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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国公民创造力的发挥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越来越多非营利组织的崛起为发掘这

种潜力搭建了平台。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中，非营利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在运作

时往往苦于人才短缺，资源和管理经验匮乏等。

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开发了一系列综合的培训、辅导、管理

工具和书面材料。参加项目的非营利组织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的培训、辅导、工具和材料。

本项目旨在加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能力，使其在运作中更加便捷、有效和成熟。本项目是由

福特基金会支持，温洛克北京代表处执行。从 2002-2005年，通过集体培训、不同组织的单独辅

导、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个别辅导和具体管理问题的咨询等多种形式，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

项目为一小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组织提供了管理方面的咨询和支持。

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的成果之一是《温洛克非营利组织管理参考资料系列》。这一个

系列的书面材料由专家编写的供中国非营利组织参考的组织能力管理方面的指南和手册组成，旨

在为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法规和社会环境下运作的非营利组织，在加强组织管理、提高组织效能和

透明度方面提供参考。鉴于编者所涉及的领域和资料来源的局限性，本系列在内容详实、具体和

满足非营利组织不同需要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所以需要读者们用自己的实践和智慧来补充和完善。

本系列材料的完成得益于一个敬业和高效的作者和编辑团队。这些作者很多也是项目中的培

训和辅导老师。在辅导完成之后，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编写这些指南和手册。对于所有使

得这个系列付梓做出贡献的人们和给予资助的福特基金会，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在此表

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如果有错误或者不准确的内容，均由本项目负责。

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是总部在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内容涉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管理、农村发展等多个领域。温洛克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开发组织之一。1982年

温洛克中国办公室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内正式成立。温洛克和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有着长

期的合作。合作的初期，双方都着眼于核心人物个人能力的提高。而当前和合作则致力于加强公

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福特基金会是一个总部在美国，致力于改善人类福利和国际和平的私人慈善机构。福特基金

会在中国的工作包括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的工作内容涉及到从环境保护到法律援

助等多个领域。福特基金会对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的资助旨在满足这些组织的管理需求

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

朱丽亚

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主任

2005200520052005年 666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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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PrefacePrefacePreface totototo NGONGONGONGO 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SeriesSeriesSeriesSeries

The creative potential of China’s citizens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Increasingl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re providing a channel to mobilize that potential.
NGO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China’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ut they face
operational challenges due to limited staffing,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xperience.

Winrock’s NGO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was designed to develop an integrated series of
activities and management tools from which NGOs could select what they need, and document
the process for reference of other NGOs. Based in Beijing, this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by
Winrock and fund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For three years, from 2002 to 2005, it provided
direct management assistance to a small group of NGOs fund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through collective training, coaching for individual NGOs, mentoring for NGO leaders, and
consulting to solve specific management issues.

The documentation of this process has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The NGONGONGONGO
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SeriesSeriesSeriesSeries consists of guidelines and manuals compiled by experts for reference of
NGOs operating in the complex Chinese regulatory,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t is
intended to reinforce their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ir management and make their
organizations more effective, efficient and accountable. We recognize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material in meeting the practical needs of diverse NGOs, and hope readers will be able to adapt
it to serve their own purposes.

The material for this series was compiled by a team of authors and editors who devoted
time and energy to this innovative project. In many cases, the authors also worked with NGOs in
this program, and willingly took on the additional task of compiling guidelines and manuals for
NGOs to continue using after the coaching concluded. To all of those who contributed to this
series, Winrock’s NGO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is deeply grateful. It also assum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terial as presented here.

Winroc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 U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hich works around the world to increase economic opportunity, susta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Winrock has been active in China for over two decades,
and since 1982 has maintained an offic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inrock and the Ford Foundation have a long history of collaboration, initially focused on
improving individual capacities of key professionals, and now geared to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emerging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e Ford Foundation is a US-based private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welfare. Its work in China includes support
for NGOs that address issues as varied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egal aid. The
Foundation funded Winrock’s NGO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to assist these organizations
thrive and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ose they serve.

JuliaJuliaJuliaJulia G.G.G.G. BentleyBentleyBentleyBentley
WinrockWinrockWinrockWinrock NGONGONGONGO CapacityCapacityCapacityCapacity BuildingBuildingBuildingBuilding ProgramProgramProgramProgram DirectorDirectorDirectorDirector

JuneJuneJuneJune 20052005200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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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满足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要求，在对多种现有的组织评估工具进行充分的研究比较后，

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选定了本套组织自我评估工具和全套程序文件。本套工具注重参与

式的方法，鼓励民间组织的员工、志愿者、理事对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充分发表意见。在可能性和

重要性的基础上，组织识别最优先和最有可能改进的领域，并基于此制定本组织的能力建设计划，

由此把组织的努力集中在全体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的优先领域和发展方向。

《 中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式组织自我评估》包括组织评估程序说明、协助者指南、非营利组织

管理术语解释、参与者集体讨论的问题、组织评估工具（参与者独立回答评估问卷）以及计算统

计结果的方法等。本分册也包括能力建设计划表范例，举例说明组织如何在选择的优先领域之上

制定能力建设计划。本套程序最好由协作者进行指导，该协作者既可以是组织内的成员，也可以

请外部专家来协作评估。

本组织评估程序工具由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改译自琳达 ·莫林那的《优秀组织的标

志》，该工具由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 ALS 协会联合资助。本评估问卷是根据加拿大政府公民与

移民部资助的多伦多联合劝募能力建设项目的评估工具改编而成。温洛克向所有提供原始材料并

使之适合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使用的每一个组织表示感谢。参加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的全

体成员对本套程序都作出了贡献；在赵维祯博士（Dr Mae Chao）的指导下，一群勇敢的协助者

和一群同样勇敢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在 2003 年进行了试验性的评估，2005 年利用同样的方式重新

评估。这些组织和协助者帮助本项目探索创造性的自我评估方式，使我们的评估方式更符合国内

组织的要求，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国内进行的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的目的是加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能力，使其

在运作中更加便捷、有效和成熟。《温洛克非营利组织管理参考资料系列》由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

开发项目组织编纂，旨在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问题提供指导性的参考。本系列共包括 8个分

册。《 中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式组织自我评估》是参考资料的第一册。

希望读者在本分册中找到富有含金量的内容。欢迎更多的组织利用《 中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式

组织自我评估》来独立地制定他们的优先领域和发展方向。

朱丽亚

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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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温洛克中国代表处或是有关非营利组织管理材料的更多信息，请发电子邮件致：

ngonengli@sohu.com 或请致电 010-6218-754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Winrock in China or about other publications on NGO
management in China, please contact ngonengli@sohu.com or phone 010-6218-7544.

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 WinrockWinrockWinrockWinrock NGONGONGONGO CapacityCapacityCapacityCapacity BuildingBuildingBuildingBuilding ProgramProgramProgramProgram
邮编：100081 Box 177, IAE, CAAS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12 Zhongguancun
Nandajie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内 177号信箱 Beijing 100081

mailto:ngonengli@sohu.com
mailto:ngonengli@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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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营利组织*管理能力开发

1.1 什么是能力开发?

