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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组织对艾滋病的适应能力  
——艾滋病对能力建设的影响  

 
Rick James 

 
 

摘要 
 

艾滋病正迅速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 严重的疾病，每年大约 300 万人因艾滋病

死亡，造成经济和社会损失越来越大，尤其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在很多地方，情况

正在向着与千年发展目标的相反的方向发展。对公民社会组织(CSO)而言， 艾滋病使得其

大部分的受益群体变得更加无力和脆弱——从而直接地削弱了项目效果。这个肆虐全球的恶

魔也使得公民社会组织与其捐赠机构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越发紧张，而这正是需要各

方通力合作的关键时刻。同时，当公民社会组织的员工感染艾滋病或受其影响时，整个公民

社会组织内部也将受到很深的影响。员工的时间被耗费在治病、照顾家人和参加葬礼上；情

感上的悲痛所带来的士气低落；伴随着医疗费用、招聘费用和培训费用的攀升，公民社会组

织还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高的管理费用和越来越低的工作产出。在一个非常苛刻的、强调结果

的捐赠环境中，这正威胁着大多数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因此，这就必须增强个人的和组

织的对艾滋病的适应能力。 

 
组织的适应能力可以通过一系列干预行动得以发展——普遍的干预行动包括开展员工

意识项目、制定艾滋病高度流行背景下的组织政策。但是，公民社会组织还必须进一步地

分析艾滋病在长期内对人力资源的影响，并保证将组织所受的影响考虑到整个财务预

算、计划、监控和评估过程之中。可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资源，即使制定了艾滋病政策，

很少有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将其政策付诸实践。并且，艾滋病也要求公民社会组织还要考

虑到更广泛的组织发展问题，譬如组织文化、决策制定、组织与个人生活之间界线的划

分、性别角色等等。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将决定着组织是否能适应其所面临的艾滋病

环境。 
 

在帮助其客户发展对艾滋病环境的适应能力的过程中，

能力建设提供机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认识到这一点是

尤其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都会感到自身在面对

艾滋病时的软弱无力。能力建设提供机构必须注意到这些问

题，并有能力帮助其客户在所执行的项目、组织内部和外部

关系中考虑艾滋病所带来的影响。这也将要求艾滋病专家具有组织发展方面的能力，同

时，组织发展方面的工作人员要具有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并且，艾滋病要求能力

建设方面的工作人员恰当地调整其服务内容及方式。 
 

当公民社会组织的员

工感染艾滋病或受其

影响时，整个公民社会

组织内部也将受到很

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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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捐赠机构已经开始协助其合作伙伴认识到艾滋病带来的挑

战并采取应对措施，但是，大多数机构还是落后了。为了在现阶段（以及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保持其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所有捐赠机构都需要决定

用怎样的方式帮助其合作伙伴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如何帮助合作伙伴获得必要的能力

建设支持和更多的资金注入。从战略角度看，捐赠机构也需要对自身与合作伙伴的各种

关系进行审视并做出调整，这样，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协助公民社会组织适应

当前严峻的艾滋病形势，并不被束缚于过时的、不适合的关系模式。  
 

显而易见的是要建立组织对艾滋病的适应能力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发现一些其实

可行的方法却又是极其紧迫而重要的。这就需要我们增进对各种可量化成本以及各种措

施效果的了解。因此，INTRAC 一直将对该领域的研究作为 Praxis 项目的重点内容之一。 

本文只是我们的第一步。INTRAC 将继续支持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并对地区和国际

上出现的合适措施进行收集和整理。如果需要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与 Rebecca 

Wrigley(rwrigley@intrac.org)或 Rick James(intrac@malawi.net)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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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艾滋病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苦难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正经受着

这样的磨难的时候。在我写作这个引言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一个地区 NGO 机构主管

的电话。他说道： 
 

我下属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询问我可否让她只在上午工作。在过去

的四年里，她的三个小孩去世了，这已经让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在她的丈

夫的病情也已十分严重，她需要去医院照顾他。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机构只规

定了五天的照顾性准假，但是她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照顾丈夫。 但是，如果我

批准她的请求，我们机构会受到损失，并且这也算是开了先例……你会怎么处

理这样的事呢？ 

 

现在，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这样的事例是非常普遍的。在非洲，当地公民社

会组织的领导人员都面临着如下的困境：  

 
电话响了。你的财务经理告诉你她的丈夫又病重了，这周她不能来工作了。这简直

是个灾难！你恰好有一个财务报告需要提交给捐赠机构，而且已经超过了规定期限。捐

赠机构在你提交报告前不会再注入资金。另外，你很久没有收到来自粮食安全项目经理

的检测报告了，因为他已经生病很长一段时间了。他的新上任的助手正在替他出差, 还

拿不出任何数字。你会怎么做呢？ 
 

随着四千万人感染艾滋病，公民社会、民间机构和政府一起做着艰难的抗争。作为

受艾滋病影响 为严重的区域，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正在降低。正

如艾滋病专家 Barnett 和 Whiteside (2002)所警告的那样: 
 

在艾滋病肆虐的时期里发展是几乎不可能进行  
 

到目前为止，国际和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1 更关注那些外部的艾滋病项目。然而，

却很少注意地区公民社会组织的内部机构影响—— 这样的影响会削弱地区机构的有效

运作和生存。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里，成人感染率在 20%至 40%间，

这个比率同样适用于公民社会组织自己的员工、自愿者以及受益群体。这样一个很高的

感染率，病假、额外医疗费用、丧葬费用都使公民社会组织付出了大量成本，另外，还

应考虑到无法用货币衡量的知识和经验上的损失。这样，在仅拥有很少资源的同时，在

财务上非常脆弱的公民社会组织还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情感上、财务上、时间上的巨

大负担。 
 

                                            
1 公民社会组织包括宗教非盈利性机构，教会，工会, 压力团体，社区团体，非政府组织(NGOs), NGO 协

作网络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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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能力建设内容，并且状况更有

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基本的能力已近于崩溃。Ryann Manning 在南非的研究表明：“艾

滋病给各个机构所带来的困难越来越明显，并且困难程度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内将不

可避免地快速增长”(2002:6)。  
 

在这样的环境下，更现实的是提法是能力维持而不是能力建设(James，Mullins，

2004)。可以肯定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将是建立组织在艾滋病高度流行时期的适应能力。艾滋病不是各个机构的问题清单上的

一个简单背景因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执行主任 Peter Piotthe 表示： 
 

我们必须重新制定规则……而不是简单地做得更多或做得更好。现在，

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与以往不同的行动。面对特别的威胁，我们只能采取特

别行动 (2003)。 

 
INTRAC 的 Praxis 项目正在探索能够认识并适应不同文化的组织能力建设方法。在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艾滋病所带来的急剧的环境变化威胁着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

的生存。如果能力建设要适应这样的环境，它就必须涉及到更深远的由艾滋病所引起的

组织所面临的问题。艾滋病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个技术或人力资源上的问题。艾滋病深

刻地影响着组织的其他方面，包括 Praxis 项目所关注的领导力、组织学习、创新与创

造力、以价值为本的能力建设和影响评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成为现在艾滋病

重灾区的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艾滋病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如何在艾滋病高度流行环

境中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将是一个全球所面临的挑战。 

 
本文关注于在当今艾滋病肆虐的条件下撒哈拉沙漠

以南非洲地区的能力建设，旨在研究在这种环境中能力

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研究结果对欧洲、亚洲和拉丁

美洲的涵义。同时对公民社会支持提供方艾滋病与能力

建设之间关系进行概述。我们也希望来自不同背景的读

者，即使处在艾滋病流行程度很低的地区，也可以学习

到如何对能力建设进行调整以适应特定的环境，以及当艾滋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泛滥时

他们应怎样应对艾滋病所带来的威胁。本文的写作是基于过去八年里在马拉维共和国与

当地公民社会组织一起进行能力建设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以及 近一个由荷兰东欧合

作中心资助的研究咨询项目中的国际文献综述、访谈和和其他能力建设者进行深度集体

讨论。 

 
 
 
 
 
 

如果能力建设要适应这

样的环境，它就必须涉及

到更深远的由艾滋病所

引起的组织所面临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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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滋病的现状及预测 
 
根据全球 AIDS 专家 Susan Hunter 的研究：  
 

艾滋病正快速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 严酷的病魔……尽管

艾滋病才刚开始肆虐全球，但是在十年到十五年里，艾滋病会比历史上有

记载的所有疫病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在 2002 年底，已有 2800 万死于艾

