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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幾個月前，北京的權威傳媒《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引人深思的

文章。文章的題目極具震撼力，叫做《中國慈善事業遭遇空前的信任危
機》。文章說， 「從中國紅十字會到中華慈善總會、宋慶齡基金會……
國內慈善組織遭遇一系列的信任危機。郭美美事件所引發的問號，豈止
是紅十字會一家之痛，而是整個公益慈善事業之憂。」

應當說，中國公益慈善事業被公眾詬病的隱痛、隱憂和危機，乃冰
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僅以剛剛過去的2011年度為例，新春伊始就有上
海盧灣區紅十字會饕餮豪飲的 「萬元大餐」 ；未及入夏則有高調慈善被
指有失誠信之困；暑熱炙人又有基金管委會出納員私吞善款80萬元令人
拍案驚奇；接着，那位郭美美小姐網路晾曬使紅十字商紅會為千夫所
指；隨後，中華慈善總會上演 「發票門」 事件；河南宋慶齡基金會塑造
「黃河女兒」 ，爆出多年涉足房地產及投資放貸盤索高利等戲碼，一一

粉墨登場。類似問題至今仍延燒不已，舉凡血疑誘發全國血荒；仁愛基
金萬輛劣質單車捐給國企而備受譴責等資訊，被公眾和傳媒曝光，受到
廣泛質疑。特別是近來，四川災後由本港善款援建的綿陽紫荊民族中學
只使用一年就被當地拆除，香港特區政府迭次申明要收回 200 萬元善
款，引發海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

看來，空前的信任危機所引發的危機也是空前的。已經有80%以上
的線民表示不再捐款給紅十字會；更有甚者，一些憤怒的曾經捐款的線
民高喊要 「中紅會還錢！」 於是，海內外看到，從2011年下半年開
始，無論是中國紅十字會，還是中華慈善總會等各地各級各類公益慈善
組織，接到的善款數額在急遽的垂直下降。據有關方面估計，2011年
全國內地公益慈善組織接受的捐助應同比驟減數百億元人民幣。

在探討內地公益慈善事業遭遇空前信任危機的時候，多數立論認為
是中國公益慈善機構的內幕重重，不公開、不透明所致。誠然， 「不公
開、不透明」 ，或者直白地說 「慣於暗箱操作」 ，確係釀成危機的直接
導火索。僅據內地民政部下屬的中民慈善捐助資訊中心發布的《2010
年全國慈善組織資訊披露現狀報告》稱， 「中國內地75%的慈善組織的
善款流向不透明」 ！同樣在國家民政部所屬的中國公益慈善組織資訊披
露現狀報告表明，中國內地有 42%的慈善組織沒有專門的資訊披露辦
法，37%的慈善組織沒有專人負責資訊披露工作，90%以上的內地公眾
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

但是，僅僅因披露的程度和方式有毛病就導致了內地公益慈善事業
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機了嗎？

請想一想：
郭美美的舉止，不過是一個小小女孩子虛榮、浮華、淺薄、無聊的

行為，在網上曬了數秒鐘的鬧劇，為什麼會動搖有着悠久歷史的內地公
益慈善機構和公益慈善事業呢？在具有強大而龐大的執政力量和嚴密的
執政社會網路的內地，在官方建立和強力支撐下的官辦官管的偌大的公
益慈善組織，為什麼面對一個無知女孩的挑戰，竟然脆弱得不堪一擊
呢？

中國著名的古典文獻《韓非子》中，有一篇哲理深刻膾炙人口的名
篇，被今人通常命題為《扁鵲見蔡桓公》。名醫扁鵲晉見蔡國君主桓侯
時說：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 可惜蔡桓公諱疾忌醫，聲稱自
己 「寡人無疾！」且貶斥地說： 「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

內地的公益慈善事業資訊不公開、不透明，是外表的腠理、肌膚之
疾。這種疾患延續已數十年矣。而今遭遇的危機，卻是由深重的體制性
缺陷造成的。內地公益慈善機構公信力的嚴重喪失，不過是體制性缺陷
所染生的頑疾而已。

中國內地的公益慈善事業，該怎麼辦呢？

（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中國近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歷史上，台灣、香港、澳門的工