能力开发就是最大限度地培养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实现其使命的能力。

“能力”是指成绩的体现，组织的产出能力。特别是指那些潜在的能力，希望通过能力开发

能将它们发挥到极致。

“开发”一词在这里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改善活动使组织的能力有所提高、制度更加完善。组

织在实现其使命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综合能力往往取决于来自不同领域的、具体的能力水平。如财

务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及组织机构的适应水平等。

管理能力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常重要。

一般认为，优秀的管理虽是组织能力开发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但它不是成功的必然保证。

所有能力开发都牵涉成长与变化。

识别哪里需要变化、怎样变化、以及怎样使变化并融入日常工作。任何变化都需要投入时间

和精力。即使一个优秀的专家贡献了不可计数的时间和努力，如果非营利组织领导和员工不投入

相应的时间和努力，也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变化。

能力开发活动的四个主要部分：

• 预期成果及目标；

• 帮助达到目标的战略；

• 具有推动力的人物：来自于组织内部或外部，包括员工、志愿者、理事会成员或专家；

• 所需资源：时间、精力和资金。

* NGO——本文中所称的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在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法定民间组织，以及同样从事非营利公益活动，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以及未

以任何形式登记注册的组织（多为草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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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非营利组织怎样着手进行能力开发

非营利组织应该有与专家合作的决心。

非营利组织领导和理事会成员必须愿意为开展能力开发活动的专家顾问提供资金和资源（包

括员工、志愿者及理事会成员的精力和时间及某些交通费）。这种投资相当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

如果不改善组织的目标、人员技能和运行效果，组织就不能在充满变化的民间非营利环境里保持

竞争性和生命力。

为能力开发适当投资

有效的能力开发需要正确地投资， 包括选择正确的目标及推动有意义的变化。判断投资是否

正确的方法之一是给组织进行一下评估，看它是否做好相关准备并愿意参与能力开发活动。因为

它的实施需要来自非营利组织的经济资助。

能力开发从何处开始？从领导力开始

领导力是塑造优秀非营利组织的关键。有奉献精神、积极、有知识和有修养是非营利组织的

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具备这些素质可以帮助克服组织机构不健全和资源缺乏等方面的困难。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开发活动着眼于内部管理机制。这反映了一种只要加强管理系统就能够

改善组织效率的需要。通过对从非营利组织领导的调查研究表明，如果缺乏强劲的领导力，任何

内部管理机制的单纯变化都不能使能力开发转变为组织效率。

组织变化的两种战略：

界定组织工作内容或探讨怎样改善运作，对非营利组织领导和专家来说很重要。掌握哪种战

略在何种情况下最为有效是极为关键的技能。

• 组织从事什么工作？明确组织的使命及目标，战略及实施步骤。寻求与利益相关方保持

一致并获得他们的承诺，广范地建立联系。

• 组织怎样运作：这是更具体，是独立和技术性的工作。比如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员

工及志愿者）、行政管理、技术和科技信息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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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能力开发成果

能力开发作为对组织的一种投入能带来至少三个层次的产出：

• 能力开发过程的产出：能力开发项目的基本目标是否达到了？ 例如，计划已制定，体

制已建立，技术设备已安装。

• 组织层面的产出：能力开发活动是否改进了组织内部的工作职能及表现？ 例如，提高

了变革管理的能力；明确了使命及战略；建立了决策、沟通、绩效评估及行政及财务管

理的程序；从员工、理事会成员、志愿者那里获得了承诺；得到了适当的财力及物力的

资源（这些能力都是非营利组织在不同阶段需要具备的）。

• 组织使命的影响力：能力开发活动是否使组织更有效地实现使命与目标？ 非营利组织

的生存状态是否有所好转？例如：改善妇女待遇、保护环境、拓宽法律服务途径等。

------------------------------------------------------------------------------------------------------------------------------

根据 Paul C. Light and Elizabeth T. Hubbard的“能力开发的挑战”编译，2002年 4月。

附加参考：

加拿大慈善中心：“The Capacity to Serve： AQualitative Study of Challenges Facing Canada’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Summary, 2003, www.nonprofitscan.ca

Rick James：“Wave Watching”：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Capacity Building”，

Capacity Building News， No.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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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组织自我评估与能力开发计划之间的关系

1.3.11.3.11.3.11.3.1 组织评估的概念和内容

组织自我评估工具（问卷）是一个参与式的组织能力自我开发工具，旨在帮助非营利组织发

掘自身能力并集中精力确定能力开发优先领域，识别组织未来的能力建设需求，而不是衡量和评

价组织过去的绩效表现。该工具是根据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的内容编撰， 主要涵盖四个

方面：

•••• 战略规划及沟通能力；

•••• 治理、监督职责及领导力；

•••• 人力资源管理；

• 行政及财务管理。

1.3.21.3.21.3.21.3.2 组织评估的目的——决定能力开发优先领域，并制定能力开发计划

进行组织能力的测评只是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个组成部分。组织测评不是用来判断一个非营利

组织的能力，而是想通过它使得非营利组织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长处，有重点地学习、提高。

非营利组织通过自我评估决定能力开发优先领域，并制定能力开发计划。这一过程中的主要

挑战来自于怎样使组织内部成员对此达成共识。自我评估过程是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也是帮助

组织改进结构的过程。它包括两个部分：组织机构分析和制定能力开发计划。通过测评，如下几

项关键问题的答案就可以找出：

• 你所在的组织的强项是什么？

• 你的组织中哪一部分需要培养或加强？

• 你认为哪些变化对于组织的提高与改善将是关键性的，为什么？

鼓励非营利组织自己制定能力开发计划的目的是促使他们思考组织文化及组织在其发展周期

中所处的阶段。

能力开发计划的内容将反映出非营利组织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优先发展的领域。它将成为组

织的下一步工作依据（要在测评之后）：

• 实施能力开发计划的具体行动步骤，包括活动、产出和效果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组织内哪

些人负责哪个行动步骤；

• 行动步骤的具体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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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的经验，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专家的培训、现场指导和协

助制定策略及计划等方面得到帮助。其中有些活动只是修改政策或进行一天的培训等短期服务；

有些活动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计划及执行；还有些活动甚至需要比预期更多的时间。非营利

组织应该从多方面考虑和进行综合性的能力开发活动，而不只是解决单个问题。通过参与式的组

织自我评估的好处是，通过组织内集体决议，帮助组织内部人员发掘新知识、新技能及新资源，

而不需要在面临挑战时总是要依赖外部专家的帮助。

能力开发通常包括以下活动：有些涉及到怎样制定政策或明确执行程序；有些涉及到怎样加

强团队关系和合作技能； 也有些涉及到鼓励理事会、员工、及志愿者等的积极合作。

1、 战略规划及沟通能力

● 制定愿景及使命

● 战略规划

● 工作计划

2、 治理、监督职责与领导力

● 界定理事会职责，以促使理事会积极支持组织工作

● 进行理事会成员的选择、任期、工作和职责界定、培训等

● 界定执行主任及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

● 界定管理权力并明确决策机制

● 领导力及团队开发

3、 人力资源管理

● 为所有员工、管理人员及志愿者界定工作责任

● 制定关于员工聘用、升职及解聘的政策

● 设立关于报酬、薪金及福利待遇等的程序

● 设立关于处理员工及志愿者抱怨的程序

● 制定志愿者管理的政策

● 提高个人工作效率、满足感及愿意继续工作的愿望

4、 行政及财务管理

● 财务管理报告

● 筹款计划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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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能力开发计划范例
详见下页表 1：能力开发计划表。

1.4.11.4.11.4.11.4.1 词汇表

• 产出（outputoutputoutputoutput）：能力开发活动的直接目标是什么? 这个目标是可以量化的，例如：完成

人力资源政策的编写。

• 效果(outcome):(outcome):(outcome):(outcome): 活动能怎样改善组织功能及表现? 例如：宣布并执行了关于雇佣、保留及

解聘员工的标准。

（注：一般组织容易注重产出，不注重效果，例如虽然完成人力资源政策的编写，出于各

种原因，福利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所以有产出不一定有效果。）

1.4.21.4.21.4.21.4.2 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开展这个活动对组织至关重要？开展活动之后，组织的工作（即对受益人的服务）可