滋病。毫无疑问，艾滋病已经是全人类 大的威胁(2003:7)。  
 
现时的估计是 (UNAIDS, Holden 2003, Hunter 2003) ： 

 
• 每年大约有 300 万人死亡，每天有 8200 人死亡。 

• 已有 4200 万人感染 HIV 病毒。 

• 每天新增加 15000 名 HIV 感染者。 

• 在 2010 年前，还会新增 900 到 1000 万 HIV 感染者（为现在感染者数目的

两倍）。 

• 在 2010 年前，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

和。 
 

在未来的 10 年到 15 年内，随着感染率的上升以及现在暂时无症状的感染者开始发

病，情势会变得更加糟糕。由于发病率较低，感染率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尽管艾滋病在

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区域性差异（见下页表格），全球各个地区仍将受到艾滋病的影响。

例如，在印度和中国分别有 400 万和 100 万感染者，同时，在柬埔寨、缅甸和泰国艾

滋病却已经高度流行(Holden 2003:13)。在东欧和中亚地区艾滋病感染率正以全球范围

内 快的速度增长（大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是因为静脉毒品注射），但是，很多受威胁人

群是“隐蔽的”，因此也未能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得到反映。  
 

艾滋病在性行为 活跃的人群中传播 快，同时，这些人群却又是生产力 高的。

因此，与其它疾病相比，艾滋病对一国的发展有着更深刻的、更持续的影响。 我们在

分析艾滋病感染人群时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性别上的差异，即艾滋病给妇女

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2，同时她们在照顾病员上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3 (可参见

Hunter 2003:32–4)。这些 贫困也是 边缘化的人群不仅承受艾滋病带来的苦难，同

时，也承受着家庭经济上的损失、医疗资源的匮乏以及社会网络（这通常是贫困人口传

统的应对机制）上的巨大压力4。艾滋病不仅会影响人力资本，也会影响到包括公民社

                                            
2 大多数妇女在其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中，处于经济上和性行为上的从属地位，因此她们很难要求安全的

性行为或者是拒绝危险的性行为。参见 ILO Briefing Paper (2003)。 
3 参见 ILO 2003，Oxfam International 2004。 
4 对马拉维共和国卫生部门的研究表明，, HIV 阳性感染者占据了大约 70%的门诊收治能力，同时，超过

60%的床位是空置的(The Lance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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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在内的整个社会资本。全球有 95%的人口生活在艾滋病流行的环境中，同时，

98% 的艾滋病死亡人口是在发展中国家。  

 
2002 年末 艾滋病地区统计数据 (取自 Hunter 2003: 13) 

 
地区 成人艾

滋病感

染率 

艾滋病阳性

感染者人数 
妇女占艾滋

病阳性感染

者比例 

主要的传播方式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

洲地区 
 

8.8% 2940 万 58% 异性恋 

北非与中东地区 t 0.3% 55 万 55% 异性恋， 毒品注射 
南亚与东南亚地区 0.6% 600 万 36% 异性恋,，毒品注射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0.1% 120 万 24% 异性恋,，毒品注射，

男同性恋 
拉丁美洲地区 0.6% 150 万 30% 异性恋,，毒品注射，

男同性恋 
加勒比海地区 2.4% 44 万 50% 异性恋, 男同性恋 
东欧与中亚地区 0.6% 120 万 27% 毒品注射 
西欧地区 
 

0.3% 57 万 25% 男同性恋，毒品注射 

北美地区 0.6% 98 万 20% 异性恋,，毒品注射，

男同性恋 
大洋洲地区 0.1% 1.5 万 7% 男同性恋 
Total 1.2% 4200 万 50%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大约已有 70%的人口感染艾滋病，这对该地区的发展的

影响将是破坏性的：  

• 在 10 年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将下降

20%。 

• 在 10 个艾滋病 为严重的非洲国家预计将失去 26%的农村劳动力。 

• 在 2010 年前非洲将失去 20%的劳动力，在 2020 年前亚洲将失去 20%的

劳动力。 

• 在 2010 年前，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俄罗斯、印度、中国五国的艾滋病

感染人口将达到 7500 万人 (资料来源： ILO www.ilo.org 2004 年 7 月；

Hunter 2003)。 

 

2 艾滋病对公民社会组织(CSO)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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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仅仅是一些抽象的数字。我们还必须分析这些数据对撒哈

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由乐施会在近期对撒哈拉沙漠以

南非洲地区九个 NGO 机构的研究表明：“艾滋病对 NGO 机构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Oxfam International 2004:4)。下面这个案例取自一个工作人员少于 10 人的小型机构，

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一直与该机构密切合作。从这个案例我们看到艾滋病是如何广泛并深

刻地影响着公民社会组织： 
 

亲身经历：TUBA, 一个小型伞形 NGO 机构5 

 
      在 1997 年 INTRAC 与 TUBA 进行第一次合作时，TUBA 一位主要的项目工作

人员已经患病很严重了。作为 PRA 的主要培训员，John 已和当地社区结成了非常友好

的关系。他一直领导着 TUBA 为成功的项目之一，但是自从他开始经常脱离工作岗位

时，他负责的项目也受到了影响。尽管有其他员工试着顶替 John 的工作，但是他们同

时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而且额外的工作负担更让他们感到苦不堪言。关键的会议被耽

误了，社区开始不太满意了， 终这个项目也不得不被终止了。当时，由于 John 拒绝

承认自己已患有艾滋病，随着项目进展缓慢，机构内部呈现出紧张的状态，有一些员工

认为 John 拒绝承认患有艾滋病的行为不符合 TUBA 的发展价值观。 当 John 去世时，

TUBA 支付了大部分的丧葬费用以及一大笔抚恤金。 

 
      几年后，另一位负责沟通事宜的工作人员 Simon 开始出现艾滋病病征。这时，

该部门的工作接近停滞，一位来自行政岗位的人员不得不换岗到该部门工作。由于不熟

悉这个领域, 她又需要培训。当 Simon 病重的时候，他的行为也变得 让人难以接受。

他开始利用机构的资源为自己服务，并伪造收据和交通费用。在他偶尔出现在办公室时，

他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并向同事大声喝斥。一开始，TUBA 的主管理解并同情他的这些

行为， 后也发觉 Simon 的行为着实让人难以接受。在一系列为解决该问题的尝试都

告失败后，几个月后 Simon 被解雇了，而这时，已经浪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以及被滥

用的其他资源。 

 
      几个月后，TUBA 的主管也开始发病，机构内的士气就更加低落了。报告、提议

工作停滞了，捐赠机构已经停止资金注入有一段时间了。 后，主管决定接受艾滋病检

查，当发现自己已经是艾滋病阳性感染者时他决定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他辞

去了主管职务，而开始从事独立咨询工作，因为招聘工作的滞后， TUBA 陷入了领导人

员缺失危机，同时还不得不承担招聘所需的广告费用和面试费用。 

 
      以上事件的影响不止局限于 TUBA自身范围内——影响已经扩张到整个非政府机

构体系。在 近的多数年份里，TUBA 一直不能完全履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项目。TUBA

很难在关键性倡导活动(critical advocacy)上把它的 NGO 成员聚集在一起。 TUBA 在

土地政策上不具有对公民社会联盟的领导地位，这是该联盟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也

终导致 TUBA 失去了作为该联盟秘书处的资格。 

 
 

                                            
5为了保密需要，我对姓名作了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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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C 认为，以三环模型分析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问题是非常有效的。该模

型表明，公民社会组织若要有效运作，需要加强以下三个相关领域的能力：组织内部的

运作、项目的执行以及外部关系。  
    
 
 
 

组织发展的三环模型 
 
 
 
 
 
 
 
 
 
 
 
 
 
 
 
 
 
 

我们将探索艾滋病在这三个领域内如何影响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力，首先我们会概述

艾滋病对项目执行和外部关系的影响。本文的重点是探究艾滋病对组织内部运转的影响

以及对组织能力建设的涵义。 
 

2.1 项目执行所受的影响  
 

随着大部分受益人成为艾滋病阳性感染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公民社会组

织发现它们在社区进行的项目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例如，马拉维的 NGO 机构报告

说它们与社区举行的会议经常因为举行葬礼而推迟或中断，因此项目的进展程度远远落

后于预定计划。另外，一些进行小额信贷项目的机构发现在艾滋病高度流行的背景下很

难获得较稳定的贷款人群以保证信贷运作的有效性(James 2004)。 
 
 
 
 
 
 

内 部 组

织   
“ 实

质” 

对 外 关

系   
“ 联

系” 

项 目 执

行   
“ 行

动” 

背

景 
背

景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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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与小额信贷无缘 

