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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创新报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创新分析》发布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创新时代来临
� � 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慈善论坛在内蒙古呼和
浩特举行。 据悉，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慈善论坛创办于 2013 年，
由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慈善
组织共同发起。 自创办以来，该
论坛已在深圳、台北、香港和澳
门举办了四届，有效促进了慈善
行业交流与合作，增进了彼此之
间的互信。

当天，论坛发布了《中国慈
善创新报告———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慈善创新分析》（以下简
称报告）。 该报告由中国慈善联
合会、 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
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爱家
文化事业基金会、香港大学社会
科学学院及澳门基金会联合编
制，第一次系统地以报告的方式
对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创
新的发展历程和实践案例进行
梳理与呈现。

报告显示， 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的慈善创新有诸多共
同点：首先，都比较重视政府、
企业和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
其次， 都广泛运用了互联网和
新技术；第三，企业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社会企业崭露头角；第
四，慈善服务都具有个性化、差
异化、多元化特征；第五，慈善
组织内部治理与行业自律机
制逐渐完善。

大陆慈善创新进入快车道

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
1978 年以前的中国大陆慈善发
展力量多来源于政府部门和小
部分的民间个体， 慈善创新动
力不足。 1978 年后，经济体制的
大胆改革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中
国大陆慈善创新的原始动力，
政府开始思索慈善事业的未
来， 率先从体制内对官办慈善
模式进行创新以适应慈善实际
需要。

从这以后，中国大陆慈善创
新进入了快车道，虽然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依然是控制监管取向，
但发展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
后，政府逐步意识到慈善创新需
要更加宽松的环境。 以 2008 年
为分水岭，民间慈善的兴起让中

国大陆慈善创新又多了一股气
势磅礴的力量。 中国大陆慈善创
新慢慢解冻的过程伴随着越来
越多慈善创新种类的出现，二者
相辅相成，政府赋权慈善组织的
倾向愈发明显，中国大陆慈善创
新发展到倡导多元共治的今天，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中国大
陆慈善创新或将迎来下一个发
展春天。

中国大陆慈善创新呈现出
多元包容特征。 该报告提出，在
跨界、跨部门、跨区域的协作过
程中， 慈善方式的吸纳和融合
成为必然。 越来越多的慈善组
织与其他慈善组织、 不同的政
府部门、 私人企业建立多元化
的合作共赢关系， 形成了很多
慈善合作平台， 拓展了慈善服
务的方式和领域， 开拓了慈善
活动的空间。 同时，科技创新和
技术创新的成果也愈来愈受慈
善组织青睐， 大数据和区块链
技术的成熟及在公益慈善领域
的应用将为慈善创新带来技术
动力。

台湾地区慈善创新百花齐放

台湾地区各类社会团体形
成了资源信息透明共享型联
盟———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
各类社会企业针对不同领域公
益服务形成组织化的力量，利用
创新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致

力于解决社会疑难议题。
该联盟是台湾慈善组织自

律诚信机制建立的标志。 联盟秉
持财务透明、募款创新、服务效
率、良善治理四大宗旨，致力于
台湾慈善组织健康发展、促进社
会对非营利组织认知和信任、披
露信息协助捐赠人了解组织运
营状况、监督慈善组织履行使命
和诚信活动。

2017 年，联盟促成了台湾社
会企业自律平台。 而截至 2017
年，联盟共有成员 240 家，其中
财团法人占 60%， 社团法人占
40%，年收入在 5000 万以下的中
小型组织和小型组织占将近
70%， 服务类型遍布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包括人群服务、健康
服务、公民权利服务、教育服务、
人文、就业、环境、公共安全等领
域。 这种慈善行业联盟是台湾地
区的慈善创新特色，目的在于联
合社会各界力量， 形成创新合
力，加快慈善创新步伐，同时促
进慈善行业内组织互相监督和
社会公众监督。

2014 年，参照国际社会扶持
社会企业发展经验并结合台湾
地区实际， 台湾通过调法规、建
平台、筹资金、倡育成等措施推
行了“社会企业行动方案”，形成
了一种社会企业创新、 创业、成
长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2016 年
登记在册的社会企业多达 140
家， 其中公司型社会企业 100
家，40 家 NPO 及合作社型社会
企业。

