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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社区基金会：历史，现状与前景
威廉·瓦尔德曼、温馨与黄建忠

本文从历史、发展现状和影响力前景来探讨美国和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并讨论了社
区基金会面临的挑战。美国社区基金会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发展比较健全，但随着社会的
改变，社区基金会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在起步阶段，有别于西方的社
区基金会，呈现不同的形态。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社区中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而社区基金
会将有潜力在这种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具体指出如何影响社区基金会进一步发展并
减少所服务社区居民收入不均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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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由社区基金会进行自我审查，而最
1914年，美国银行家弗雷德里克· 终的评审则是由专家小组进行。目标是
戈夫（Fredrick Harris Goff）希望能够建 提供卓越、责任、影响和特质的文件凭
立一个为解决当前和未来社区需求的、 证。认证是指一个社区基金会达到或超
由个人资助的、能永久运作的社区导向 过这些基金会的“行业标准”（Council
基金会，于是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建 on Foundations，2016）。
就中国而言，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迅
立美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克利夫兰
社区基金会。弗雷德里克成立克利夫兰 猛发展（Cai & Wang， 2002，
社区基金会的目标和管理原则是汇集克 2010），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
利夫兰地区所有的慈善资源，形成一个 发布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基金会发展。
基金以促进城市发展。他的愿景是社区 然而，在社区基金会方面，到2008年才
领袖能够利用每年基金的利息，来提高 开始起步，成立第一家中国社区基金
会。本文探讨美国和中国社区基金会的
城市居民的精神、道德和身体状况
（Foundation Center，n.d.）。此后，其 发展和面临的挑战，并具体指出如何影
他社区基金会也很快出现，包括加州社 响社区基金会进一步发展并减少所服务
区基金会和芝加哥社区信托。社区基金 社区居民收入不均问题的方法。由于中
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尚在起步阶段，本
会数目持续增长，在1985年至2014年
间，美国社区基金会数目增长约三倍， 文对社区基金会的定义、目的和管理着
重在美国的经验。
从250家发展至764家（Bernholz，
社区基金会的定义、目的和管理
Fulton，& Kasper，2005；Foundation
Center，2014）。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增
美国基金会中心（http://
长与经济状况和税法改变有很大的关
foundationcenter.org）可能是对美国基金
系，其他促进因素有（Sacks，2000）： 会最权威的数据库，它将社区基金会定
 政府财政在社会安全保障和基础设 义为“一个免税的慈善组织，主要为一
施项目上的下降；
定地理区域内的社区或地区提供支持，
 联邦政府“权力下放” 政策的出
包括资金维持和基于多元资助者的管
现，联邦政府将资金与主要职责向 理”（Foundation Center，n.d.）。从美
下传递给地方政府和当地社区；
国法律和税务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被
 对帮助弱势群体所提供服务的分
定义为“慈善”，而不是私人基金会。
裂、复杂和分类而导致失败的挫
因此，他们豁免政府税收501（c）3 条
折；
款规定，如每年支出5%的规定。捐助者
 服务特定问题而产生的组织多重性 对美国社区基金会的捐款也可免税。
和在社区整体规划和轻急缓重考虑
埃莉诺·W·萨克斯在《社区基金会
方面的限制；
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社区基金会运动
 主要城市中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规 活力的考察》（Sacks，2000）一书中，
范的衰退；
提到社区基金会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
 个人捐助者缺乏时间或不愿去调查  致力于提高特定地理区域内居民的
个别的慈善机构，相较之下，社区
生活质量；
基金会有专人认真审查慈善机构及  基金会独立，不受其他组织、政府
其项目的效益。
或捐助者的控制和影响；
随着运动的成熟，社区基金会的国  由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的理
家标准建立。在基金会理事会的领导
事会负责治理；
下，国家认可过程程序创建（Council
 通过资助非营利组织，解决不断出
on Foundations，2016）。这个认证程序
现和变化的各类社区需求问题；
与其他健康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相同。由  寻求在长时间内向广大捐赠者募集
专家和从业人员建立标准，提供技术帮
资金的渠道，这些捐赠者包括当地

