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捐赠的现状及其模式研究

 ５
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捐赠的

现状及其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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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较于以往历史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原

点出发分析， 认为华侨华人的慈善捐赠行为是一种 “等意义

交换”， 捐赠主体一般在捐赠行为中获得精神上或其他的满

足感， 或是获得荣誉、 满足感、 社会舆论评价、 人际关系等

等， 使其成为一种意义相等的平衡性交换。 根据中民慈善捐

助信息中心的数据， ２０１３ 年度华侨华人慈善捐赠总额为

７１ ７２ 亿元， 占我国捐赠总额的 ７ ２５％ ， 是我国慈善捐赠的

重要力量。 华侨华人个人的捐赠额一直占比最高， ２００８ 年

和 ２００９ 年 为 ４６ ７％ ， ２０１１ 年 为 ７３ ６２％ ， ２０１３ 年 为

５６ ８１％ ； 侨资企业捐赠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 目前， 华侨华人对我国的慈善捐赠包含直接捐赠方

式与间接捐赠方式两种， 直接捐赠方式主要以个人模式和民

间组织模式为主， 间接捐赠方式主要以政府模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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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号：１０ＢＧＬ１０２）、２０１４年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课题重点项

目（项目号：ＨＱＨＲＺＤ２０１４ － ０２）、２０１５年度华侨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项目（项目号：１５ＳＫＢＳ１０６）
成果。
黄晓瑞， 天津人， 管理学博士，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华侨大学生活

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 慈善事业发展、 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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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出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

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 该意见针对当前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重点问题和关键

环节， 明确提出了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 重点举措和保障机

制。 这一文件对于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

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侨华人慈善捐赠在中国国内多个领域积极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统计，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侨务系统接受捐赠折合

人民币 ９００ 亿元， 其中 ５２％ 用于教育事业， 其他还有卫生、 扶贫、 基础设

施建设和抗震救灾等领域①。

随着华侨华人慈善捐赠在中国国内的实践日益为大众知晓， 学界对华侨

华人慈善捐赠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除了对于华侨华人慈善捐赠进行历史维度

的考察之外， 还尝试在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 在华侨华人慈善捐赠内涵

的把握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如陈世柏认为， 华侨华人的慈善捐赠在本质上是

一种社会行为。 根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社会行为理论， 海外乡亲慈善捐

赠的行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即目的理性捐赠行为、 价值理性捐赠行为、 传

统捐赠行为、 情感捐赠行为②。 第二， 学者通过对华侨华人慈善捐赠进行

个案分析， 把握华侨华人进行慈善捐赠的驱动力， 及华侨华人的慈善捐

赠对捐赠地的作用。 例如， 庄国土基于厦门市的田野调查， 分析海外同

胞在厦门捐赠公益事业的概况、 动机和作用，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同

胞在厦门捐赠的原因除了爱国爱乡传统使然， 还有海外华人与港澳同胞

经济实力的成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各级政府对捐赠的鼓励等③。

６０１

①

②

③

《国侨办主任裘援平： 侨务捐赠要用得好用得巧》，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ＢＩＧ５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５２８ ／ ｃ４２３０９ － ２５０７４８９０ ｈｔｍｌ。
陈世柏： 《社会行为： 海外乡亲慈善捐赠的本质内涵》， 《社会保障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对厦门捐赠的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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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黎相宜和周敏对分别来自广东五邑开平与海南文昌下辖两个镇的

移民群体进行比较， 发现华侨华人对于侨乡的文化馈赠不仅受到其个人

出国前后社会地位变化的制约， 而且还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如特定

的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位置的差异， 移民群体在

移居地的不同社会境遇以及侨乡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均对文化馈赠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①。

虽然近些年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研究取得不少成果， 但总体水平有待提

高。 首先， 从总体上看， 理论研究滞后于政策制定， 这种状况制约了理论研

究的前瞻性， 同时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也大打折扣； 其次， 研究内

容和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丰富， 系统性、 跨学科的研究较少； 再次， 研究深

度不够， 大多研究都是从某个个案分析华侨华人的慈善捐赠， 真正全局性的

研究很少。 因此， 本文从何为华侨华人慈善捐赠谈起， 分析华侨华人慈善捐

赠的本质， 并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华侨华人对我国的捐赠数据②来展现华侨华人慈

善捐赠的状况， 最后尝试总结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捐赠的模式。 相比以往的

研究， 本文研究的是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基础问题， 从理论研究视角看， 明

晰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本质和捐赠模式是进行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研究的理论

前提； 从政策制定视角看， 把握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本质和捐赠模式以及知

晓华侨华人对我国捐赠的真实状况是促进侨务捐赠 “用得好用得巧” 的重

要一步。

７０１

①

②

黎相宜、 周敏： 《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

究》，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数据来源于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是出版的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该报告的出

版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华侨华人慈善捐赠数据为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中民慈善捐助

信息中心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其主要职责是引导建立第三

方评估体系和行业自律机制， 逐步建立慈善捐助信息统计、 披露和公示制度， 及时向社会

发布相关慈善捐助活动信息， 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慈善交流活动， 收集、 整理和反映慈善捐

助工作情况， 公布慈善捐助信息。 由于我国尚无统一的捐赠信息公开平台， 故中民慈善捐

赠中心公布的数据为可获得的官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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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本质

（一）华侨华人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华侨华人慈善捐赠， 对于华侨华人的界定是全文的基

础。 虽然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 我们经常将华侨华人、 归侨侨眷连用，

但在法律上和政策上， 这几个概念是有明确界定和区别的。 ２００９ 年， 根据

侨情变化和侨务工作发展的需要， 依据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及其实施

办法， 国务院侨办制定并发布了 《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

规定》， 对华侨的身份进行了明确界定。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定居” 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并已在住在国连续

居留两年， 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１８ 个月。 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

或者永久居留权， 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５ 年以上 （含 ５ 年） 合法居留资格，

５ 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 ３０ 个月， 视为华侨。 中国公民出国留学

（包括公派和自费） 在外学习期间， 或因公务出国 （包括外派劳务人员） 在

外工作期间， 均不视为华侨。 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

其外国籍后裔， 还有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 由于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对

于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统计数据将港澳台的捐赠数据也纳入其中， 而很多地

方性统计数据也未将港澳台同胞的慈善捐赠与华侨华人慈善捐赠加以区分，

故本文在分析中也未具体区分。

（二）慈善捐赠的基本要素①

1  主体

慈善捐赠的主体主要包括捐赠主体、 运营主体和监管主体三个主体。

８０１

① 本部分对慈善捐赠行为基本要素的分类参考徐麟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出

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０ ～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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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主体主要包括了个人或家庭、 社区、 企业、 宗教团体和募款组织等

等。

运营主体主要是指慈善组织等。 在中国， 慈善组织属于社会组织中的一

员。 政府把社会组织分成四类： 党政机关、 企业公司、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 所谓社会团体， 民政部门的定义是： “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宗旨， 依照