以怎样做得更好？例：明确的人力资源政策可以促使合适的（稳定、报酬适当、有技能）员工更

有效地为受益人服务并得到志愿者的支持。（注：选择优先领域的理由）

1.4.31.4.31.4.31.4.3 制定计划说明：

1．请回想在确定组织的三个优先领域的时候所做的讨论：哪些领域具有重要性，哪些具有可能

性；

2．制定计划时，可参照问卷的四个能力建设领域。分别是：使命、愿景与战略规划；治理、监

督职责及领导力；行政及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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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能力开发计划表

能力开发领域与活动 时间 产出 效果 活动为什么重要？

#1 a.a.a.a. 人力资源－员工

更新人力资源政策

设立工作表现评估程序

并使程序正规化，帮助

管理人员第一次执行这

个程序

对员工福利待遇政策进

行修改

b.b.b.b. 人力资源------------志愿者

改善招募、保留与激发

志愿者工作兴趣的机制

制定志愿者管理程序

第一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二年

完成人力资源政策的编

写

设计出工作表现评估程

序并对所有员工使用这

个程序

制定并执行一个新的更

公平的员工福利待遇政

策

制定出培养志愿者的计

划，包括提供培训、帮助

志愿者定位，并加强员工

对志愿者的任务与职业

发展的理解

制定出志愿者手册及岗

位描述

宣布并执行了关于雇

佣、保留及解聘员工

的标准

所有员工都能定期提

供关于自己工作表现

及个人职业发展方向

的报告

员工工资结构更公平

合理；

由于适当的福利待遇

政策使员工数量增

加；员工士气增强、

工作效率提高

志愿者更稳定

志愿者直接和间接服

务更有效

员工及志愿者之间的

信赖增强。志愿者责

任感增强

明确的人力资源政

策可以促使合适的

（稳定、报酬适当、

有技能）员工更有

效地为受益人服务

并得到志愿者的支

持。

组织应利用适当方

法吸引，支持及保

留合适的员工。

组织战略规划的主

要部分包括改善人

力资源政策及福利

待遇政策，该活动

是执行战略规划的

后续行动之一

受过适当培训并有

奉献精神的志愿者

将增强我们为受益

人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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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非营利组织管理术语解释

术语解释的目的是帮助读者从非营利组织管理的角度做综合性的参考。部分词汇还会在评估

问卷中再次出现，目的是方便填写问卷。

AAAA 综合性术语

非营利（non-profitnon-profitnon-profitnon-profit）
组织将所得收益重新投入到完成其在社会部门或发展部门的使命中。

非营利部门（non-profitnon-profitnon-profitnon-profit sectorsectorsectorsector）
所包括的组织既独立于政府，又不属于从事营利事业的部门。

章程（constitutionconstitutionconstitutionconstitution orororor chartercharterchartercharter）
一个描述组织的目标、结构和运作的规章制度的文件。同时还明确理事的角色、责任和权力。

相关词条：条例（regulations）、治理文书（governing instrument）、细则（bylaws or statutes）。
行为规范（codecodecodecode ofofofof conductconductconductconduct）

非营利组织自身设定的道德标准，如果是一个由不同的非营利组织组成的会员式网络，则是

由网络设定的。理事会的成员，除个人要按照这些标准行事外，还要保证其所在的非营利组织的

运作也符合这些标准。

制度（policypolicypolicypolicy）
用于指导具体事项或行为的成文规定。

制度手册（policypolicypolicypolicy manualmanualmanualmanual）
记录所有制度的小册子。

质量保证标准（qualityqualityqualityquality assuranceassuranceassuranceassurance standardsstandardsstandardsstandards）
一套确保组织有质量的开展工作的程序。这就意味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计划、用文件记录

下来、实施和评估特定的活动。

会议纪要（minutesminutesminutesminutes）：
正式记录会议内容的书面文件。

管理近视（micromanagementmicromanagementmicromanagementmicromanagement）

通常是指管理者对本应该由他人负责的细枝末节给予过多的关注，而不是着眼于全局。

监控（monitormonitormonitormonitor）
在一段时间内观察和检查活动的进展情况，以便作出必要的修正。

控制（controlcontrolcontrolcontrol）
负责某些人或事，并对此有直接的权力。 不要与“监控”混淆。

跟进（follow-upfollow-upfollow-upfollow-up）

当活动开始或决议开始实行时，对其进行监督。如果有人向你反映或建

议某事时，试着去挖掘更多的事实。

组织自我评估（organizationalorganizationalorganizationalorganizational self-assessmentself-assessmentself-assessmentself-assessment）
组织，例如非营利组织，或者是组织的理事会对自己的绩效进行评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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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stakeholdersstakeholdersstakeholders）
组织影响到的所有人和对组织有影响的所有人， 包括受益人、正式员工、志愿者、理事、捐

助方、其它非营利组织及对该组织感兴趣的人，例如决策者、研究机构、媒体、公众、政府机构

或企业。非营利组织在进行自我评估前应先确定本组织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

受益人（beneficiariesbeneficiariesbeneficiariesbeneficiaries）

指从某个项目或某种服务中的对象，如接受非营利组织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法律援助或某种

培训的对象。

达成共识（consensusconsensusconsensusconsensus）

决策的一个具体环节：如果会议上有人不同意某事，则同意此事的人必

须询问其不同意的原因，并进行解释，直至达成一个折中的妥协。妥协

并不意味着原先不同意的人现在完全同意，而是可以接纳此事的决议并

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此事。

倡导（advocacyadvocacyadvocacyadvocacy orororor advocateadvocateadvocateadvocate）
用以向特定权力部门，比如政府、立法部门或雇佣部门清楚描述一个事项或者非营利组织的

使命的策略和步骤。主动的通过辩论、教育和呼吁来获得对某一事项、个人、计划或者构想的支

持。

公共关系（publicpublicpublicpublic relationsrelationsrelationsrelations）
付出努力来与外界建立关系。

协会（associationassociationassociationassociation）
会员式组织，其成员可以是个人或组织。

BBBB 愿景，使命，战略规划

使命陈述（missionmissionmissionmission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

使命陈述说明非营利组织想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服务对象及有关各方是谁，有时也指出

日常工作的方式。

愿景陈述（visionvisionvisionvision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

表明非营利组织的努力方向，即对得到改善的社会景象的描绘。愿景会激励人们为目标而奋

斗。

价值观陈述（valuevaluevaluevalue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
对组织的信仰、原则和道德引导的书面描述，用于指导组织的战略规划和运作。

战略规划 （或长期计划）（strategicstrategicstrategicstrategic planplanplanplan orororor long-termlong-termlong-termlong-term planplanplanplan）
战略规划为组织提供 3至 5年内的总体发展方向。这个规划与工作计划相比较笼统。战略规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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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包含愿景及使命陈述。

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分析（SWOTSWOTSWOTSWOT analysisanalysisanalysisanalysis）
一种战略规划的工具；着眼于组织内部的优势和劣势，以及组织外部的给予和威胁。

长期目标（ long-termlong-termlong-termlong-term goalsgoalsgoalsgoals）

指非营利组织在 3至 5年内所要达到的目标。设立长期目标是战略规划的任务之一。

工作计划 （或短期计划）（operationaloperationaloperationaloperational planplanplanplan orororor short-termshort-termshort-termshort-term planplanplanplan）

短期发展计划，通常是 1年内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计划应包括：

● 短期目标；

● 为实现每个短期目标将要开展的活动；

● 每个活动的人员分工；

● 活动开始及完成时间；

● 预期成果（如果活动达到目标， 组织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改善）。

CCCC 治理：定义，理事会，其他

治理（governancegovernancegovernancegovernance）

监督和指导组织总体运行和管理的过程， 一般应该由理事会所指导. 如果一个组织的理事会

不具备治理权力， 非营利组织应赋予理事会此权力以确保组织的诚信及透明度 （注解: 在汉语

里“治理” 的意思并不是非常明确，这里我们特别提出“监督职责”的概念，因为如果没有真正

起作用的理事会，一个组织最缺乏的正是“监督职责”的概念。）

理事会（boardboardboardboard ofofofof directorsdirectorsdirectorsdirectors）

一组选拔或选举出来的人员，构成组织的最高决策主体和政策制定主

体，并最终对组织负责。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为执行督导和高层管理者

提供战略上的指导，监督组织的工作，对重大事项作出决策，有时也进

行筹资工作。按照国内目前的状况，董事会、理事会、顾问委员会、监

督委员会等都可以视同理事会。

执行委员会（executiveexecutiveexecutiveexecutive committcommittcommittcommitteeeeeeee）
具有由章程规定的具体权力的委员会，当不能或者没有必要召开全体理事会会议的时候，执