作上乘，貢獻良多。
祖國寶島台灣的社會福利事業和公益慈善機構，在第三次國內戰爭

以後，伴隨 「四小龍」 龍頭的崛起，快速地發展壯大。其中最著名者，
如慈濟功德會、國際佛光山世界總會等，以佛旨為懷，大慈大悲，愛心
濟世，拔除苦難，救助孤老貧弱，補善社會，規模宏大，影響深遠。例
如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已建設成為亞洲最大的骨髓庫，為全球患血癌的
華人提供骨髓移植，挽救多少生命於既倒。台灣天主教會創辦了星羅棋
布的醫療院所，從事育嬰、撫殘、康復、安老、賑災等奉獻，名聞遐
邇。台灣慈濟基金會在中國內地貧困地區興辦小學和醫院，大震大災中
廣施援手，多方救助。他們還投身於世界性救災，像南太平洋海嘯、日
本大地震期間，出生入死，派人派錢派物，顯示了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
慈善道德情懷。

澳門人口雖少，但市民募捐眾多。不僅救濟澳人，而且對內地災難
也慷慨支持，功不可沒。

東方之珠的香港，其公益慈善事業較之台灣、澳門，歷史更顯悠
久。無論是東華三院、保良局、樂善堂，還是紅十字會、博愛醫院等
等，公益慈善的口碑頻傳於海內外。本文的作者均係香港人，又都是本
港公益慈善事業的積極參與者或慈善機構的領導人。其中的鄭明明女士
膺譽 「國際美容教母」 稱號，事業成功的美名遠播海內外，是港府 「熱
心公益獎」 的獲得者。她不遺餘力地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秉持 「取諸社
會，用諸社會」 的人生信條，致力扶助本港婦女、兒童、殘病等弱勢群
體。她創立的 「鄭明明慈善基金會」 ，為本港和中國內地的青少年，提
供了健康和均衡發展的機會。鄭明明用其基金會的主題—— 「創出美麗

人生」 ——為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書寫了一段精采的篇章。近三十年
來，她個人捐獻已超過500萬元港幣，領導籌募捐款已超過3200萬元。
著名影星張柏芝，在本港號召發起LOVE LIFE活動，為台灣癌症病童
籌款；亦支援國際醫療人道組織的無國界醫生募款。在出席 「奧比斯睛
彩無障之旅」 時，她捐贈100萬元關注愛眼健康。在印尼地震海嘯後，
她親赴災區慰問流離失所、痛不欲生的災民。在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之
際，應國家文化部和中國殘聯之邀，張柏芝被授予 「中國殘聯文化助殘
愛心大使」 的光榮稱號。本文領銜、主筆的陳玉書先生，數十年如一日
以公益慈善為己任。他和梁王培芳女士、梁寶珠女士先後出任香港保良
局的主席。梁王培芳女士是英國MBE及OBE勳章和香港特區政府銀紫
荊星章和金紫荊星章的獲得者，並連續 19 年獲選保良局歷屆主席會主
席。梁寶珠女士曾任保良局的總理、副主席和保良局主席，是本港幾家
基金管理委員會和婦女福利會的會長，保良局屬下九十多間學校的註冊
校監，也是廣東省暨中山、順德、佛山、江門、新會諸地婦女兒童福利
會的領導成員。多年來她為香港及內地慈善事業捐款達數千萬元之鉅。

本文就以香港保良局為例，研析香港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和成就。
在本港銅鑼灣的保良局總部，矗立着三尊金光閃閃的銅像和碑文。

這就是保良局的大慈善家鄧肇堅爵士、李兆忠先生和馬錦明博士的鐫
像。 「惠澤永流，德蔭長存」 的鄧肇堅、 「安良保赤，澤蔭無窮」 的李
兆忠、 「博施濟眾，仁德可風」 的馬錦明，以大慈大善報港報民，受到
世世代代港人的景仰。保良局就是在許許多多慈善家的殷勤努力下誕生
和發展起來的。

十九世紀末葉的本港，社會矛盾突出，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秩序混
亂，誘拐婦女兒童，逼良為娼，明娼暗娼流娼甚至童娼遍布各處的店院
樓堂館所；販賣人口，販賣毒品弊案屢禁不止，社會腐敗，道德淪喪。

