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设计一款社区互联网筹款产品？

主讲人：公益事业合作部 邓格格



降低成本

公众在哪里，筹款就在哪里。而成功的筹款一定会
赢得更多的关注、传播和影响力！

无限可能

IT技术为我们解决了媒介成本，平台为我们降低了传播和宣传成本，
一个靠谱精炼图文并茂的项目文案就可以实现筹资。

赢得公众

网
络
筹
款
带
来
了
什
么

网络传播重新定义了公益的表达方式，更棒的筹款文案，更诙谐
的微信软文，更酷炫的打开方式……

为什么要做网络筹款？



基于个人捐赠特点及筹款模式

筹款平台/工具应运而生



第三方互联网平台







支付宝公益核心战略



千人千面

定期滚动，轮换（如右图）

每个支付宝用户所显示的页面不同

首页显示不同

首页中蓝框框中展示的5个项目，之后会

开放更多推荐位置

上首页规则

自筹完成 20% 且筹款人次≥ 1% 后，

首页智能推荐，自筹效率越高，越会

被智能推荐选择为受欢迎项目而被推荐率越高





联劝网核心业务板块

线上筹款平台
 活动筹款
 项目筹款
 月捐
 DAF

独立系统定制
 机构管理系统
 分账系统
 专属筹款平台
 物资捐赠仓储平台

线下
咨询&培训

 筹款活动咨询
 品牌活动策划
 筹款导师计划



如何设计并上线一款网络捐赠项目



机构筹款策略 梳理你的机构优势和定位

1.打造你的机构优势，达成内部共识

第一/首创/突出/靠谱点……（可从区域，领域，模式，专业等方面进行挖掘）

2.明确你的机构定位，才能广为传播

构思好的口号，起名，突出机构特色，便于传播



与筹款相关的现状分析 了解自己-总结



机构筹款策略 找到适合你的筹款体系

1. 梳理目前资金来源和比例，筹款人需要了解的7个指标：

筹资总额

各筹款来源占比

筹资成本

各筹款渠道安全性与成长性

营运资本比例

全职雇员人均能效（年度支出总额/年末全职人员）

年度最低筹款额

公众

企业

基金会

政府采购

经营性
服务



机构筹款策略 选择最优的筹款策略

谁来筹款？ 拿什么筹款？ 向谁筹款？

传播&筹款

基于愿景和价值观

成功筹款人的品质

不做孤独的筹款人

目标人群

一步步需要思考的问题：

愿景和价值观

核心项目

机构未来

筹款是为了践行机构使命 筹款是一个系统工程 筹人是筹款的根本



机构筹款策略 选择最优的筹款策略

如何突出项目亮点 如何使用筹款工具 如何制定筹款计划

特别缺钱？

项目特别新？

受益人最广？

志愿者特别活跃？

有代言人？

如何维护一起捐/企业捐？

及时多次感谢？

企业定向捐赠展示？

统一传播行动？

上几个项目？

连攻三天还是主攻一天？

线下包围线上？

没筹到目标怎么办？

项目筹款应该是机构筹款策略的重要一环

不能脱离机构的品牌定位，现有资源、人员等实际情况

筹款期间落脚到具体项目，需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设计并上线一款网络捐赠项目

筹款产品



项目设计思路 误区1 上线的是筹款产品不是公益项目

公益项目 筹款产品

……

服务对象

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影响

潜在捐赠人

解决资金问题

筹款效果

面向群体

核心目标

评价标准

有何不同？



内在逻辑

外在表现

1. 任何的华丽的传播，流量资源引入的前提都依赖于项目靠谱。

2. 写出好故事的前提是对自己项目的真情实意，让项目文案有感染力，让筹款可持续发力。

3. 同时线上筹款面对的是存在巨大舆论风险的公众，稍有不慎就会跌入质疑的深潭。

回答4个问题，贯彻筹款的每个人

（1）为什么要支持我们？

（2）项目服务的开展方式是什么？

（3）筹款要达到什么目的？

（4）需要多少资金？

筹款理由的三板斧

 动之以情（个人故事，图文冲击）

 晓之以理（为何这个问题很重要）

 建立信任（为何是我们做这件事）

项目设计思路 误区2：上高流量平台不会自动来钱

联劝小贴士：



项目设计思路 3. 项目设计要有筹款思维

1. 以公益项目为基础——深入调研了解真实问题，来源于长期执行经验和第一手感受

2. 满足特定捐赠人需求——项目包装易于理解，给不同捐赠人荣誉感（有规则）

3. 合理定价，目标可拆分——标的带来成就感，网友可负担，符合网络支付习惯

4. 可视化的项目成效——有数据和评价体系，赢得捐赠人感性过后的理性支持

5. 传递价值主张——使命不是挂在墙上的，筹人的认同是根本

根据捐赠人的需求量身定做筹款产品：这不仅是对捐赠人的尊重，也会带来更好的经

济效益，捐赠人更有可能回应倡议，并在一段时间内长期捐赠。



案例分享：蒲公英图书馆

坚持以儿童为中心，基于生态视角的阅读理念（难以被抄袭）

Eg：兼顾儿童教育需求和审美的书本选择；符合儿童身高设计和阅读

心理的书架摆设；满足儿童阅读需求的图书馆颜值和舒适度……

1：以公益项目为基础：体现经过长期执行后得出的专业设计思路和科学成效评估

对钱和成果如何特别“较真”