 
      近在马拉维共和国 Mulanje 地区的一个 NGO 机构启动了一项专门为妇女服务

的小额信贷项目。该项目的机制与乡村银行(Grameen Bank)非常相似：妇女们组成一

个团体，对要加入团体的妇女进行选择，彼此相互对贷款偿还进行担保。当有成员不能

偿还贷款时，团体里的其他人有义务替她偿还贷款。该 NGO 不会因为艾滋病而歧视 The

申请者，也从未要求申请者加入前接受艾滋病检测。但是，在 Mulanje 出现了两个问题：  

 
• 非正式体检：成员们开始评估那些申请者的健康状况，并拒绝那些身体看上去不太

健康的妇女加入。由于在 Mulanje 青年人的艾滋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当地妇

女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不愿意接受那些病入膏肓者入会，因为这些人一旦

加入，其他人很有可能需要支付其死后留下的未还清的贷款余额。 

 
• 患病成员的家人通常不被团体所接受：该 NGO 机构专门为妇女服务，并不向男性

或者未成年人提供贷款。当有成员开始发病或死亡时，她的丈夫或孩子会要求接替

她的贷款资格。然而，这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尤其在他们急需资金投入到一些生

产活动中的时候，整个家庭却没有获得贷款的资格。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很难获得小额贷

款的支持。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项目的原则和方式。 

         
                                                              资 料 来 源 ： 

Oxfam Malawi (2001) 

 
 

 
乐施会的研究也表明由于受艾滋病影响，一些家庭

被孤立在社会活动之外。其不良后果就是这些 困难

的边缘人群越发被人忽视，并且失去了与发展干预活

动的联系。随着社区的需求增加、公民社会组织适应

能力的减弱，项目战略不得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Dan Mullins 指出：“社区里脆弱人群的数目越来越多，

‘老式的’项目却越发显得不适应新的形势。”(来自作者与 Dan Mullins 的个人交流，

2004 年 10 月)。  

 
很多依赖于志愿者以扩大影响范围或向社区提供照料服务的公民社会组织发现，越

来越多的志愿者现在更在乎自己对亲属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他们的家庭需要更多的收入

和医疗资源。因此，我们过高地估计了以志愿者服务为主的发展方式的可行性，例如志

愿者进行的家庭看护。另外，很明显地是艾滋病可能会使整个发展部门的志愿者资源枯

竭——因为这些志愿者在进行家庭看护时，就很难再参加到社区的发展活动中去了。 

 
尽管很难量化艾滋病对项目效果的影响，Ryann Manning 按 好的状况估计，由于

上述原因，在南非 Natal 地区的 NGO 机构的项目效果降低了 1%到 2%(2002:25)。像

随着社区需求的增加、公

民社会组织适应能力的

减弱，项目战略不得不面

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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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A 这样的大量生动例子表明这可能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据估计。总之，艾滋病的

高度流行将不可避免地损害项目的执行。并且当捐赠机构追求一些短期显著的目标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艾滋病会降低发展效果。 
 

2.2 外部关系所受的影响  
 

艾滋病不只是简单地对项目及其受益者造成影响——它也会影响整个援助体系里

的每个参与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让我们看看公民社会组织与捐赠机构之间的关

系。公民社会组织已经发现捐赠重点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大多数捐赠机构（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已经将艾滋病作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捐赠重点。因为救助预算资金十分有

限甚至在有些个例中趋于减少，这就引起了对其它救助领域的资金的占用。生存条件、

环境、性别方面的项目甚至普通的医疗卫生项目已经很难获得资金注入，即使对这些项

目的需求并未减少。资金注入倾向的调整对那些高度依赖于外部资金支持的公民社会组

织来说，无疑是一个战略上的巨大挑战，同时，对很多机构来说，为了自身的生存它们

也不得不开展艾滋病方面的工作（但是它们却开展了一些不合适的项目，譬如一个地区

性别游说机构开展了一个家庭看护项目[来自作者与

Kerkhoven 的个人交流，2004 年 10 月]）。这类机构很

快感到力不从心, 因为这些新的业务领域并非它们的核

心业务，因此需要一些新的技能或技术配置。甚至在艾滋

病援助上，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到志愿咨询和检测上

（这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世界卫生组织的“3/5”目标6

有关）， 却很少将资金注入到以艾滋病宣传教育、家庭

看护为主的更传统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中。 
 
在很多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发现了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也正在转变。从理论上讲，在

国家间协作机制和全球基金伙伴关系论坛中公民社会组织是具有官方地位的。然而，政

府基于其它动机努力与公民社会建立密切联系的同时，其行动却显得有些华而不实

(Fowler 2004)。 
 

艾滋病对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显著影响。在各个公民社会组织作为一个

统一的部门需要一起努力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同时，由于每个机构的能力不足，在单个机

构这个层次上，我们面对的情势仍是异常严峻的。对自身生存的强调使得各个公民社会

组织很难将稀缺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长期的合作关系上去。正如前文所述 TUBA 这个案

例那样，艾滋病还能通过破坏联盟秘书这个级别的机构的能力进而对整个公民社会联盟

造成损害。 

 
虽然很难评价各机构间的合作效果，但是，依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用社区评价

传统援助应急体系的方法来评价公民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在文献综述里

                                            
6 到 2005 年 300 万人将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艾滋病会影响整个援助

体系里的每个参与者及

他们之间的关系…公民

社会组织已经发现捐赠

重点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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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提及的内容，正是很少受到关注的艾滋病对公民社会角色和关系的影响，以及在面

对艾滋病带来的系统性挑战时，公民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应怎样调整自己。 
 

2.3 组织内部所受的影响 
 

虽然所有组织都受到艾滋病肆虐的影响，但是，与其他公共或私营机构相比，公民

社会组织显得适应能力很差。Ebony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 的研究表明，与较大型的

机构相比，在员工数目为 11 至 29 人间的机构里，上述现象更为明显（引自 James，

Mullins 2004）。而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都属于这个范围。另外，与其它公共或私营部

门相比，公民社会组织拥有的资源更少，这就意味着个人生产力的降低对组织有着更大

的影响(Manning 2003)。这也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用以支付生活在艾滋病泛滥环境中

的员工或其他受助人的长期性医疗开销以及大量的雇员更替成本的资金是严重不足的 

(Oxfam International 2004:8)。 后，在强调价值观的机构中，由于个人与组织之间的

界限不太清晰，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问题的解决是复杂而艰难的。 

 
当有员工感染艾滋病，而另一些员工由于家人患病而受影响时，这时，艾滋病对

组织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斯威士兰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城市中成人感染率已快速

地接近 40%，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公民社会组织雇用 30 名员工，其中有 12 人都是艾

滋病阳性感染者。 如果艾滋病阳性感染者中有 15%的人处于艾滋病的第四阶段，这意

味着机构里至少有两名员工已经开始发病。当他们开始发病时，他们将为组织带来相当

大的成本支出。由于缺少足够的信息系统，公民社会组织很难准确地计量这些成本支出，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成本支出是很大的。在 1996 年，一些私营公司估计该项成本支出

占到了他们利润的 6% (Holden 2003:96)。Oxfam、HEARD 等机构已经开发出能大致评

估员工逝世所带来的成本支出的模型，它们认为该项成本支出超过了向感染艾滋病的员

工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费用（即使按降价前的价格

标准计算）。乐施会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能准确了解该项

成本的大小，大多数 NGO 机构都会一直受到财务危机

的困扰 (Oxfam International 2004:4)。 

 
 

 
感染艾滋病的员工 
 
艾滋病的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  
 

员工生产力和士气 
 

• 越来越多的病假和旷工——在南非 Natal 地区，据保守估计，由于病假和旷

工，公民社会组织损失了 1%的员工工作时间，2007 年前，这个数字将上

升到 2.5% (Manning 2002) 。 

• 即使患病的员工仍然坚持工作，其工作效率也是很糟糕的。 

城市中成人感染率已快速

地接近 40%……一个公民

社会组织雇用 30 名员

工……至少有两名员工已

经开始发病……将为组织

带来相当大的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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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健康的员工不得不接受额外的工作任务，至少在短期内他们必须接替患

