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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同心基金会秘书长张嫣婷：

“以己志为明灯”———佛教基金会的现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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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益时报》：在“同心”公益
事业开展十余年后，2013 成立的
这家省级非公募基金会的初衷
是什么？ 为什么其定位为“运作
型+资助型”机构？

张嫣婷：关于福建省同心慈
善基金会的缘起，刚开始，我也
以为是根据同心志业发展战略，
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某种目标去
做的一个省级基金会的申请。 后
来听创始人广普法师说起那些
故事，读懂了因缘和合。 同心生
态系统，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 我们只是随着因缘的到来，
就认真去做。

关于定位， 很长一段时间
里，当被问到同心基金会在行业
里的定位，以及其在同心志业的
定位时， 我们一直没办法清晰表
达。有一阵子，我们一直在“运作”
和“资助”两个选项中定不下来。
因为同心有十多年公益慈善一线
服务经验， 她的传统优势在项目
运作。 同时也结合行业的发展趋
势和需求， 同心基金会也有一份
行业的担当， 她也很愿意学习成
长为资助型的基金会。 同心基金
会的捐赠大多来自小额捐赠，同
心人对于善款的使用特别珍惜，
因此特别强调善款使用的有效性。
在“运作型+资助型”的平衡中有
效性是关键点， 也就是在面对各
种服务需求时， 哪种方式更为有
效就用哪一种，不刻意设限。

《公益时报》：基金会与同心
志业其他机构之间是怎样的关
系？ （项目、人员、财务等方面）

张嫣婷：总体上来说是彼此
独立，又互为支持的关系。

同心志业整体是个生态型
组织，当中的每一家机构也都是
生态型组织。 每一家志业都是独
立注册的，每一家都有独立的法
人和工作团队，独立运作。 同时，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优势特长，又
能够互为支持。

比如， 基金会在专业化、职
业化的探索上有具体的行动，也
会邀请其他几家一起来学习，有
时也会做具体辅导，有时会给资
金支持他们的专业化建设。 比如
同心义工中心培训输出义工，同
心志业体各家的活动和项目开
展都离不开义工中心的支持。

同心志业 8 家机构之间有
着一条隐形的纽带，因为我们有
共同的文化内核， 在文化上、理
念上是同一个系统。

《公益时报》：作为一家佛教
背景基金会 ， 同心的优势是什
么？

张嫣婷 ：心灵慈善、文化慈
善、大众慈善，是我们最重要的
根基和土壤，也是同心慈善最重
要优势。

《公益时报》：广普法师可以
说是同心志业的核心人物，她在
基金会的工作中发挥着什么作
用？

张嫣婷：一般宗教背景的慈
善机构， 都有这样的核心人物、
精神领袖，这个领袖一般是创始
人或理事长的角色，在决策上会
有绝对的决定权。 同心基金会的
不同之处在于，广普法师一直在
推动“去个人中心化”。 同心的重
要决策都是由理事会商议决定，
而不是她个人决定。 她也给了工
作团队很大的空间和决定权。

很多宗教机构是“以师志为
己志”， 但同心是“以己志为明
灯”。 每个人不一定要照搬师父
的话。 广普法师对我们会有潜移
默化的影响，但在决策上留出很
大的空间。 这也是为了机构的长
远发展，广普法师在这方面很有
格局和远见。

《公益时报》：请介绍一下同
心基金会的筹款经验。

张嫣婷：这个提问让我第一

反应是佛经里的： 不可说不可
说。（笑）这个回答不是谦虚，也
不是故弄玄虚，确实是同心筹款
现状的真实回答。 我们也希望未
来能多学习筹款，并总结经验和
大家分享。

同心基金会至今还没有专
门的筹款部门， 没有筹款岗位。
在最近一两年，才慢慢思考并进
行筹款方面的培训。 不过，同心
有天然的筹款优势，创始人广普
法师是我们筹款的第一张王牌。
她的亲和力、她的能量场、她的
慈悲心、她的专业和敬业，很多
时候大家很难不被她感动。 我们
的第二张王牌是工作成效，这个
是要靠工作团队一起来达成的。
同心基金会的十字方针： 感恩、
尊重、务实、及时、服务，这些字
对我们而言不是口号，已融入我
们的工作和生命，基于这样的工
作团队工作成效有目共睹，形成
较好的口碑，比较容易筹款。

筹款不仅是个技术活，是要
有很多综合能力和要素来彼此
成就的。 我们往往向外求经验，
往往过于追求技术，同心的经验
是把内功练好， 不仅把项目做
好， 还要向内观照自己的心，修
炼自己的心能。

听起来很玄， 大家可以存疑
听听，我们只愿真诚分享，如果对
大家有启发，不胜欢喜。筹款人员
如果能掌握“以心交心”的筹资技
能，筹款成功率会大大提升。

《公益时报》：同心基金会的
年度支出比例远大于相关法律
规定的 8%。 将来是否打算申请
公募资格？

张嫣婷 ：是的，基金会最新
一期的理事会会议做出了申请
公募资格的决定，最迟要在今年
9 月份之前进行申请， 目前正在
前期筹备中。 这一步对于执行团
队来讲， 很有压力和紧迫感，需
要在财务、项目运作等各方面向

