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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益言堂

刘选国/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台湾社区灾后重建给大陆的启示

近日，笔者有幸赴台考察 9·
21 大地震灾后重建社区———南
投县埔里镇桃米里。 结合本人多
年参与救灾及重建项目的经历，
我感觉大陆公益组织在灾后重
建方面与台湾差距很大，台湾立
足于灾后社区重建的经验很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

首先， 台湾 NPO 组织的灾
后重建注重从技能培训和软件
建设入手，激发灾民自救、自立、
自强意识，帮助灾民重建生活信
心。 面对 9·21 大地震灾情，紧急
救援阶段结束以后，台湾社区重
建协会等几十家民间组织深入
受灾严重的台中地区 ， 通过培
训、辅导、咨询，引导村民讨论并
民主决策重建社区规划，寻找产
业重整路径，让灾民成为社区重
建和未来发展的主人。

在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
中，桃米社区的 369 户农户中有
160 多户的房屋倒塌受损。 震前，
该村的主要产业是竹笋等农副
产品。 当时，像近年大陆农村一
样 ，青壮年大量外流 ，当地社区

只剩下 “老人 、小孩和狗 ”，处于
凋敝状态。 地震反而成了该村落
振兴的契机———在政府的协调
下，在台湾民间灾后重建联盟的
具体指导下，桃米社区发展协会
发掘社区优势资源，对村民长时
间培训 ，确立了以青蛙 、蜻蜓多
样性的绿色生态为社区发展优
势， 制订了桃米生态重生计划，
并讨论修订了新“乡约”，以生态
立村，由此开启了这个传统农业
村转型为现代有机农业、生态保
护、休闲体验相结合的新社区之
路。 现在该社区成为台中地区著
名的休闲生态旅游区，年接待游
客 70 多万人，全村有 70%以上人
口从事生态观光产业，2013 年社
区绿色生态产业收入达 1.1 亿新
台币，村民真的过上了幸福的农
家生活， 有 38 位年轻人陆续回
村就业。 我们看到的桃米社区山
青水绿 ，到处是蜻蜓 、青蛙的艺
术品，接触的村民一个个都笑容
可掬 、信心满满 ，为现在拥有的
生活而自豪。

其次，注重扶持本土的社区

自治协会等组织，使其发育为灾
后重建及乡村发展的主体。 台湾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便开始推动
“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但最初仅
停留在普及概念、成立社区发展
协会等组织上，由于民间参与不
够，效果并不明显。 而 9·21 大地
震让一大批社会组织深入受灾
社区，尤其是一批富有社工经验
的专家积极参与，使他们利用了
灾后重建的契机，重整社区发展
协会 ， 启迪灾民的社区营造自
觉 ，发掘各地的 “在地特色 ”，形
成社区共识和愿景，最后培育了
一批扎根不走的具有公民意识
的社区主人翁和杰出领导者。 在
台湾考察期间，我们先后到访了
四个社区组织，接触了十几位社
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理事、普
通会员及里长等，他们普遍认同
社区发展协会组织，有强烈的主
人意识和责任意识，言语中流露
出对社区的热爱和忠诚。

淘米社区绿屋的主人邱富
添拥有大专学历，在地震前也在
城市务工。 地震将他家的土砖房
屋都震塌了，他回乡接受了专家
们的培训指导，参与了社区发展
协会的重建过程，并在原来的老
宅废墟上分步建起了这个环境
优美、 安静舒适的绿屋旅馆，现
在每天能接待 40 多人 。 桃米社
区由社区发展协会统筹旅游资
源， 社区居民进行专业分工，旅
馆业所需的农副产品配送、客房
打扫 、餐饮服务 、电器水暖维修
都由村里不同专业服务的家庭

提供，收入通过不同的专业服务
分配，还有 10%上缴协会用于社
区的统筹规划、发展基金及公益
事业。 现在，除了他夫妇二人在
经营绿屋外，念完大学的儿子也
回到绿屋工作。