一定的法律， 自愿结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 它具有如下特性：

社会团体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 他们是具有共同的目标的， 他们的活动

经费是不依赖官方的， 组织是非营利性质的①。 中国的慈善组织在类型上属

于社会团体的范畴②。 学界认为社会组织在扶贫、 慈善、 社会救助过程中具

有政府所不及的优势， 主张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 允许并引导社会组织发挥

更大作用③。

监管主体： 主要是政府、 社会评估机构、 公共媒体等。 关于政府的监管

作用， 可以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有所启示。 莱斯特·Ｍ 萨拉蒙

（Ｌｅｓｔｅｒ Ｍ Ｓａｌａｍｏｎ） 认为， 政府能够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开

展福利和慈善事业， 能用民主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资金的使用和决定提供服务

的种类， 能够通过赋予民众权利以防止服务提供中出现特权， 等等。 但是，

政府往往由于过度的科层化而缺乏对于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 非营利组织则

比较弹性， 能根据个人的不同需求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等等。 正是由于非营

利组织的特性，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存在互补性，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

合作关系④。 而在中国，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控制力， 控制

着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人事任免权和较大的资金运用权， 并通过各种手段来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吴忠泽、 陈金罗： 《社团管理工作》， 中国社会出版社， １９９６。
《社会捐助基本术语》 指出， 公益性社会团体就是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

金会、 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
尚晓援： 《公民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考察———来自三家非政府儿童救助组织的启

示》， 《青年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８ 期； 邓国胜： 《政府以及相关群体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和责

任》，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Ｌｅｓｔｅｒ Ｍ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ｒｄ － Ｐａ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９ （１９８１）： ８４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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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慈善组织的全面渗透①。

2 客体

慈善捐赠的客体主要是那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具体来说， 慈善捐赠的

客体主要包括个人或团体、 慈善基金会、 各类居民区、 少数民族居民等。 那

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都可以称为慈善捐赠的客体。

3 慈善资源

慈善资源主要包括自愿捐助的资金、 实物、 劳务等。 慈善资源指的是能够

由捐赠主体提供并帮助慈善捐赠的客体的各种物品， 主要为资金、 实物和劳务

等等形式。 通过这些慈善资源， 能够帮助慈善捐赠的客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

摆脱弱势的情境， 而这些慈善资源， 往往是由捐赠主体和运营主体所提供的， 这

些慈善资源由捐赠主体到慈善捐赠的客体的过程中还会受到监管主体的监管。

（三）华侨华人捐赠的理论基础

1  马塞尔·莫斯对交换理论的贡献

马塞尔·莫斯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 ， １８７２ ～ １９５０） 在其 《论馈赠———传统社

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② 一书中， 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人类交换行为。 他研

究了波利尼西亚群岛诸民族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社会中的馈赠礼物现象， 将此现

象解释为一种附带了信用、 服从、 地位、 崇拜等情感价值的交换方式： 赠与方

由于付出了自己的财物而获得了受礼方回报馈赠的权利， 而受礼方则因接受了

馈赠而具有了必须对这种馈赠予以回报的义务。 这种交换也促进了双方社会关

系的建立和巩固。 在这些社会中有一种 “夸富宴” （ｐｏｔｌａｔｃｈ） 习俗， 在宴会过

程中， 主办者会倾尽所有的家财来与宴会参与者进行礼物交换， 甚至有时会将

自己剩余的财物毁坏殆尽。 这种交换的回报便是赠与者获得较高的地位③。

０１１

①

②

③

田凯： 《组织外形化： 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

论框架》，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６ 页。
〔法〕 马塞尔·莫斯： 《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 卢汇译， 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尚会鹏： 《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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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对馈赠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解释了商品买卖之外的一种交换形式，

即不等价交换 （附带了情感价值的交换）。 这是一种信用、 情感平衡的交

换。 莫斯对于交换模式的研究虽以 “原始人” 记录为据， 实际上是人类一

种更普遍、 更古老的交换方式， 普遍存在于其他大规模文明社会， 是人类交

换的一种常态， 而理性的、 以利益计算为特点的商品交换方式只是一种特殊

情况①。 莫斯指出： “我们的道德以及我们的生活本身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

也都始终处于自发参半的赠礼所形成的气氛中。 值得庆幸的是， 还没有到一

切都用买卖来考量的地步。 如果某样东西真是有价值的， 那么除了它的销售

价值之外， 它仍然是一种情感价值。” “过度的慷慨和共产主义既有损于个

体也不利于社会。 正如现代人的自私和法律中的个人主义倾向一样。”②

2 单惠型的“等意义交换”

学者尚会鹏指出， 到了 “后现代社会”， 人与人的交换回归到 “前现代

社会” 中的不等价交换， 这是一种带有情感的意义相等交换。 在 “等意义

交换” 这一论述中， 与慈善捐赠相关的是 “等意义交换” 类型中的单惠

型③。 这种交换的特点是： 赠与者在赠与行为发生时并没有直接从对方获得

好处 （至少说没有得到交换价值相等的好处） 的想法， 接受者可以不考虑

回报 （至少可以不考虑交换价值相等的回报）， 交换价值完全不对等 （故称

“单惠型”）， 但在交换过程中， 赠与者可能得到了社会的尊敬、 他人的赞美

以及精神上的满足。 行为者的地位不是平等的 （一般是甲处于优位）， 交换

行为附带情感， 交换过程中也有价值转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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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尚会鹏： 《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９ 页。
〔法〕 马塞尔·莫斯： 《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 卢汇译， 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１３６ 页。
尚会鹏： 《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６２ ～ １６３ 页。
价值转换的概念为： 若两个人进行物物交换或货币交易， 那是交换价值在起作用， 没有发

生价值转换； 但若是你帮了朋友的忙， 朋友送你一件礼物， 这种交换过程中就发生了价值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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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本质

尽管华侨华人慈善捐赠与西方捐赠行为有一致的内容， 但与西方的慈善

行为相比， 华侨华人慈善捐赠行为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属性。

华侨华人素有热爱桑梓的历史传统， 慷慨捐资捐物， 积极帮助祖 （籍）

国人民渡过难关。 华侨华人捐赠行为往往涉及跨国和跨地区， 在这个行为

中， 捐赠主体将慈善资源作为礼物送给捐赠客体或运营主体， 这种捐赠行为

背后， 捐赠主体既不要求捐赠客体或运营主体进行物品类的偿还， 也不要求

捐赠客体或运营主体提供服务、 服从等任何形式的偿还。 而捐赠方和受赠方

都明白这是一种不需要偿还的单方面给予和接受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 这种

行为是一种 “不等价交换”。

但是， 这种 “不等价交换” 仅是从物物交换的角度看， 如果考虑到捐赠

方作出该行为后伴随的忠诚、 服务、 崇拜等情感因素， 交换在总体上也是平

衡的。 正如莫斯所发现的那样， “夸富宴” （ｐｏｔｌａｔｃｈ） 上的赠与者通过赠与行

为获得了他人的承认， 从而在社区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说明这种看似

非对称的交换也遵循着平衡的原理①。 从综合意义上来看， 交换不一定是交换

价值等价物， 受赠方接受了捐赠方的赠予之后， 很多时候并不能马上以等价

物进行偿还， 可能未来只是对赠与者知恩、 服从或以其他形式来进行回报。

华侨华人的慈善捐赠行为实质上是一种 “等意义交换”， 捐赠主体在赠

与之时一般也是有收获的， 如捐赠主体一般都会在捐赠行为中获得精神上或

其他的满足感， 或是获得荣誉、 满足感、 社会舆论评价、 人际关系等等， 使

其成为一种意义相等的平衡性交换。 为什么华侨华人慈善捐赠中价值不等的

交换可能意义上存在相等？ 因为 “价值转换” 的存在， 通过价值转换， 具

有不同价值的交换物便具有了相同的意义， 从而使交换达到平衡。

具体来看， 华侨华人慈善捐赠行为中的价值转换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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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会鹏： 《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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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和情感价值的转换。 在人的行为中， 人与人的物质交换可以转化为物与

