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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慈善团体论述（上）
民国慈善团体发展概述

慈善团体是民间团体或个
人出于“利他”动机设立的扶危
济困组织。 中国慈善团体大致兴
起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 发展
到清末已是善会风行、 善堂林
立。清代善会名色繁多,或由地方
官绅创办,或由民间集资合办,或
由同业捐办, 均为民间慈善事业
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代善堂制度
已相当完备，并成为朝廷蠲缓政
策的一部分。 进人民国，慈善事
业向着更有组织的方向发展。 根
据战前内政部对全国慈善设施
的一项调查,在被调查的 18 个省
566 个县中， 慈善团体兴办的救
济设施有 1621 个。 若以每个团
体兴办 3 个设施计算， 约有慈善
团体 550余个。 从这次调查结果
分析，慈善团体分布极不均衡，江
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
六省共有慈善设施 1190 个，占被
调查总数的 73%，其他 12 个省只
有 431 个， 仅占总数的 27%。 经
济、人口、人文环境等因素对慈善
事业的非均衡性发展产生不小的
影响。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发达，一
方面说明都市化的加快带来一系
列城市问题，如贫穷、流民、乞丐
等社会问题严重， 另一方面表明
新兴城镇的崛起，为慈善团体的
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持，如经费的
筹措、士绅的广泛参与等。

抗战爆发后， 或因地区沦
陷，或因人事变化，慈善团体及
其活动大受打击。 1939 年各省呈
报慈善团体为 350 个，仅及战前
一半。 与战前相比，慈善团体的
分布出现变化，由于东部省份的
沦陷，难民的大量内迁，经济、政
治、文化重心的西移，带动了西
部省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 其中
四川慈善团体为数最多达 102
个，约占战时调查的慈善团体总
数的一半。

1945 年 8 月， 日本投降，沦
陷区次第收复，慈善团体在各地
开始陆续恢复，1945 年末， 全国
慈善团体为 235 个， 会员 32446
个；1946 年底， 慈善团体是 296
个，会员 37182 个；1947 年 6 月，

慈善团体已发展到 467 个，会员
73427 个。

纵观民国慈善团体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战前、战时和战后三
个阶段，影响发展的因素，笔者
认为主要是：第一，国内情势的
影响。 内战纷扰、旱魃降临、水灾
泛滥、匪患侵袭等都是慈善团体
的成立的动因。 如 1920 年华北
五省大旱灾，死亡五十万，灾民
三千万。 为救济灾黎，各地民间
慈善团体纷纷成立，计有河南旱
灾救济会、 北五省灾区协济会、
顺直旱灾救济会、 华北救灾会、
北省急赈协会、 佛教筹赈会等。
第二，区域人文环境的影响。 近
代慈善团体多为士绅所立，同时
又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特别
是新式慈善团体多设于城市，这
与城市文明的发达不无关系。 另
外，人文思想发达的江南地区士
风浓厚，善风浩荡，直接促进了
该地区慈善事业的兴盛。 第三，
国家政策的制约。 慈善团体作为
一股民间力量， 其成长的快慢，
除受上述两种因素影响外，也受
到政府政策的左右，当政府认为
民间团体已发展成为一支不小
的势力， 将要影响其专制政策
时，便会以“整理”为借口，将一
些社会团体解散。 如果政府感觉
无力面对国内诸多社会问题，如
灾黎遍地、难民成堆，便会鼓励
民间社会，兴办慈善设施，由此
慈善团体便异常活跃。

慈善团体结构分析

1. 会员
民国与明清相比，慈善团体

组织结构更趋规范化，一般多采
取会员制。 会员分为两种：个人
会员与团体会员，小规模的团体
由个人会员组成，大规模的团体
由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共同组
成。 发起人为当然会员。 根据民
国法律，发起人需具备下列各项
条件之一：名望素著，操守可信；
举办慈善事业，著有成效；热心
公益，慷慨捐输；对于发起慈善
事业有特殊的学识或经验。 同时
还规定，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
得作为发起人：土豪劣绅有劣迹

可指证者； 贪官污吏有案可稽
者；有反革命之行动者；因财产
上之犯罪受刑之宣告者；有破产
之宣告尚未复权者； 吸食鸦片
者。 各慈善团体为图发展，经常
向社会征集会员，根据捐纳会费
的多少，分为名誉会员、特别会
员和正会员， 如中国红十字会
1911 年的章程规定 :“凡纳会费
二百元以上作为特别会员，二十
五元以上作为正会员。 ”1947 年
成立的中国慈善总会章程规定：
凡赞同该会宗旨，每年交纳会费
一万元、三万元、五万元以上的
人， 都可以分别成为正会员、赞
助会员、特别会员。

慈善团体为扩展影响，一般
都积极发展会员，结果容易鱼龙
混杂，影响团体的声誉，所以一
些团体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努
力提高入会门槛，避免为私人谋
利者混入会中。 如中国红十字会
征集会员即明确规定，会员除缴
足会费外，还必须有当地介绍人
代为介绍，方可入会，以免流弊。

2. 团体结构
慈善团体虽性质相同，但团

体结构差异很大，有的团体系统
分明， 有的只有团体而无系统。
有团体而无系统者多为善会、善
堂一类的小团体，其管理一般采
取封建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堂主
具有至上的权威，人事、经济及
日常具体工作都由堂主做主。 这
类团体一般只从事一些小规模
的慈善事宜。