1878 年底至 1879 年初，富有良知、仗義救世的東莞僑商聯名上書
當時管治香港的港督軒尼詩爵士，申請成立以 「保赤安良」 為目標的保
良局。此議很快獲得港督批准。進而在1893年由英國的理藩院通過《保
良局條例》，並刊於英王國憲報。

保良局初期所行公益慈善，主要致力於保護婦孺孤寡等弱勢群體，
並協助華民政務司調解婚姻家庭糾紛。隨着本港經濟、文化、教育的發
展，保良局已建設成為龐大的社會服務機構，以現代化與高度經濟效益
的管理模式，面向全體港人，提供優質的多元化的綜合服務。

保良局的價值觀，通常被概括為 「優良傳統、優質服務、多元進
取、善用資源、愛心情懷」 。保良局的願景是成為最傑出及多元化的慈
善服務團體，領導善業，造福社群，為國際所廣泛推崇。保良局的慈善
理念和踐行原則，有如它的局歌所歌唱的那樣：

「人間沒有愛，幸福哪裡來？人與人之間，拿出一點愛，讓整個世
界都能好起來。捨棄一點點，把它聚起來，幫助困難的人，脫離苦海。
紛爭不再有，戰爭不存在，這一切都來自你的愛！」

在這質樸而充滿摯愛的歌聲中，保良局的同仁世世代代向港島內
外，向國內外，所提供的社會服務、文化服務、教育服務等內容，十分
豐富，十分熱忱。特別是其中的綜合家庭服務、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弱
能康復及護理安老服務、傷殘病患診治、災難救助服務，使受益者不計
其數。

縱觀本港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有明顯的特徵值得研究和總結：
其一，本港的公益慈善團體和機構，種類齊全，數量繁多，社會服

務覆蓋到各個階層、各個社區、各類人群，幾乎無所遺漏。更有私人創
辦的基金會，如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霍英東創辦的霍英東基金會，當下的
李嘉誠基金會等，另闢蹊徑，廣布善施。簡言之，只要社會有需要，無
論多麼微細多麼艱難，本港都會有公益慈善組織應運而生，傾力服務。

其二，基督教、道教、佛教等宗教團體的公益慈善機構發揮了巨大
的無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基督教勵行會為本港失業者、外傭、新居港人
士提供的就業、培訓和輔導；道教機構提供護理、安老的服務等等。宗
教團體廣結善緣，廣泛開展多種慈善服務，社會效果明顯。

其三，本港的公益慈善機構悉由民辦，但港府承擔社會福利的責
任，由官方政府向公益慈善機構按需撥款以運作。

其四，免稅優惠。香港有700萬居民，僅相當內地一個中等城
市的人口，但享受免稅的公益慈善組織就有4000多家。

其五，官民分工協作，促進社會服務。政府負責規劃，制定政策，
提供經費，實施監督；而民間公益慈善組織則堅持非營利性、非政府
性，專責進行社會服務。

其六，注重並大力弘揚慈善文化，把古聖先賢的遺教，民風民俗的

積澱，東方宗教的教旨和西方人道主義的內涵熔冶一爐，為善行善舉所
用。

其七，在財、物的審計監管方面，嚴格遵守法規，尊重捐款人的意
志、意願，確保資訊公開、透明。為了確保專款專用，公益慈善機構每
年歲尾都會請權威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審計結果在年報中詳
加公告。審計過後，要將其中的捐贈來源，善款善物去向，一一在網上
或信上或電話告知公布，隨時提供查詢。凡屬數額較大的捐贈，會以圖
片、視頻、資料等形式報告財務運行的微觀情況；凡屬小額捐贈，也隨
時接受追查甚至追責。

港府則有專司部門對以上過程依法監管。
捐贈、受助、審計各環節，嚴禁有失公益慈善人士捐贈方或受助方

的尊嚴進行。
其八，本港的公益慈善事業，堅持鮮明的善愛博施的倫理道德特

徵，並嚴守捐贈者意願至上的慈善行為準則。
堅持善愛博施，方能呼喚起廣大民眾自覺參與慈善捐獻的積極性，

厚積公益慈善事業的經濟基礎。在行善博施的慈善行為中，不折不扣地
遵循並實施捐獻者意願是慈善事業體制中至高無上的準則之一，必須嚴
守不逾。凡發生違背捐獻者本意的行為，捐獻者就有權收回自己捐贈的
善款。這項鐵則的實行，廣泛見於世界公益慈善事業發達的國家和地
區。因此，本文前面提到的港府要收回災後援建綿陽紫荊民族中學的
200萬元善款，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這恰恰是本港公益慈善事業體
制優越性的表現。