用预算表，各类分析表，引用孩子的话等多维度

应对捐赠人的质疑，并体现尊重

详见项目页→ 



2：满足特定捐赠人需求：让公益项目易于理解易于参与，根据不同捐赠人设置答谢与回馈

3：合理定价，目标可拆分：

 99公益日：主推200元捐赠（明信片，发票）

 冠名图书馆：胡彦斌；联劝公益；腾讯爱心网友；北大91级……

 赠限量版礼物：捐赠1万元以上个人赠送签名版美国经典儿童读物《大红狗》

 邀请探访，亲手搭建图书馆：10小时让图书馆从无到有

 图书馆留痕迹：在新图书馆内设置爱心树留下志愿者，捐赠人姓名和心声

 人情感谢：创始人/负责人/受益学校师生的朋友圈/微信群/明信片点名致谢

……

在每间图书馆价格下不同渠道设置不同标的



4：可视化的项目成效：一图胜万言

项目就像变魔法
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图

理性的项目设计、
实施进展和评估分析

感性的受益孩子口述，
志愿者反馈，开心的照片

₊



5：传递价值主张：理念认同

• 孩子自己原创的诗歌《钱》（安徽阜阳李坑小学蒲公英儿童图书馆）

• 孩子们有着独立思考的书评（安徽阜阳李坑小学蒲公英儿童图书馆）

• 孩子对于死亡的思考通过画作表现出来（安徽涡阳水上学校蒲公英图书馆）

• 孩子们自己创作的书（浙江龙游新王小学蒲公英儿童图书馆）

• 孩子们在临摹图书馆里绘本的封面（浙江龙游士元逸夫小学蒲公英儿童图书馆）

• 孩子们的集体创作手工作品（浙江龙游张家埠小学蒲公英儿童图书馆）

• 孩子们自己排演的绘本剧（安徽阜阳清河小学蒲公英儿童图书馆）

不能只一味强调使命和愿景，需要在项目中找具体佐证，以此得到捐赠人的认可

↓↓↓
阅读生发一切的可能

↓↓↓
我们值得被长期支持



如何设计并上线一款网络捐赠项目

筹款故事



故事化筹款文案 故事塑造六步曲

主角有清晰的形象： 年龄、性别、出生哪里、高矮胖瘦，让读者脑海中有清晰的塑造1

描述突出的困境： 主角怎么了，遇到了什么问题，面对问题都做过什么，经历了什么

起因/冲突/挣扎： 有转折才会吸引读者，引发读者内心的参与感

旁观者的态度： 从其他人的口中来描述对于主角的看法，对故事推波助澜

最后主角的选择： 一个好的项目故事要有结论，最终主角的生活得到了什么改变

结构描述清晰： 故事要区分段落、提炼小标题、让读者一眼看去明白要表达的事情

2

3

4

5

6



案例分析2：故事性筹款：彩虹盒子（物资捐赠类）

这双鞋的主人叫马珍珍，今年10岁，是宁夏隆德县锦屏小学二年级的

学生。她的家就在学校对面的山坡上，每天都要走上20分钟的路上学，

那是一条充满泥泞的道路，今年4月，滴水义工第一次跟着马珍珍回家

时，几次陷入湿泥里，抬不起脚。

这张照片是在今年的9月拍摄的，滴水义工第二次来到这所学校，为孩

子们送来彩虹盒子，里面有一双雨鞋、一件雨衣。当马珍珍穿上新雨

鞋的时候，脱下的布鞋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鞋里铺着好多的小草棍，