公募的规范靠拢。 这将是接下来
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具
体实施步骤还在计划中。

《公益时报》：同心基金会举
办了多项公益行业支持活动，多
角度、多方面帮助公益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提升能力。 行业支持项
目在基金会的工作中比重多少？

张嫣婷：没有限定。 主要是
根据需求和同心基金会的能力
来协调这个比例。 虽然目前同心
基金会力量仍然很小，但是和大
家有一体心，也有一份担当的格
局， 所以愿意起到行业枢纽作
用，特别是在公益人才的培育方
面，基金会愿意携手大家一起大
干。 相信随着各种助缘的出现，
我们共同做行业支持的力量会
越来越大，同心基金会也会随之
增加比重。

《公益时报》：国内公益行业
目前培训、 工作坊活动繁多，你
认为怎样才能做到真正有用的
培训？

张嫣婷 ：第一，培训的系统
性、关联性、有效性。 我从金融界
跳到公益界， 感到隔行如隔山，
学无止境，也走了一些弯路。 一
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行业知识都
很重要， 只学一部分使不上力，
全学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 因
此我把学习模块比喻成一个个
电阻，可以各种并联、串联的组
合，重点是你当下最迫切的需求
在哪里， 就从这个着力点突破，
只要设计得当，这个点就可以直
击你的痛点，也可以辐射到系统
性的需求。 同心的各种学习培训
看起来五花八门的，实际是布下
的很多着力点，每个着力点的背
后都是一套人才培养支持系统。
学以致用这个很关键，每个人的
生命都那么宝贵，时间都那么宝
贵， 无效的培训就是在浪费生
命。 无效的培训，给上课的老师

也很大的压力，学员会觉得“百
度上查得到的就不要浪费时间
在课堂上讲”。 同心的课比较注
重实效，很多是体验式、问诊式、
启发式的， 还有引导学员去践
行、练习。

第二，关键在于人才培养。公
益行业最缺的什么？ 核心要素是
什么？钱、技术、资源？我们的答案
是，最缺的是人才，最核心的也是
人才。没有人才，其他的要素起不
到应有作用，有了人才事半功倍。
虽然人才培养时间周期长、 投入
大、费心费力，但是不投入不行，
没有投入就没有发展。

第三，关键在于人的心性成
长。 这是人才培养重要性的下一
层，提升心性是人才自我成长的
核心要点。 从“要我学”到“我要
学”，从“迷”到“觉”，从“觉”到

“明”，不仅会拨云见日，更会唤
醒沉睡的自性，从而生长出更多
生命力，更会创造出更多的可能
性，跳出原有的困扰。 有公益心、
有使命感、有行动力、有觉性的
未来公益领袖们，能洞见事物本
来，善于感知、善于创意、善于把
握方向、善于跨界融合。

《公益时报》：作为一家地方
非公募基金会， 怎样立足本省 ，
并向外辐射？

张嫣婷：同心基金会从来没
有地域上的“野心”，也没有规模
上的“野心”，同心人只是一群普
通人，做着普通的事，用心把普
通的事做到非凡。

如果一定要有所谓的“事业
心”，我看到的是心灵上、文化上
的同心圆。 中心原点是人类共同
的爱、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
一圈一圈的同心圆是根据社会
需要，根据具足的因缘，靠大家
一起共创出来的。

同时，因缘具足时，是可以
超越地理上、 名称上的同心圆
的。

� � 2013 年，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同心基金会 ）成立 。
在此之前，厦门市已有三家以“同心”命名的机构———厦门市同安区
同心慈善会、厦门市翔安区同心儿童院和厦门市同心义工服务中心。
基金会成立后， 又有分布于厦门不同区的三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
长汀县同心学校诞生。 这一系列以佛教信仰为纽带而形成的公益组
织集合，被称为“同心志业”。

这样的形态虽然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慈善中的善堂善会，
但同心基金会却将文化、心灵慈善与现代公益组织形态、方法很好地
融合在一起。 在基金会的管理上，与传统的僧团决策不同，同心基金
会更注重现代慈善组织管理方法 ;在项目领域上，不再只关注救助、
服务，而是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行业支持中，比如扶持福建初
创期和中小型公益组织的善财种子计划，2015 年加入中国非公募基
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并将在 2017 年论坛转型后继续提供支持。 而
在最近，同心基金会理事会决定准备申请公募资格。

深入了解，你会发现在这个基金会中，传统与现代、信仰与慈善
结合得相得益彰。在同心基金会成立 4 周年之际，《公益时报》记者对
该会秘书长张嫣婷进行了专访。

问虽不及佛法，答却有智慧和机锋。

2013 年 3 月，同心基金会在福州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