情感的转换①。 比如， 捐赠主体将慈善资源 （通过运营主体） 转移到捐赠客体，

尽管从捐赠主体的角度看， 捐赠行为会致使其受到一些损失， 但是通过捐赠行

为能够获得一些荣誉。 例如， 菲律宾华人蔡金钟先生为救援在海外落难的华人

同胞及其他落难者， 默默地作出了许多无私的奉献， 赢得了 “华人慈善家” 的

美称， 由于其无私奉献， 蔡金钟曾两次作为中国国务院特邀的海外贵宾， 应邀

赴京出席国庆观礼。 １９９７ 年， 他作为菲律宾 “菲华商联总会” 访华代表团成员，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１９９９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菲律宾， 他作为菲律宾华侨华人的代表， 受到朱

总理的亲切接见②。 二是眼前的价值与未来价值的转换。 这种转换是指交换行

为存在时间差。 捐赠主体将慈善资源 （通过运营主体） 转移到捐赠客体， 捐

赠客体可能不会即时做出回报， 往往需要一段时间。 这种时间差上的价值转

换在华侨华人慈善捐赠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例如， 袁勇亮在大学期间因家庭

困难接受江西慈济志工的资助， 顺利完成学业后， 事业小有成就的他不忘当

年的助学之恩， 把当年接受的爱和善传出去， 帮助和资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让他们得以安心地学习、 生活， 让爱和善的种子在人人心中撒播③。

二　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捐赠的状况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 “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 大家都是中华大

家庭的成员。 长期以来， 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 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不

忘祖国， 不忘祖籍， 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 热情支持中国革命、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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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尚会鹏： 《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６５ 页。
《赤子深情 　 济世助人———记菲律宾华人慈善家蔡金钟先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６６１６３ ｃｏｍ ／
Ｆｕｊｉａｎ＿ ｗ ／ ｎｅｗｓ ／ ｆｊｑｂ ／ ０２０１０４ ／ ３＿ ２ ｈｔｍｌ。
《助学之情， 善念深耕发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ｚｕｃｈｉ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ｏｐｔｉｏｎ ＝ ｃ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６７５３：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０ － ０９ － ４９ － ４５＆ｃａｔｉｄ ＝ ６３： ２００９ － ０７ － ２８ － ０６ － ４６ －
３８＆Ｉｔｅｍｉｄ ＝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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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改革事业， 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增进中国人

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华侨华人

对于祖 （籍） 国的捐赠， 所以仅为华侨华人向中国的捐赠数据。 数据来源

于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该中心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管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 其主要职责是引导建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和行业自律机制， 逐步建

立慈善捐助信息统计、 披露和公示制度， 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慈善捐助活动

信息， 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慈善交流活动， 收集、 整理和反映慈善捐助工作情

况， 公布慈善捐助信息。 由于我国尚无统一的捐赠信息公开平台， 故中民慈

善捐赠中心公布的数据为可获得的官网数据。 一般来说， 年度统计数据都是

发生之后才统计完成的， 我国对于华侨华人捐赠的数据统计还不完善， 官方

只统计过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还有 ２０１３ 年。 本部分的数据来源于中民慈善

捐助信息中心出版的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这也是目前可获得的

最新官方数据。

（一）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总规模

２０１３ 年度华侨华人慈善捐赠总额②为 ７１ ７２ 亿元， 占我国捐赠总额③的

７ ２５％ 。 该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日常监测数

据， 二是公开新闻报道中关于侨乡大省、 侨资企业、 企业家、 基金会等的数

据④， 三是各省侨联⑤上报的华侨华人慈善捐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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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会见华侨华人代表： 共同的根 　 共同的梦》，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ｃ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０６ ／ １９３７３０３０９８４１ ｓｈｔｍｌ。
这里的华侨华人捐赠数据， 主要指我国大陆的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 群团组织、 各级

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 宗教场所及个人等接受的华人华侨群体的捐赠， 包括货币、 物资、
有价证券等。 其他形式的捐赠如器官、 血液、 技术、 志愿服务时间等， 由于统计、 折价困

难， 未计算在内。
我国 ２０１３ 年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共计约 ９８９ ４２ 亿元， 其中货币及有价证券捐

赠 ６５１ ７５ 亿元， 捐赠物资折价 ３３７ ６７ 亿元。
这些数据包括地方侨办的工作总结、 各类涉侨基金会的年报数据等。
向中国侨联上报数据的省份包括： 宁夏回族自治区、 河北省、 重庆市、 云南省、 安徽省、
吉林省、 江西省、 山西省、 西藏自治区等 ２６ 个省、 市、 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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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捐赠主体

1  捐赠主体的类别

根据我国的 《公益事业捐赠法》 和各省市出台的有关华人华侨捐赠的

管理条例或办法的相关规定， 捐赠主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１） 个人

这一类别包括华人、 华侨、 港澳台同胞、 外籍华人、 归侨、 侨眷等， 华

人华侨若以家族名义进行捐赠也归为此类。

（２） 侨资企业

一般指的是华侨华人、 港澳台同胞、 外籍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兴办且其

资本占投资总额 ２５％及以上的企业 （不含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中资机构在境

内的企业投资）。

（３） 基金会

主要是指境内外的华人华侨、 侨联系统等发起成立的家族基金会、 公募

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等。 以基金会的形式捐赠已成为海南省华侨捐赠的一

个新趋向， 如李嘉诚基金会捐助海南省的农村卫生建设扶贫项目、 新加坡淡

马锡基金会在海南实施的护理培训项目均取得了显著成效①。

（４） 侨团组织

侨团组织主要包括基金会、 同乡会、 侨商会、 各级华人华侨联合会等华

人华侨社会组织。

2 各捐赠主体的捐赠情况

本部分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日捐库的数据及各省侨联上报的捐赠数

据为分析样本， 分析样本中的捐赠总量约为 ４３ ９８ 亿元。

（１） 个人捐赠

个人捐赠额为 ２４９８５７ ８２ 万元， 占华人华侨捐赠总额的 ５６ ８１％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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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南省华侨捐赠公益事业若干规定执法调研情况报告》，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ｑｘｃｚ ／ ２０１１ ／ ０７ － ２１ ／ ３１９７７２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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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捐赠的物资价值为 １３４５０ ６８ 亿元， 占个人捐赠总额的 ５ ３８％ 。 在各类