一摸里面已经湿透了，这让义工们惊讶不已，而当得知这些草棍作用

时，更是让人异常心酸：

鞋子湿了，草棍是为了隔开脚与鞋底的接触。

当天气温只有10来度，珍珍用了一个特殊的方法来保持脚的温暖……

除了上文呼应的几点之外，用“鞋

子”这种日常生活的熟悉物件，能

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情。

铺着草棍的小布鞋



案例分析3：故事性筹款：让女童免于性侵（专业服务类）

过早凋零的祖国花朵
思思12岁，她的肚子上有一条像蜈蚣一样的缝合线——去年，她剩下了一名女婴。
她指认，从2012年6月起，有多人对她进行性侵，但对方均否认，为了寻找性侵证据，12岁
的思思竟然生下了孩子！DNA检测结果显示，孩子的父亲，竟是邻村74岁的老头！

一生的阴影
你是否知道……
有的孩子为了几袋零食被人奸污；
有的孩子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身边的熟人侵害；
有的孩子，长达十几年遭到异性猥亵；
有的孩子，因为在被性侵时反抗呼救而被伤害；
2013年被媒体博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就高达125起，平均2.92天就曝光一起。
而这样触目惊心的数字，只是性侵案件的冰山一角。

性安全教育的缺失
为什么这么多孩子遭受性侵害？
一方面是监护缺失，一方面是防范意识差，缺乏自我保护常识。如果他们曾经上过一堂防范
性侵课，如果他们……这一切，或许就会不一样。

是时候行动了。
我们……捐出10元，就可以让一名儿童获得一堂防范性侵课程。

由个体故事引出

群体现象（社会

问题）

通过举例子，列

数字等方式强化

画面，产生共情

和冲突。

分段提出问题和

思考，给出解决

方案。指出项目

设计的合理性。



文案编辑技巧 网友阅读项目的平均时间是4.5秒！

标题和主图非常重要! 需要最大可能体现公益项目所做的事情，也是博得“点击率”的第一要素。

项目主图：
请提供最具代表性、冲击性的图片。

推荐：笑脸★★★ 人物特写★★ 合照★★
符合平台建议尺寸；如人脸出现请签署知情同意。
禁忌：图片+文字；照片压缩变形；有争议图片。

捐助领域：
利于机构项目归类，同时也助于平台分析捐赠人

倾向，分析项目脸谱。

项目标题：
直接、温暖、印象深刻；<10个字

项目主体：
内容应包括受益人、活动内容、预算、

项目反馈及开具发票等信息
项目介绍建议一张图一段文字的形式，
每段文字140字以内，图片数量建议3-

8张，不超过10张。

文案
组成



1：朗朗上口，加强记忆：

eg. 山里的花花支教；解冻键盘，奇迹暖暖

2：形象生动，直观动人：

eg. 最美食物包；家长的上岗合格证

3：情感丰沛，代入感强：

eg. 为乡村留下好老师；发现中国的梵高

4：亲切细腻、有小目标

eg. 一个鸡蛋的力量；藏娃的小手冻伤了

不建议：

标题不知所云：爱心树；爱心100计划；爱心之河

标题太空太泛：留守儿童爱心行动；帮助流动儿童融入社会

9个字以内的项目标题 主图“正能量代替苦穷惨”