引言

居民、非营利组织和商人；
 根据捐献者的兴趣和捐助能力，为
其规划服务；
 帮助捐赠者实现他们的慈善公益目
标；
 作为促进者、召集者、合作者和帮
助者，参与一系列的社区领导和合
作活动，寻找重要社区问题的解决
方案；
 有公开透明的政策与运营过程；
 有义务定期向公众公开任务目标、
活动情况以及财务状况。
社区基金会及下面提到的类似机构
的显着特点是，它们体现了慈善捐赠的
不同方法。慈善捐款的一般方法包括直
接捐款和给予组织提供一系列的方案和
服务（例如，那些直接服务于弱势群体
如无家可归者、精神病患者、发展障碍
或机构如博物馆、医院、大学或交响乐
团）。对社区基金会的捐赠主要集中在
社区总体改善和决策，至于捐赠资金用
于什么项目，其特殊目的则由基金会的
管理层或社区居民和委员会决定。在某
些情况下，捐助者可以直接管理他们的
捐赠物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战
略规划来建立社区发展重点和计划的。
需要改进的目标区域可能涉及到文化、
健康、公共服务、社区基础设施、人力
资源开发或教育机会等。

社区基金会的规模和范围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世界上有超过
1700家社区基金会，其中超过700家都
位于美国。 2012年基金会中心报告显
示，这些基金会总计有$ 550亿的资
产，并在2010年给予补助和奖励共计$
42亿，占美国全部基金会资助额（$
459亿）的9%（Foundation Center，
2012）。 更多最近的数据表明了社区
基金会在数量和资产上的增长。在资产
规模方面最大的25个社区基金会，资产
范围从$ 65亿（硅谷社区基金会）至$
7亿美元（中央印第安纳社区基金
会）。捐赠前25名，捐赠金额范围从$
9.6亿（硅谷社区基金会）至$ 5900万
（奥兰治县加州社区基金会）
（Foundation Center，2012）。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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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会在美国慈善机构和慈善捐赠
中占据一个显着和不断扩大的组成部
分。
在中国，社区基金会虽然起步较
晚，但发展态势良好，其中尤以上海、
深圳为代表。2008年，中国首家社区基
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成
立。对于全国具体的社区基金会数目，
没有一致的数据。我们在中国基金会中
心（CFC）数据库中输入“社区”，根
据精确查找，得到50家社区基金会，见
表一。

其他疾病的治疗，为特定地区的特定疾
病或残疾筹集和分配资金。
联合捐赠（Federated Giving）：包
括如路德会、犹太联合会、天主教慈善
机构和其他基于宗教或宗教价值观的机
构组织，为界定区域内社区健康和公共
服务筹集并分配资金。
基于属性的焦点基金会（IdentityBased Focus Funds）﹕服务由种族、民
族或性别定义的社区包括支持妇女、非
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和其他群体。黑
人联合基金会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个很好
的例子。
历史与脉络
捐赠圈（Giving Circles）： 个人
美国社区基金会源于美国20世纪的
慈善运动，以“友好访问者”（friendly 捐助者结伴并集体给予的团体。
visitors）为开端。富人所组织的团体派
在中国，慈善事业历史悠久，以
出志愿者（友好访问者）去有需要的家
“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但
庭确定他们特殊的需要。志愿者会向理
是我国专业的非营利组织起步较晚。20
事会或机构推荐，让他们提供食品、药
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非营利
物和其他商品给需要的人。这些早期的
性组织开始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
努力慢慢发展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机
后，在民生方面，国家提供教育、保证
构，帮助和促进整个社区的渴望也从这
就业，实行福利与工作制度相结合、生
些努力中衍生。
活资料平均供应等措施，形成了国家集
我们需要认识到社区基金会只是有
体包揽人民需要的局面（黄黎若莲，
组织的社区慈善事业的一个例子。露西
2001），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受到了限
·伯尔尼霍尔兹，凯瑟琳·富尔顿和加
制。20世纪80年代，中国分别从经济和
布里埃尔卡斯珀在《新希望的边缘：美
政治方面进行了体质改革，使得经济得
国社区基金会的未来》中指出，社区慈
以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民
善事业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文明，并在不
需求增加，各地公益性服务组织相继诞
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他们还指出，
生。1993年民政部等14部委联合发布
现在，下面这些方式也被应用于社区慈
《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
善事业（Bernholz， Fulton， &
明确要求各地建立社区服务发展基金
Kasper，2005）：
（王建军，叶金莲，2006）。2004年
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s）：这
《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发布促进了全国
是致力于提供特定区域内的财务健康和
范围内的基金会发展，2008年成立第一
公共服务的慈善机构。联合劝募协会在
家中国社区基金会。至2016年，中国社
特定区域内有一个统一的募集活动，在
区基金会约有50家（基金会中心网,
募集活动期间限制接受健康与公共服务
n.d.）。
机构数目。联合劝募协会对社区健康和
公共服务进行需要评估，并建立资金分 美国社区基金会概述
理解一个社区基金会代表的结构、
配优先顺序。联合劝募志愿者审查组织
的资助申请和评估考虑既定的优先申请 功能和运作，可以增强读者对于这些基
金会的理解。基于此目的，下文将以新
组织的金融和服务性能。
联合慈善机构（Associated Charita- 泽西社区基金会为代表，提供一个美国
ble Organizations）：健康导向的慈善 社区基金会综述。新泽西社区基金会成
机构，如针对癌症、糖尿病、心脏病和 立于1979年，拥有精良的投资，设有多

