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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慈善组织的组织运作(二)
� � 出于保持社会稳定和社会
控制的客观要求，宋代官办慈善
机构普遍制度化， 注重内部管
理、救助管理和经费管理，促进
了机构的运作效率。 而在民间，
血缘性的宗亲慈善是民间慈善
的主体形式，在此基础上又扩展
为地缘性社区慈善、业缘性和教
缘性群体慈善，呈多元结构的特
征。 以下通过对宋代慈善组织的
具体运作方式进行分析，以期揭
示其现代意义。

组织运作：
人事与经费管理权责分明

人事管理。 宋代福田院、居
养院由官方创办并由官府负责
经营管理。 居养院设厢典一名，
负责居养院安济坊文书抄写上
报，财务由州县官府掌管，管理
人员有僧人、官卒、童行、军典、
手分等。 官卒负责官府与居养院
的联络以及采购之类工作，童行
负责居养院从事的日常管理和
打扫卫生等杂务，后因厢典“难
责以出纳之事”，又分别置军典、
手分，负责处理文书与账务。 安
济坊还雇乳母、女使。 惠民药局
设医员，并委官监督。 漏泽园由
委德行僧二员主管。 而义庄则家
族成员负责具体管理。 宋代官办
慈善机构管理人员分工明确，反
映了慈善机构已具相当规模。 官
府既有微观的直接管理，又有宏
观的政府监督。

经费管理。 宋代慈善机构非
常注重经费的支出管理。 首先确
定救助标准。 慈善机构按照救助
标准进行救助，这种标准又往往
通过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规
定。 如元符元年颁布实施的居养
法规定收养的救助标准。 救助标
准的实行， 避免了钱粮发放无
序， 保证了经费管理更加规范
化。 其次是减少管理人员的开
支。 慈善机构主要通过借调政府
部门的人员，另外就是使用一定
数量的僧人，而僧人一般只给予
很少的生活费，更多给予他们精
神上的鼓励，还有就是利用不领
薪的地方乡绅参与管理。 再次加

强财务监督，建立初步的财务制
度。 宋代官办慈善机构由政府管
理，由政府派厢典负责抄转账簿
和记载收支，后来政府专门设置
手分负责会计事务，并从外县输
入，一年一换，也具有财务监督
的意思。 政府还定期派官员对财
产进行检查。 对经费的管理，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办慈善机
构的腐败，保证慈善资金使用的
效能。

救助实施：
救助理念趋于积极

经常性救助、季节性救助和
临时性救助。 福田院为常年性的
供养。 居养院则主要采取季节性
的供养，一般在每年冬十一月初
一开始给养， 至次年三月而告
终。 惠民药局则采取需要施医舍
药，不收养宿留患者。

院舍供养和家庭寄养。 淳祐
《临安志》（卷 7）记载官府设慈幼
局收养遗弃小儿，同时鼓励民间
抱养，如“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
女者，官月给钱米，至三岁住支，
所全活不可胜数”。 苏轼谪黄州
时，曾资助谷米给那些愿意收养
幼婴的人家。 刘彝知处州便“揭
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惠仓
米二升， 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
视，又推行于县镇……”。

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 官府
设居养院、福田院、慈幼局，民间
设义田、义庄，对贫困之士的救
济主要是事后救济，即对生活有
问题的人进行救济。 南宋黄震改
革慈幼之政，提出不能等家庭弃
婴再收养，而应提倡“保产”，具
体是对贫困而无力养育的妊妇
之家；在临产分娩之前，“经坊长
保明申上，支保产米一石，会子
五贯”（黄震《黄氏日钞》 卷 79：
《公移·江西提举司》）。 这种事前
救济较官府设局收养弃溺婴儿
效果更佳，是一种积极的救济方
法。

救助与教养并重。 黄震改革
慈幼之政，也考虑到慈幼局的婴
儿长期存在之后的生计问题。
“既无长成，每日坐守两餐，自少

不学事艺”（黄震《黄氏日钞》卷
79：《公移·江西提举司》）。 黄震
看到单纯的救助，能够使弃婴长
大， 但慈幼机构救济的力量有
限， 无法满足其永久的需要，这
些弃婴长大之后需要有独立谋
生的能力。 他提出慈幼机构要教
授幼儿谋生之计， 实现教养并
重，变消极救助为积极救助。 教
养并重的提出反映了宋代救助
理念的发展，对后世慈善救助具
有积极的作用。

