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国际·案例14
２０16．1.1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 郑一秀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第三
部门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公益组
织在保障公民权利、解决社会问
题、监督政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宗教团体既是第三部门兴起
的源头，在整体规模上也占据绝
对优势。 以广义上的基督教会为
例，从公元 33 年发展至今，基督
教会从单纯地传经布道，成长为
西方公益组织的重要力量，不仅
自身直接提供扶贫、救助、救灾
等等社区服务，其衍生出的各种
非营利机构和社会企业更是数
不胜数。 不论是从江湖辈分还是
社会影响力，基督教会都无愧于

“史上最牛公益组织”的称号。
笔者曾在近距离观察和参

与了一个基督教会社区公益活
动三年时间。 教会作为一种“特
殊”的公益组织，有着自身的宗
旨目标和运营方式，虽然信仰的
力量让许多其他公益组织对教
会望尘莫及，但其在资金募集和
社区服务方面却有很多值得其
他公益组织学习和借鉴之处。

按部就班的筹款计划

某教会（规模 300 人左右）
要在新加坡筹办分会，需要募集
十万美元作为部分启动资金。 教
会为此启动了历时一年的募捐
活动。 在募捐计划开始阶段，牧
师在周日礼拜时发表了一个演
讲。 为了提高听众的重视程度，
牧师着重介绍了新加坡基督教
的发展情况以及分会可以覆盖
到的人群、可能为当地带来的贡
献以及具体的筹办计划。 根据所
需金额，牧师推出了一个认捐计
划， 每人每月通过贝宝（Paypal）
转账或者在每周的礼拜上直接
捐赠。

认捐计划把一年十万美元
的目标拆解成每人每月几十美
元的具体目标，使每个人都觉得

可以承受；并且，参与认捐的人
数越多， 每个人要负担的越少。
这只是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和
道理阐述，然而却不是所有募捐
者都记得利用。 把募捐的大目标
拆分成小目标，让听众觉得切实
可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场演讲后，教会还做了
以下动作：

———每个听到这场演讲的
教会成员都收到了一张认捐表，
每人自愿选择是否认捐以及认
捐金额。 礼拜结束时，工作人员
把这些认捐表收集起来。 工作人
员用电子邮件对已经收到的款
项提供单据、通报进展，甚至逐
一提醒忘记按时捐款的人。 发邮
件或短信跟进的做法不仅提醒
了忘记捐款的人，而且争取到了
一些虽然当时认捐了，但后来却
摇摆不定的人。 由于在募捐活动
上，有些人会被环境和气氛所感
动而承诺捐款，而认捐表上也不
要求留下支付信息，所以你几乎
可以确定，真正需要拿出钱来的
时候，总有人存在侥幸心理。 所
以要把跟进工作做到细致，才可
以激发潜在的捐款群体，产生更
大的捐款力量。

———在这一年中的每个季
度，主牧师都进行一次专题的演
讲，介绍筹款的进展，还有目前
捐款的数目。 适量的曝光使得该
活动在教会成员中始终保持一
个很好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而
且让捐款者感受到了本次募捐
的公开透明、反馈及时。

———教会还举办一些社区活
动，如义卖和慈善篮球赛，来冲击
募款目标。拿慈善篮球赛举例，比
赛向所有人开放报名， 报名者自
组三人篮球队，每支队伍缴纳 30
美元报名费。 除场地和后勤费用
外， 收入如数归入分会的启动资
金中。 通过做社区活动来吸引募
捐也是教会常用的策略。

教会成员的
积极参与

这期间，一
位教会普通成
员 Grace 对 募
款活动尤其热
心，提出通过销
售自制糕点来
募款。她向自己
的圣经学习小
组组长提出这
个想法，组长随
即向牧师和其
他工作人员反
映。教会经过讨
论，同意这一提
议，并让她以及
其所在的这个
小组负责这项
活动。 Grace 和
小组长们根据教会亚裔年轻人
居多的特点，决定制作蛋挞和珍
珠奶茶，在教会周日礼拜后进行
销售。 Grace 邀请小组组员们提
前一天一起制作蛋挞，得到大部
分组员的积极响应。 销售当天，
Grace 请牧师在通告时间里宣传
了此次义卖活动，并且亲自上台
做了一个小小的动员。 礼拜结束
后，人潮涌向义卖摊位。 经过三
个小时的销售，该场义卖销售额
接近 1000 美元， 除去教会拨下
来购买原料的费用 90 多美元，
当次义卖成功为教会筹集了 800
多美元。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成员
Grace 在教会中并不突出， 以往
既没有募款的经历，也没有在教
会担任过职务。 然而教会却敢不
以经验论事， 给她尝试的机会。
相反，如果教会因保守或者害怕
出错而不敢放权给新人，不仅会
打击成员的积极性，还会错失募
款的机会。 另外，Grace 之所以能
召集众多志愿者参与，除了教会
成员热心参与的传统外，还与志
愿内容的趣味性有关。 由于点心
文化的盛行，蛋挞受到很多亚裔
美国人的喜爱，大家都想学学看
怎么做。 这个活动较好地抓住了
志愿者的兴趣以及想要学到东
西的心理。