个专门基金，不仅有多种资金渠道，同
时拥有广泛和多元的受助者。它将自己
定义为“一个对人们生活的社区产生长
远持久影响的家庭、企业和基金会联
盟”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New
Jersey，n.d.）。该基金净资产为2.4亿美
元，在2013年获得4680万美元的资助，
同年捐助资金4080万美元。基于新泽西
基金会拥有100％的评级透明度和99.6％
的财务管理有效度，它被慈善导航
（ http://www.charitynavigator.org/ ）评
为四星等级。慈善导航是一个对美国慈
善机构进行分析和评级的独立公司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New Jersey,
n.d.）。
新泽西社区基金会现在包括下面7种
专项基金：
捐赠者指导性基金 （Donor Advised Funds）：许多个人和家庭出于专
门目的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资金，并参
与捐款决策过程。相应地，捐助者得到
基金会提供的管理和投资服务支持。新
泽西社区基金会维持和服务超过150个
这样的基金。
企业指导性基金（Business Advised
Funds）：企业基于企业价值和目标，
回馈其所在的州，对新泽西社区基金会
捐款。在新泽西社区基金会有17个企业
指导性基金。基金会管理这些基金，从
而确保管理的有效性和达到能反应价值
观和社区目标的成果。
传统基金 （Legacy Funds）：该基
金会定义传统基金为家庭和机构为“保
证社区基金会能够快速灵活对不断变化
的特殊类别的社区需求做出回应”而设
立的基金。因此这些基金的捐助者希望
能够通过基金会的治理直接依据既定捐
款程序给予支助，达到主动解决社区需
求的目标。新泽西社区基金会现有55个
遗产基金，目的多样，包括从动物救助
到支持退伍军人。
学生奖学金 （Student Scholarships）：这些资金反映了捐助方的意
愿：增加州内学生的教育机会。新泽西
社区基金会现有17种不同的为纪念个
人、家庭或其他特定目的的学生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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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每一种基金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符
合资格的申请人。
指定机构基金 （Designated Agency Funds）：这些基金专用于某一个组
织，由基金会进行管理，以确保其效
率、问责性和有效性。在指定的机构倒
闭和捐助者已去世的情况下，基金会将
指定基金捐助给其他目的相同的组织。
新泽西社区基金会有数百个指定机构基
金，支持非营利组织、医院和卫生保健
机构、教堂和宗教服务机构、博物馆和
许多其他解决其社区的健康、公务服
务、文化和精神需要的机构。
机构捐款基金（Agency Endowment Funds）：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
非营利机构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资金的
可持续性。基金会在管理参与机构的基
金时，将资金放在另一个更大的基金
中，以保证其安全性和达到投资的最大
回报。这种安排也解决了机构在动荡的
经济环境中，难以做出怎样投资机构储
蓄的决策的困难。基金会有超过150个
机构捐款基金，旨在提供医疗保健、公
共服务、宗教活动、地方商会和其他服
务。
特别项目（Special Projects）：这
一类基金“允许用创新的方式产生新方
法来解决目前整个新泽西州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基金会有超过30个特别项目
基金，支持公共教育非营利组织和其他
社区相关努力。

中国社区基金会概述
美国社区基金会都由社区居民推动
成立，而社区基金会在中国本土化的过
程中产生了以下三类社区基金会：第一
类是政府倡导的社区基金会，第二类是
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第三类是居
民主导的社区基金会（徐家良，刘春
帅， 2016）。第三类和美国社区基金
会相似，第一和二类则是中国因社会政
治体制的不同而有的基金会。
政府倡导的社区基金会
政府倡导的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主要
是基层政府为了满足社区日益增长的公
共服务需求，了解到社区基金会可以聚
集社区资源、提供社区服务的组织形