病员工的工作岗位，这将增加他们的压力，也会降低所有工作的质量。 

• 因为患病的员工会被其他人孤立和蔑视，这样 ，团队合作也会减少。在马

拉维共和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50%的人认为艾滋病阳性感染者不应被允

许继续工作 (Mann 2002)。 

• 不应忽视感情上的悲痛所带来的成本——可以称为“机构压抑症”Manning

发现 严重的影响就是悲伤的情绪会在同事之间蔓延，进而打击整个组织的

士气，降低工作效率(2002:14)。 

• 对治疗及其他援助缺乏明确的政策会打击员工的士气。经济上的压力也会对

士气造成影响，进而导致一些员工开展第二职业以获得额外收入——更坏的

是，可能会从事一些不正当行为。员工还可能因为同事的去世而感到情绪压

抑，另外，很多时间被用在了出席葬礼上。 

 
直接的和间接的财务成本 

 

• 医疗费用以及中期的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 

• 旷工所引起的加班费、临时替岗津贴或合同工工资(在 PraxisNote 11 中， 

Mulanje Mission Hospital 估计从 2000 年到 2003 年临时薪水上升了 228%，

加班费上升了 385%7)。 

• 正如 TUBA 案例揭示的那样，为了家庭的未来，感染艾滋病的员工可能会采

取一些非法手段，他们的偷窃和欺诈行为会为机构带来潜在的损失。 

• 虽然死亡抚恤金、人寿保险和养老金并不应该由公民社会组织承担，但是，

现在公民社会组织却不得不支付越来越高的死亡抚恤金、人寿保险和养老

金。 

• 丧葬费用（在非洲，通常由雇主支付）。 

• 对员工的贷款正在增加，而很难得到偿还。 
 
招募费用 
 

• 机构不得不承担招募费用。 

• 职位将一直空着直到有新的人选来接替工作。 

• 接替工作的员工可能表现不佳，甚至根本就不完成该项工作。 

• 需要支出相应的培训费用。 

• 在新员工达到岗位要求前，机构仍然需要支付他们薪水，尽管这时新员工的

表现不佳。 

                                            
7 PraxisNote 11 在 www.intrac.org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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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员工需要花时间来指导和培训新员工。 

 

组织记忆和组织学习所受的损失 
 

• 除非存在一个严格的组织学习机制，否则，当组织失去某位员工时，也就失

去了相关知识 。 

• 可能还会失去一些非常关键的技能和经验，这将降低工作的质量。 

 
领导者和管理成本 
 

• 机构还会失去宝贵的管理时间——主管们肯定会把本已有限的时间用在处

理与艾滋病相关的问题上。这会引起相当大的压力——一份对南非的非政府

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缺乏对艾滋病状况的披露，只有很少的主管认为

他们能够较好地管理那些患病的员工(CDRA 2002)。 

• 领导人员必须通过自身更加努力的工作来激励士气低落的员工们在面对越

来越多的受助者以及越来越高的医疗费用时仍然用心工作。另外，在大多数

情况下，是由主管而不是患病员工的同事来接替其工作。 

• 公民社会组织的主管们还不得不扮演着上帝的角色——他们要决定是否给

予患病的员工来自机构的援助，让员工维持生活（即使存在相应的人力资源

政策，其规定的解释和执行仍需要主管来掌握）。 

• 上述决定会导致个人及组织的价值观与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

CDRA 的研究表明，一些主管人员公然地超越机构政策的限制规定，向患病

员工提供超过规定的援助，而不管这是否会形成一个机构无法控制的不良先

例(CDRA 2002)。 
 

 

个人经历：失去非常有价值的同事 

 
      在马拉维一个创新的 NGO 机构能力建设项目中，我们培训了一批组织发展人员

与当地的 NGO 机构一起工作。作为该项目的一员，Alfred 是一名善于分析、思想深刻、

成熟、坚决和有抱负的年轻人，这让他显得与众不同。Alfred 很好地把自己所属的当地

文化与西方的城市教育结合在一起。他从公共部门、NGO 机构及私营部门获得了大量经

验，憧憬着有一天能开展独立的组织发展咨询业务。不幸的是，由于感染艾滋病并且很

快就去世了，Alfred 的梦想破灭了。在马拉维这样一个严重缺乏从事能力建设方面工作

的人员的国家，对 NGO 机构来说，Alfred 的去世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而他的去世

对他的妻子儿女来说更是一个灾难。 

 

 
 
受艾滋病影响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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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区和文化所受的影响 
 

即使机构内没有人感染艾滋病，但是，艾滋病仍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比如工作的

绩效、成本支出的增加。Oxfam International 的报告指出，NGO 的员工也是社会的一

员，因为在艾滋病肆虐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他们就不可能把自己与艾滋病对情感、家

庭、社会、经济和精神的影响隔离开来 (Oxfam International 2004:8)。即便员工没有

感染艾滋病，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患病或去世的亲属、朋友和同事。作为大家庭文化的

一部分，公民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从事下列事务： 
 

• 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去照顾患病的亲属。 

• 频繁地请假参加葬礼 (PraxisNote 10 分析了艾滋病对公民社会组织领导人

员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成本，其中提到了一位领导人员一年内用了 6 周时间

参加重要的亲人的葬礼8)。 

• 周末的时间被用来参加葬礼，而不是用于一周紧张工作后的放松活动。 

• 在工作时，对患病亲属以及越发沉重的经济负担的担忧会让员工分心，并且

情绪低沉。 

 
NGO 机构员工的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在高失业率的地区，他们通常可以获得高

于平均水平的薪酬收入。这就鼓励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向在 NGO 工作的亲属提出各式各

样的艾滋病引起的经济资助和物质资助，例如食物、医疗费、丧葬费用、学费和孤儿的

抚养费。在每个机构里通常都会有几个员工要抚养至少一个以上的父母双亡的侄子侄女

或其他小孩。在马拉维和我一起工作的两位 NGO 主管就分别有 12 人和 17 人要靠他们

生活（其中一位主管 近开始抚养他姐姐在今年初去世后留下的 5 个子女）。 
 

个人经历：我给家庭的资助 

 
      当我离异的姐姐告诉我们她是艾滋病阳性感染者后，我们开始出钱让她接受抗逆

转录病毒治疗，每个月要花费 3000 马拉维克瓦查（MK，马拉维共和国货币单位）。她

的病情有所好转，过了一段时间，她告诉我们她要与一位同样是患艾滋病的男性同居，

两人将相互照顾。 开始，他俩的境况还不错，可是当那位男士再住院两个月后丢了工

作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了。他们开始要求我们帮他们支付房租，但是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的费用已使我们不堪重负。我们也知道他们也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这样才有利于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我们能怎么做？我建议姐姐回来和我们一起住，而那位男士回到他

的大家庭去，因为我们不可能资助他们两个人，可是那位男士说他已经没有亲人了……  
 

      这影响了我的工作，也占用了我的时间。我必须去看望他们，看看他们的状况如

何，但大多数时候我承受的是精神上的压力。为了让姐姐继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我不得不四处举债，因为一旦中止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她很快就会死亡。. 

                                            
8 PraxisNote 10 可以在 www.intrac.org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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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员受艾滋病影响也很严重，因为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必须处

理整个大家庭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女性领导人员还要承担文化传统里的照顾家人的义务

以及其它经济义务(James 2004)。由于照顾家人的义务通常更多落在女性肩上，这就意

味着，女性员工在家庭内要承担额外的责任。这可能会导致工作上出现问题，另外，在

将来应聘时女性可能受到性别歧视。因为职位较高的女性收入较高，她们可以雇用别人

来做日常家务，但是，这对职位较低的女性员工来说，就不是太容易了。  
 

然而，艾滋病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影响范围是不确切的。要定量分析艾滋病的影响是

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里存在与生俱来的方法论上的困难。因此，一些统计数据可能夸大

了艾滋病的影响（例如，世界银行在 1998 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1998 年到 2005 年间，

马拉维将失去 40%的身体健康的劳动力——实际的数据却是 15%）。公民社会组织为

了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它们需要量化的数据来检验时间及其他资源的投入是否正确以

及效果如何。 相应地，它们还需要这些信息来制定计划和预算——例如，执行一项艾

滋病防治措施需要多少新增投资？没有这样的信息，公民社会组织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仍会是有限的。  
 
 

 

3 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能力建设的作用 
 
尽管受到艾滋病的影响 严重，直到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多数公

民社会组织的应对措施确实非常有限的。很多公民社会组织还没有制定 基本的针对艾

滋病及其他严重疾病的政策。即使在已制定相关政策的机构里，政策的执行却是更加困

难的。艾滋病的战略应对措施受到大量因素的影响。艾滋病发病缓慢的特性使得组织和

个人拒绝承认艾滋病的存在，进而导致了对艾滋病真实影响的估计。                  
 
 
 
 
 
 
 

