特瑞

「Cō-Impact Sourcing®互相效

力合作計畫」的團隊便能將合作

的農民與現狀進行比對，以瞭解

他們和此郡其他區域的差異 (請
見下圖) 。

改 變 生 命

夸勒郡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

多人感到害怕，尤其是女性與孩

童。為了取得水源，女性必須長

途跋涉、冒著被侵犯或失去生命

的危險穿越荒涼地區，孩子們則

是很有可能成為鱷魚的獵物。他

圖例說明

採礦放租特區

甘蔗園

森林保育區

研究區域

城鎮/中心

Majoreni區農民

Kiwegu區農民

Pongwe區農民

Boyani區農民

動態福利指數
福利指數變化

dōTERRA合作農民所在地

們從鱷魚大量出沒的河域取得的

水並不乾淨且含有來自海洋的鹽

分，為了要安全地飲用，這些水

必須煮沸或過濾。

如今dōTERRA美商多特瑞
「Cō-Impact Sourcing®互
相效力合作計畫」和「療癒之手

基金會」已幫助夸勒郡的居民遠

離這樣的恐懼並且更安全便利地

享有水源。新建的水壩不僅可以

灌溉農作物，還能避免大海的鹽

水流入河水中。此外，「療癒之

手基金會」亦於當地社區挖鑿水

井。

許多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

生活條件，如今肯亞人民終於也

能體會。除了提供乾淨的水

源，dōTERRA美商多特瑞也同
時完成了許多看似平凡但至關

重要的計畫，包括建造有門鎖的

洗手間以及舉辦社交活動和農業

教育的社區中心。dōTERRA美
商多特瑞也舉行了「女孩日

(Days for Girls) 」訓練活
動，提供健康倡導者在2017年
全球年會組裝完成的衛生包。首

次的「男性日 (Days for Man) 
」研習活動也隨著展開，著眼於

教育年輕男性了解身體的發育成

長以及如何尊重女性。

dōTERRA美商多特瑞與
生產夥伴的合作方式已遠遠超過

支付農民報酬的僱傭關係。每一

位和dōTERRA美商多特瑞合
作的農民都會被納入其農田專屬

的GPS系統中，系統的資料庫
有他們農作物的記錄與資訊。農

田的管理人會騎著摩托車造訪各

個農民蒐集資訊，同時教育他們

各種專業知識，例如農作物的保

護、栽種和收成。每位農民也可

以透過手機訊息聯絡農田管理

人，以獲得即時的回饋及任何問

題的處理方式。這個系統和資料

庫也是dōTERRA美商多特瑞
「Cō-Impact Sourcing®互
相效力合作計畫」的一部分，此

設計就是要幫助每位小農都能成

功打造自己的事業。

dōT E R R A美商多特瑞
發現，相較於大規模的經濟農

業模式，與各種小規模經營

的農民合作，除了生產線同

樣能達到需求量外，還能讓

「Cō-Impact Sourcing®互
相效力合作計畫」真正扎根茁

壯。「Lunga Lunga」是一
塊面積300英畝、以栽種生薑
為主的商業農田，能做為訓練

農民的示範田地，讓小農們學

習栽種生薑的專業技術，以運

用在自己的農田上。憑藉三座

蒸餾廠加上深厚的農業技術，

肯亞未來將是為dōTERRA美
商多特瑞生產更多精油的明日

之星。

被 遺 忘 的 人 民

肯亞的海岸有著絕世的美

景，因此許多在首都奈洛比的

富商官員便大量購買沿海的土

地。雖然國家正著手擬定保障

貧民的法令，但這些區域的居民

仍舊害怕他們的土地隨時會被

權貴佔有，這些居住在肯亞沿海

的原住民常被稱為「被遺忘的

人民」，許多人並沒有官方的戶

口記錄。雖然他們世世代代居

住在這塊土地上，但卻沒有合法

的土地所有權。由於這樣的情

況，dōTERRA美商多特瑞及
其合作夥伴要投資肯亞農民培育

栽種多年生的農作物，像是尤加

利（Eucalyptus radiata）或
其他需要3-5年才能完全成熟的
植物，就變得相當困難。這些沿

岸的農民必須冒著隨時被合法驅

離的風險。找到合法擁有農田

或具核可租約的農民一直是一大

挑戰。

「我們很期待看到肯亞雄厚的潛力一一化為實力的那一天！我們確確實實讓肯亞的人民找到自己能發揮的

舞台並給予他們從未奢望的未來。這正是我們透過執行『Cō-Impact Sourcing®互相效力合作計畫』打破不斷

循環的貧窮困境與振興國家經濟的方式。」 

—艾蜜莉•萊特 (Emily Wright)

 �慶祝新水井啟用

 更 美 好 的 未 來

為了能幫助這些農民以及鞏

固長期的合作關係，dōTERRA
美商多特瑞正極力幫助肯亞農

民取得銀行帳戶、土地和政府

的核准。dōTERRA美商多特瑞
大量購買農地，再轉租給這

些農民讓其經營一段時間，農

民在租用的田地上栽種農作物，

不僅可以接受培訓，還能因此儲

蓄。dōTERRA美商多特瑞每年
以農民的名義保留農民收穫的一

部分收入，一旦農民在租用了

3-4年的農地上成功栽種出芳香
植物後，他們就能獲得足夠的存

款購買自己的農田。在這段期間

dōTERRA美商多特瑞會為這些
農民設立銀行帳戶並幫助他們成

為肯亞的公民，隨著愈多的農民

獲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權，他們就

能和dōTERRA美商多特瑞建
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在這些地區

營造穩定且實質的經濟成長是

dōTERRA美商多特瑞的使命。
若想要振興一個國家，就要讓人

民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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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態 福 利 指 數

dōTERRA美商多特瑞與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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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作計畫」的團隊便能將合作