馬錦明博士銅像馬錦明博士銅像鄧肇堅爵士銅像鄧肇堅爵士銅像 李兆忠先生銅像李兆忠先生銅像

（三）
香港的現代公益慈善事業體制，是在英國近百年對本港的管治下成

長發育起來的。可以說，本港的公益慈善事業脫胎於英國的體制，有着
英國公益慈善事業體制的特徵和印記。

英國，作為世界上最早又最老的資本主義王國，其公益慈善事業的
發展和成熟，有着近千年的歷史。

早在西元十二至十三世紀，英國的教會就開始主理規模化的慈善事
業。當時先後誕生的數百家民間慈善組織，可以說是全球最早從業的民
間公益性團體。進入二十一世紀，據不完全的統計，英國全國總人口不
過六千萬人，註冊的公益慈善機構卻已超過二十多萬個，總資產約達九
千億元人民幣，年收入超過五百億元人民幣。英國公益慈善機構的從業
人數超過六十萬人……

對於英國公益慈善事業體制的研究和分析，應該得出以下客觀的結
論；

一、英國對公益慈善事業重在進行日臻完善的立法、修法、執法的
法制管理。

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早在五百多年前誕生於英國。之後幾度修
訂，不斷擺脫和克服體制性的缺陷，使公益慈善事業完全納入法制管理
的軌道。特別是到2006年，英國再度修訂頒布了《2006年慈善法》，
使其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和監管達到新的境界。《2006年慈善
法》不僅確認了國家、政府與民間公益慈善組織在建立社會價值方面的
共識與互動，尤其確立了國家、政府對民間慈善組織暨非營利公益機構
的監管體制。這部《慈善法》及其配套法律的實施，進一步調動了公益
慈善組織的社會能動性，也強化了政府監管的職能和模式。

二、實現現代化的法制監管，必須設立現代化的權威的國家公益慈
善管理機構。一方面要規避管理工作的衙門化、官僚化、操作暗箱化；
另一方面要規避多頭分管，多頭行政，多方推諉。

英國依據《慈善法》設立了權威的國家慈善委員會。該委員會主席
由英國女王欽命，不受內閣大臣或任何政府部門管轄，是獨立於議會和
政府內閣之外的依法獨立、代表王室行使職權的機構。該會工作人員均
屬國家公務員，經費由國家財政全額支付。舉國的公益慈善組織的事
物，悉由該會主持、統轄、管理；所有的審計、賬務檢查均需向該會報
告並接受其監察、處置。

三、英國的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中，浸透着基督教的宗教慈善理
念，用它來引領公眾和公益人士的信仰、道德和行動，使生命平等、世
人關愛、社會和睦成為守則和信條並做到平民慈善，人人參與。因此，
捐贈公益慈善的善款、善物日漸增多。據英國方面近年的年度統計資料
顯示，英國個人捐款的總額曾達年度800億元人民幣左右；英國公民人
均的年度捐贈款額折合人民幣約1800元（按：2000年的資料顯示，中
國的人均年度慈善捐贈額不足1元人民幣）；英國參與捐贈的人口佔全
體國民的70%以上。

四、英國的體制確保了公益慈善組織的民間性和獨立性；而公益慈
善組織的運作，則主要依靠和動員大量的志願者。

英國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務上，在社會管理的調整和
拓展上，都會與公益慈善組織協商合作，但是公益慈善組織的民間性和
獨立性不受侵擾。公益慈善組織所代表的公眾利益，使它享有不衰的公
信力。據報道，在英國的公益慈善從業人員中，絕大部分是志願者，並
不享有報酬，只是自覺自願地為社會盡力。

五、英國的公益組織遍布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並且具有專業分
工的特性。

據不完全統計，英國總共有近四十個門類的公益慈善機構，分布廣
泛，有的屬於國際性，有的屬於全國性，有的屬於地區性，有的屬於社
區性。這些機構所進行的公益慈善活動，具有明確的專業目標和專業屬
性。他們的專業類別繁多，比如對不同的社會群體、對不同的社會問
題、對貧困和社會福利、對婦女兒童、對養老、對教育、對宗教、對法
律、對環境保護生態涵養、對歷史文物遺產保護，甚至對各種不同動物
的反虐待和保護等等，都有專業的公益慈善組織。公益慈善的組織和事
業，涉及和覆蓋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有效地促進和提升了社會
的管理功能。