3.1 对限制条件的理解 
 

为了有效地应对艾滋病带来的全方位挑战，我们必

须了解艾滋病在各个层面（个人的、组织的及整个体系

的）造成的所有影响：  

 
个人层面： 
 

尽管受到艾滋病的影响

严重，撒哈拉沙漠以南

非洲地区的大多数公民

社会组织的应对措施确

实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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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一些战略问题。那些与自身生存

密切相关的问题限制了它们的战略视野。 

• 很多公民社会组织仍然缺乏对艾滋病的了解，一些小型机构根本无力聘用专

门的管理人员，同时，一些机构还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 。 

• 性行为仍是一个涉及个人隐私的话题，推行这方面的政策反而会导致员工的

误解。 

• 组织仍被视为一个能逃避来自家庭的创伤的安全场所，而且，员工之间很少

公开地讨论艾滋病问题。 

• 有关艾滋病的政策的推行是非常敏感的，尤其在组织内有员工已经罹患艾滋

病时，还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 

• 除非直接地被问及艾滋病对组织的影响，只有少数公民社会组织会将艾滋病

与组织所受的影响直接联系在一起(来自作者与 CDRN Uganda 和 CDRA 

South Africa 两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个人之间的讨论)。 
 
组织层面： 
 

• 由于缺乏高质量的信息系统，非洲地区大多数的公民社会组织很难准确地衡

量组织所受的影响(例如对旷工和超出规定的医疗费用的监测)。 

• 经验表明，推行 基本的参与式艾滋病政策是非常耗时而且成本高昂的。 

• 在保证政策顺利执行的资金尚未注入时，政策的推行过程可能已经引起了员

工的过分期望。 

• 执行艾滋病政策的成本是十分高昂的。 
 

系统层面： 
 

• 很少有量化信息准确地描述艾滋病给公民社会组织带来的真实成本支出。这

使得预算的编制更加困难。 

• 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认为捐赠机构不会对艾滋病政策的执行进行资助。

CDRA 在南非对 NGO 机构的访谈显示，当 NGO 机构向捐赠机构提出艾滋病

政策执行上的资金援助时，它们都遭到了捐赠机构的拒绝 (CDRA 2002)。 

• 可以向其它公民社会组织学习经验的机会非常少，尤其缺乏这方面的文献资

料，当组织寻求应对措施时缺少必要的专门为公民社会组织准备的资源和指

南(Manning 2002)。 

• 艾滋病在机构内的蔓延以及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执行项目这个事实都使得

贫穷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很难公开地报告有关艾滋病的问题，进而使得贫穷国

家的非政府组织不能向国际主流捐赠机构游说，因此，国际性 NGO 机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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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自己去游说以促使艾滋病政策能够在合作机构中推行 (PSO 

Interviews 2004)。 

 

3.2 既有的方法和实践 
 

面对艾滋病，公民社会组织对能力建设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需要，同时也恶化了现时

的需要。它们所需的能力建设不仅要保持组织现有的能力，还要建设组织在艾滋病高度

流行环境里的适应能力。为了保证组织的生存和正常运转，主管及其下属需要了解组织

是如何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到目前为止，针对艾滋病的组织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四个领域，

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作为第五个领域，更加广泛的组织发展干预也是必要的： 
 

1) 员工意识项目 

2) 组织的员工政策 

3) 长期的人力资源影响 

4) 财务预算与监控 

5) 更广泛的组织发展干预 

 
3.2.1 员工意识项目 

 
普通却很重要的第一步是启动员工意识项目。个人对艾滋病问题的了解是成功解

决机构和项目所面临的艾滋病相关问题的必要前提。员工意识项目旨在帮助员工降低他

们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当有员工感染艾滋病时，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 根本的是，

面对艾滋病，员工需要自己承担责任。 
 

在非洲南部的许多国家，劳动法规定雇主有义务向员工提供有关艾滋病的信息。雇

主必须让所有员工都知道当地劳动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并对员工进行拟定遗嘱以及

其它遗产事务方面的培训。这样的培训必须是持续的，因为预防艾滋病的措施是一直发

展变化的，而且组织还要面对员工的流失。 
 

员工教育的主题十分广泛，通常用于讨论的话题包

括(James，Mullins 2004)： 
 

• 有关艾滋病传播的基本信息，从 HIV 携带者

向艾滋病病人的转变过程。 

• 对组织有关艾滋病政策的介绍。 

• 对机会性感染和基础治疗的概述。  

• 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概述。 

个人对艾滋病问题的了

解是成功解决机构和项

目所面临的艾滋病相关

问题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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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积极的生活态度面对艾滋病。 

• 艾滋病人群所面对的歧视以及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 如何拟定遗嘱。 

• 避孕套的使用方法。 

• 咨询技巧。 

• 艾滋病项目中的工作机会。 

• 个人有责任做出正确的选择。 

 
员工意识的增强有助于解决由于团队中同事感染艾滋病所引起的相关问题(Oxfam 

International 2004；James and Mullins 2004)。这些问题通常会使患病的员工边缘化，

导致团队合作非常困难，而且也会影响一些政策的执行，比如让患病的员工从事一些担

子较轻的工作。国际红十字会已经用“同伴教育”方式来进行培训，增强艾滋病意识，

以解决上述问题。  
 

在员工意识项目中，可以指定专人负责内部的艾滋病教育活动或提供与艾滋病相关

的服务。执行该项任务所选用的方式也显得非常关键。如果要新增加一些与艾滋病相关

的职责，那么，就需要放弃一些原来的工作任务，经验表明，若是仅仅在已有全职工作

上再增加与“性别”、“艾滋病”相关的工作任务，其结果往往都是失败的。 
 

3.2.2 组织的员工政策 

 
针对艾滋病的组织能力建设的第二项措施就是推行艾滋病政策或更全面的 “重大

疾病政策9”。这些政策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福利和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病假和

人员招聘事务(Rau，2002)。必须明确组织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不能免除本应由员工个

人承担的责任。组织可能还需要限制员工用以参加葬礼活动的时间。员工健康政策(staff 

health policy)可以依据已有的标准制定，譬如《SADC Code of Conduct on HIV/AIDS in 

Employment》和《 ILO Code of HIV and Employment》。员工健康政策还必须符合国

家的政策和法律，尤其要考虑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James，Mullins，2004)。 
 

员工健康政策还需要涵盖有关艾滋病治疗费用方面的规定。在过去几年里，抗逆转

录病毒疗法的费用已大大降低了，因此，由组织资助患病的员工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已经变得可行。一些较大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公司，比如 Anglo-American Mining 

Corporation、 Heineken、Oxfam GB、 Save the Children、DFID 和 UNICEF，认为它

们有能力支付患病员工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所需的费用(Macalister 2002；Oxfam 

International 2004；UK Consortium on HIV/AIDS 2003)。 支付患病员工进行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的费用，可以显著地降低旷工率，减少重新招募人员所需的成本支出。现在，

地区机构 需要的就是在扩大医疗保障范围后所需的资金支持。然而，组织是否支付员

                                            
9 我们不应只关注于艾滋病，我们还必须重视其它的一些重大疾病，比如癌症、糖尿病。 

组织的员工政策应根据

已有的标准制定，并且应

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法规，

还要考虑到艾滋病治疗

所需的医疗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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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家属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所需的费用，就必须在考虑实际费用大小的基础上再作

决定。 

 
虽然有大量关于如何制定组织员工政策的指南和网络

资源可以利用，而且普遍的指导原则也已确立，但是，专门

针对非政府组织应如何制定员工政策的资料和信息依旧很

少(UK Consortium on AID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3)。同时，介绍公民社会组织在制定员工政策上的经验

的文献资料也很匮乏(Kerkhoven，Löwik，2004:9)。即使可

能存在这方面的资料，“大多数的公民社会组织却并不熟悉

这方面的资料，也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料，同时，对这些

脆弱的机构来说，它们很难完成这样资源密集型的工作”(取

自作者于 2004 年与 Mullins 进行的个人交流)。 
 

经验表明，参与式的政策推行方式是费时费力的。这种

方式通常会揭示出更深更广泛的组织问题，比如组织文化、组织里的各种关系和决策的

制定。正如前文所述，推行这样的政策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并且会引发价值观上的冲

突。即使在欧洲地区，Sharenet 发觉“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在纸上谈兵，而具有可操作

性的计划却很少” (Kerkhoven，Löwik， 2004: 35)。有关小型 NGO 机构是否需要制

定正式的组织政策的争论也仍在继续。虽然所有人都承认必须系统地处理艾滋病问题，

但是，小型公民社会组织通常没有任何组织政策，同时，在这样一个资金援助不确定的

背景下，它们也不愿意在这方面上投入太多。 
 

一些公民社会组织也将组织的其他政策（比如差旅

和搬迁）与艾滋病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保证了工作地

点不会离员工居住地太远，也避免了夫妻异地分居。

另外，还需要对差旅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不

再鼓励员工入住 便宜的旅店，将差旅补贴直接汇入

员工的银行户头。 

 
 