捐赠主体中， 个人捐赠所占比重最高， 这与历年我国华人华侨捐赠中个人捐

赠居首位的格局是一致的①。

根据个人捐赠的地域划分， 国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地区的个人捐赠数额

为 ２９４３０ ２１ 万元， 占个人捐赠总额的 １１ ７８％ 。 教育领域是华人华侨个人

捐赠最侧重的领域。 例如， 新加坡华人潘谚彦女士和丈夫陈东言多次向敦煌

市七里镇中学、 南台堡朝翔春蕾小学等 ９ 所中小学的学生捐赠钢笔、 书籍等

学习用品， 向老师们赠送了教学用品， 潘谚彦女士多次在大陆捐资助学：

２００２ 年， 为七里镇新建朝翔春蕾小学捐资 ３０ 万元； 同年 １０ 月， 实地考察

朝翔春蕾小学建设进度， 决定资助 １０７ 名贫困儿童； ２００３ 年秋， 为朝翔春

蕾小学二期工程捐资 １２ 万元。 １０ 年来， 潘谚彦夫妇在七里镇朝翔春蕾小学

危房改建、 校园建设、 贫困生救助、 教学设施改善等方面先后单独捐资捐物

４７ 万元②。

（２） 侨企捐赠

侨企捐赠数额为 １１４９３７ １２ 万元， 占华人华侨捐赠总额的 ２６ １７％ 。 其

中， 企业捐赠的物资价值为 ５０２５ ８１ 万元， 该数据占侨企捐赠总额的

４ ３７％ 。 其中， 境外侨企捐赠占侨资企业捐赠总额的 ５５ ９５％ 。 在境外侨企

的捐赠中， 以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侨资捐赠总额的数量最多， 这可能与

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是华人主要聚居区有关。

２０１３ 年， 国内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 如四川雅安地震、 甘肃定西地震

等等， 侨资企业据此进行捐赠。 ２０１３ 年， 侨资企业用于支援灾区等的捐赠

款项占侨资企业捐赠总额的 ４７ １６％ 。 除此之外， 侨资企业还十分关注教育

领域， 样本数据中向教育领域的捐赠最大的一笔是高银集团捐赠北江中学的

５５００ 万元， 用于综合教育楼的建设。

对于侨资企业来说， 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是最主要的接受对象。 侨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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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彭建梅：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６７ 页。
《新加坡华人情系敦煌教育　 向 ９ 所中小学捐赠学习用品》，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９ －１７ ／ １４５９０６８８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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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向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捐赠 ４０１０３ ７５ 万元， 占捐赠总额的 ３４ ８９％ 。 这

一比重较高， 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可能由于 ２０１３ 年度减灾救灾

是侨企捐赠的最主要领域， 而侨企在救灾捐赠方面往往是将资金捐赠给灾区

政府或相关的事业单位， 所以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成为接受侨捐款物的最主

要对象①； 二是部分侨资企业通过向国内捐赠， 更好地实现企业发展的战略

目标， 向政府和事业单位捐赠是最直接地与国内当地政府拉近关系的一种方

式。

（３） 基金会捐赠

在样本中， 基金会捐赠数额为 ３４２１０ ７４ 万元， 占华人华侨捐赠总额的

７ ７８％ 。 其中， 捐赠的物资价值为 ９３ ５ 万元， 占基金会捐赠的 ０ ２７％ 。

华侨华人基金会捐赠有如下特点。 一是教育领域是华人华侨基金会最重

要的捐赠方向②。 在教育方面的捐赠主要分为资助办学、 提供奖 ／助学金、

硬件建设等几个方面。 例如， 自 １９８５ 年开始， 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和邵氏

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与教育部合作， 连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巨款， 帮

助各地大中小学校建设了直接用于教学、 科研的邵逸夫工程项目， 共计

４８８８ 个， 至 ２００６ 年赠款金额累计逾 ３２ 亿港元。 邵氏基金会的捐赠， 为内

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

作出了宝贵的贡献③。 二是华侨华人基金会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 港澳地区

的基金会较为活跃。 一般来说， 华侨华人基金会往往多位于侨乡资源较为丰

富的福建、 广东等地。 除此之外， 港澳台地区的基金会在大陆开展多项活

动， 如台湾的慈济基金会， 自 １９６６ 年由证严上人成立于台湾花莲以来， 以

克己、 克勤、 克俭、 克难的精神创立慈济， 从事济贫教富、 慈善救人的工

作。 慈济的理想是以慈悲喜舍之心， 起救苦救难之行， 与乐拔苦， 全球只要

有慈济人的地方， 都以 “取诸当地， 用诸当地” 之理念推展慈善救助、 医

７１１

①

②

③

彭建梅：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６９ 页。
彭建梅：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７０ 页。
《邵氏基金会向内地教育赠款情况简介》， ｈｔｔｐ： ／ ／ ｗｚｂ ｈｎｅｄｕ ｃｎ ／ ｗｅｂ ／ ０ ／ ２００６０９ ／ ０７１７３５５５８５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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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服务、 教育深耕、 人文推广、 环境保护等工作。 慈济基金会曾援助的地区

遍及安徽、 江苏、 河南、 江西、 广西、 广东、 贵州、 云南、 浙江、 福建、 甘

肃、 青海、 新疆、 内蒙古、 四川、 海南、 河北、 湖南、 湖北、 辽宁、 宁夏、

山东、 黑龙江、 陕西、 西藏、 上海市、 北京市、 天津市等 ２８ 个省 （市、 自

治区）， 已帮助超过 ２０００ 万人次。 ２００６ 年慈济获民政部颁发 “中华慈善

奖”，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更进一步获民政部批准成为第一家境外团体在

大陆设立的全国性基金会①。

（４） 侨团组织捐赠

２０１３ 年侨团组织捐赠 ２０４８８ １１ 万元， 占华人华侨捐赠总额的 ４ ６６％ 。

这里的侨团组织包括我国各级侨联、 各地侨商会和广泛存在于各国的同乡会

及联谊会。 侨团组织由于其组织特点， 一般没有明确的捐赠领域和捐赠范

围， 其非正式性的捐赠活动更为灵活。 这些侨团组织不仅在祖 （籍） 国有

需要时提供帮助， 也为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提供帮助。 以西班牙华侨华人协

会为例， 该协会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是创立时间最早、 影响最大的全国性华人

侨社组织。 一方面， 该协会关注祖 （籍） 国的发展， 积极投身中国经济建

设， 回家乡投资， 与家乡共谋发展。 在中国遭受灾害时， 协会理事们慷慨解

囊， 彰显赤子情怀。 特别是在四川大地震中积极捐款， 支援灾区。 另一方

面， 也为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提供帮助， 协会马德里中文学校创办于 １９９６

年， 多年来成绩突出， 由开始创办时的几十名学生， 到 ２０１１ 年已经发展到

了 ７００ 多名， 由过去的 ３ 个班级发展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７ 个班级， 教师由当初的