行委员会能代表理事会来行使权力。

顾问理事会（advisoryadvisoryadvisoryadvisory boardboardboardboard）
一组选拔或选举出来的人员，为组织提供建议、推荐、支持，同时还协助为组织或某一项目

设定总体的方向，提供政策上的指导。但是，顾问委员会没有决策权。也可以称为：顾问委员会

（advisory committee）。不要与“治理理事会”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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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秘书（secretarysecretarysecretarysecretary ofofofof thethethethe boardboardboardboard）
负责理事会会议的会议纪要以及理事会的档案整理和保存。

管理层（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指导和控制工作的人员组合，其指责是确保员工和资源对实现目标的有效贡献。

管理委员会（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committeecommitteecommitteecommittee）
在一些非营利组织中，设有一些有自己的负责人的部门。管理委员会是组织的执行督导与这

些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负责处理组织的管理事务，对组织的日常工作的决策起关键作用。也被称

为“管理团队”（management team）。

理事对管理的越权（boardboardboardboard interferenceinterferenceinterferenceinterference inininin 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理事想要参与日常工作的管理，而实际上那是主任们的责任。例如，有

时一个职位高的理事想要对组织有更多的控制力，介入组织运作层面的

事务，但这些运作层面的事务应该严格的只由管理人员来负责。

理事会的发展（boardboardboardboard developmentdevelopmentdevelopmentdevelopment）
建立有效的理事会并教育理事认识其自身的治理角色的一系列的活动。

法定人数（quorumquorumquorumquorum）

在会议上作出任何决议所需的最少出席人.
有效的理事会（aaaactivectivectivective boardboardboardboard）

理事积极参加会议，事先阅读相关材料，主动提出新的构想，有能力并且是尽职的，明白自

己的在非营利组织中的角色和责任。

失效的理事会（inactiveinactiveinactiveinactive boardboardboardboard）
对组织贡献很少或者举行很少的会议、出席的人很少。

领导力（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并不是有权力的人在领导他人，领导力可以来源于组织内不同的个人。领导力是通过设定一

个愿景、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或者是治理体系来引导非营利组织及其员工。领导力需要在控制／

系统与灵活／创造／改革之间寻求平衡。

影响力（influenceinfluenceinfluenceinfluence）
对他人或事情产生影响。不要与“权力”混淆。

诚信（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

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例如 :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层应对员工、志愿者、理事及捐助方

等承担正式的责任（在国内，关于这个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也有的称作问责、课责或释责）。

信用（credibilitycredibilitycredibilitycredibility）

指非营利组织的可信度、诚实度、可靠度。理事会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理事个人都应

该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和政策指导来证明其信用。

透明度（transparencytransparencytransparencytransparency）
组织的运作体系是公开的、让人一目了然的， 要能让外界看清楚组织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作

出决策，如何使用资源。例如，如果一个组织在提供服务时有透明度，那么接受服务的人就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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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明白如何获得这种服务、服务的范围以及受益人和组织员工/志愿者之间应是什么关系等。这

是确保组织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保密性（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

非营利组织应为服务对象、组织和个人的隐私给予必要的保密。非营利组织可以考虑把保密

性确定为组织政策之一， 并要求员工、理事及志愿者等签署 “保密承诺”。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
能确保已经完成的活动有长期的影响。也意味着具有继续进行这些活动的技能和资源。

DDDD 人力资源

员工（staffstaffstaffstaff）

指为组织工作且主要收入来源于此的人。

志愿者（volunteervolunteervolunteervolunteer）

指为组织工作但不从组织收取工资报酬的人。

员工变动率（staffstaffstaffstaff turnoverturnoverturnoverturnover）

指非营利组织中志愿者、员工或者理事加入或离开非营利组织的变动率。例如: 如果 8 名员

工中的 2名员工在一年内离职，员工变动率为 25%. 员工变动率可以用作衡量员工满意程度，或

组织内部的某种变化等。

工作描述（jobjobjobjob descrdescrdescrdescriptioniptioniptioniption）
某一具体职位的任务、义务、角色、职责的清单。通常由管理人员在招聘员工之前写好，并

随着工作职位的变化进行调整。工作描述能明确非营利组织对员工或理事的各种期望，帮助员工

或理事了解自身的工作内容，也便于管理人员评价其工作的完成情况。

导入（orientationorientationorientationorientation）
向新的员工或者理事介绍组织，组织的背景、政策、活动等。

支持（supportsupportsupportsupport）
来自他人的关于某事的鼓励和帮助，不要与“提出建议”混淆。

EEEE 财务，筹资

预算（budgetbudgetbudgetbudget）

指组织根据以往的收支情况和组织的工作内容在每月、每年、每个项目

期所作的关于资金如何使用的计划。预算是一种管理工具，可帮助组织

预测未来的收支情况。

资产（assetassetassetasset）
归组织所有的资金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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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liabilitiesliabilitiesliabilitiesliabilities）

所欠的债务与义务，例如：应付款项，负债，已发生但未支付的支出，已收款但未服务或未

送货的收入，潜在的义务和责任（打官司可能发生的责任）。

现金流量表（cashcashcashcash flowflowflowflow statementsstatementsstatementsstatements）

纪录现金到帐和支出的财务账目。它可使组织随时了解可用资金的情况。

风险（riskriskriskrisk）

指组织面临损失的可能性。

风险管理（或财产保护措施）（riskriskriskrisk 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orororor assetassetassetasset protectionprotectionprotectionprotection）

用以降低风险， 或尽量减少损失的措施。

基金会（foundationfoundationfoundationfoundation）

一个首先得到资助的组织，资金的来源可以是个人、家族、或公司企业。基金会从利息或投

资中获取收益，并主要通过提供资金来对非营利组织进行援助。

拨款（grantgrantgrantgrant）
由基金会、政府或捐赠者提供资金，而且不用象贷款那样进行偿付。

2 参与组织评估的协作者指南

2.1 协作者注意事项

协作者职责

● 保证评估过程按时完成，达到预期的目标；

● 创造性地引导评估讨论、预防评估过程中的偏激讨论；

● 以实际情况为背景，有效地带领评估讨论；

● 分析评估结果，带领组织讨论出能力建设计划；

● 在评估过程最后准备一份评估报告。

协作者要求

● 保持公正，不带任何个人或政治色彩；

● 具有分析能力和策略，能够总结讨论内容、向评估参与者明确说明评估过程和要求；清

晰明了地解答疑义；

● 具有权威性，能组织讨论过程；

● 对组织内部信息保密。

协作者协作评估技巧

● 评估引导过程不仅是一个客观性过程，更是一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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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过程欢迎不同见解，但要避免冲突；

● 确保每一位参加评估的人员都参与进来；

● 清楚理解参评者的观点、意见，客观反映他们的意见、问题；

● 按时、按要求完成评估过程。

2.2 评估前期准备工作

确定参加评估的人员

● 执委会和高层管理者决定谁来参加评估过程；

● 在组织中负责项目或活动实施的人员；

● 项目受益者、组织成员、社区领导、创始人员、资助者、合作伙伴；

● 最少，应该理事会成员、主要志愿人员、管理人员应该参加。

确定评估活动的目的和目标

董事会、执行主任等在评估过程开始之前应该在评估的目标和目的达成一致意见。确保每位

参加评估的人员在评估开始之前理解评估活动的目的和目标，以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和失望。