 
 
 

3.2.3 长期的人力资源影响 

  
第三项措施就是分析并预测艾滋病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的长期影响，但这通常并不是

各机构普遍采用的应对措施。组织必须假设即使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增强员工

意识，向员工提供必要得帮助，制定适当的艾滋病政策）来降低艾滋病的感染率和发病

率，却仍然有员工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或开始出现艾滋病病征。这样，组织就需要从战

参与式的政策推行方式是

费时费力的……通常还会

揭示出更深更广泛的组织

问题，比如组织文化、组织

里的各种关系和决策的制

定。 

组织就需要从战略

角度出发来考虑各

个项目的人员配置

以减轻艾滋病带来

的影响，而不能只考

虑现在或者明年的

情况，组织所做的预

测和规划应是较长

期的（至少 5 年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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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角度出发来考虑各个项目的人员配置以减轻艾滋病带来的影响，而不能只考虑现在或

者明年的情况，组织所做的预测和规划应是较长期的（至少 5 年以上）。  

 
由于艾滋病感染率和发病率的上升，私营机构和公共机构已经开始进行长期的规划

工作。一些机构使用 Barnett 和 Whiteside 提出的机构审查模型(2002)来检验关键岗位

的弱点，评估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患病的可能性大小，并且，当这些关键人员患病时，

对组织的正常运转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一些 NGO 机构，比如 Novib，已经开始制定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以下是一些以

后值得借鉴的措施： 

 
• 将有关艾滋病感染者劳动权利的规定与机构招聘政策结合在一起，包括禁止

在签订劳动合同前进行艾滋病检测以避免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Oxfam 

International 2004)。 

• 可以适当地多招聘一些员工或给某一项目配置多余的工作人员，这样就保证

了在一些工作人员患病后，机构仍能够正常运转。 

• 对员工进行全面的培训使他们能够掌握多种技能，胜任多种工作岗位。 

• 将患病的工作人员调配到职责较轻的工作岗位上，这样，他们能够继续工作，

尽管这可能增加工作人员对感染艾滋病的同事的顾忌和忧虑 (Oxfam 

International 2004)。 

• 在组织内培养候补领导人员。当现任领导患病时，这些候补领导人员能很快

地接替他们的工作，避免了组织对现有领导者过分依赖 。 

• 配置专职人员负责向员工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比如员工福利顾问。 
 
但是，现实情况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一直竭尽全力保

持现有的岗位设置，根本没有多余的预算来支持新岗位的建立。 
 
 
 
 
3.2.4 财务预算与监控 

 
如果 NGO 机构不能相应地提高自身执行项目的能力，艾滋病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组

织对此做出的应对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成本支出的大幅增加。对 NGO 机构来说，对

这些成本进行了解和预测，并开展良好的预算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直到现在，

很少有机构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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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纳入财务数据的记录当中，进而实现预算方法和财务监

控方法上的转变，可以使得组织能够利用这些数据和其捐赠机构进行协商，并且也助于

组织对这些成本费用的管理和控制。 
 
以下是一些预算方法改变的例子： 

 
• 增加对现有预算项目的资金划拨：虽然一些重大的成本支出的大小是已知

的，但是这些支出却没有在预算编制中得到充足的资金划拨。例如，虽然在

预算编制中已划拨了一部分资金用于医疗费用支出，但是这部分预算却远低

于实际的资金需求。  

• 对现有预算项目进行分解：在现有的预算编制和财务监控方法下，一些重大

的成本支出可能是统一反映在一个项目内的，这就不可能对每个项目分别进

行监控。在一些机构中，有一个叫“人员费用”的预算项目，包括了薪水、

住房补贴、医疗费用等等 。 

• 增加新的预算项目： 一些实际上发生了的费用支出并没有在机构的预算编

制中得到反映。例如，丧葬费用支出的资金可能“盗取”了其它预算项目的

资金，但是，丧葬费用并未在财务报告中反映。这就隐藏了实际发生的医疗

费用和丧葬支出，同时，也挪用了本应用于其它目的的资金。因此，需要新

增一些预算项目，包括：临时雇员薪酬、医疗费用、能力建设支出、员工艾

滋病教育支出、艾滋病研究支出、艾滋病项目支出。 

 
同时，一些国际性 NGO 机构采用了一些创新举措来应对艾滋病造成的财务影响。

例如，CARE USA 用相当于该机构工作人员总薪水 1.5%的资金建立了一个全球基金，

然后将这部分资金分配给受艾滋病影响 为严重的地区——当员工福利资金枯竭时，当

地机构可以申请获得该基金的援助 (来自作者在 2004 年与 Mullins 进行的个人交流)。 

英国的 NGO 机构 ActionAid 正考虑对所有项目申请增加资金提留比例 (Holden， 

2003:152)。 
 
3.2.5 更广泛的组织发展干预 

 
显而易见的是，艾滋病对组织能力建设的影响决不仅是局限在具体的项目技术层

面、人力资源政策或培训活动。为了在艾滋病高度

流行的时期更好地进行组织能力建设，就需要组织

采取更广泛的措施积极应对艾滋病的挑战。 艾滋

病是必然地与其它组织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比

如权力和决策制定、性骚扰问题以及如何划分组织

和个人之间的界线。降低艾滋病的影响，增强公民

社会组织对艾滋病的适应能力，必然需要组织文化

中的决策制定方式向更开放的方向转变。艾滋病造

成的影响也必然会推进性别意识和组织内授权的发展以满足能力建设的需要。 因此，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机构在改

变它们自身的行为方式。这对

能力建设援助的提供方和捐

赠机构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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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就需要适应不同人、机构、文化以及整个部门的实际状况。除了前文所述的四

个措施，组织面对艾滋病所采用的战略举措还应包括组织发展问题上的转变。然而，

Holden 发现，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机构在改变它们自身的行为方式(2003:152)。这

对能力建设援助的提供方和捐赠机构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4 我们还应做些什么？——未来的实践 
 

4.1 能力建设提供机构所面临的挑战 
 

要增强组织对艾滋病的适应能力就需要经验丰富的机构及个人能够向公民社会组

织提供适合的能力建设支持。因此，对能力建设提供机构来说，它必须从组织的角度，

理解变化, 并有与艾滋病相关的知识。Russell Kerkhoven 认为：“只有很少的能力建设

提供机构既能理解艾滋病所带来的问题，又能理解组织在发展和变化中所面临的问题。”

(来自本文作者在 2004 年与 Russell Kerkhoven 进行的个人交流)。  
 

在南非，组织发展 (OD)提供机构一直对艾滋病的反应较慢。CARE 的 Dan Mullins

认为：“大多数组织发展提供机构仍然没有考虑到疾病对其客户的员工所造成的影响以

及其客户的生存危机。”(2004 年 10 月进行的个人交流)。一些艾滋病援助机构（比如

CHAMP、Zimbabwe AIDS network）已经开始推动机构的变革进程，加强自身的竞争力。

ACET Uganda 发现，在与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机构合作的同时，自己不仅要向它们提供

能力建设方面的服务，而且，还要向这些机构提供组织发展方面的服务以及在 HIV/AIDS

项目执行中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James 2002:60)。 
 

  
案例分析： ACET UGANDA——从艾滋病项目规划向组织发展转变 

 
    ACET Uganda 已有向艾滋病机构提供技术性的能力建设支持的多年经验。在艾滋

病治疗和教育的项目规划上，ACET 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然而，ACET 发现，仅仅向

客户提供技术性支持是不够的。客户机构正面临着严重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问题，它们很

难应付高速的组织膨胀，或是更为有效地制定组织的战略规划。 

 
      因此，ACET 为客户开发了一种补充性的组织发展项目。在提供针对一般项目的

策划和评估服务的同时，ACET 开始更多地在组织变革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面对如此严重的艾滋病问题（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我们必须携起

手来一起努力，给予那些能够为数量众多的小型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援助的中间机构更多

的支持和帮助。 
 
对能力建设的内容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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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艾滋病所带来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能力建设提供机构必须对能