３ 人扩大到了 ３０ 多名。 现在的马德里中文学校， 已经成为一所全欧洲华侨

华人中文学校当中学生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的一所著名的中文学校②。

除了以上四种捐赠主体外， 捐赠主体不详的捐赠数额为 ２０３３２ ５８ 万元，

这一数值占捐赠总额的 ４ ６２％ 。 这其中， 捐赠数额中物资价值为 １７０ ３９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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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ｈｔｔｐ： ／ ／ ｇｏｎｇｙｉ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ｇｙｚｘ ／ ２０１０ － ０９ － ２７ ／ １７５１２０４２９＿
３ ｈｔｍｌ。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ｓｏｃｈｉｎｏ 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ｐｘ？ ｔｉｐｏ ＝ ０＆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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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捐赠主体的捐赠变化情况

由表 １ 可以看出， 华侨华人个人的捐赠额一直在捐赠额中占比最高， 比

例分别为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６ ７％ ，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３ ６２％ 和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６ ８１％ 。 侨资企业捐赠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侨资企业的捐赠额为 １００６１６ ５ 万元， 占比为 １５ ７％ ； ２０１１ 年该捐赠

主体的捐赠额为 １１３４０４ ９１ 万元， 占比为 １７ ７１％ ； ２０１３ 年该捐赠主体的捐

赠额为 １１４９３７ １２ 万元， 占比为 ２６ １３％ 。 基金会的捐赠占比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比例相当， 而在 ２０１１ 年则非常少， 只有 ０ ９２％ 。 究其原

因， 可能是 ２０１１ 年华侨华人捐赠进行统计时， 将基金会捐赠量中的个人捐

赠作为个人捐赠类别进行统计， 所以 ２０１１ 年基金会的捐赠额和年度捐赠比

例相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较低①。

表 １　 各捐赠主体捐赠数据表

捐赠主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捐赠额 ２０１３ 年捐赠额

捐赠额（万元） 占比（％ ） 捐赠额（万元） 占比（％ ） 捐赠额（万元） 占比（％ ）

个　 　 人 ３００２４９ １０ ４６ ７ ４７１３２１ ７０ ７３ ６２ ２４９８５７ ８２ ５６ ８１

侨资企业 １００６１６ ５ １５ ７ １１３４０４ ９１ １７ ７１ １１４９３７ １２ ２６ １３

基 金 会 ３３４８２ ２２ ５ ５９０６ ５５ ０ ９２ ３４２１０ ７４ ７ ７８

侨团组织 １５９６３７ ７ ２４ ８ ４７１２６ ３２ ７ ３６ ２０４８８ １１ ４ ６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是 ２００８ 年全年和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的捐赠额。
数据来源： 彭建梅：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６６

页。

（三）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捐赠客体

1  捐赠客体的类别

（１） 事业单位

这一类别包括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等学校及医院、 博物馆等。

９１１

① 彭建梅：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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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社会组织

该类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社团、 民非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 ／组织）、 基

金会， 也包含了慈善会系统、 红十字系统、 行业协会商会、 外国组织等。

（３） 各级政府

这一类别包含了中央部委、 省市级政府、 区县级政府、 乡镇级政府。 需

要注意的是， 在我国， 村委会和居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而非政权组织， 严格

意义上不应计入各级政府类别之中， 但在实际中捐赠给村 ／居委会往往也是

与乡镇、 区县级政府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将村委会和居委会也纳入此类。

（４） 个人

2 各捐赠客体的捐赠情况

（１） 事业单位

样本中事业单位在 ２０１３ 年接受捐款额 ２２ ５６ 亿元， 占捐赠总额的

３１ ４５％ ， 排在捐赠客体的首位。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 中小学、 职业技术学校及幼儿园所接受的捐赠额最多，

数额为 ６０８３１ ３ 万元； 其次是大学与研究机构也接受了较多的慈善捐赠， 数额为

２２６５９ ４５ 万元。 这两类受赠主体的受赠额占了各类事业单位受赠额的绝大多数。

教育领域是华侨华人捐赠所关注的重要领域， 所以在事业单位中各类学校接受

的捐赠最多也不足为奇。 华侨华人捐赠给医院主要用于医院建设、 医疗设备的

购买。 其捐赠的地域范围不仅仅是省市级， 还涉及很多偏远地区。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各类事业单位接受捐赠情况

类别 受赠金额（万元） 用途

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及幼儿园 ６０８３１ ３０ 奖教助学、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大学与研究机构 ２２６５９ ４５ 设立奖学金

医院 ２２０４ ７０ 购买医疗设备、医院建设

其他 １３２８ ７５ 用于救灾、教育、扶贫等

博物馆 １０００． ００ 博物馆建设

福利院、养老院、特殊教育机构等 １０７． ００ 改善生活、购买康复器械等

　 　 数据来源： 彭建梅：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７４ 页。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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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社会组织

２０１３ 年社会组织共接受华人华侨捐赠 ２１ １１ 亿元， 占捐赠总额的

２９ ４３％ 。

从表 ３ 看， ２０１３ 年我国各类社会组织中基金会受赠金额为 ９２８３２ ６５ 万

元， 占所有社会组织类接受捐赠总额的 ７１ ７３％ ， 是社会组织中最主要的受

赠方。

表 ３　 ２０１３ 年我国各类社会组织接受华侨华人捐赠情况

类别 受赠金额（万元） 类别 受赠金额（万元）

基金会 ９２８３２ ６５ 侨联系统 １７３６ ２８

慈善会 １６１８９ ９１ 社团 １５１６ ３２

行业联合会 １３０１０． ００ 民办非企业单位 ２９８ ６０

红十字会 ３８４１ ５３

　 　 数据来源： 彭建梅：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７５ 页。

基金会之所以在社会组织中接受捐赠额最大， 可能是因为一些企业

或个人向基金会进行大额捐赠。 以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为例， 该基金会

２００４ 年正式成立，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情况如

下： ２００５ 年 ５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５６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７３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９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４３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５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７８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５１１ 万元①。 香港大龙华同乡总会曾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签订

捐赠协议， 分期捐赠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用于弘扬中华文化、 发展华文教

育、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海外华文教育项目。 香港大龙华同乡总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成立于香港， 会员主要由深圳宝安区龙华、 大浪、 民治三街

道旅港同乡组成。 同乡总会以联系大龙华同乡感情、 团结同乡、 造福相

亲、 促进港乡交流为宗旨， 自成立之日起， 在会长谢国辉的带领下， 会

员们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仅会长谢国辉先生一人就捐赠了各类慈善

１２１

① 中国基金会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ｃｎ ／ ｃｃｍｓ ／ ｓｊｊ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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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共计一亿多元人民币①。

