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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RAC 是 INTRAC（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的简报。每年发行三期。在注明来源的情

况下，简报内容可以自由复印和翻译。INTRAC 感谢以下组织对 ONTRAC 的发行所做出的贡

献：APSO, CAFOD, Christian Aid, Concern Worldwide, Cordaid, Dan Church Aid, MS Denmark, 
Norwegian Church Aid, Novib, Oxfam GB, the International Save the Children Alliance, Save the 
Childeren Norway, Save the Children Sweden, Save the Children UK 和 South Research.  
 

在本期权利和发展问题的专刊中： 
Brian Pratt 探讨了“权利”论战中锁链缺乏的对于权利的尖锐分析； 

John Beauclerk 洞察了采纳权利取向所带来的影响； 
Jerry Adams 解释了现在出现于监督和评估过程中的转向权利取向的趋势。 

Rob Williams 探讨了关注世界组织在柬埔寨所从事的权利和发展工作； 
Barbara Brubacher 分析了以发展为中心的权利在巴勒斯坦的重要性； 

Octavio de la Varga Mas 解释了 OXFAM 国际组织的对于发展领域中权利的解释。 
后，Ele Fisher 和 Alberto Acre 探讨了智利 Mapuche 人的权利问题的派生影响。 

 
欢迎读者对 ONTRAC 中的辩论观点进行评论。INTRAC 保留编辑简化来信的权利。稿件请发送

至：The Editor ontrac INTRAC, PO Box 563, Oxford OX2 6RZ, UK 
电子邮件：e.harris-curtis@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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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观点 

 
权利还是价值？ 

 
这个世界已经发现了权利。难道不是吗？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学术界都

如此热衷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这种权利取向是无可厚非的。有鉴于它所引发的 兴
趣是如此浓厚，我们决定将本期简报作为探讨“权利取向”论战的某些方面的专

刊。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著述对此所采取的不加质疑的态度，一些机构在谈到这一问

题时轻率的讲话以及该取向本身显而易见的有失严谨。将权利取向置于正常的检讨

之下是我们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除非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在谈论什么，不加质疑

地全盘接受诸如权利取向等概念对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式发展毫无帮助。 
有些人将权利取向看作是一种要求主权国家通过国内法将一些明示的权利赋

予公民的纯粹的法律概念。尽管将法律国际化的努力日益高涨，但是由于缺乏使法

律得到统一遵行的措施，除了在少数例外的情况下（如国际刑事法院），这意味着

法律得以遵守和对违法者施以惩罚的基础依然是国家权力。 
毕竟，权利是建立于法律概念和定义之上的，所以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

权利，那么许多由国际社会所主张的权利是否能够被真正认定为权利是令人质疑

的。如果没有人有责任来维护权利，那么权利是否还能被称之为“权利”呢？或

者，如许多国家所宣称的那样，是否由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制约而缺乏满足这些名

义上的权利要求的现实可能性呢？ 
如果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义务承担者，以生存、教育、健康和庇护等国际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所做的各种宣言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许多公民社会的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对于官方机构接受了以权利为取向

的发展观念持欢迎态度。这似乎与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的一些观念和想法相一

致。但是，在自愿承担的道德和法律权利之间存在着一个概念上的混淆。后者至少

从理论上是凌驾于个人价值、道德信念和义务之上的。许多在“受价值观念引导的

部门”工作的人们已经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权利混为一谈。这样是极其危险的，因

为它使我们麻痹地认为权利已经是一种现实，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在许多政

府即使批准了条约也拒绝履行义务来支持国际社会宏伟宣言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同时，它之所以危险也是因为它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的权利和价值观念并

非是得到普遍信奉的，这使得许多人对这些想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它们只是

来自于北半球的、强加于他人的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优越感的一种新形式。 
一些传播信念的组织对权利向所表现出的犹疑显示了他们也是受自己的价值