式，主动推动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如深
圳市光明社区基金会（以下简称“光明
基金会”）。光明基金会于2015年在深
圳市民政部登记正式成立，在政府大力
推动和协调下，由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和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牵
头，办事处、社区和社会各界积极协助
和参与，联合发起成立，原始资金为
800万元，基金会的宗旨是“整合资
源，输出人才，建立光明公益平台”
（深圳市光明新区社区家园网，
n.d.）。
光明基金会服务范围覆盖整个光明
新区28个社区。目前选取凤凰、玉律等
五家社区试点，各募集资金2000万元，
成立5个社区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30
余个（深圳市光明新区党工委，
2015）。光明基金会也可以为其它社区
基金会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为
暂时不够条件成立社区基金会的社区设
立冠名基金。它将社区服务分为六个板
块，分别为：公益服务、志愿者服务、
养老服务、低保服务、托孤服务和助残
服务（圳美社区家园网，n.d.）。
光明基金会是全国首个区级的社区
基金会，它搭建了一个更广阔的社区治
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光明新区广大
群众、辖区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能够
充分参与新区社会治理和民生发展。目
前，光明社区基金会已设立了华星光电
塘尾社区基金、华强文化教育基金、越
众侨史基金等3个冠名基金（深圳市关
爱行动公益基金会，n.d.）。光明基金
会构建了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
体、社工为骨干的“三社联动”服务机
制，形成了三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其中，社区提供
运作平台，起到了基础作用；社会组织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激发了社
区服务活力；社工提供专业个案服务，
提升社区服务能力。五家社区基金会成
立以来，由社会组织实施的社区服务项
目共计21个，参与服务的专业社工人数
67人（张恒春，2015）。
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

就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而言，
以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代表
（以下简称“桃基会”）。桃基会于
2008年11月8日在民政部注册成立，由
深圳桃源居集团董事长李爱君女士发
起。桃源居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城（东
部）实业有限公司捐资1亿元人民币设
立中国首家非公募社区基金会（桃源居
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n.d.）。桃基会
是一个全国性的以企业捐赠为主的非公
募基金会，其资金主要针对若干个社
区，目前这些社区主要是桃源居开发商
在各地开发的社区（中国政府创新中
心，2012）。桃基会的宗旨是为推动中
国人居事业发展，专责培育社区公益组
织（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n.d）。
桃基会是社区公益事业的资源提供
者。通过资助社区内的公益性社会组
织，以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与社区福利体
系，为社区公益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从
而实现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良性运营
和可持续发展。桃源居社区公益性社会
组织体系的运行方式是：“社区型基金
会”捐赠“社区公益中心”；“社区公
益中心”管理“社区社会组织体系”；
“社区社会组织体系”参与社区治理和
服务（中国政府创新中心, 2012）。如
图一所示。
社区公益中心面向社区提供公益服
务与有偿的公共服务，并将所得收入全
部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和福利事业的发
展。社区公益中心是桃源居社区社会组
织的发起者、资助者和管理者，它通过
基金会获取资源，又将资源分配给各大
社区组织，承担着社区资源分配和优化
的作用（中国政府创新中心, 2012）。
桃源居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体系由一系
列的社会组织构成，这些社会组织覆盖
了社区服务的方方面面。从物业管理到
社区体育、文化、教育、医疗等， 再
到各种细微的便民服务，社区社会组织
有效地成为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补充（中
国政府创新中心, 2012）。
桃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捐赠
人民币2.3亿元。截至2014年底，公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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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累计1.26亿元。桃基会资金主要针对
桃源居社区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
区公益人才培养、灾害救援、社会公
益、社区理论研究五大类，共计48个公
益项目，扮演了社区公益事业的资源提
供者。桃基会成功构建了社区公益服务
体系，形成了桃源居模式，依托社区基
金会推进了社区治理创新（桃源居公益
事业发展基金会，n.d.）。桃源居模式
是通过创建社区资本和创办社区公益性
社会组织，将政府的公共服务、企业的
市场服务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结合在
一起，从而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管
理、企业投资、居民共建”的社区治理
和服务模式，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管
理创新做了有益的探索（中国政府创新
中心，2012）。桃基会通过资金支持、
理论研究和输出管理等方式将社区基金
会这一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从深圳复制
到重庆、天津，再到北京、上海，为我
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及社区治理模式创
新起到推动作用，社区基金会也越来越
受到政府、学界和公益界的高度认可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n.d.）。
居民主导的社区基金会
居民主导的社区基金会以深圳蛇口
社区基金会为代表。2014年12月14日，
89位蛇口居民作为蛇口公益基金的发起
人，每人捐出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成
立蛇口公益基金。在2015年4月，蛇口
公益基金升级为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募捐
工作启动，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保险、招商地产及
230多位蛇口人的支持下，两个月共募
集资金130多万元。并于2015年10月成
立深圳第一个纯民间自发发起、居民众
筹成立的社区基金会。蛇口公益基金通
过“众筹”项目，将众筹款项全部用于
慰问社区的病人、残疾人及生活困难的
空巢老人（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办事
处，n.d.）。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原始注
册资金为100万，后续再汇入30万。其
中70万是从400多名居民众筹得来，另
外60万则由企业捐赠。蛇口社区基金会
为防止企业干涉基金会的运作，决定居