救助对象的甄别。 由于慈善
机构救济设施和财力有限，慈善
机构也不得不考虑对慈善对象
进行严格的甄别和限制，主要手
段是对救助对象进行“住籍管
理”。 真德秀在建康慈幼庄收养
遗弃小儿时，“凡有遗弃小儿，即
时责邻保勘会， 见得遗弃分明，
再行委官审实，附籍给历头与收
养之家”。 对遗弃儿童的救助年
限亦有规定，有收养的弃儿救助
至五岁，对无人收养，实行院内
寄养至七岁。 宋代居养院对居养
老人亦有明确的年龄限制。 大观
元年（1107）时，诏曰：居养鳏寡孤
独之人， 其老者并年满五十以
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 后来由
于需要居养老人太多，于元丰政
和年间诏令改为六十岁以上。

资产运营：
土地租赁为主要形式

宋代慈善机构的资产运营
主要是将土地出租作为慈善机
构经费来源，赵汝愚任福建安抚
使上疏：“许令于民户寺观绝产
田并与住卖，召人承佃。 ”所得费
用作为举子仓的经费来源，得到
孝宗准允。 人们便“推广其意，括
绝设之田产，召佃输租，仍发饘
米”（杨景仁《筹济篇》卷 18：《保
息》。 ）。 真德秀也以江东转运司
之名，拨给没官财产给建康慈幼
庄，并召人租佃。 宋代慈善机构
大多拥有自己供养的田地，通过
以田养田方式实现自给。 由于农

户、寺观的绝产田和没收官员的
田产作为恒产， 进行资产运营，
实现保值增值，为慈善机构的发
展获得了稳定的经济保障。 建康
慈幼庄实现“愈四十年，相仍不
废”， 这可以说是现代基金会运
作的雏形：以基金的利息从事公
益慈善事业。 在资产运营上运用
市场机制。 宋朝商品经济还较宋
之前繁荣甚多，在这点上，宋朝
政府亦是深受影响，无法避及这
种由经济力量所带来的变化。 在
宋朝政府的社会救济措施施行
过程中， 较多地利用了经济手
段，或者说是市场手段来赈济救
荒。

义庄和义田的发展也是得
益于对义庄的运营管理，义庄不
仅通过租佃的收入来保证救助，
同时明确规定义庄田地不得买
卖，有效保证义庄的规模，但可
以购买外人土地。 如有外人赎回
典当的田地，要及时置补被赎去
的田数，保证田地只增不减。 通
过有效的运营管理，至南宋嘉熙
年间，范氏义庄的规模已由初创
的 1000 亩发展到 2000 多亩。 通
过有效的运营管理，义庄实现了
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证越州义田
不致破坏， 史浩将其附于州学，
委托专人管理，并将义田规约刻
于石碑，以传之久远。

对当代启示

一是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慈
善组织的局面到宋朝达到高峰。
宋代政府不是被动地接收慈善
组织，而是破天荒地建设了一系
列社会救济机构，以满足贫困人
群的需要。 宋代政府不仅直接建
设大量的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
经费主要是由政府提供，并建立
一套运行管理制度，推动了慈善
组织发展制度化建设。 政府还通
过立法推进慈善救助的制度化，
北宋政府颁布了《鳏寡乞丐条
例》和《乞丐法》以解决乞丐问
题。 元符居养令规定了国家有义

务向无家可归的鳏寡孤独者提
供全国规模的救济制度，为慈善
组织发展提供了保证，同时促进
慈善组织大量地涌现。 当前我国
慈善组织发展初期也需要充分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资金、
政策方面推动慈善组织的发展，
为慈善组织快速发展提供物质
和制度保障。

二是鼓励富民参与。 宋朝富
民广泛参与灾荒救济，尽管存在
自愿与非自愿之分，且在参与的
具体行为动机上也有所差异，但
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府在灾
荒救济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灾荒
救济中， 富民在救灾物资的提
供、调剂和物价的平抑，灾民的
安置以及政府救灾物资的收储
发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富民实成为宋朝民间慈善活动
的核心力量之一。

三是资金来源的多样化。 慈
善组织既有来自政府的资金支
持，也有民间资金，同时也有来
自寺院和绝户的资产、官员被没
收的财产。 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有
助于降低慈善组织过度依赖单
一的资金来源渠道，降低资金筹
措的风险。 当前政府可以通过政
府直接的财政支持、政府购买慈
善组织的服务来加强对慈善组
织的支持，也可以将没收官员的
财产转移给慈善组织所有，以此
来支持慈善组织的发展。

四是有效的运营与管理。 慈
善组织的良性发展基础是有效
的管理和运营。 宋代慈善组织的
内部管理注重分工， 强化监督，
既注重微观管理，也强调宏观管
理，对救助管理的有效措施提高
了救助的效率，也降低了救助的
支出。 在运营上加强资产的保值
和增值，保证慈善组织救助资金
来源的稳定性，促进了慈善组织
健康发展，也提升了慈善组织的
救助能力。 这对当前慈善组织的
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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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教寺院与地方慈善事业紧密相连，图为中国最成功的佛教慈善机构之一———悲田院。

� � 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开启了慈善的一个新时代，成为各地官
绅效仿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