六、政府對公益慈善組織給予必須的資金支援，包括用基金方式提
供博彩收益的支援。特別是創造性的推行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原來
由政府承擔而又不堪重負的社會服務，改為提供資金，交由公益慈善組
織經營辦理，既出色地完成了相關的社會服務；又強化了政府監管的職
能和模式；還使得公益慈善組織在運用政府資金和所有公益性資源時，
不得不公開透明，接受有力的監督。

在英國的體制中，還強調國家和政府在資助、購買多元化的不同專
業不同類型的民間公益慈善組織及其服務時，要一碗水端平，一視同
仁，施行公平、公正、公開的 「三公」 原則。

政府在購買服務和監管社會公共服務的過程中，以現代化的法制方
式引導公益慈善組織健康、活躍地發展，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

七、英國體制中的社會型企業，在公益慈善事業發展史上具有穿越
傳統的特別重要的創新意義。這種社會型企業，不但秉持了 「變輸血功
能為造血功能」 的理念，而且以企業化的運作方式創新了公益慈善事業
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型企業，包括公益創投方面的實踐和進展，在提升
和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公益慈善功能上發揮着巨大的作用。

（四）
公益慈善事業，是全人類具有普世價值的崇高事業。公益慈善事業

的發展、水準和成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
和幸福程度的標誌，是保障民生、民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實現人民
有尊嚴的生活的重要內容。

中國內地的公益慈善事業，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建設的快速
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已經取得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在大災
大難和重大的國際活動方面，中國的公眾和公益慈善組織均表現出巨大
的熱情和竭誠奉獻愛心的寶貴品格。在平素的日常生活裡，扶危、濟
困、安老、恤孤、助殘、支教、救醫諸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不乏優
秀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蹟。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當代公益慈善史上，都
書寫了光輝的一頁。

但是，中國內地的當代公益慈善事業，畢竟歷史短淺，受到國情、
理念和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環境的制約和影響，存在着一系列體制
性的缺陷和不足。這種體制性的缺陷和不足，特別是領導體制方面的缺
陷、法律法制方面的缺陷、公益慈善組織和運行體制方面的缺陷、社會
及公眾的公益慈善理念、意識方面的缺陷等等，一定程度地障礙着公益
慈善事業的正常發展、健康發展。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性缺陷，必須也只能以體制性的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來解決。

首先，應該進行執政黨和國家對公益慈善事業領導、管理體制的改
革。不宜用領導黨組織、領導行政機關的體制，而應當建立、建設符合
公益慈善事業的客觀規律、普遍規律的體制來科學地進行領導。

其次，應該盡快地制定並頒行《慈善法》。儘管內地有《捐贈法》
和某些管理條例，但遠不足以構成當代公益慈善事業的完善的法律體

制。特別是對公益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及志願性的慈善組織，在法
律上的科學定位、科學管理、科學活動的程式以及科學監管的運行機
制，需要準確而明確的規範和配套的法律體系。慈善法典的長期缺位，
必然造成長期的體制性和法制性的缺陷。

第三，應該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 「三步走」
方針，制訂公益慈善事業長期發展的戰略規劃，制訂並實施公益慈善事
業發展的基本國策，構建規範、指導、保護、促進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
權威的國家監管機構和社會監管體系。

第四，在社會核心價值的宣導和踐行中，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
社會教育中，要注重傳承中華文化寶庫中慈善濟世、仁愛、仁和、仁政
的傳統，以及世界文明中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全民族中形成
廣泛的盡人皆知、盡人皆行的公益操守和慈善助人的意識及品行。