1.1.1.1. 评估活动的产出是：

● 提高组织的绩效

●●●● 扩大组织的影响

2.2.2.2. 为了实现这些产出，评估活动的目标是：

● 根据评估问卷，评估组织的绩效

● 保持、庆祝组织表现优秀的地方

● 通过缩小现在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和不足，提高组织的绩效

3.3.3.3. 确定评估活动日程

设计和确定评估活动的日程安排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不管选择什么

样的安排，评估活动都应该按照以下顺序：

1、 明确评估目标；

2、 理解组织评估活动；

3、 根据组织评估问卷，评估组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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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定优先提高领域；

5、 制定策略和计划，以保持、庆祝组织表现优秀的地方；

6、 制定策略和计划提高优先决定的领域。

以下是几种可供参考的日程安排：

选择 AAAA：（举例详见 2.4 评估程序日程安排说明）

理想的评估过程需要一天半至两天。

第一天安排 第二天安排

● 理解组织评估，了解评估活动跟组织的关系；

● 填写、计算、分析评估问卷

● 展示评估结果，讨论评估结果

● 确定优先顺序

● 制定行动计划

选择 BBBB：

如果时间紧张，评估过程可以压缩在一天内完成。

上午安排 下午安排

●理解组织评估，了解评估活动跟组织的关系；

●填写、计算、分析评估问卷

●展示评估结果，讨论评估结果

●确定优先顺序

●制定行动计划

注：如果评估讨论和统计占用大半天，评估者应该减少优先项目，制定行动计划，

而不是细节的策略

选择 CCCC：（该选择的特点是时间少，当组织成员不可能有时间聚在一起时，可以选择此种方法。但

是由于没有集体讨论，不可能达到理想的产出，因此我们不推荐使用。）

● 评估者在评估过程前获得评估问卷，并进行填写；

● 填写完成后将问卷结果返回；

● 协作者在会议前对评估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

● 评估讨论已回顾评估问卷的内容开始，并且呈现通过分析评估问卷答案而发掘出来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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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优先顺序；

● 制定策略；

● 制定行动计划。

2.3 评估过程十步走

第一步：发放评估问卷，解释评估问卷的目标，指导参加评估的人员怎样填写问卷；

第二步：给参评人员 45-60分钟时间填写问卷（见 3 组织评估问卷） 回答疑问；

第三步：当参评人员完成问卷后，请他们填写《评估报告选项统计表—个人》（见 3.组织评估问

卷，5.评估报告选项统计表—个人）；

第四步：收集个人评估结果统计表，汇总到《评估答案统计录入表》（见 4.2） 然后计算百分比，

将结果统计到《评估答案百分比统计总表》（见 4.3）；

第五步：检视《评估答案百分比统计总表》，将信息转入《组织现状评估统计表》（见 4.4）；

第六步：向全体参加评估的人员呈现评估结果。首先向他们呈现《百分比计算表》的结果，然后

是《组织现状评估统计表》上的内容；

第七步：就问卷统计结果和发现的问题，引导参评人员的讨论。讨论的目的是回顾问卷，以及从

评估结果中得到的深层次发现或有关组织绩效的知识的不足等。讨论应着重在参评人员能

从这次评估中学到什么，而不是行动方案。

第八步：确定优先领域。

第九步：制定行动计划。

第十步：撰写评估报告。

2.4 组织评估程序安排说明

我们认为 AAAA方案最为合理，在此以 AAAA为例对具体时间安排做一说明。

第一次会议：相互介绍

参加人员
组织执行主任、组织内 2-3个部门负责人、1-2个理事会代表 （如果有理

事会），也应该包括员工和志愿者代表（总的参加人数最好是单数，例如 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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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达成共识，可以采取表决的形式）

时间 1-1.5小时

日期安排 在第二次会议之前至少一天

要点

• 协作者介绍组织评估的全过程；

• 决定后三次会议由哪些人参加；

• 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后勤安排（包括午餐）；

• 协作者发放背景资料并鼓励参加评估的所有人员阅读；

• 协作者观察是否存在影响评估客观性的障碍；

第二次会议：填写问卷和统计结果

（这次会议最好和第三次会议在同一天的上午和下午分别进行）

参加人员
执行主任、所有员工、志愿者和理事会成员（如果人数太多无法安排，可

以考虑不同层次的代表参加）

时间 3-4 小时

日期安排
第一次会议后 1天到 2周之间。最好和第三次会议在同一天的上午和下午

分别进行。

要点

• 在讨论问卷的每一部分之前协作者会留一点时间让参加人员自己考

虑想讨论什么问题；

• 每个参加人员都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想法，并体现在问卷答案中，在这

次会议上不必要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次会议：确定能力开发优先领域

（最好和第二次会议在同一天的下午和上午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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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员
组织执行主任、组织内 2-3 个部门负责人、1-2 个理事会代表 （如果有理

事会），也应该包括员工和志愿者代表。

时间 3小时

日期安排 最好和第二次会议在同一天的上上午和下下午分别进行，或者第二天

要点
根据第二次会议的讨论和问卷统计结果，确定组织在未来两年要进行能力

建设的优先领域

第四次会议：就能力开发计划达成共识

参加人员
执行主任、所有员工、志愿者和理事会成员（如果人数太多无法安排，可

以考虑不同层次的代表参加）

时间 2-3小时

日期安排 第三次会议后 1天-1周之间

要点

• 介绍问卷统计结果以及由此得出的能力开发优先领域；

• 请没有参加第三次会议的人员对能力开发优先领域提出建议；

• 从所有提出的优先领域中共同选出三个，确定其活动内容、产出、效果及

活动的重要性；

• 讨论为了实现选出的三个能力建设目标，组织需要投入的人员和时间及其

他资源。

2.5 协作者评估报告撰写要点

协作者在评估过程结束后，应撰写一份评估报告以作参考或备忘。

评估报告建议涵盖以下几点内容：

• 描述评估过程；

• 记录讨论的重点；记录无法在讨论中继续深入，但是同样重要的问题；

• 记录在讨论能力发展优先领域时，组织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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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上组织的能力发展计划并提供相应的说明；

• 针对以后的评估或使用评估问卷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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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评估问卷
＊

＊
本评估问卷是根据加拿大政府公民与移民部资助的多伦多联合劝募能力建设评估工具改编而成。在

此特表示感谢!!!!

组织评估问卷

问卷填写说明：

• 请您在填写问卷之前检查您手上的问卷是否完整，完整的问卷应该包括：

一. 、使命、愿景与战略规划

二. 、治理、监督职责及领导力

三. 、行政及财务管理

四. 、人力资源管理

五. 、评估报告选项统计表－个人 （含本页共 12 页）

如有缺页，请您向协作者示意。

• 请您在认为合适的答案格里打勾，答完后简单统计结果。

• 请您据实、独立填写问卷，否则会使评估结果出现偏差，对您组织的自我评估造成不利

影响。

• 请您在最后的《评估报告选项统计表－个人》上标明您在组织中的职位（负责人，管理

人员，部门负责人，普通员工，志愿者，理事会主席/成员等），仅将此表后交给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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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命、愿景与战略规划

使命、愿景和战略规划的作用是指导非营利组织的工作， 确认利益相关方并与之

保持良好关系，为开展项目和服务指明方向，同时引导非营利组织制定长期及短期目

标并评估项目进展。

使命陈述（missionmissionmissionmission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使命陈述说明非营利组织想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服务对

象及有关各方是谁，有时也指明日常工作的方式。

愿景陈述（visionvisionvisionvision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表明非营利组织的努力方向，且对得到改善的社会景象进行具