慈善会系统在社会组织中是排名第二的受赠方。 ２０１３ 年慈善会系统的

受赠金额为 １６１８９ ９１ 万元， 华侨华人向慈善会系统进行捐赠一般采取直接

方式， 也有些捐赠主体会与慈善会联系， 通过在慈善会设立基金的方式实现

捐赠。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泉州洛江区马甲镇旅新侨胞、 新加坡诗丽雅集团创办

人杜南发博士捐赠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发起成立马甲镇慈善会贞保林乃基金。

贞保林乃基金是马甲镇慈善会冠名的独立基金， 旨在通过奖教助学、 帮助困

难群众， 弘扬孔子尊师重教、 有教无类、 仁者爱人的传统美德， 促进社会和

谐。 同时希望通过爱心传递， 激发更多的人参与慈善， 形成弘扬助人为乐、

传播正能量的社会风尚②。

（３） 各级政府

表 ４ 是 ２０１３ 年我国各级政府及自治组织接受捐赠的情况。 首先， 区 ／

县级政府及乡镇政府的受赠金额最高， 数额为 ２７６７４ ３９ 万元， 占比为

３４ １８％ 。 其次是地市级政府， 数额为 ２３３８１ ５１ 万元， 占比为 ２８ ８８％ 。

区 ／ 县级政府及乡镇政府和地市级政府两级的政府组织受赠金额占捐赠总

额的 ６０％ 以上， 这一趋势符合 ２０１３ 年以来国务院、 民政部等中央部委

对政府退出募捐市场的引导。 除此之外， 受赠领域方面， 政府级别较低

表 ４　 ２０１３ 年我国各级政府组织及自治组织接受华侨华人捐赠情况

类别 受赠金额（万元） 捐赠领域

区 ／ 县级政府及乡镇政府 ２７６７４ ３９ 教育、医疗、生产生活设施建设、减灾救灾等

地市级政府 ２３３８１ ５１ 减灾救灾、医疗卫生等

村 ／ 居委会 １６３１７ １２
社会事业、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扶贫、侨乡宗族事

务、教育等

省级政府 １３５８８ ３３ 减灾与救灾

　 　 数据来源： 彭建梅：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７６ 页。

２２１

①

②

香港大龙华同乡总会捐赠我会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ｌｅｆ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２ ／ １０２３ ／
５ ／ １０１６ ｓｈｔｍｌ。
新加坡侨商向泉州家乡捐资千万成立慈善基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ｚｇｑｊ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２ ／ ５４１１０７４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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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领域比较多样。 区 ／ 县级政府及乡镇政府和地市级政府两级政府

组织的捐赠使用领域较广， 如区 ／ 县级政府及乡镇政府的捐赠使用领域

为教育、 医疗、 生产生活设施建设、 减灾救灾等； 村 ／ 居委会的捐赠使

用领域为社会事业、 生产生活设施建设、 扶贫、 侨乡宗族事务、 教育等

多领域。 而地市级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捐赠使用领域为减灾与救灾、 医疗

卫生等。

（４） 个人

在我国， 个人是所有受赠主体中接受捐赠最少的， 受赠金额为

２０５０ １５７ 万元， 占比为 ０ ４７％ 。 这可能是因为， 在慈善捐赠领域并不主张

直接将捐赠给个人， 一般采用捐给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间接方

式。

三　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模式

美国学者李达三将美籍华人捐赠模式分为以下四类： 个人模式、 联谊会

模式、 基金会模式、 其他各种模式①。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全球化与人文

研究系主任尹晓煌认为， 与早年相比，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美国华人对

中国的捐赠行为呈现出 “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传统侨社或侨乡团

体为主的捐赠方式， 在美国华人对中国的捐赠行为中仍然占有相当比例；

第二种模式是华人通过捐赠美国主流基金会有关中国的项目， 或者参与

领导美国主流基金会对华资助， 来促进中国的发展； 第三种模式是新型

华人跨国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免费服务类的对华援助； 第四种模式是新移

民的跨国慈善组织， 主要包括中国高校在美国的校友会以及新型的华人

同乡会②。

３２１

①

②

〔美〕 孔秉德、 尹晓煌： 《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 余宁平译，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０１
页。
张冬冬： 《专家： 美国华人对华捐赠呈现四模式， 有助中美关系》，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２３ ／ ｃ＿ １２１８９９２７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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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华侨华人慈善捐赠行为是捐赠主体直接将慈善资源捐赠给捐赠客

体， 而随着国内慈善环境的不断完善、 华侨华人慈善理念的不断提升， 华侨

华人对中国慈善捐赠的模式也不断创新， 更加多元化。 从捐赠方式来看， 直

接捐赠与间接捐赠并存。 直接捐赠是捐赠主体参与慈善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

方式。 通过直接捐赠， 可以减少捐赠过程中的资金和物资传送环节， 减少了

信息损失。 在直接捐赠中， 华侨华人常以个人或家庭名义、 同乡会或民间组

织名义直接将慈善资源捐赠给受赠客体。 同时， 由于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慈善

捐赠很多是跨国 （境） 行为， 信息的不对称和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使得间

接捐赠方式也发展迅速。 在间接捐赠方式中， 慈善捐赠的运营主体和监管主

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华侨华人直接将慈善资源捐赠给运营主体或监管主

体， 由运营主体或监管主体来实际推进捐赠计划、 项目实施和执行。 在间接

捐赠方式中， 政府或政府主管的慈善会和基金会等中介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据此， 本文将华侨华人对于中国捐赠的主要模式分解为以下三种：

个人模式、 民间组织模式和政府模式。

（一）个人模式

个人模式是指华侨华人以个人或家庭名义直接进行捐钱捐物的模式。 该

模式中的 “个人” 包括华人、 华侨、 港澳台同胞、 外籍华人、 归侨、 侨眷

等， 华人华侨若以家族名义进行捐赠也归为此类。 在该模式下， 华侨华人个

人或以家庭名义将慈善资源直接转移给捐赠客体。 在进行捐赠时， 华侨华人

往往不期望捐赠客体给予回报， 但可以获得精神上或其他的满足感。 具体来

看， 个人模式慈善捐赠行为中的价值转换包含交换价值和情感价值的转换和

眼前的价值与未来价值的转换。 许多华人慈善家在进行捐赠时都不期望有等

同于慈善资源价值的回报， 但是能够获得满足感和其他荣誉。

在个人模式中， 根据华侨华人捐赠主体的不同， 可以发现企业家、 名

人、 华侨华人公众成为个人模式的主力。

1  企业家

企业家的捐赠往往数额较大、 持续时间较长、 捐赠领域专一性， 他们往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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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选择在自己的家乡进行捐赠。

从数额方面看， 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作为国务院侨办直属的两所高校，

在其成立和发展中接受了大量个人模式的慈善捐赠。 以华侨大学为例， 华侨

大学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校董们慷慨捐资， 捐赠 ５４１０ 万元人民币以

及 １５００ 万元港币， 用于华侨大学各项事业和设施建设①。

陈嘉庚先生作为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两校的原校主， 是东南亚近代史上

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慈善家。 自 １８９４ 年在故乡集美创办 “惕斋学塾” 开