团体系统分明的慈善团体
一般规模大，活动区域为数省乃
至全国。 这类团体设有总会和分
会，制定有严格的团体章程。 根
据章程规定，团体采取董事会制
或会员制， 每遇重大事情决策，
需要召集全体董事或会员共同
商讨，由执行董事负责执行。 按
照法律规定：“慈善团体属于社
团性质者， 每年至少应开会二
次，董事于开总会时应报告详细
收支帐目并说明办理会务之经
过情形。 ”

团体系统分明的慈善团体，
内部有着明确的分工，以保证高
效运作。 下面以上海国际救济会
为例加以分析。 上海国际救济会
成立于 1937 年 8 月，是为救济沪
上难民而由在沪的国内外热心公
益人士组成。 在第一次常务会议
上，推举屈文六、奥尔（N.Aall）为
会长。按照章程规定，会员大会为
最高权力机关， 会员大会选举产
生的常务委员会为执行机关，代
表会员大会执行该会一切事务。
常务委员会下设十个组和一个总
干事具体负责处理难民各项事
宜。 每组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
人或二人， 总揽各该组一切事
务。 这种科层制结构，保证了救
济工作有序进行，同时还可以防
止一权集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慈善团体机构的设立，并非
一成不变，常常因时而宜，以求

发挥最高效率。 以中国华洋义赈
救灾总会为例，该团体是民国时
期颇有影响的团体，在全国设有
许多分会，但小灾与大灾，一省
有灾与数省被灾，要求救济团体
作出的反应有别。“当一省有灾
时， 总会则利用寻常的团体，为
分会之助，而分会之团体，则临
时扩张，以应当地之急。 ”当数省
有灾时，“总会总理数省之赈务，
有扩张团体之必要， 故加设采
运、查放、募捐各临时部，而统计
股即同时执行公告部之职，似此
则各分会之责任，较为减轻”。 机
构灵活设置可以确保灾荒降临
时，最快地作出反应，避免无数
灾黎由于拖沓的官僚作风而命
丧黄泉。

3. 经费
慈善团体能否有效地开展

活动， 除需必要的团体体系外，
还必须有活动经费（包括钱和物
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慈
善团体经费来源有四条途径：社
会捐款、会员会费、政府补助和
自创自收。

社会捐款来自国内外的团
体、公司、企业及个人。 尽管个人
捐款数额少，但集腋成裘，数目仍
相当可观。上海国际救济会称“捐
户大半为依薪水生活者”。中外厂
商及各民间社团常常是捐款的大
户， 以北京市商会临时救济会第
一收容所在 1937 年 8 月收到各
界捐款为例，各公会、团体、公司、
企业捐助大批药品、食物、衣服及
其他生活必需品和部分现款成为
救济物品的主要来源。 再如南京
安全区国际救济委员会 1938年 2
月成立后， 很快收到了来自中国
银行家协会、中国红十字会、英国
市长基金会、 扶轮国际等中外团
体捐款 22万多美元。

会员会费是慈善团体收入
的第二个来源。 中国红十字会和
中国慈善总会皆明确规定了三
类会员的基本会费。 红十字会成
立初期，通过会员纳新，筹集经
费， 仅 1911 年 11 月 4 日至 20

日，就吸收特别会员 6 人，正会员
293人， 会费收入达 8525元。 到
1912 年 9 月底， 会员已近 2000
人， 至 1936 年共有会员 138000
人，所收会费数额相当可观。再如
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之初，即募
得团体会员方面拨助 73500 元，
个人会员捐款也极为踊跃，自
1937 年 8 月成立至翌年 2 月 15
日，总共募款 344300多元。

慈善团体经费来源的第三
条途径是政府补助。 按照法律规
定， 慈善团体办理成绩卓著者，
由政府给予补助。 这为慈善团体
获得政府资助提供了法律依据。
如 1931 年江南大水灾后， 国民
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拨巨款补
助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办理
工赈。 抗战期间，赈济委员会向
战士儿童保育会、中华慈幼协会
及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等拨
助大批款项，仅 1944 年度，就补
助教育费 4179 万元 ， 临时费
5303 万元，其他慈善团体也得到
数额不等的款项。

自创自收是慈善团体经费
来源的第四条渠道。 慈善团体的
创收主要通过房屋出租及发行
纪念物品来进行。 慈善团体在得
到的社会捐赠中， 有一些是地
产，慈善团体往往将捐得的房屋
出租，通过收取资金的办法来弥
补活动经费的不足。 1933 年对上
海 30 余个慈善团体经费调查表
明，出租房屋成为它们收入的经
常性来源。 发行纪念物品在中国
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成立之初曾
经试办，该会设计出一套“慈祥
花签”，每枚数分，“凡良辰佳节，
人人贴用，数以万计，化零为整，
成绩昭然”。

简言之，经费是慈善团体开
展活动的经济基础， 为了筹集
经费，各团体用尽办法，收获不
小。 但由于慈善团体兴办慈善
事业种类繁多， 除少数团体收
支相当或略有盈余外，多数团体
入不敷出。

（据《档案与史学》）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正会员凭照

� �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爆发，逃难人群涌入租界沦为难民，上海
国际救济会在此情景下成立。 图中所示为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五收容
所，该所的难民教育工作委托“救世军”办理，对难民的食物供给、医
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