特別要引導和樹立科學的社會價值觀和現代的公益慈善財富觀。無
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其價值觀念均應反映出對社會的奉獻、為社會服
務的公益價值。現代公益慈善財富觀，不僅應有 「君子愛財，取之有
道」 的特徵，還須做到在取財的過程中，感恩社會、回饋社會、公益慈
善，在社會財富的生產和流通中，增強動態平衡的自覺性，主動地進行
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當前中國內地的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激增，某
些 「先富起來」 的款爺們兒，缺乏現代公益慈善財富觀念，甚至為富不
仁，違法違章巧取豪奪；賺了錢不是自己花天酒地，就是削尖腦袋移民
國外；或者飛揚跋扈地炫富，欺凌貧弱；還有寡廉鮮恥者狂曬數百萬、
上千萬元選美招親……激發民眾的 「仇富心理」 和 「妒富心理」 ；更有
些 「官二代」 、 「富二代」 ，恃權倚富橫行不法乃至草菅人命，引動民
憤不已，民怨沸騰……

如果不對當下的社會價值觀和財富觀上的缺陷抓緊彌補和更新，勢
必引起更尖銳的社會矛盾甚至社會衝突。

第五，要重視和發揮宗教和宗教團體的特殊社會作用，開放宗教組
織以慈善教義建立公益慈善機構，開展相應的公益慈善工作，實行完善
的宗教政策和實現完整的人文關懷。

第六，擴大開放，加強國際交流，廣泛吸取國際公益慈善理念和先
進的體制模式、發展模式、管理模式，實現公益慈善組織多元化、專業
化和社會生活全覆蓋的體制。

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在全球已有不少成熟的經驗。儘管與我
國國情不盡相同，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但是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還
是應該廣泛交流並汲取。譬如美國公益慈善體制中的服務宗旨、服務物
件、服務方式方法、服務規則等，似可擇其善者而用之。以美國而論，
它現在的人口約為中國總人口的1/5到1/4，可是其公益慈善組織卻是中
國的 4倍左右。美國的志願者組織多達100多萬個，志願者服務幾乎無
處不在。美國有總人口75%以上的個人為公益慈善事業捐款；以家庭統
計則有全美90%以上的家庭為公益慈善事業捐款。再譬如德國，其全國
總人口不足中國的1/17，但現有的公益慈善組織卻比中國多二十萬家。
這些公益慈善組織每年約能募集500億元人民幣的善款，還能為社會提
供150萬個就業機會和崗位。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成熟經驗還表明，在多
元化、全覆蓋地為社會服務的過程中，務必引領公益慈善組織實現專業
化。在公益慈善行為中，要有明確的專業服務工作目標和可行可鑒的專
業行為準則。

慈善無國界。在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中，必須適應並
實現廣泛的國際化合作。

第七，建設開放型、社會化的公益慈善事業運行體制，強化公益慈
善事業的社會建設功能和社會管理功能。國家和政府要充分採納和運用
購買服務的方式，促成公益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採取開放型政策，要引導、支援公眾組織、參與公益慈善機構和社
會服務活動，把公益慈善作為改善民生、服務社會的事業，而絕不謀取
自身的經濟利益。

在社會管理功能方面，改變 「授人以魚」 的傳統方式，實現 「授人
以漁」 的現代方式。公益慈善事業要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中，不斷地
「拾遺補闕」 ，履行社會建設功能，協助社會管理完善化。

國家和政府應當銘記鄧小平的那句名言，黨和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
的事情，就要放權，放手讓社會力量去做。

公益慈善事業實現社會化的體制，實現社會建設功能和社會管理功
能的體制，可採納和運用國際上通行的卓有成效的 「國家購買服務」 的
方式。國家購買服務，可以精簡機構、減裁冗員，實現 「小政府」 ；公
益慈善組織則有條件、有保障地進行廣泛的、專業的、可持續發展的社
會服務，實現 「大社會」 。

第八，建立社會型企業的體制，量化並考核企業的社會價值和社會
責任目標，強化企業的公益慈善理念和社會責任感。

經濟學上闡述的企業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是並不完善、並不
全面的。它缺乏企業和利潤的公益慈善化目標。因此，企業會不惜以涸
澤資源、污染環境、犧牲未來、禍害民生為手段追求利潤最大化。許多
企業認為招工僱員解決就業、照章納稅，就是完成了自己的社會使命。
所以，一些企業遭到當地民眾的抵制和反對，一些企業在國外投資經營
中遭受所在國的異議甚至引發衝突，導致整個國家的公信力和企業的競
爭力下降。這恰恰就是企業缺失社會價值和社會責任的公益慈善目標所
造成的惡果。企業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還應追求自身公
益慈善社會責任的最大化。企業家應該成為慈善家，大企業家應該成為
大慈善家。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這應當成為企業家和企業持續發
展的核心價值觀和座右銘。