香港慈善创新获政府强力
支持

在香港慈善创新的道路中
有一个突出的表现： 政府强调
津助制度， 通过提供资金和制
定政策来支持社企的发展，并
强调官、商、民合作的重要性，
通过多方共同努力共同开创社
会企业价值拓展和社会企业价
值创新。

比如，2017 年，特区政府为
促成跨部门合作又创新了慈善
支持政策， 成立了政策创新与

统筹办事处， 负责政策研究及
创新和跨部门协调工作， 推出
了如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
划、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创业展才能计划；同时，开办相
关会议与竞赛，鼓励社企发展，
比如社企民间高峰会、 香港社
会企业挑战赛等。

通过津助制度的改革和绩
效评估方法的创新使得香港地
区 NGO 走向多元化， 同时也使
得香港地区 NGO 组织更具有灵
活能动性， 大多数 NGO 都采取
积极的态度利用好各方的支持
力量，形成了跨界别合作和社企
模式，为社会问题的推动贡献着
不容小觑的组织化力量。

在这种社会治理创新的驱
动下， 传统大型 NGO 通过设立
自身的社企品牌深入到基层社
区，利用创新的运营模式将社会
福利的思维传播到全社会。 同
时，这也催生了基金伙伴协作模
式的衍生和其他新的社会服务
形式的出现，比如网络服务和网
络社区。

澳门慈善向现代方式跨越

澳门政府的支持和资源输
入赋予了本地慈善组织更多活
力。 截至 2017 年年底，澳门有
慈善类社团 326 个， 占全部社
团总数的 3.96%。澳门综合性慈
善组织采取管理方式和运行方
式相嵌入的组织结构， 组织种
类也是丰富多元， 有传统资深
的，也有初生创新的；有政府资
助的，也有依靠自筹存在的；有
只对会员开放的， 也有开放共
享的； 有宗教性的， 也有世俗
的。 宗教慈善和世俗慈善均是
澳门民间慈善的重要部分，为
多种人群提供服务。

总体来说，澳门慈善创新主
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募款方式从
传统向现代转型；慈善模式从直
接向间接转型；慈善对象从有限
向扩大化转型；慈善主体从单一
向多元化转型等。

澳门慈善筹款方式创新表
现在传统与现代方式的结合，

并呈现出向现代方式跨越的倾
向。 传统筹款方式包括个人捐
赠、义卖、义演等方式。 20 世纪
80 年代， 澳门慈善筹款方式开
始发生变化， 一些形式新颖的
大型慈善跑活动引入澳门。 此
外， 随着手机与互联网的兴起
及普及， 利用手机及网络进行
筹款的方式也开始进入澳门，
成为慈善组织收集个人捐款的
新形式。

此外， 越来越多的澳门慈
善组织和社会团开始提供公益
性服务，包括综合性公益服务、
教育专业性公益社会服务、医疗
公益服务、特殊服务群体公益服
务等。这类慈善组织目的在于解
决社会新出现的问题， 如毒品、
问题赌徒、性工作者等。 一些慈
善组织还提供婚姻辅导服务、
课余暂托学童服务、 单亲网络
互助服务、 来澳新居民适应服
务等。

报告指出，回归之前，传统
的慈善救助对象多为澳门本地
发生灾难的民众，主要面向受灾
民众或难民与贫民，又或是社团
内部的会员。 回归之后，大量的
服务机构是面向全部澳门居民，
很多服务都是开放性的，部分民
间慈善组织也将慈善触角伸到
了澳门之外，尤其是内地。 在国
际慈善方面，国际性慈善组织在
澳门的分支机构也会通过其国
际网络面向南亚、非洲等地开展
慈善服务。 澳门慈善对象从过去
的单一和封闭正在慢慢走向开
放包容， 扩大化的趋势愈发明
显，澳门慈善力量对社会的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

总体而言，该报告还对海峡
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慈善创新趋
势进行了预测。 首先，慈善组织
将更多应用专业化的手段来募
集资金、提供服务；其次，慈善创
新的方式也将更加多元、 全面；
第三，跨界合作更加密切，不同
主体之间的合作将激发出更多
新的慈善模式；最后，政府部门
也将继续支持慈善创新，相关政
策也将进一步完善并发挥重要
作用。（本版图片均来自文中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