民捐赠的钱要多于企业捐赠。且为了避
免政府对社区基金会工作的干预，基金
会拒绝了政府捐赠。由此保证蛇口社区
基金会的决策、财务和人事等方面的独
立性和自主性，能够根据社区需要进行
民主决策，从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徐
家良，刘春帅， 2016）。因为蛇口社
区公益基金会成立时间较短，关于基金
会的信息很少，活动和成就都未查到。

社区基金会影响及挑战
目前针对社区基金会对服务的社
区、家庭和个人的具体影响或成果的中
美研究文献不多。然而毫无疑问，社区
基金会承担的文化、宗教、教育、环
境、自然、健康和公共服务无疑丰富了
社区服务，并提高了社区受惠居民的生
活质量（Guo & Brown， 2006）。在很
多情况下，这些机构提供或资助的服务
实际上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服务。社区可
能同时在资助的活动过程中受益。社区
基金会可以让他们的志愿者、员工和管
理者都感觉到自己对所服务社区的权利
和责任，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强有力的
动力。
伯尔尼，富尔顿和卡斯珀在《新希
望的边缘：美国社区基金会的未来》中
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社会变化
导致了美国社区基金会的许多挑战。诸
如美国社区基金会应该是社区资金的最
好管理者的想法发生了改变，现在人们
认为个人和组织在维护捐赠资金用于社
区方面会更加成熟和谨慎。这是通过政
府监管、审计要求和国家认证机构要求
一步步推动的。此外，社会的日益多样
化，交通方式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使
得“地方”的概念更加模糊。捐助者们
可能居住和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此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地界的公民和专业
服务机构的激增给了使得个体有更多表
达他们基本的根源和身份的机会
（Bernholz，Fulton，& Kasper，
2005）。这些都是美国社区基金会将面
对的挑战。
在中国方面，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仍
然存在以下挑战：1、设立基金会门槛
高。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条例》