建設社會型企業，對於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嶄新的課題。所謂社會型

企業，不同於一般企業，而是以社會為依歸，經營所得不由企業內部分
配，而是全部納入社會的公益慈善事業，推動公益慈善事業的持續發
展。這種朝陽企業的前景是十分廣闊而燦爛的。

第九，確立和確保稅收優惠的體制。從國家的財稅政策上，實行大
力資助公益慈善事業，大力免徵、減徵各項稅賦，同樣應該成為一項基
本國策。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高稅賦的國家，但是它對公益慈善機
構的稅賦優惠是很大的。據統計，美國免稅或減稅的公益慈善機構就多
達120多萬家。國家的稅法要鼓勵公益慈善事業的積累和發展。特別是
對那些以慈善事業為唯一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公眾醫護健康組織、慈善
基金等公益慈善組織，要採用與其他純經濟型企業不同的稅制和稅率。

要將福利彩票的收入作為政府公益慈善支出的財源。
第十，廣募志願者，廣拓資源。公益慈善事業的本質屬性應是自願

性，自覺自願地奉公行善。因此，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要鼓勵、允許、
宣導廣泛招募志願者參與工作，形成浩浩蕩蕩的志願者大軍，用志願者
的慈心善行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當然，無論國際性、全國性、地
區性的志願者或志願者組織，均須遵章守法，不得參與任何營利性活
動。這是不言而喻的。

（五）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
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同樣是在發展中。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也要在發展中改革和開放。
中國的慈善事業儘管遭遇發展中的信任危機，儘管存在着發展中的

體制性缺陷，但其生命力仍方興未艾。中華民族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傳統
文化，有着不朽的仁愛、仁德、樂善好施的民族品德、民族精神。這是
中華民族公益慈善事業傳承、發展的基石和航標。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 「仁者愛人」 的學說，宣導 「四海之
內皆兄弟」 的慈善理論。孟子所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及老子、莊子 「天道無常，常與善人」 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也
在強調積善修德。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概括了中華民族的社
會理想和公益慈善的民族之魂：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中華民族深厚的至今綿延不衰的文明和道德傳統，治世和治國的公
益慈善理念，又不斷地包容並兼容其他民族的文明來豐富自己。佛教北
上東漸以來，大慈濟世，博愛超度眾生；大悲救世，拔除人間疾苦的教
旨，使中華民族的慈善理念更加熠熠生輝。佛陀經典中指引世人應報答
「三恩」 ，即報父母之恩、報社稷之恩和報眾生之恩，明確勸喻了人生

應奉獻公益慈善事業的道德準則。
中國儒、釋、道三教闡揚慈善的教誨，深入民族的基因和血統之

中。西方宗教和哲學中的人道主義內涵，為中國的慈善理念和體制注入
新的血液。這樣形成的中華民族傳承日久而愈加發揚光大的具有中國特
色的公益慈善精神和公益慈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它告訴人們：地無
分南北，人無分貧富，時無分古今，國無分內外，獻身公益慈善事業是
我們全人類每一個人都應當具有的共同的理念、行動和人生目標。

目前，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歷史潮流澎湃向前。公益慈善的
精神和事業，也在改革開放中融入各個社會公共領域，為十三億國人的
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服務。中國內地當代的公益慈善事業，一定會克服
困難，築造出新的輝煌。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願景，吸引着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將為獻身中國公益慈善事業而不懈地努力。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
亟須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鄭明明題

陳玉書先生陳玉書先生

由王震、崔乃夫簽發的 「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 捐贈證書
（左），陳玉書先生的 「中華慈善總會創始人」 證書（右）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太平紳士 中華慈善總會創始人 陳 玉 書
全國政協委員 北京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鄭 明 明
香港保良局歷屆主席會創會主席 梁王培芳
香港保良局壬辰年主席 梁 寶 珠
中國殘聯文化助殘愛心大使 國際著名影星 張 柏 芝梁寶珠女士 梁王培芳女士 鄭明明女士 張栢芝女士

鄭明明捐款60萬元給香港公益金

中國新聞 台灣新聞 國際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