从桃米社区重建经验看 ，台
湾 NPO 组织灾后重建并没有直
接拨付捐赠资金给农户建房，但
通过重整社区发展协会，提供专
业培训和学习，激发村民民主决
策的热情，调动了村民的重建积
极性和主人翁意识，从而走出了
一条成功的灾后恢复并创新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三，培育不走的本土 NPO
组织，让社区营造有了持续不断
的动力和活力。 到桃米社区，除
了参观其生态湿地， 看青蛙、蜻
蜓外 ， 还有一个必去的景点是
“纸教堂”。 这个完全用纸筒撑起
来的白色圆布顶的教堂，没有一
般的教堂那么雄伟高大，才 3 米
多高，正中的圆厅也只能坐下几
十人， 但通过一段视频的介绍 ，
所有人都不得不佩服该项目的
创意。 原来，纸教堂是 1995 年日
本建筑师坂茂在阪神地震后的
设计作品，2005 年新故乡文教基
金会理事长廖嘉展到日本参观，
听说该地要建新教堂，纸教堂要
拆除，因此他提议将其迁建到桃
米。 2008 年，通过基金会的多方
努力及资金投入，将纸教堂迁建
到了桃米社区。 现在纸教堂不仅
仅是桃米社区居民心理慰藉、开
展活动 、凝聚人气的场所 ，还是

桃米社区旅游开发的卖点，每年
有 50 万的人流量 ， 仅门票收入
就有 5000 万台币。

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人
员告诉我们， 纸教堂是新故乡基
金会运作的项目， 每年将门票收
入 30%作为运营费用，30%用作支
持社区发展，10%作为社区发展协
会费用，30%用作支持公益事业。
原在南投县注册的该基金会通过
灾后援建项目已在桃米社区扎
根，现在办公地点就在桃米。 纸教
堂项目类似于现在热议的社会企
业项目，有稳定的现金流收入，但
盈余不分红， 主要用于反哺社区
的发展和公益事业。

反观大陆公益组织多年来
参与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实践，我
们大多停留在应急救助、捐钱捐
物 、帮助建设学校 、医院等硬件
设施上，虽然也有一些组织尝试
做过一些生计扶持项目，但很少
有从激发灾民自立自强、促进灾
民能力建设、推动灾民建立自治
组织 、 重启产业振兴的成功案
例。 近几年，中国红十字系统开
展的博爱家园项目建设，有点接
近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开始注
重受灾村落的硬件设施恢复和
配套软件援助， 扶持生计发展 ，
培育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成立
基层红十字组织等。 但是在帮助
村民培育公民意识、实现民主治
理、围绕当地优势扶持产业发展
方面，尤其是如何培育在地的社
区组织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
向台湾的同行学习。

五、监事：杜鹏 凌冲 刘东华 张敏 马宏 宋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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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本年度总支出 220,481,332.3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01,059,212.6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9,000,595.28

行政办公支出 1,579,123.4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3.3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80%

上年度总收入 523,292,016.64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137,771,749.67

� � 本基金会（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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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161,536,626.86 6,644,706.65 168,181,333.51

157,142,001.20 6,644,706.65 163,786,707.85

4,394,625.66 4,394,6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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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278,435.12 406,719,286.96 流动负债 14,150.21 429,224.87

其中：货币资金 451,430,664.40 86,314,545.10 其中：应交税金 14,150.21 429,224.87

短期投资 — 320,000,000.00 长期负债 5,476.00 —

应收款项 164,820.72 158,243.97 其中：长期应付款 5,476.00

固定资产 1,590,546.43 1,684,207.43 限定性净资产 369,965,174.69 281,967,993.93

预付账款 682,950.00 — 负债合计 19,626.21 429,224.87

待摊费用 — 246,497.89 非限定性净资产 84,088,452.21 126,161,544.16

无形资产 204,271.56 155,268.57 净资产合计 454,053,626.90 408,129,538.09

资产总计 454,073,253.11 408,558,762.9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54,073,253.11 408,558,762.9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4,608,688.90 109,948,554.61 174,557,243.51

其中：捐赠收入 58,232,778.90 109,948,554.61 168,181,333.51

二、本年费用 22,535,596.95 197,945,735.37 220,481,332.32

（一）业务活动成本 27,026,602.79 197,445,735.37 224,472,338.16

（二）管理费用 3,743,858.44 500,000.00 4,243,858.44

（三）筹资费用 -8,234,864.28 — -8,234,864.28

（四）其他费用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2,073,091.95 -87,997,180.76 -45,924,088.81

投资收益 6,375,910.00 0.00 6,375,91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2015 年 11 月 18 日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2014 年度年报、审计报告、年检报告，已在本基金会官网上披露。
2014 年年报披露网址：http://www.onefoundation.cn/index.php?m=info&a=show&id=699

2014 年度审 计 报 告 披 露 网 址 ：http://www.onefoundation.cn/index.php?m=info&a =show&id =697
2014年度年检工作报告披露网址：http://www.onefoundation.cn/index.php?m=info&a=show&id=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