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什么让台湾花莲的一个
小小的慈善团体得到世界的关
注和认可？ 遍布全球 70 多个国
家约 200 万志工群体说起来都
觉得不可思议。 11 月 3 日在京举
行的中国第六届宗教公益事业
论坛上，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
会的模式被公认是宗教慈善的
成功案例之一。

行在思前

慈济注重当下的因缘，“因
为缘分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
化，遇见也即为正见，有人需要
帮助其实就是菩萨对人的考验，
因此没有不帮之理，也没有等一
等之说。 ”慈济基金会创始人证
严法师这样说。

早在 1966 年，当时证严法师
前往花莲凤林镇某私人医院探望
信徒，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说，
是丰滨一名原住民妇女小产，却
因缺少开刀所需的八千元（新台
币）保证金而无法开刀，只能又回
去了。由此，证严法师便带领三十
位信众创办了“佛教克难慈济功
德会”。

1979 年，证严法师发起建立
慈济医院。 但即便证严法师自己
理解了行动是慈善的第一要义，
但追随她的善者恐怕也有不同理
念。在功德会建立最初，有学者觉
得一介清幽贫尼想要募集那么多
的钱建立医院简直就是天方夜
谭，面对质疑，证严依旧秉承行动

优先的原则，先募款再说。
5 年之后，终于筹到善款，两

年后完工。 慈济医院也成为了台
湾地区第一家免缴住院保证金
的医院。

慈济的这种理念和中国传
统的“先思后行”文化互为矛盾，
但也是佛家讲求的心之力量，被
慈济转化为了及时有效、精准可
靠的现实行动，使得在俗世人眼
中被误读成虚幻假空高高在上
的佛教形象变得亲切真诚。

志工的力量

在慈济，志工是最重要的力
量。 在花莲的静思堂内，极少看
到工作人员的影子，都是身着蓝
色套装的慈济志工，慈济基金会
发言人何日生告诉记者， 慈济
95%以上是志工， 仅台湾地区就
有 20 万慈济志工。“义工是义务
工作，而志工则是将付出、服务
人群当作志向，不计较时间和代
价去完成任务。 是一种责任心和
使命感。 ”

“以爱做管理， 以戒做制
度” 一直是证严法师秉持的组
织之道。 这样的“自我管理”途
径颇具佛教“真我修行” 的教
义。 而慈善本身也非强人所难
之行，因此，这样的组织理念是
极为契合慈济佛教慈善组织这
一身份的。

通过自觉、包容、净欲、超世
等信仰修炼使得慈济解决了动

力源的问题，提供了可持续发展
的心灵基础。 所以，证严法师的
“不严” 体现在对所有慈济人的
平等和尊重，论资排辈、邀功请
赏、 居官居派在慈济里是没有
的。 而如此宽松的氛围反而使得
人们严恪教义， 便是一种善的
“约束力”。

1996 年贺伯台风席卷台湾，
造成台湾重大灾情。 证严法师毅
然改变慈济会员原有的人脉推动
模式，推展“社区志愿者”计划，要
求慈济委员、 慈诚队员改以社区
为单位，于各地推展健康照顾、环
保志愿者、社区绿化等工作。

慈济人以社区为根本，再由
各社区联合组成小区，并于每年

年底依志愿者人数增加，进行重
新扩编组队，以此方式有效率地
将资源统合。 该模式促使慈济人
经常能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女性式慈悲

慈济美国分会副执行长葛
济舍回忆起自己加入慈济的缘
起，那时的葛济舍是美国的一个
华裔医生， 在当地颇有成就，随
着事业的慢慢发展， 他也有困
惑： 为什么给员工再多的钱，也
不能让他们真正快乐地为我工
作？ 为什么财钱不缺，仍不能体
会真正的快乐？

“当时我坐在飞机上，证严法
师特有的真诚感动了我， 现在想
起来仍觉得她充满了慈悲平和的
光芒。 ”他说。 证严法师身上的东
方女性特质杂糅着佛家人出世随
缘清远的气质， 让她看起来跟其
他传教士有着很大的不同。

于是葛济舍做了一个改写
他人生的重要决定：放弃打拼多
年的事业，全身心投入到慈济的
佛教慈善事业中来。“女性在当
下的时代能够发挥特别的作用，
因为她们不同于男性的特质，能
让世界变得包容、温情，甚至少
很多征战杀伐。 ”他说。

随着更多的女性力量加入，
男性们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感召，
纷纷参与到慈济的慈善行动上
来，也有像蒋经国、郭台铭这样
男权社会的成功人物。

没有呼来喝去，没有雄性争
斗，女性舒缓人心的天赋在慈济
被得以重用。 正是这种特质，以
台湾为根据地，全球男性的善心
被激发，在轻柔如春风缓慢如小
溪的“女性腔调”里传播悠扬的
善之梵音，想起来，都觉得甚为
美好。

慈济慈善基金会

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前身是
由证严法师在 1966 年 4 月 14 日
在台湾花莲创立的“佛教克难慈
济功德会”，1980 年，台湾政府核
准“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佛教慈
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立案，至此，
“慈济功德会” 改名 “慈济基金
会”。 1991 年，慈济美国分会发起
美金“一人一员”的劝募活动，借
此援助孟加拉飓风灾民，从此开
启了海外救援工作。 2008 年，慈
济获中国国台办正式批准，在大
陆成立慈济基金会。 2010 年，慈
济获得“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非政府组织的特殊咨询委员”
资格。 目前慈济人的足迹已遍布
全球 32 个国家及地 区 。 截 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慈济的骨髓
资料库共为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
区提供了 2986 例造血干细胞，中
国大陆有 1262 例，成为最大的受
益地区。

（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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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业务培训 宣传教育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0090

2007-01-25 业务主管单位 中共中央统战部

北京市东城区南河沿大街 111号

65260908 互联网地址 http://www.cosdf.org.cn/

马文普 原始基金数额 8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06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5,453,384.06

本年度总支出 20,344,877.8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7,426,485.9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09,317.87

行政办公支出 1,125,920.7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12.7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53%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49,670,093.93 0.00 49,670,093.93

49,670,093.93 0.00 49,670,093.93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11,224,315.97 41,603,500.98 流动负债 325,325.34 4,795.11

其中：货币资金 10,580,153.04 41,084,292.8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300,000.00 2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540,837.04 391,558.40 负债合计 325,325.34 4,795.11

净资产合计 11,739,827.67 42,190,264.27

资产总计 12,065,153.01 42,195,059.3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65,153.01 42,195,059.3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0,673,527.04 37,463,428.8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66,300.63 4,726,835.4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481,314.47 44,314,000.00 50,795,314.47

其中：捐赠收入 5,356,093.93 44,314,000.00 49,670,093.93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20,000.00 0.00 20,000.00

二、本年费用 3,920,779.68 16,424,098.19 20,344,877.87

（一）业务活动成本 2,660,878.71 16,424,098.19 19,084,976.90

（二）管理费用 1,176,004.05 0.00 1,176,004.05

（三）筹资费用 32,586.62 0.00 32,586.62

（四）其他费用 51,310.30 0.00 51,310.3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100,000.00 -1,100,00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660,534.79 26,789,901.81 30,450,436.6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王永庆

聚集善念的力量

宗教慈善的慈济样本

� � 台湾慈济功德会创始人 ：
证严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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