第八条中，明确规定了全国性的公募基
金会原始基金不得低于800万元人民
币，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不低于400万
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200万元；且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
资金。以深圳蛇口社区公益基金会为
例，开始由89人创立，每人投资1000
元，要达到《条例》规定的原始基金，
其筹集工作需要长时间筹划和很多社会
慈善人士投资才能成功。这也是蛇口社
区公益基金会从发起到成立花费了近一
年时间的原因。
2、社区基金会运作不够透明。一些
基金会在信息公开方面比较欠缺，缺乏
与公众主动的互动沟通，如2013年12月
爆出的嫣然基金会丑闻，6年拒绝公开
任何财务报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问责
和透明度不论是在内部的自我要求方
面，还是在外部的法律规范方面都还相
对欠缺（Deng， Lu， & Huang，
2015）。提升基金会透明度，可以加强
民众的信任度，从而更加有利于社区基
金会的发展。
3、资金来源与管理。在美国，社区
基金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基金来源的多样
化，其资金来源为本地的企业家和社区
内公民。在中国，资金来源相对集中。
如政府倡导或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
都是由企业资金为主要基金来源。一旦
企业财务发生危险，基金会财务的风险
便会上升。同时，在美国，基金会为了
长远发展，会将资金进行商业投资，在
本金不少的情况下将盈余投资于社会服
务，从而有利于基金会长久发展下去
（Guo & Lai，2015）。根据中国《条
例》，虽然理事会可决定基金会投资活
动（第二十一条）；且准许基金按照合
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
和增值（第二十八条），但一般社区基
金会的资金管理与投资仍然存在挑战。
4、专职人员的缺乏。在蛇口社区基
金会的案例研究中，提到蛇口基金会缺
少专职人员的问题， 这也将是社区基
金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社区基金会
的正常运作需要专业的管理资金者、服
务管理者和提供者，但是基金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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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既需要提供有效的服务，也需要
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对于人才的需
求很高。但是专业人才需要更多的资金
支持，所以社区基金会如何解决专职人
员短缺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解决的问
题。
5、居民的参与度。由于中国社区基
金会是以政府和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
会为主，因此，民众参与度将会低于居
民自导的社区基金会。由政府和企业为
主导的社区基金会，在决策、财务和人
事等方面都可能受到政府和企业的影
响，缺乏其独立自主性。因此，民主决
策可能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了居民的参
与度。
6、社区基金会的定义较模糊。针对
社区基金会的定义，中国没有一个统一
的界定。因此，中国的以政府和企业为
主导的社区基金会是否属于国际定义的
社区基金会仍然存在争议。对于社区基
金会没有明确的定义，将会导致社区基
金会的运作方式、责任和义务等的模
糊。社区基金会针对的人群、资金来源
方式、管理人员的组成、资金运作的透
明度、居民在社区基金会中的角色、活
动的成效评估等等都缺乏明确的界定。
这将会在统计社区基金会、评估其信效
度、统一监管、改善社区基金会等过程
中形成很大的阻挠。

社区基金会未利用的潜力
尽管现在中美社区基金会已经取得
明显成功，但是还有更多的潜力等待开
发。以美国为例，日益被人们意识到的
巨大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也通过不同方
式反应出社区的多样性。它反映在住
房、经济发展、经济机会、教育和医疗
的质量以及社区的其他方面。美国种族
和阶级的多样性加剧了这个问题。生活
在农村和城市贫困社区的个人在发病
率、死亡率、贫困、受教育程度、就业
和许多其他领域都有显着不同。大部分
联邦、州和地区级别的针对安全的联盟
公共活动都无法解决这种比例失调现
状。大量的教育、住房、卫生、公共救
助和其他领域的投资都无法有效而持久
地缩小这种差距。

社区基金会已经通过作为捐赠资金
的管理者，确保其资金被适当的管理和
投资，证明了自己的效率（CFLeads
Cultivat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Panel，2013）。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活动
还远远不够实现真实有效性，没有做到
提高整体服务社区和居民生活
（CFLeads Cultivat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Panel，2013）。在那些经济低
迷的小区，就业机会极其有限、毒品和
枪支泛滥成灾、没有满意或者负担得起
的房子、倒闭或正在面临倒闭的学校、
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未解决的
环境问题和没法吸引商业和工业的有限
劳动力的社区，主要的健康，教育，住
房和公共服务是无法持续的。
布鲁金斯学会已经率先提出“贫穷
地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联邦临时
援助贫困家庭（TANF）计划的影响中
引申出来的。联邦临时援助贫困家庭计
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模式：在国
家的福利案件数量大幅度下降之后，剩
余的家庭主要居住在贫穷的城市和农村
社区（Brookings Institution，2008）。
其他项目如收入保持、儿童福利、
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同样也反映了这个
模式的结果。其政策含义是清楚的，即
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涉及到使用各种方
式投资到上述社区，使居民能够获得与
其他社区居民相同的设施和机会。显
然，这将会需要新的资金，这些新的资
金将会同时是现今经济和政治上的挑
战。
当然，上述所涉及的失败是由于国
家城市政策而不是社区基金会本身。然
而，这些基金会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力，
通过扩大他们的关注点，从捐赠资金的
管理到与其他社区基金会一起有组织的
倡导在国家或州的基础上投资贫困的社
区。另一种方法是参与社区的更广泛领
域以收集能够改善地区的资料；确定这
些领域进步的具体可量化目标；以及发
展一个社区责任的计划来执行（Hogan
& Murphy，2002）。这种方法也许能够
在问题识别与解决层面以及提高参与
度、社区期望和社区自身能力的层面提