力建设的内容进行调整，在能力建设中系统地考虑到艾滋病的影响。为了适应艾滋病高

度流行的环境，通过能力建设提供机构自身能力的提高（只有这样，能力建设提供机构

才可能向其客户提供所需的帮助），或者是将客户介绍给其它能够帮助它们增强组织对

艾滋病适应能力的机构，来解决如下的艾滋病所引起的特殊问题和更广泛的组织发展问

题： 
 
• 开展员工艾滋病意识项目。 

• 协助客户制定组织的员工政策，譬如针对重大疾病的政策。 

• 根据艾滋病对人力资源的长期影响制定相应措施。 

• 通过制度改进和能力提供，改善预算方式和财务监控方法。 

• 协助客户预测未来 5 年到 10 年时间内艾滋病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战略规

划。 

• 协助客户加强自身对艾滋病在组织关系、性别、团队以及组织文化方面所造

成的影响的理解，进而推动客户向前发展。 

• 协助客户向学习型组织转变。由于受艾滋病影响，组织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一

部分关键员工以及他们的技能、知识和经验，这就需要组织制定合理的制度

来保证组织学习的稳定性和持续性10 。组织学习不应再被看作是一种奢侈

之物，而应是组织在未来能够持续经营的必要前提。 

• 艾滋病也使得对领导力发展11 的需要更为迫切。由于可能失去一部分关键领导

人员，这样二线领导人员的培养就显得很重要了。同时，在这样一个很困难的

环境里，对组织的管理者来说，他们要面对许多额外要求，承受更大的压力。 通

过培训，领导人员可以更好地针对上述情形做好心理准备。同时，还影响领导

人员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并把他们组织在一起，进行这方面问题的经验交

流和探讨。在接受一些咨询技巧的基本训练后，领导人员还可以向其他人提供

建议和帮助。 
 
 
 
 
对能力建设的方法进行调整 
 

能力建设提供机构必须认识到它们 传统的培训方法可能不再适用了。一些研讨会

可能会促进艾滋病的传播。正如 Hoover 和 McPherson(2000)所质疑的那样：“随着艾

滋病的高度流行以及死亡率的迅速攀升，这些传统的培训、管理、组织和激励方式是不

是还有效呢？对于那些正在接受培训却很可能在不久以后患病或死亡的人员来说，能力

                                            
10 参见 Praxis Paper 3，可以在 www.intrac.org 免费下载。 
11 一篇关于领导力发展问题的 Praxis Paper 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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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在艾滋病高度流行的环境中，能力建设更应该着重于

对整个组织的援助和培训，而不是强调针对个人的培训。 

 
考虑到将资源过分集中于少数关键人员所引起的风险，大多数机构的员工发展计划

已开始强调让更多的员工接受短期课程培训。当越来越多的人要参与决策的制定、组织

的学习时，作为一种参与式的、全方位的组织变革方法，以组织发展方式进行的能力建

设活动就显得更为合适。即使有人离开，也不会对组织能力有什么影响。这种组织发展

方式有助于组织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并且这可能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振奋士气的方法。 

 
 

案例分析： CABUNGO——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到组织发展中去 

 
     作为马拉维的一格组织发展提供机构，CABUNGO 向其客户提供以下援助： 

1) 识别艾滋病给组织带来的影响 

2) 评估艾滋病给组织带来的影响的大小 

3) 为了控制并降低艾滋病带来的影响，将艾滋病问题纳入下列组织发展服务中： 

- 组织评估(OA)  

- 战略思考与回顾  

- 愿景、使命与战略发展 

- 制度、方法与政策回顾  

- 董事会管理与公司治理 

- 营运企划、监控与评估 

- 领导力发展 

- 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 

- 团队建设与关系培养 

- 对组织和团体的理解 

- 冲突管理 

- 动员培训(advocacy training) 

- 欣赏式探询(appreciative inquiry) 

 
 
 
 
 
 
 
合作之路 
 

能力建设提供机构所选取的能力建设方式应能

促进各个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一起解决在能力建设上遇到的问题。Alan Fowler

认为：“现有证据表明，各机构之间很少通过相互合作来解决大家都遇见的问题。”

(2004:9)。各个公民社会组织面对的问题是非常相似的，而且项目的联合有助于实现“规

模经济”，同时，这还会增强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支持以及在其它领域的进一步合

利用全体公民社会组织之

间的合作机制，公民社会组

织可以试探性地建立全国

工作组来专门研究在哪些

领域各机构的合作有利于

共有的组织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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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Fowler 认为：“在资金来源困难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降低成本支出，另一方

面，我们必须改变由捐赠机构控制着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问题的普遍性有助于产生

对整个部门都适用的解决方案。例如，公民社会组织可以联合建立一个非盈利性的保险

计划，由于存在规模经济，保险费率就会比较低。另外，在丧葬保险及其它艾滋病引起

的费用支出上，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2004:9)。利用全体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

机制，公民社会组织可以试探性地建立全国工作组（这在私营部门非常普遍）来专门研

究在哪些领域各机构的合作有利于共有的组织问题的解决。 
 
能力建设的效果评估 
 

艾滋病也使得能力建设工作的效果评估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艾滋病使

得很多机构 基本的能力都处在崩溃的边缘。为了更准确监测和评估它们的工作，能力

建设提供机构必须将上述情况考虑在内。否则，可能会低估能力建设干预活动的实际效

果。 
 

 
 
 

4.2 捐赠机构所面临的挑战 
 

面对艾滋病的高度流行，捐赠机构必须更好地适应

这样的环境，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且，制定一

个组织的战略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国际

性的 NGO 组织在艾滋病对组织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仍然

反应迟缓 （仅有少数的例外，比如 Oxfam International 和 CARE）。捐赠机构只把自

己当作一个旁观者，而不负任何的责任，除非已经影响到了它们的合作伙伴的工作质量

(Kerkhoven ，Löwik， 2004:38)。 
 

即使有些捐赠机构已经开始意识艾滋病对组织的影响问题，但是，它们所采取的行

动仅局限在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内。对荷兰公民社会组织（均为 Sharenet 成员）

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极少的捐赠机构开始着手解决艾滋病在员工雇佣方面造成的影

响，大多数捐赠机构把责任推卸给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而后者却没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适合的手段(Kerkhoven，Löwik ，2004:9) 。例如，荷兰大多数的 NGO 机构只

是在所有项目的申请中有一个标准的艾滋病影响的条款12.一些机构正在进行艾滋病政

策开发，对研究有一定贡献，还有些机构关注于能为艾滋病防治带来更多资金援助的人

力资源战略。 
 
Oxfam International2004 年的研究表明 ： 

  

                                            
12 以下内容取自在 2004 年为 PSO 进行的研究咨询中与荷兰 NGO 机构员工的谈话。 

到目前为止，国际性的

NGO 组织在艾滋病对

组织的影响这个问题上

仍然反应迟缓……它们

所采取的行动仅局限在

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部

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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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机构需要获得捐赠机构更多的资金援助来满足组织内部的各

种需要。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本次评估中大多数 NGO 机构都喊

难获得捐赠机构的支持。 
 
该项研究还发现，在捐赠机构扩展其艾滋病项目时，它们很少考虑艾滋病在财务方

面的影响，这让受援机构的主管们非常担忧 (2004:4)。国际非政府捐赠机构必须认识

到随着针对艾滋病的相关措施的执行，它们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已经很

稀缺），另外，经常性开支将会大幅增加，组织的效率将会降低。虽然代价很大，但这

却是非常重要的。面对艾滋病，捐赠机构（包括非政府捐赠机构和官方捐赠机构）必须

着眼于下列战略性措施以保证自己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1) 促进合作机构对需求的认识。 

2) 支持能力建设干预活动。 

3) 提供额外的资金援助以减轻艾滋病对组织的影响。 

4) 对合作伙伴战略进行调整。 

 
 
促进合作机构对自身需求的认识  
 

国际 NGO 机构必须通过帮助合作机构提高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来激发它们的需

求。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通过正式对话，或在实地拜访活动中进行针对艾滋病问题的个人交流，积极

地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到伙伴关系中去。 

• 共享有关其它合作机构进程及经验的相关信息。 

• 提供预期效果、进程和技术支持的基本框架。 

• 向合作机构提供可利用资源的相关信息。 

• 积极地鼓励当地合作机构请求资助人向艾滋病问题研讨活动提供支持。 

• 资助公民社会组织间交流活动的举行，这也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共

同应对艾滋病问题。 

• 资助有关艾滋病对公民社会组织实际影响的研究活动，通常单个公民社会组

织无力资助这方面的研究活动。 

• 保持对艾滋病政策推行的资助的连续性。 

 

支持能力建设干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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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下列措施，在资金援助过程中，在艾滋病问题上捐赠机构不仅可以影响受援机