体的描绘。愿景会激励人们为目标而奋斗。

战略规划 （或长期计划） （strategicstrategicstrategicstrategic planplanplanplan orororor long-termlong-termlong-termlong-term planplanplanplan）： 战略规划为组织提供 3至 5

年内的总体发展方向。 与工作计划相比较，战略规划比较笼统。战略规划通常包含愿景及使命陈

述。

工作计划 （或短期计划） （operationaloperationaloperationaloperational planplanplanplan orororor short-termshort-termshort-termshort-term planplanplanplan）：短期发展计划， 通常是

1年内所要达到的目标。 这个计划应包括：

● 短期目标

● 为实现每个短期目标将要开展的活动

● 每个活动的人员分工

● 活动开始及完成时间

● 预期成果（如果活动达到目标， 组织还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改善）

长期目标（ long-termlong-termlong-termlong-term goalsgoalsgoalsgoals）：非营利组织在 3 至 5 年内所要达到的目标。设立长期目标是

战略规划的任务之一。

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stakeholdersstakeholdersstakeholders）：组织能够影响到的所有人和对组织有影响的所有人， 包括受益

人， 员工， 志愿者， 理事会成员， 捐助方， 其它非营利组织以及对组织感兴趣的人，例如决

策者， 研究机构， 媒体， 公众， 政府机构或企业。非营利组织在进行自我评估前应先确定本

组织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

受益人（beneficiariesbeneficiariesbeneficiariesbeneficiaries）： 指从某个项目或某种服务中受益的人，如接受非营利组织提供心理

咨询服务、法律援助或某种培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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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

参考资料系列之一：组织评估

使命、愿景、战略规划

请选择下列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本组织的现状，用√标出来。

题 目

选 项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符合

不符

合

不知

道

A.A.A.A. 使命及愿景陈述

1. 组织所具备的使命陈述， 要准确说明组织的工作内容、工作

缘由和服务对象

2. 组织的愿景陈述描述地很清楚

3. 员工和志愿者应理解的使命及愿景陈述

4. 定期修改使命陈述，使它保持与利益相关方需求一致

B.B.B.B. 使命及愿景引导的活动

5. 现有项目及服务要与使命和愿景一致

6. 在制定长/短期计划过程中， 常常参考使命及愿景陈述

7. 向受益人及其它利益相关方宣传组织使命

C.C.C.C. 规划与进展评估

8. 组织确立和评估战略规划包括长期目标（3-5年）

9. 组织的长期目标清晰明确，员工、志愿者、理事会成员和其它

利益相关方为组织制定目标提供了意见

10. 长期目标与使命和愿景一致

11. 组织根据现有资源制定的短期目标明确而且切实可行， 能在

一年左右达到

12. 员工知道组织的整体工作计划与自己的日常工作具有怎样的

联系

13. 组织的工作计划包括：工作内容、工作时间表、人员分工、预

期成果

14. 每年一到两次根据工作计划对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进行项目

成果评估

15. 员工参与成果评估并确定组织优先任务的决策过程

16. 理事会参与成果评估并确定组织优先任务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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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

参考资料系列之一：组织评估

二、治理、监督职责及领导力

治理， 监督职责及领导力 （通常这些应该是理事会的工作） 涉及到组织的管理层、

其职位责任界定、项目监督及确保组织诚信等。

诚信（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例如：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层应对员工，

志愿者， 理事会成员， 及捐助方等承担正式的责任（在国内，关于这个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也有的称作问责、课责或释责）。

利益冲突（conflictconflictconflictconflict ofofofof interestinterestinterestinterest）：如果一个人在处于某种情境中或参与某种决定时会获得利益

而对他人不公，就说明这个人处于有“利益冲突”的位置。这里所指的利益既指经济利益，也指

包括地位、影响力、权力的提高。

治理（governancegovernancegovernancegovernance）：监督和指导组织总体运行和管理的过程，一般应该由理事会所指导。如

果一个组织的理事会不具备治理权力，非营利组织应赋予理事会此权力以确保组织的诚信及透明

度。 （注解： 在汉语里“治理” 的意思并不是非常明确，这里我们特别提出“监督职责”的概

念，因为如果没有真正起作用的理事会，一个组织最缺乏的正是“监督职责”的概念。）

领导力（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带领和激励他人为组织的目标共同努力。 领导力可以来源于组织内不

同的个人。

理事会（boardboardboardboard ofofofof directorsdirectorsdirectorsdirectors）： 由几个对组织有重要作用的人组成，主要职责是监督组织的工

作，对组织的重大事项作决策，有时也进行筹款工作。 按国内目前情况，组织内现有的董事会、

理事会、顾问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等等，可视同理事会。

管理层 （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teamteamteamteam）： 指组织的执行主任和对组织工作起重要作用的高层员工或管

理人员，这些人对组织日常工作的决策起关键作用。

长期目标（long-termlong-termlong-termlong-term goalsgoalsgoalsgoals）： 非营利组织在 3至 5年内所要达到的目标。 长期目标通常是

组织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stakeholdersstakeholdersstakeholders）： 组织能够影响到的所有人和对组织有影响的所有人， 包括受益

人， 员工， 志愿者， 理事会成员， 捐助方， 其它非营利组织以及对该组织感兴趣的人，例如

决策者， 研究机构， 媒体， 公众， 政府机构或企业。非营利组织在进行自我评估前应先确定

本组织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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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系列之一：组织评估

治理、监督职责及领导力

请选择下列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本组织的现状，用√标出来。

题 目

选 项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符合

不符

合

不知

道

D.D.D.D. 理事会会议及工作

1. 组织的理事会定期开会并致力于指导组织的工作

2. 组织保留所有理事会会议纪录资料

3. 理事会直接参与组织筹资活动

4. 理事会熟悉执行主任的日常工作职责

5. 理事会要求管理层在影响组织的重大事件上向它汇报

E.E.E.E. 监督职责及诚信

6. 管理层知道要对组织各方负责，包括志愿者， 受益人及捐助

方

7. 管理层定期自查组织运行是否合乎捐助人的期望及相关法规

8. 管理层有能力判断组织是否拥有足够资源

9. 管理层定期向理事会汇报项目和服务的进展和问题

10. 管理层如实向捐助方汇报相关情况

11. 管理层对理事会负责并在做主要决定前征求理事会的意见

12. 管理层能够启发员工，志愿者及其它利益相关方为实现使命而

努力

F.F.F.F. 交流及对外联络

13. 项目能反映利益相关方， 尤其是受益人的需要

14. 组织与利益相关方商谈有关问题，如政策， 倡导， 筹款， 需

求评估，项目设计，执行，监督和效果评估等

15. 关于组织的项目和服务，组织欢迎受益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

出建议和意见

16. 管理层定期阅读关于受益人的反馈报告， 考虑是否需要据此

调整项目和服务

17. 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对组织的项目和服务感到满意

18. 组织能清楚有效地对内对外传达本组织的信息，有较成熟的沟

通方案以宣传组织本身和组织的工作

19. 组织通过外界媒体、政府、及公众有效地提高组织声誉

20. 组织努力使其它有关组织、决策者和公众理解并支持组织的受

益人

21. 组织与和组织工作内容类似的非营利组织相互合作



Winrock Chinese NGO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NGO Management Series # 1
Organizational Self-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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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系列之一：组织评估

三、行政及财务管理

行政及财务管理涉及行政管理程序， 财务预算， 财务报告系统， 风险管理， 资金

筹集， 对资助方负责及资金可持续性。

诚信（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 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例如：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层应对员

工， 志愿者， 理事会成员， 及捐助方等承担正式的责任。（在国内，关于这个概念还没有统一

的说法，也有的称作问责、课责或释责）。

现金流量表（cashcashcashcash flowflowflowflow statementsstatementsstatementsstatements）： 纪录现金到帐和支出的财务账目。 它可使组织随时了