社区服务的重要参与者

美国的基督教会非常积极
地参与社会服务，不仅履行了一
个教会的社会责任，而且吸引更
多社区居民的关注和参与。 每个
教会服务社区的项目各有不同，
小至组织社区体育文娱活动，大
至在发展中国家援建供水设施。
2014 年，笔者报名参加了某教会
的志愿活动，该活动内容是每周
到附近的一个紧急收容所给儿
童做一个小时的家教。

这个收容所隶属于一个致
力于保护妇女与儿童权益的社
区公益组织，它接纳因为家庭暴
力而离开家庭的母亲和孩子，为

她们提供食宿和心理辅导，同时
为她们寻找合适的工作和住房，
提供就业培训，直到她们有能力
带着孩子独立生活。 由于这些母
亲和孩子都带着一些心理创伤，
所以在生活和精神上都需要特
殊的照顾。 给收容所的儿童提供
家教服务虽是为了帮助他们克
服在学习上的困难，但更重要的
意义在于跟收容所的小朋友建
立伙伴关系， 使他们有陪伴、有
朋友、有榜样。

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活动
负责人就告诉我们，这个志愿活
动对出勤率有很高的要求，参与
者必须能保证在一个学期内每
周能参加活动。 每次活动开始前
和结束后都集合开个小会。 负责
人解释道，这些孩子们一直处于
不稳定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如
果相熟的志愿者突然不出现，孩
子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

有很多公益组织在招志愿
者的时候， 为了能吸引更多人，
一般不会（也不敢）要求出勤率，
尤其是这种在几个月内每周都
要参加的活动。 另外，每次开始
前和结束后都要集合，使得志愿
者不能迟到早退了，让整个志愿
活动变得很有纪律性。 虽然这种
高要求吓退了一些人，但使真正
报名的人更加严肃认真地看待
这个志愿活动；同时，因为志愿
者的规模得到控制，志愿者跟负
责人也有多次接触机会。 这样的
模式有利于志愿者与负责人建
立稳定的关系， 使服务质量提
高，让多方获益。

每次活动的设置都十分简
单。 如果单从孩子的学习角度出
发，或者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出
发，这样的辅导形式最多只能解
决孩子的作业问题，对于学习新
知识来说并不十分有效。 幼儿教
育中有那么多儿童启蒙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不去尝试做几个？ 当
我把这个疑问向负责人提出时，
她解释道，实际上收容所方面同
样希望志愿小组能增加一些学
习方面的内容，而志愿小组也有

能力做到， 但是一番思考之下，
他们觉得这个志愿活动的初衷
并不是为孩子增长知识，而是跟
他们增进感情。 一旦引入幼教的
那些教育方法，孩子们就要进入
一个上课模式———每次都有新
的知识需要掌握，需要认真听讲
并完成任务， 努力获得好成绩。
这样下来，志愿者并没有时间与
孩子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实际
上，负责人鼓励我们在协助小朋
友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跟他沟通，
问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在学校
里遇到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其
实连辅导作业都只是一个形式，
跟小朋友沟通才是这个活动的
真正目的。

这个辅导小组已经坚持运
行了三年，志愿者们很受孩子们
的欢迎。 有时已经搬出去的母子
回来拜访收容所员工的时候，孩
子会去找志愿者玩。 志愿活动的
负责人也已经跟收容所的员工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以至于每次
安排下一年志愿活动时间表的
时候，会先询问我们小组的活动
时间，然后再安排其他团体的志
愿活动。 但事实上，收容所每年
都接受很多公益组织的主动帮
助，比如附近的医学院会组织医
学生对收容所的居民们进行牙
齿健康检查，对妈妈们进行护理
就业培训。 相比之下，我们这个
志愿活动最没有技术含量，也最
容易被替代，然而却被收容所的
工作人员优先对待。 为什么我们
小组被如此重视？

“其实我们没有做什么特别
的事；我们只是能坚持和认真而
已。 ”负责人说。 她说，我们的活
动创意不一定是最好的，跟工作
人员也没有超出工作以外的沟
通，但是因为这个项目的志愿者
坚持在三年时间里每周风雨无
阻从不间断地出勤，获得了工作
人员极大的信任。 即便没有最好
的点子， 也没有最好的资源，只
要能持之以恒，就能赢得信任和
支持，把活动越做越好。

（据公益慈善学园）

史上最牛公益组织如何运营？
———来自基督教会社区公益活动的观察

� � 教会通常并没有多么华丽的公益方案，他们胜在能够深耕自己所在的社区，持久
认真地募款和服务。

在许多西方国家，教会是社会捐赠的最主要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