始， 先后创办和资助学校多达百所以上， 培养学生无数， 他一生捐出几乎全

部财产给海内外教育事业， 做出了 “宁可企业收盘， 绝不停办学校” “卖掉

大厦， 维持厦大” 的壮举②。 陈嘉庚先生作为国内外著名的慈善家， 其捐赠

体现了持续时间较长、 捐赠领域专一性和选择自己的家乡进行捐赠等特点。

由表 ５ 可以看出， 陈嘉庚先生在 １９１３ ～ １９２７ 年持续在自己的家乡建起多个

学校， 关注家乡的教育建设。 陈嘉庚的善举使他获得了许多荣誉， 如陈嘉庚

诞辰 １４０ 周年时， 习近平就曾写信给集美校友总会， 赞他是侨界的一代领袖

和楷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长孙陈立人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作为 ３０ 名抗战将领老兵以及为中国抗战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及

家属代表之一， 被授予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章③。

表 ５　 １９１３ ～ １９２７ 年陈嘉庚在福建省创办学校列表

创办时间 学校名称

１９１３ １ 集美小学

１９１７ ２ 私立集美女子两等小学校

１９１８ ３ 集美师范和中学

５２１

①

②

③

孙虹、 张罗应： 《华侨大学召开校董会， 获捐赠 ７０００ 万元》，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ａｕｅ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１２３４７ ｈｔｍ。
邓玮： 《论陈嘉庚先生的慈善精神及时代意义》，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１ 页。
《习近平接连两次为陈嘉庚点赞， 陈氏后人深情追忆》， 台海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５ ／ ０９０７ ／ ０８ ／ Ｂ２Ｔ７４Ｑ４Ｃ０００１４ＡＥＥ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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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创办时间 学校名称

１９１９ ２ 集美幼稚园

１９１９ ２ 集美学校水产科

１９１９ ８ 集美学校商科

１９２１ ２ 增办集美女子师范

１９２３ ２ 水产科和商科脱离中学，独立为部

１９２５ １ 水产科增设航海科课程

１９２５ ８ 师范部开办高级师范选科生

１９２６ 年春 集美农林部正式开学

１９２６ 年秋 增开畜牧场

１９２６ ９ 集美学校国学专门部

１９２７ ２ 停办集美学校女子师范，改办女子初级中学

１９２７ ９ 集美幼稚师范学校

　 　 数据来源：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福建华人华侨捐资办学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４１ ～ ４７ 页。

2 名人

本部分的名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文体明星及社会知名人士。 例如， 华侨

大学四端文物馆由香港著名侨领杜四端的嫡孙杜祖贻先生倡议设立并捐资百

万港元和数百件文物而设立。 该文物馆设有中华文化部、 华侨华人部、 杜四

端与福建商会特展部等 ３ 个展厅， 通过中华古今文艺和华侨历史文物的展

示， 彰显中华文化、 展现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爱乡情怀， 为推进华侨华人与

侨乡历史资料的系统收集搭建有效平台①。

3 广大华人华侨公众

除了企业家、 名人和学者等群体以外， 广大的华人华侨公众在慈

善捐赠方面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由于企业家和名人群体数量较

少， 所以还要依靠广大华人华侨公众的力量， 尽管相比企业家和名人

６２１

① 《华侨大学设立四端文物馆》， 《人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第 ６ 版，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ｒｍｒｂｈｗ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０９ － ０７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９０６２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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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 华侨华人公众群体的捐赠额较小， 但是由于人数众多， 也是不

可忽视的。

在个人模式中， 捐赠领域往往比较固定， 一般为教育、 扶贫、 减灾

救灾等， 其中教育领域又是捐赠额流向较多的领域。 以暨南大学为例，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 许多华侨港澳同胞都向该校捐款或以项目支持其更好

地办学。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暨南大学接受来自华侨港澳同胞共 ３３ 笔数额为

１０ 万元以上 （含 １０ 万元） 的个人捐赠。 这些捐赠有的用于兴建教学设

施， 有的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为暨南大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和

支持。

（二）民间组织模式

民间组织模式是指境外华侨华人民间组织 （同乡会、 宗亲会等） 按照

一定的原则和程序发放捐款的一种间接捐赠方式。 捐赠主体是华侨华人民间

组织， 在华侨华人慈善捐赠中扮演着募捐组织者的角色。 境外华侨华人民间

组织将募集来的慈善资源直接转移给捐赠客体。 在进行捐赠时， 境外华侨华

人民间组织往往不期望捐赠客体给予回报。

同乡会是一个 “现代化” 的组织①， 它属于传统中国宗族文化的延续，

但从现象上看， 同乡相聚在一个组织中， 又好像带有美国文化性质的俱乐

部。 说它像关系网， 是因为它的身份资格来自差序格局中的一环： 在外乡中

最为接近中心—自己的一种关系。 因为家人、 邻里、 亲属、 以往的朋友、 熟

人都不在身边， 同乡比起陌生人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更接近圆心 （己身）。

说它像俱乐部， 因为它是以相同身份———大家都是同乡、 都有资格加入同乡

组织———作为成员资格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而且在加入同乡组织之前， 大家一

般彼此并无交往②。 同乡会向客体进行慈善捐赠， 从宏观层面来看体现了同

７２１

①

②

它的前身是明清时期的各地会馆， 随着都市移民的集会活动在近代史上经历了一

个从会馆向同乡会的转化过程。 郭绪印： 《 老上海的同乡团体 》 ， 文汇出版社，
２００３ 。
〔美〕 许烺光： 《宗族·种姓·俱乐部》， 薛刚译， 华夏出版社， １９９０。



华侨华人蓝皮书

乡会的爱国情怀， 从微观层面看， 也反映了 “共享现实”①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的需求。

隶属于浙江丽水市的青田县是我国著名侨乡， ２０ 世纪 ２０、 ３０ 年代青

田移民出现第一次高潮， 人数迅猛增长， 分布也越来越集中， 改革开放

后， 青田出国人数急剧增加。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青田华侨华人人数已经达到

２２５１０５ 人②。 随着新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 华侨华人面临的社会问题也随

之增多， 他们对事业快速稳定发展的愿望， 以及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呼

声越来越强烈， 在此背景下， 青田同乡会创立并迅速发展壮大。 第一个

青田同乡会组织是 １９８５ 年创立的 “荷兰青田同乡会”， 此后广泛分布于

世界各大洲。

青田同乡会在祖 （籍） 国和家乡有难时， 都会率先声援， 展开积极捐

募求助。 １９９６ 年青田发生水灾， 罗马尼亚青田同乡会捐资 １２９１０ 美元， 法

国青田同乡会向东源镇捐资 ３０ 万美元③， 重建卫生院， 西班牙青田同乡会

在平山捐助重建一座被洪水冲垮的学校， 命名为 “西华学校”， 帮助家乡度

过困难时期④。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四川省汶川发生了 ７ ８ 级强烈地震， 希腊

青田同乡会次日便捐赠 ３０ 万元人民币， 这是见之于媒体最早的华侨社团集

体捐赠。 德国青田同乡会会长邱根寿专程驱车赶到柏林， 连夜召集华侨同乡

开展募捐活动； 荷兰青田同乡会牵头在海牙举行大型募捐义演活动。 据青田

县侨办统计，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青田海外华侨通过各种渠道已向四川

地震灾区捐款 ２１００ 万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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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来自同一原籍地的人们因受到同一地域文化的模塑， 会发展出相同的思考世界的方式 （对
个体而言， 它具有一定的先在性）， 他们对原籍地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理解。 这种共识理解