的農民與現狀進行比對，以瞭解

他們和此郡其他區域的差異 (請
見下圖) 。

改 變 生 命

夸勒郡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

多人感到害怕，尤其是女性與孩

童。為了取得水源，女性必須長

途跋涉、冒著被侵犯或失去生命

的危險穿越荒涼地區，孩子們則

是很有可能成為鱷魚的獵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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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指數變化

dōTERRA合作農民所在地

們從鱷魚大量出沒的河域取得的

水並不乾淨且含有來自海洋的鹽

分，為了要安全地飲用，這些水

必須煮沸或過濾。

如今dōTERRA美商多特瑞
「Cō-Impact Sourcing®互
相效力合作計畫」和「療癒之手

基金會」已幫助夸勒郡的居民遠

離這樣的恐懼並且更安全便利地

享有水源。新建的水壩不僅可以

灌溉農作物，還能避免大海的鹽

水流入河水中。此外，「療癒之

手基金會」亦於當地社區挖鑿水

井。

許多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

生活條件，如今肯亞人民終於也

能體會。除了提供乾淨的水

源，dōTERRA美商多特瑞也同
時完成了許多看似平凡但至關

重要的計畫，包括建造有門鎖的

洗手間以及舉辦社交活動和農業

教育的社區中心。dōTERRA美
商多特瑞也舉行了「女孩日

(Days for Girls) 」訓練活
動，提供健康倡導者在2017年
全球年會組裝完成的衛生包。首

次的「男性日 (Days for Man) 
」研習活動也隨著展開，著眼於

教育年輕男性了解身體的發育成

長以及如何尊重女性。

dōTERRA美商多特瑞與
生產夥伴的合作方式已遠遠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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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農民都會被納入其農田專屬

的GPS系統中，系統的資料庫
有他們農作物的記錄與資訊。農

田的管理人會騎著摩托車造訪各

個農民蒐集資訊，同時教育他們

各種專業知識，例如農作物的保

護、栽種和收成。每位農民也可

以透過手機訊息聯絡農田管理

人，以獲得即時的回饋及任何問

題的處理方式。這個系統和資料

庫也是dōTERRA美商多特瑞
「Cō-Impact Sourcing®互
相效力合作計畫」的一部分，此

設計就是要幫助每位小農都能成

功打造自己的事業。

dōT E R R A美商多特瑞
發現，相較於大規模的經濟農

業模式，與各種小規模經營

的農民合作，除了生產線同

樣能達到需求量外，還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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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效力合作計畫」真正扎根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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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面積300英畝、以栽種生薑
為主的商業農田，能做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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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栽種生薑的專業技術，以運

用在自己的農田上。憑藉三座

蒸餾廠加上深厚的農業技術，

肯亞未來將是為dōTERRA美
商多特瑞生產更多精油的明日

之星。

被 遺 忘 的 人 民

肯亞的海岸有著絕世的美

景，因此許多在首都奈洛比的

富商官員便大量購買沿海的土

地。雖然國家正著手擬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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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舊害怕他們的土地隨時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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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住民常被稱為「被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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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記錄。雖然他們世世代代居

住在這塊土地上，但卻沒有合法

的土地所有權。由於這樣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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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作夥伴要投資肯亞農民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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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3-5年才能完全成熟的
植物，就變得相當困難。這些沿

岸的農民必須冒著隨時被合法驅

離的風險。找到合法擁有農田

或具核可租約的農民一直是一大

挑戰。

「我們很期待看到肯亞雄厚的潛力一一化為實力的那一天！我們確確實實讓肯亞的人民找到自己能發揮的

舞台並給予他們從未奢望的未來。這正是我們透過執行『Cō-Impact Sourcing®互相效力合作計畫』打破不斷

循環的貧窮困境與振興國家經濟的方式。」 

—艾蜜莉•萊特 (Emily Wright)

 �慶祝新水井啟用

 更 美 好 的 未 來

為了能幫助這些農民以及鞏

固長期的合作關係，dōTERRA
美商多特瑞正極力幫助肯亞農

民取得銀行帳戶、土地和政府

的核准。dōTERRA美商多特瑞
大量購買農地，再轉租給這

些農民讓其經營一段時間，農

民在租用的田地上栽種農作物，

不僅可以接受培訓，還能因此儲

蓄。dōTERRA美商多特瑞每年
以農民的名義保留農民收穫的一

部分收入，一旦農民在租用了

3-4年的農地上成功栽種出芳香
植物後，他們就能獲得足夠的存

款購買自己的農田。在這段期間

dōTERRA美商多特瑞會為這些
農民設立銀行帳戶並幫助他們成

為肯亞的公民，隨著愈多的農民

獲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權，他們就

能和dōTERRA美商多特瑞建
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在這些地區

營造穩定且實質的經濟成長是

dōTERRA美商多特瑞的使命。
若想要振興一個國家，就要讓人

民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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