基于完美文案的筹款推广2.0时代到来

三分看文案

七分看传播



筹款传播三阶段

找到可以向谁传

播的人和渠道

围绕具体筹款产

品的传播推广

针对已有捐赠人

的传播

目标：

行动：

谢谢您！请继
续支持我们！

吸引捐赠
扩大影响力

种下“我们需
要支持”印象



第一阶段：

找到可以向谁传播的

人和渠道

人际传播：所有的相关方做好准备

组织传播：所有筹款，传播人员动起来

大众传播：所有传播媒介，筹款链接做起来

（宣传品、自媒体，门户网站，传统媒体、新媒体）

百度百科/词条有筹款产品链接

种下“我们需要支
持”的印象



第二阶段：

围绕具体筹款产品的

传播推广

吸引捐赠
扩大影响力

捐款点这里，大家准备好！

P2P 善因营销 晚宴/拍卖

市集商圈义卖 街头劝募 演出/展览售票

运动筹款 直邮 上门劝募



第三阶段：

针对已有捐赠人的传播

感谢是尊重更是长情陪伴！

做好项目反馈：引导二次捐赠

真诚感谢：量力而行，及时用心

热情邀请关注：请继续支持我们！

网友留言互动：答疑解惑，增强联系

社群维护：长捐，定捐培养

谢谢您！
请继续支持我们！



答谢与反馈：劝募之后不能忘记的几件事

 多次感谢：不同渠道（邮件，海报，微信群，点对点）有7次感谢

 成果展示：定期反馈真实的项目进展，要点名道姓

 内外宣传：自媒体及一切媒体渠道，记得邀功

 积极评奖：主动颁奖或积极申请外部荣誉

 聚会探访：创造条件，巧花心思，积极落实

 长期联络：定期发布机构年报，Newsletter；节日，生日送祝福

 牵线搭桥：随手推荐任何企业可能感兴趣的项目，挖掘新机会





WABC 无障碍艺途——自闭症日活动，公众+企业筹款破百万，互动展示强

（为自闭症等精智障碍人群提供艺术疗愈，并进行公众倡导和社区艺术疗愈）

量身定制，借势宣传，多种传播渠道的巧妙混搭

诀窍：借助社会热点+巧用明星资源+设计企业互动+媒体借势支持

借助明星与媒体的天然属性，设计明星展示性“轻参与”

大咖站台设计明星环节，明星也是传播渠道

量身定制企业员工参与/展示活动；
符合企业预期的线上展示文案；
专属企业筹款产品；盘活资源

企业互动线上线下资源联动

根据机构特点寻求亮点和商业价值
衍生品与筹款紧密相连，满足展示，
众筹，义卖，公众倡导等多种需求

衍生品自我造血，创造价值



主动造势：拿得出手，有“心机”的宣传品

AAF动物福利项目，通过在大中小学校科普动物福利内容，号召大众拒
绝动物表演，呵护身边的小动物。无需多言，一份带有筹款二维码的创
意海报已经网罗了大众的注意力。

创意海报筹款利器

公益一定不是公众，媒体的关注热点，但细水长流的传播与积累，会让
项目和理念越发有力。社交平台话题维护，微信定期推送，捐赠项目的
重复推广，你会发现总有真爱在身边。

应景传播自媒体推广，厚积薄发

线下组织耗时耗力，也只能面对面影响一小
部分人，但相信一次坦诚的相见会让你收获
一批坚实的筹款人，成为劝募和传播的主力。

线下活动借势配合传播培养筹款人





蒲公英儿童图书馆项目——99公益日3天筹款破200万

（在乡村建立蒲公英图书馆，让更多孩子得到科学的阅读指导和阅读机会）

秘诀：信任闭环，做背书

筹款工具＋强烈的感染力＋

实实在在口碑传播

线下资源的调动：

 召集企业小伙伴、明星级粉丝群体、图书馆的志愿者参与其中

（每一位都实际参与过项目，与蒲公英有非常强的粘性）

 制作易于微信传播的筹款H5（感召陌生人）

 发起人/筹款人真情实意的筹款信

（走心的话，走心的事最动人）

朋友圈传播，不靠刷频靠口碑，资源联动



课后作业 设计一款针对社区问题的筹款产品

设计思路：

1. 找出具体问题，了解目前社区最主要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支持）
2. 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专业方法）
3. 筹款产品设计（文案，预算，图片等）
4. 找谁传播，找谁筹款？
5. 具体使用什么筹款工具？
6. 筹款后需要做什么



谢谢！

给予让美好发生！
We make a live by what we 

g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