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 也被称作 “共享现实”。 转引自杨宜音、 张曙光 《在 “生人社会”
中建立 “熟人关系” ———对大学 “同乡会” 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社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６９ 页。
青田华侨史编写组： 《青田华侨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９７ 页。
青田华侨史编写组： 《青田华侨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２１３ 页。
青田华侨史编写组： 《青田华侨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２１３ 页。
阮春生、 徐晓军： 《与祖国地震灾区心连心， 青田海外华侨向灾区捐款 ２１００ 万元》， 《丽水

日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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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同乡会的捐赠也涉及助学和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等领域。 １９９２ 年，

旅西青田同乡会集资 １５ 万元， 为芝溪学校建造了冠名为 “西华楼” 的综合

教学大楼①。 ２００９ 年， 法国青田同乡会捐赠 ２０ 万元帮助浙江省景宁畲族自

治县澄照乡金丘村至大畈村道路实施路面硬化工程， 以方便村民出行， 增加

群众收入， 促进少数民族村庄经济发展②。

（三）政府模式

政府模式是指由政府发动号召或华侨华人自发把钱物捐给乡政府、

侨办等政府机构， 由政府机构统一安排发放捐款的一种间接捐赠方式。

在该模式下， 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华侨华人慈善捐赠中， 政府是

重要的运营主体和监管主体， 捐赠主体进行慈善捐赠行为时， 选择将慈

善资源交给政府或政府机构， 具体的公益项目由政府来进行操作和管理。

与以上两种模式相比， 政府模式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前文指出， 华侨华

人的慈善捐赠行为实质上是一种 “等意义交换” ， 在政府模式中， 一部

分捐赠主体想要通过捐赠行为与政府搞好关系， 这是期望获得荣誉、 满

足感、 社会舆论评价、 人际关系的一种情感上或其他类型的回报， 实现

一种平衡的交换。

这一模式包含两个要点， 一是政府发动号召的捐赠行为， 二是华

侨华人自发地把钱物捐给政府、 侨办等政府机构， 由于这两者有时候

是不容易区分的， 所以统一归为政府模式。 为什么不容易区分？ 可以

用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 旅法苏浙同乡会会长张大荣在海协暨侨港资

企业座谈会上代表同乡会向江苏海协教育基金会③捐赠了 １５ 万元人民

币， 专门用于扶助江苏高校的优秀贫困大学生。 张大荣在会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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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青田华侨史编写组： 《青田华侨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８ 页。
静宁县侨办 《法国青田同乡会捐资 ２０ 万元　 助推浙江畲乡道路建设》，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ｚｇｑｊ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９ ／ １０ － １３ ／ １９０８３２１ ｓｈｔｍｌ。
江苏海协教育基金会是经江苏省政府批准， 由江苏省侨办、 省海外交流协会共同提议发起

的全省性公募基金会， 是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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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捐赠是抛砖引玉， 希望有更多实力强大的海外社团参与到这项活

动中①。 这次捐赠活动是由同乡会在某次政府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起的，

慈善资源由江苏省侨办、 省海外交流协会共同提议发起的全省性公募

基金会来进行管理。 这次捐赠是一次典型的政府模式的捐赠行为， 但

是很难细化其到底是政府号召下的行为还是华侨华人自发向政府捐赠

的行为。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是专门为海外华文教育事业服务的全国性公募基

金会， 其业务主管部门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尽管它属于我国的一个民间

组织， 但其具有官办的性质， 故可以将其接受捐赠的模式归入政府模式

中。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募集的资金基本来自企业或者企业家的大笔捐

赠， 面向社会小额的捐赠资金基本没有。 资金募集渠道主要是通过各级理

事单位特别是业务主管部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社会资源， 向相关企业、

企业家推介华文教育、 华文教育基金会， 争取相关企业、 企业家对于华文

教育的支持。 根据对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捐赠收入单笔达

５０ 万元以上的捐赠统计分析， 此类捐赠约占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全部捐赠

收入的 ９８ ５４％ 。 上述捐赠收入通过业务主管部门国侨办各级领导的推介

和介绍募集资金最多， 占总额的 ４２ ２９％ ； 顾问委员会主席推介介绍募集

资金占 ２４ ３６％ ； 各级侨务系统推介介绍占 １８ ３％ ； 理事单位推介联系占

９ １％ 。

四　结语

华侨华人慈善捐赠行为包括捐赠主体、 捐赠客体和慈善资源等要素。

一般来说， 捐赠主体将慈善资源转移到捐赠客体完成这一行为。 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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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伟浓、 陈华： 《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海外青田人同乡会浅析》， 《八桂侨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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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理论看， 华侨华人慈善捐赠行为是一种 “等意义交换” 的行为， 捐

赠主体在赠与之时一般也是有收获的， 如获得精神上或其他的满足感，

或是获得荣誉、 满足感、 社会舆论评价、 人际关系等等， 通过价值的转

换， 使其成为一种意义相等的平衡性交换。 结合华侨华人对我国慈善捐

赠的现有数据和主要模式， 笔者发现华侨华人对我国慈善捐赠历史久远，

数额巨大。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 华侨华人对我国慈善捐赠总额为 ７１ ７２ 亿

元。 捐赠主体多元化， 捐赠方式多样化， 为我国教育、 救灾等多个领域

贡献力量， 对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 华侨华

人对我国的慈善捐赠包含了直接捐赠方式与间接捐赠方式， 直接捐赠方

式主要以个人模式和民间组织模式为主， 间接捐赠方式主要以政府模式

为主。

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慈善捐赠多为临时性的行为， 对大灾大难捐赠较多；

多为地域性的行为， 对祖籍地或家乡的捐赠较多。 这一方面体现了华侨华人

的善心善行，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华侨华人捐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捐赠内

容较为单一、 可持续性不强、 捐赠所经营项目专业化系统化程度不高等。 从

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本质来看， 捐赠主体在赠与之时一般也是有收获的， 依

靠这些收获达到交换的平衡。 而以上问题均有可能影响捐赠主体获得精神上

或其他的满足感。 要知道捐赠资源的获得不能只依靠捐赠主体的自发性行

为， 还需要依靠有效的、 成熟的慈善捐赠机制， 如强大的号召力和其他慈善

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支持。

为了引导和提升华侨华人对我国的慈善捐赠， 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

一， 提高对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重视程度， 加强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数据库

建设， 将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纳入我国慈善事业体系。 第二， 拓宽募捐渠道，

提高社会募捐能力。 国务院、 民政部等中央部委引导政府退出募捐市场， 这

使得政府募捐的可行性降低， 难度加大， 此时更需要重视培育民间慈善组

织， 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第三， 拓展捐赠领域， 引导慈善捐赠由传统领

域拓展到经济、 文化和环境生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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