解可用资金的情况。

保密性（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 非营利组织应为服务对象， 组织和个人的隐私给予必要的保密。

非营利组织可以考虑把保密性确定为组织政策之一， 并要求员工， 理事会成员及志愿者等签署

“保密承诺”。

风险（riskriskriskrisk）： 组织面临损失的可能性。

风险管理（或财产保护措施） （riskriskriskrisk 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orororor assetassetassetasset protectionprotectionprotectionprotection）： 其指的是用以降低

风险， 或尽量减少损失的措施。

透明度（transparencytransparencytransparencytransparency）：指公开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工作方式。例如，如果一个组织在提供

服务时有透明度，那么接受服务的人就会很容易明白如何获得这种服务、服务的范围以及受益人

和组织员工/志愿者之间应是什么关系等。

预算（budgetbudgetbudgetbudget）：指组织根据以往的收支情况和组织的工作内容在每月、每年、每个项目期所

作的关于资金如何使用的计划。预算是一种管理工具，可帮助组织预测未来的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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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系列之一：组织评估

行政及财务管理

请选择下列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本组织的现状，用√标出来。

题 目

选项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符合

不符

合

不知

道

G.G.G.G. 财务管理 （包括财务预算）

1. 组织有正式财务管理规定及程序以避免资金浪费和不正当使

用

2. 这些财务管理规定及程序包括：（请综合以下情况，找一个合

适的选项）

� 支出审批权、审批与监控支出程序

� 提供财务信息分析报告

� 每月和银行对帐

� 严格遵守报销标准

3. 组织所有人员， 包括员工， 志愿者， 管理人员， 及理事会

成员应知道并遵守以上规定

4. 组织对不遵守规定的人员有强制执行措施

5. 组织根据年度预算支出

6. 组织根据捐款数额、服务收入及支出预测制定财务预算

7. 组织根据捐助方的意愿和项目任务分配资源

8. 组织鼓励员工参与年度财务预算过程

9. 管理层至少每三个月检查财务账目一次

10. 组织每年提供一份财务报告

11. 组织的财务管理透明， 员工、捐助方、其他利益相关方等可

随时了解必要的相关财务情况

12.12.12.12. 为相关部门提供审计报告

H.H.H.H. 风险管理

13. 组织通过以下措施降低风险（请综合以下情况，找一个合适的

选项）

� 制定并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定

� 购买意外和财产保险

� 保证员工具有就业及医疗保险

14. 组织定期更新组织的财产及设备（固定资产）清单

15. 组织对受益人、员工及志愿者的个人信息给予必要的保密

16. 组织采取措施保护重要信息， 例如： 每星期备份电脑中的资

料、使用最新的病毒防护软件

17. 员工知道怎样应对紧急情况和危险（如火灾或在工作场地发生

的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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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系列之一：组织评估

I.I.I.I. 资金筹集及诚信

18. 组织具有筹资战略并为达到战略目标制定了明确的筹资计划

19. 组织有明确的筹资运作计划，并有足够人员和机制执行

20. 组织对捐助方的善举表示感谢和公开肯定

21. 组织对捐助方说明资金去向

22. 除了现有国际组织捐款，组织积极拓宽新的筹资渠道

23. 组织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而不是依靠唯一来源

24. 组织具有筹集资金的技能， 包括：（请综合以下情况，找一

个合适的选项）

� 寻找资金来源

� 筹资申请书很有说服力

25. 组织有应对资金短缺的计划

26. 组织每月有现金流量表以核查资金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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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系列之一：组织评估

四、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涉及对组织结构及员工和志愿者的管理方法，也包括工作环境， 员工

和志愿者培训及支持，包括对组织、员工、和志愿者工作关系起到指导作用的政策和程

序。

员工（staffstaffstaffstaff）： 指为组织工作且主要收入来源于此的人。

志愿者（volunteervolunteervolunteervolunteer）： 指为组织工作但不从组织收取工资报酬的人。

保密性（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confidentiality）：非营利组织应为服务对象、组织和个人的隐私给予必要的保密。 非

营利组织可以考虑把保密性确定为组织政策之一， 并要求员工、理事会成员及志愿者等签署 “保

密承诺”。

利益冲突（conflictconflictconflictconflict ofofofof interestinterestinterestinterest）：如果一个人处于某种情境中或参与某种决定时会获得利益而

对他人不公，就说明这个人处于有“利益冲突”的位置。这里利益可指经济利益，也包括地位、

影响力、权力的提高。

员工变动率（staffstaffstaffstaff turnoverturnoverturnoverturnover）：指员工加入或离开非营利组织的变动率。 例如： 如果 8名员

工中的 2名员工在一年内离职，员工变动率为 25%。员工变动率可以用作衡量员工满意程度，或

组织内部的某种变化等。

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stakeholdersstakeholdersstakeholders）：组织影响到的所有人和对组织有影响的所有人， 包括受益人，

员工， 志愿者， 理事会成员， 捐助方， 其它非营利组织及对该组织感兴趣的人，例如决策者，

研究机构， 媒体， 公众， 政府机构或企业。 非营利组织在进行自我评估前应先确定本组织的

利益相关方有哪些。

岗位描述（jobjobjobjob descriptiondescriptiondescriptiondescription）：组织内每一位员工的任务和职责清单。通常岗位描述由管理人

员在招聘员工之前写好， 并随着工作职位的变化进行调整。岗位描述能帮助员工了解他／她的本

职工作内容，也能帮助管理人员评价员工的工作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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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系列之一：组织评估

人力资源管理

请选择下列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本组织的现状，用√标出来。

题 目

选 项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符合

不符

合

不知

道

J.J.J.J. 组织结构， 管理权力和决策权力划分

1. 组织的结构图能明确划分部门职能和人员职责

2. 组织拥有与所开展活动相匹配的足够数量的员工

3. 组织内管理职责明确，每人都清楚向谁汇报哪方面工作

4. 在组织内责任和权力不是集中在领导一人，而是充分分散到各工

作级别

5. 谁有权作什么决定十分明确，决策程序清楚及时

6. 组织的活动、项目和部门协调统一

7. 组织积极支持员工及志愿者的培训和发展

8. 组织有指导员工和志愿者行为的准则， 例如包括：（请综合以下

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选项）

� 必要的信息保密

� 收受礼物的原则

� 公私分明的原则

� 对外交往的手续和礼节

� 处理投诉和抱怨

� 员工或志愿者的工作表现问题

� 利益冲突问题

9. 组织关于员工、志愿者、领导、理事的人力资源政策明确、公平、

前后一致

10. 员工及志愿者变动率不致引起组织不稳定

K.K.K.K. 工作环境

11. 组织能够与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受益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协作

12. 领导能有效地督促与管理

13. 员工能从领导那里得到适当的工作指导、支持和反馈

14. 领导鼓励员工为了改进组织的工作而创新

15. 领导鼓励员工提出和发现问题

16. 领导鼓励员工参与组织决策过程， 包括制定或修改对员工有影

响的政策及程序

17. 组织给员工提供有关的信息、工具、设备及其他资源以便员工高

效完成任务

18. 组织内部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员工、志愿者之间相互尊重

19. 员工有很强的工作动力，对组织有归属感

20. 组织鼓励员工实现团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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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 员工职业成长

21. 员工具有必要的工作技能

22. 组织定期核查员工薪金及福利标准

23. 员工的工作内容清楚明确且互为补充

24. 所有员工都认为他/她们的工作重要而有意义

25. 员工可随时得到组织关于员工权力及责任的政策

M.M.M.M. 志愿者职业成长

26. 组织给志愿者分配重要、有意义的任务

27. 组织具有反映志愿者实际工作情况的岗位描述

28. 组织积极招募具有技能特长的志愿者

29. 组织进行志愿者培训

30. 员工充分指导和协调志愿者的工作

31. 志愿者的工作得到组织认可

32. 组织具备关于志愿者权力及责任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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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报告选项统计表 － 个人

