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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尔市政厅出发，步行大
约五分钟就能到达韩国公益金
(Community Chest of Korea,简
称 CCK)的总部大楼。 这是一栋
独立的五层建筑，离着很远就能
看见墙体上机构的标志物———
三颗红色的果实。

这种果实被韩国人称为“爱
的果实”， 三颗果实分别代表自
己、家庭和邻里，而将三颗红色
果实聚集在一起的茎部则象征
着一种社会凝聚力。

在 CCK 主楼旁边还有一座
二层的建筑，其一楼的慈善文化
体验中心总会让眼前一亮。

在韩国人看来，慈善文化对
于儿童的成长非常重要。 通过走
迷宫、答题游戏、现场体验等轻
松灵活的方式，CCK 会定期向儿
童和青少年传播慈善文化和理
念，让他们在一种轻松的情境下
认识到慈善其实就是生活中的
一部分。

2017 年，约有 27.3 万名青少
年接受了 CCK 的慈善文化教
育，同时数百名家长也参与了相
关培训。 此外，韩国中学的教师
还可以选择 CCK 的教育内容作
为选修课，完成教育部门要求的
相关培训内容。

不过，最令人感到震撼的还
是位于另一楼层的“荣誉墙”，整
整一面墙都是密密麻麻的名字，
这是为了感谢捐赠人而特意进
行的设计。

目前，这面“荣誉墙”上共有
1872 个名字，但并不是所有捐赠
人的名字都能出现在这面墙
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一次性向 CCK 捐赠十万美
元，或者承诺在五年内完成十万
美元的捐赠。

这些人当中既有达官贵人，
也有商业巨贾。 比如，联合国第
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就是其中一
员。 有趣的是，不少初次来参观
的民众都喜欢在“荣誉墙”上寻
找潘基文或某位名人的名字，并
拍照留念。

再比如， 韩国 SK 集团创始
人之子、SK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崔信源也是其中的一员，而
且他还是“荣誉墙”的第六位成
员， 很早就成为了 CCK 的大额
捐赠人。 除了自己参与捐赠，崔
信源还发动家族成员都加入了

捐赠者的行列。
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普通

市民，甚至还有一位捐出了自己
一生积蓄的清洁工。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些
名牌上其实并没有刻上姓名，而
是以机构的标志物代替。 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这些图案并不是装
饰，而是代表着那些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爱心人士。

韩国社会福利学领域的学
者认为，这种设计不仅是对捐赠
人的认可， 同时也是一种荣誉。
而且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将这些
捐赠人联系起来，为他们创造沟
通交流平台，让他们能够更加精
准地选择公益项目。

除了“荣誉墙”这种捐赠形
式，CCK 还设计了多种不同的捐
赠项目，让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
灵活地参与捐赠。

比如， 针对社区慈善领袖、
私人俱乐部、同学会、粉丝俱乐
部以及专业协会等，捐赠人可以
一次性捐赠，也可以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捐赠。

针对一些小企业主或者自
由职业者，CCK 还推出了“美好
商店”(Good Shop) 捐献项目,他
们可以将一定比例的销售利润
捐赠出来。 截止到 2017 年 7 月，
韩国全国范围内共有 21225 家

“美好商店”。
针对家庭来说，CCK 推出了

“美好家庭”(Good Family) 捐赠
项目, 以家庭为单位每个月捐赠
两万多韩元 (约合人民币 122
元)。 捐赠数额虽然不大，但这也
是家长教育孩子、传递慈善理念
的一种有效方式。

与中国的“95 公益周”或“99
公益日” 类似，CCK 也有自己的
筹款季，从每年的 11 月 20 日持
续到次年的 1 月 30 日。 在此期
间，CCK 会利用圣诞节、 元旦等
节日举办高频次的社会筹款活
动，并通过设置在公共场合的大
屏幕公示筹款情况，让公众及时
了解他们的筹款成绩。

在筹款季期间，不仅韩国的
主流媒体从业者会佩戴 CCK 的
标志物， 就连韩国总统也会佩
戴，表示对慈善事业的支持。 而
从 CCK 诞生的时候起， 每一任
总统夫人都将成为机构的荣誉
主席，这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一

项传统。
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

力成为其他慈善机构无法企及
的优势。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这
种做法不仅能够吸引全社会的
关注，同时也成为激发企业以及
公众捐赠意愿的有效渠道。

作为韩国最大的筹款机构
和最具影响力的慈善机构，CCK
在全国的主要城市设有 17 个地
方办公室，其所筹善款全部用于
提升当地社会福利水平。

记者了解到，CCK 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到今年已有 20 年
历史，其宗旨是消除贫困、疾病，
帮助儿童、残疾人以及老年人等
弱势群体，在提高社会福祉方面
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相比而
言，中国的一些公益机构只关注
农村地区贫困人口， 但 CCK 关
注的群体包括了城市和农村地
区，其关注的对象没有地域上的
限制。

事实上，CCK 的成立跟韩国
国内致力于帮助困境市民的社
区运动有很大关系。

在 CCK 诞生之前， 类似的
工作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但由
于民间组织在推动公益事业发
展方面所展示出的创新能力和
影响力，公众对于发展民间组织
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此背景下，
CCK 应运而生。