高社区的透明度和整合度。
根据上述情况，假设一个社区，在
这里出生的低体重婴儿的数量超过了国
家和民族的平均水平。社区基金会先确
定问题，然后广泛交流问题，获得能反
应问题的资料，召集当地对此问题感兴
趣的医疗届领导（医院主管、联邦认证
的医疗中心、社工及相关组织）和当地
公民活动家和人民代表举办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将会发起决定如何更容易获得
产前护理和相关的能让孕妇在社区中便
捷生活的有效服务。随后的会议和社区
基金会主导的研究将会确定一个目标以
使得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存在的社区低体
重婴儿数量下降。额外的会议将会确定
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将会根据目标确定
参与的个人和组织采取的具体行动。当
地医院的信息将会随着时间被收集。取
得成功或合理的进展时，将会规划庆祝
活动和针对个人和组织的奖励。
也许现在正是重新回复和振兴社区
组织实践的时候！一个基于优势视角的
方法，为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将
社区基金会看做一个先锋领导，为公民
在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就业和其他
重要领域取得可量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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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国社区基金会基本信息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公募

地区

1

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2/09/29 否

上海市

2

上海嘉定工业区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5/12/09 否

上海市

3

上海美好临汾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5/12/09 否

上海市

4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5/12/09 否

上海市

5

上海长征镇社区基金会

2015/12/29 否

上海市

6

上海长兴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5/12/29 否

上海市

7

上海长风社区基金会

2015/12/30 否

上海市

8

上海浦东新区凝心聚力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

2015/07/24 否

上海市

9

上海桃浦镇社区基金会

2015/08/13 否

上海市

10

上海真如社区基金会

2015/09/24 否

上海市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5/09/25 否

上海市

12

上海甘泉社区基金会

2015/12/09 否

上海市

13

上海宜川路街道社区基金会

2015/11/06 否

上海市

14

上海曹杨社区基金会

2015/11/25 否

上海市

15

上海万里社区基金会

2015/11/25 否

上海市

16

上海石泉社区基金会

2015/11/25 否

上海市

17

上海长寿社区基金会

2015/11/25 否

上海市

18

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3/08/09 公募

上海市

19

上海心手相牵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3/08/13 否

上海市

20

上海市杨浦区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5/03/07 否

上海市

21

上海盈浦社区基金会

2015/06/03 否

上海市

22

深圳市南坑社区圆梦慈善基金会

2014/02/13 否

深圳市

23

深圳市裕和溪涌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4/05/05 否

深圳市

24

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基金会

2014/05/13 否

深圳市

25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社区基金会

2014/09/22 否

深圳市

26

深圳市龙华新区樟坑径社区基金会

2015/07/04 否

深圳市

27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社区基金会

2014/12/15 否

深圳市

28

深圳市盐田区永安社区基金会

2015/01/05 否

深圳市

29

深圳市宝安区海裕社区基金会

2015/01/15 否

深圳市

30

佛山市顺德区逢简社区建设基金会

2013/11/26 否

佛山市

31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2009/09/01 否

广州市

32

江阴市陆桥社区关爱帮扶基金会

2010/08/18 否

无锡市

33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圆梦社区型基金会

2015/10/23 否

南京市

34

江阴陆桥社区教育基金会

2015/12/08 否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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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4/08/11 否

嘉兴市

36

杭州市下城区石桥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5/02/17 否

杭州市

37

北京市思诚朝阳门社区基金会

2015/07/03 否

北京市

38

宁夏上陵社区敬老养老基金会

2012/05/07 否

银川市

39

重庆市民泰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2015/01/28 否

重庆市

40

成都公和社区发展基金会

2009/12/22 否

成都市

41

深圳市光明社区基金会

2015/08/26 否

深圳市

42

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律社区基金会

2014/06/10 否

深圳市

43

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社区基金会

2014/06/17 否

深圳市

44

深圳市光明新区白花社区基金会

2014/06/25 否

深圳市

45

深圳市光明新区新羌社区基金会

2014/07/04 否

深圳市

46

深圳市光明新区圳美社区基金会

2014/07/21 否

深圳市

47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2008/07/16 否

深圳市

48

天津市桃源居社区公益组织发展基金会

2014/12/04 否

天津市

49

重庆市桃源居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4/07/02 否

重庆市

50

深圳市桃源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2/07/19 否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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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桃源居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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