您在组织中的职位：A.A.A.A.理事会成员 B.B.B.B.执行主任 C.C.C.C.部门主任 D.D.D.D.员工 E.E.E.E.志愿者 F.F.F.F.其他

（请在合适的选项后打勾）

序号 标题

选项
题目

总数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符合
不符合 不知道

A 使命及愿景陈述 个数 ４

B 使命及愿景引导的活动 个数 ３

C 规划与进展评估 个数 ９

D 理事会会议及工作 个数 ５

E 监督职责及诚信 个数 ７

F 交流及对外联络 个数 9

G
财务管理

（包括财务预算）
个数 １２

H 风险管理 个数 ５

I 资金筹集和诚信 个数 9

J 组织结构和管理权利 个数 １０

K 工作环境 个数 １０

L 员工职业成长 个数 ５

M 志愿者职业成长 个数 ７

请您将此表填好后交予组织评估协助者！

感谢您参与此次组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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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统计结果说明与分析

（本工具的统计可采用我们已经设计好的 EXCEL表格，请见本参考资料光盘的相关内容）

4.1 评估统计说明

4.1.14.1.14.1.14.1.1 统计个人答案：

请参加评估的每个人把每一部分（即问卷中用黑体标出的 13个部分）题目答案相同（如都是

正确或都是不正确）的个数加在一起填入表中；再把这一部分题目的总数填在“总数”这一栏中。

这样可以方便协作者统计答案的百分比（见 3 组织评估问卷，五. 评估报告选项统计表——个人）。

4444....1111....2222 答案的百分比统计：

协作者把个人填的统计表收回， 算出每一部分（即问卷中用黑体标出的 13个部分）题目答

案相同（如都是正确或都是不正确）的总个数， 填入表中（见 4.2 评估答案统计录入表）； 然后

算出它在这一部分占题目总数的百分比， 填入“百分比”一栏中。协作者还应该在观察到“少数

人有某种强烈的意见” 或“统计数字没有反映出组织内意见的巨大分歧”时，在”备注”一栏说明

（见 4.3 评估答案百分比统计表）。

4.1.34.1.34.1.34.1.3 统计组织现状：

根据前面统计表中的百分比， 把答案是“正确”和“大部分正确”的百分比相加， 然后对照

下表得出每一部分组织的现状。

若有 100%-80% 答“正确”或“大部分正确”， 组织在这部分现状为 “优秀”；

若有 80%-60% 答“正确”或“大部分正确”， 组织在这部分现状为 “接近优秀”；

若有 60%-40% 答“正确”或“大部分正确”， 组织在这部分现状为 “需要关注”；

若有 40%-0 答“正确”或“大部分正确”， 组织在这部分现状为 “存在很大差距”。

将每一部分的结果填入表中（见 4.4 组织现状统计表）。

4.1.44.1.44.1.44.1.4 能力开发优先领域矩阵

这个表格是帮助确定组织的能力建设优先领域。协作者需要让参加评估的人员考虑和讨论两

方面问题： 一是如果对前面填过问卷的各个部分进行能力建设，组织的能力会真正得到提高的概

率是多大（高、中、低）； 二是如果对前面填过问卷的各个部分进行能力建设，其结果对组织本

身或其工作（如实现组织使命或增加筹款收入）有多大的影响（重大影响、一定影响、很小影响）。

这两方面的综合可以得出哪些部分是本组织在能力建设中应当优先考虑的（见 4.5 组织能力开发

优先领域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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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估答案统计录入表

A.A.A.A. 使命以及愿景陈述 B.B.B.B. 使命及愿景引导的活动

NoNoNoNo 职位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各项个数总计

各项总计百分比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个数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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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规划与进展评估 D.D.D.D.理事会会议及工作

NoNoNoNo 职位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各项个数总计

各项总计百分比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个数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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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E. 监督职责与诚信 F.F.F.F.交流与对外联络

NoNoNoNo 职位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各项个数总计

各项总计百分比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个数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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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G.G. 财务管理 H.H.H.H.风险管理

NoNoNoNo 职位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各项个数总计

各项总计百分比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个数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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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资金筹集和诚信 J.J.J.J.组织结构、管理权力

NoNoNoNo 职位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各项个数总计

各项总计百分比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个数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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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K.K.工作环境 L.L.L.L.员工职业成长

NoNoNoNo 职位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各项个数总计

各项总计百分比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个数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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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M.志愿者职业成长

NoNoNoNo 职位 符合 大部分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不符合 不知道

各项个数总计

各项总计百分比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个数

符合////大部分符合

总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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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估答案百分比统计总表

序号 标 题

选 项
题目

总数符合
大部分

符合
小计 有时符合 不符合 不知道

A 使命及愿景陈述
个数

百分比 100%

B 使命及愿景引导的活动
个数

百分比 100%

C 规划与进占评估
个数

百分比 100%

D 理事会会议及工作
个数

百分比 100%

E 监督职责及诚信
个数

百分比 100%

F 交流及对外联络
个数

百分比 100%

G
财务管理

（包括财务预算）

个数

百分比 100%

H 风险管理
个数

百分比 100%

I 资金筹集和诚信
个数

百分比 100%

J 组织结构和管理权利
个数

百分比 100%

K 工作环境
个数

百分比 100%

L 员工职业成长
个数

百分比 100%

M 志愿者职业成长
个数

百分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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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组织现状评估统计表

序号 标题 得分
优秀

（100%-80%）

接近优秀

（80%-60%）

需要关注

（60%-40%）

很大差距

（40%-0%）

A 使命及愿景陈述

B 使命及愿景引导的活动

C 规划与进展评估

D 理事会会议及工作

E 监督职责及诚信

F 交流及对外联络

G 财务管理（包括财务预算）

H 风险管理

I 资金筹集和诚信

J 组织结构和管理权利

K 工作环境

L 员工职业成长

M 志愿者职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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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组织能力开发优先领域矩阵表

组
织
能
力
提
高
的

概
率

高
* *

中
* *

低

重大影响 一定影响 很小影响

能 力 开 发 活 动 对 组 织 的 影 响

注：民间组织将从带*号的方格中选择三个能力开发活动

表格填制说明：这个表格是为帮助组织确定组织能力建设的优先领域。辅导员需要带领参

加评估的人员考虑和讨论两方面问题：

一、如果对表三中不是优秀的各个部分进行能力开发， 组织的能力会真正得到提高的概率

是多大（高、中、低）；

二、如果对表三中不是优秀的各个部分进行能力开发，其结果对组织本身或其工作（如实

现组织使命或增加筹款收入）有多大的影响 （重大影响、一定影响、很小影响）。这两方面的

综合可以得出哪些部分是本组织的能力开发优先领域的初步结论。

4.6 能力开发计划表
组织根据 4.5组织能力开发优先领域矩阵表中的概率和影响这两个因素确定组织的优先领域

后，应填制下页的组织能力开发计划表以明确以下事项：计划进行的能力开发活动，时间，产出，

效果以及这项活动为什么重要。

能力开发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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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开发活动 时间 产 出

（能力开发活动的

直接目标是什么 ?
这个目标是可以量

化的，例如, 制定出

一个计划 , 执行了

一个政策 , 设立了

一套体系）

效 果

（这个活动将怎样

改善组织功能及效

率？ 例如 , 提高

工作效率, 保证可

持续资金, 为更多

受益人服务 , 及提

高员工和志愿者的

成就感）

活动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开展这个

活动对组织至关重

要？开展活动之后，

组织的工作（即对受

益人的服务）可以怎

样做得更好？）

#1

#2

#3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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