2016 年，CCK 总筹款额为
5.22 亿美元 ;2017 年筹款额为
5.99 亿美元;2018 年预计筹款额
为 6.04 亿美元。 不过，与很多中
国公益机构不同的是，CCK 大部
分筹款来自企业。 以 2016 年为
例，在总筹款额中，约有 3.45 亿
美元来自企业捐赠，个人捐赠只
有 1.77 亿美元。

对此，CCK 秘书长金连顺在
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也
提到，CCK 的筹款工作确实还存
在一定不足，尤其在公众筹款方
面还需要提高。

目前，CCK 每年大约有 70%
的善款来自企业，剩余部分才是
来自个人捐赠，比例很低。 在他
们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
的捐赠收入比例，未来他们也希
望得到更多来自个人的捐赠。

但即便如此， 今年 CCK 还
是放慢了发展速度，降低了对总
筹款额的预期。 金连顺表示，放
慢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他们做
不到，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提
升自身能力，将善款花在最需要
的地方。

在她的设想中，CCK 将超越
慈善机构的角色，成为推动社会
变革的领导机构。

《公益时报》：我们看到 CCK
有一个很大的慈善文化体验中
心，对儿童和青少年开展慈善文

化教育。 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方
面的工作？

金连顺：我觉得慈善文化教
育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会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产生
很大影响。所以对我们来说，在儿
童与青少年群体中开展慈善文化
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CCK 现在有很多关于儿童的项
目，比如你刚刚提到的体验中心。
2017 年，大约有 27.3 万名青少年
接受了我们的慈善文化教育。

当然，我们的教育并不仅仅
是针对孩子，我们把教师也囊括
了进来。 一些中学老师可以从我
们的教育内容中挑选选修课，完
成相关培训内容。 当然，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家长的作用不可
或缺，因此我们把家长也纳入了
慈善文化教育范围。 去年，大约
有 550 位家长参与了我们的项
目。

可以这样说，我们对孩子的
慈善文化教育是全方位的，既有
孩子的直接参与，也有教师的能
力建设，还包括家长的参与。

《公益时报 》：在中国 ，我们
有“95 公益周”和“99 公益日”，对
于公益机构来说二者都是非常
好的宣传和筹款时机。 韩国有没
有类似的筹款或公众参与方式？

金连顺： 每年的 11 月 20 日
到次年的 1 月 30 日是 CCK 最
重要的筹款季。 在此期间，我们
会高频次地举办各式各样的筹
款活动，比如圣诞节和元旦等节
日，这都是非常好的同公众进行
沟通的时机。 此外，我们还会通
过设置在广场上的大屏幕，将筹
集到的善款金额公布出来，让公
众及时了解筹款的具体情况。

《公益时报 》：去年 CCK 的
总筹款额将近六亿美元，今年会
有更大的突破吗？

金连顺 ：2017 年 CCK 的筹
款总额约为 5.99 亿美元(其中有
15%为物资捐赠)，2018 年我们的
筹款目标是 6.04 亿美元。与去年
相比，我们对筹款额的预期有所
降低。 这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未
来一到两年的时间，不断提升自
身的工作能力，确保能够将筹集
到的善款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最
合适的地方。

《公益时报》：CCK 大部分捐

赠都来自企业，那么你们是如何
维护企业关系的？

金连顺： 确实如此，CCK 每
年大约有 67%的善款来自企业，
剩余部分则是来自个人捐赠。 在
企业关系维护方面，我觉得最重
要的是要跟企业保持良好的沟
通。 另外，对于企业的捐赠能够
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力，我们也
会出具相应的企业捐赠影响力
报告。

《公益时报》：通过这种方式
让企业明确地知道自己捐赠的
钱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

金连顺：是的。我想大家都知
道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未来我们也会考虑将企业的
捐赠和这些目标结合在一起，让
企业了解自己的捐赠行为解决了
哪些社会问题。同时，我们也会推
出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案例，激
发更多的企业进行捐赠。

另外，对于企业来说，公众
的态度也很重要，所以我们通过
媒体或者公共场合推出优秀企
业社会责任案例，也是为了让公
众了解企业在做什么，进而增加
公众对企业的认可。

《公益时报》：作为韩国最大
的慈善机构，CCK 在公开透明方
面是怎么做的？

金连顺 ： 作为一家慈善组
织，在运作过程中尤其是当涉及
筹款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一定的
问题或质疑。CCK 作为韩国最大
的慈善组织，已经有了一套非常
成熟的运作模式。

首先，我们的内部审计机制
非常完善，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
审计工作， 负责把好第一道关。
如果他们发现机构在运作过程
中存在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要求
我们进行更改。 在理事会层面，
我们还设有一个监管委员会，除
了 CCK 的员工， 普通市民也可
以参与监管工作。

以上都是机构内部的监管。
在外部来说，我们每年也要接受
多重审计，这其中不单单有来自
议会的审计，还有来自像卫生等
部门的审计，因为我们的项目会
涉及这些部门。 另外，我们内部
还有一套智能系统，所有财务信
息都可以自动抓取，这也能够保
证信息的公开透明。

对话
CCK 秘书长金连顺：
慈善文化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
关重要

韩国公益金（CCK）：年筹款近六亿美元
■ 本报记者 皮磊

8 月 30 日，潘基文出席由 CCK 和全球联合之路(UWW)共同主
办的 2018 亚太慈善峰会。 期间， 潘基文同很多韩国人一样佩戴了
CCK 的标志物“爱的果实”（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韩国公益金总部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