构的项目还可以影响受援机构本身：  

 
• 委托当地能力建设提供机构对捐赠机构在当地的合作伙伴进行有关培训。 

• 鼓励合作机构制定并推行艾滋病政策。 

• 提供全过程的外部协助。 

• 像 CARE-initiative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所做的那样，协助能力建设提

供机构建立其合作网络。 

• 鼓励资源的集中使用，例如，各机构建立一个共同的福利计划，选出代理机

构，与医疗保险公司进行协商以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保险合同。 
 
 

 
 
 
 
 

 
提供额外的资金援助以减轻艾滋病对组织的影

响  
 

随着有关艾滋病问题的应对措施的实施，合

作机构的成本支出会上升。Oxfam International

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能获得具有额外的资金支

持，大多数 NGO 机构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在失

去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的同时，NGO 机构又缺乏

必要的财力和其它其资源对新员工进行培训。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善(2004:20)。 Sue 

Holden 指出，如果捐赠机构希望合作伙伴能继续发挥其作用，受援机构就必须加强队

对自身的调整和改进。而由此引起的成本上升，也必须得到捐赠机构的额外资金支持 

(2003: 169)。例如，一些国际 NGO 机构正尝试着每年向其处于艾滋病高度流行地区的

合作伙伴提供一些一次性的资金捐赠，金额大概在 3000 到 5000 美元之间，以此激励

合作机构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但是，这样的一次性资金捐赠并不能促进一些重要措施的

执行，比如重大疾病政策。而这些措施的实施只能依靠持续的资金注入。 

 
捐赠机构可能还需支付合作伙伴越来越高的员工福利支出（包括医疗费用）、保险、

丧葬费用及交通费用等成本支出。同时，一些合作伙伴为保持自身能力稳定而采取的措

施，比如人力资源储备、综合技能培训、加薪以及带薪假期等，也需要捐赠机构的资金

支持。捐赠机构应鼓励其合作伙伴将上述成本纳入到预算编制中去，但是，捐赠机构也

应该准备一部分资金，在合作伙伴遭受未能预见的重大损失时，给予必要的资金援助。

捐赠机构应鼓励其合作伙伴将

上述成本纳入到预算编制中

去，但是，捐赠机构也应该准

备一部分资金，在合作伙伴遭

受未能预见的重大损失时，给

予必要的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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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机构还需要想想，如何通过更有效的现有资金配置以及新的融资渠道的开发来满足

合作伙伴的资金需求。 

 
对整体合作战略进行调整 
 

在艾滋病高度流行的背景下，捐赠机构与受援机构之间的合作更需要对整个组织的

长期的支持，而不是现今普遍的对某个项目的短期支持。为了避免可能的组织危机而产

生的对组织能力建设资助的需要使得项目援助越发不合时宜。Sharenet 的研究表明，一

些非常好的项目资助模式以及对实际捐赠机构（荷兰政府）应负的责任已成为艾滋病应

对措施执行过程中的 大障碍(Kerkhoven， Löwik ，2004:35)。 

 
随着合作伙伴受到艾滋病的影响，捐赠机构也不得不接受项目效果减弱这个事实，

并且，强调结果的评估框架也不如预想的那么有效。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艾

滋病所带了的各种影响，公民社会组织完成相同工作却需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成本。考

虑到公民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承担的额外压力，捐赠机构应适当减轻对受援机构

的要求标准，而不是再加重它们的负担。 

 
另外，捐赠机构还需要考虑资金援助标准的合理性。过于简单的资金援助标准，比

如要求合作机构具有一定的艾滋病政策，这只会促使合作机构采取一些表面化的、模式

化的措施。这就需要捐赠机构与受援机构事先进行正式的交流，增进双方对问题的理解。

捐赠机构也可以引导公民社会组织认识到：一旦制定艾滋病政策后，它们应对艾滋病整

个战略措施也需要完善。 

 

 
 
 

结束语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战略措施的

制定和执行是非常困难的。援助预算资金已经非常紧张，

能力建设提供机构要满足对能力建设的各种需要也显得

十分艰难。增强对艾滋病的适应能力，以及向这方面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都需要长期

的投入，所付出的成本也很高的。但这也很难为大家所接受——例如，一个被“诚实地”

命名为“公民社会组织能力维持”的项目就很难得到援助。 
 

虽然目前的情况很困难，但是，我们仍必须“改变现在的规则”。艾滋病已经改变

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发展进程，相应地，如果要符合当地公民社会组织的需要，

该地区的能力建设就必须有所改变。在其它地区，比如印度、中国、东欧地区和中亚地

区，艾滋病感染率正在快速地上升，这也会影响能力建设干预活动的发展。 
 

我们现在就改变既有的

规则……艾滋病已经改

变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

洲地区的发展进程 ，相

应地，能力建设也必须做

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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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增强组织对艾滋病适应能力的问题上，仍存在着很多未知领域： 
 

• 艾滋病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影响范围有多大？  

• 更广泛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会对公民社会组织造成怎样的影响？ 

• 在其它地区，艾滋病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在这些地区，艾滋病传播的形式是不

同的，那么艾滋病对员工的影响会有区别吗？ 

• 什么样的能力建设干预活动能真正地起到作用？ 

• 对大多数非正式的小型公民社会组织来说，哪些干预活动是划算的呢？ 

• 哪些捐赠机构的干预活动是有效的？ 
 

INTRAC 一直与其它 NGO 机构（比如 PSO，CARE 和 Oxfam International）通力合

作，积极地艾滋病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并通过 Praxis 项目来解决其中一部分问题。Praxis

项目旨在通过提高组织能力建设干预活动的效率以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 

 
a) 改进公民社会组织的现有能力  

b) 协助公民社会组织完成它们的使命  

c) 适应不断改变着的外部环境  
 

艾滋病所引起的剧烈环境改变威胁着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因此，我们不能

仅仅讨论应如何进行能力建设，而不考虑如何应对艾滋病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果公民社

会组织以及它们的资助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停滞不前，这不仅会导致成本的上升，而且导

致组织那些 为重要的能力的丧失。 

 
对能力建设提供机构来说，随着与艾滋病问题相关的活动或项目的增加，它们也必

须更重视自身的组织学习。在 Praxis 项目中，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能力

建设提供机构在新理念和新方法的产生上扮演着 为关键的角色。我们需要研究怎样在

实践中增强公民社会组织对艾滋病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能力建设提供机构和捐赠机构

应起到怎样的作用。因此，通过 Praxis 项目，INTRAC 可以与其它能力建设提供机构一

起努力，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促进解决方案在能力建设提供机构间的传播和实践。

基于本文所提到的艾滋病所引起的各种问题，Praxis 项目将会促进该领域的能力建设提

供机构与撒哈拉沙漠地区以及其它受艾滋病影响较轻地区的合作伙伴之间的经验交流

以实现增强适应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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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愿意和我们进行合作或有别的问题，可以登陆 INTRAC 的网站，或发电子邮

件给我们，或按下列其它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在您所属的网络中传播本文，尤其是

向那些较难获得这方面信息或互联网服务的个人和机构。 
 

 
Rebecca Wrigley rwrigley@intrac.org 或 Rick James intrac@malawi.net 

Praxis Programme, INTRAC, PO Box 563, Oxford, OX2 6RZ  United Kingdom 
Tel: +44 (0) 1865 201851  Fax: +44 (0) 1865 201852 

www.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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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xis Paper No. 4 
 

增强组织对艾滋病的适应能力 

——艾滋病对能力建设的影响 
 

                                                                                 
作者   Rick James 
 

艾滋病正迅速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 严峻的疾病，其经济和社会代价越来越

大，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对公民社会组织(CSO)而言， 艾滋病使得其大部

分的受益群体变得更加无力和脆弱——从而直接地削弱了项目效果。这个肆虐全球的恶魔也

使得公民社会组织与其捐赠机构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越发紧张，而这正是需要各方通

力合作的关键时刻。同时，当公民社会组织的员工感染艾滋病或受其影响时，整个公民社会

组织内部也将受到很深的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增强个人和组织对艾滋病的适应能力。 
 

本文着重强调了能力建设提供机构在协助其客户机构增强对艾滋病适应能力的过

程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都被艾滋病所带来的

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能力建设提供机构需要了解这些问题，并能够协助客户机构将

艾滋病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纳入到项目的执行和与其它机构的关系协调中去。同时，还需

要艾滋病专家发展组织发展方面的技能，而组织发展方面的工作人员需要学习有关艾滋

病的知识，另外，能力建设提供机构必须对它们服务的内容以及培训方式进行适当的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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