体系所指引的。尽管他们可能希望传播自己的价值理念，但是他们认识到自己实际

上仅是这些信念而非普遍性的法律观念的产物。事实上，许多这样的组织不愿将基

于价值观念而产生的信念等同于权利，因为这样可能会减少他们的价值观念对于世

俗法律的重要性。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不折不扣的各种不同信念的信仰者坚信国家

应该服从于宗教控制。因而，如果真的是价值观念或道德上的义务在左右这种建立

于权利基础之上的发展，那就有理由相信其并不具有普遍性。相反，它们应该被看

作一种个人信仰或选择。进一步讲，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是除了它们自己界定的条件以外的义务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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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观点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这恰恰是为什么权利取向并非一种比喻，而是一种将一套

价值观念蕴含于一个许多人能够接受和适应的措辞的思想。这是支持公正的发展的

一种普遍性的看法，这种发展包括了无法直接控制或者无法触及国家权力的人的普

遍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将一种权利取向作为推动发展前进的工具可能是可以被接

受的。如果我们还是将权利作为一种法律概念，那么权利取向中所传达的许多东西

都可能无法成功，因为经常缺乏承诺来承担暗含于权利取向之中的责任的国家主

体。在太多的人在探讨权利取向应该是什么和怎样运作的细节时，也有一种“皇帝

的新衣”的意味，因为这一切是发生在对他们正在谈论的主题缺乏清楚的概念的情

况下的。 
 

 
作者：Brian Pratt 
电子邮件：b.pratt@intrac.org 
 
 
 

INTRAC 第五届评估大会 
Kontakt Der Kontinenten, The Hague, 荷兰 

2003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一 —— 4 月 4 日，星期五 
80 － 120 名参加者 

 
后注册日期截止于 2003 年 2 月 14 日 

 
本次大会的目标是探讨追求绩效评估和鼓励以受益人为基础进行评估之间产生的冲

突。一方面，我们致力于扩展业绩和影响对于难以衡量的结果的评估，在另一方

面，我们希望推进能将多种声音考虑在内的参与方式。 
 
INTRAC 希望提供一个能够同时考察政策和实践的论坛。我们努力在不同地域、不

同类型的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代表性上达成一种平衡。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正在征

集反映这种冲突和解决方案的真实案例的稿件。大会将为与会者提供一个机会来分

享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因为评估和管理二者的重要性都在日益增加。 
 
欲了解详情，请联系会议组织者 Ceri Angood, 电子邮件 c.angood@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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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新出版物 
 
《是什么使得公民社会联盟卓有成效？》 
——来自 Malawi 的教训 
Rick James, 特约文章第 38 期，2002 年 9 月 
ISBN 1－897748－68－X  
₤8.95，外加邮资和包装费用。 
 
公民社会组织的联盟日益被看作是公民社会有效参与政策倡导和控制政府承担责任

的媒介。联盟较之于单个组织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虽然这在理论上可行，实际情

况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公民社会组织的联盟既脆弱又易变，因而，众所周知难以在

一段持续的期间内进行管理。 
 
本书分析了三个在 Malawi 背景下刚刚浮出的公民社会组织联盟。该书探讨了是什么

使这些联盟卓有成效。随之而来的这些联盟在目标、成员、管理和策略等方面的经

验教训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联盟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该著作强调了

这些教训对于联盟成员、以及联盟的资助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作

者对所有公民社会组织联盟都经常努力设法解决的六种主要策略选择进行了分析。

这方面的知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支持和管理这些复杂却又至关重要的组织。 
 
欲了解 INTRAC 出版物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Carol Beaumon, 电子邮件：

c.Beaumont@intrac.org， 
或参观我们的网站，http://www.intrac.org/pubs.html 
 

 4

mailto:c.Beaumont@intrac.org
http://www.intrac.org/pubs.html


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讨论 

 
权利还是需要？ 
 
 目前，权利取向在发展领域的思维中已经根深蒂固了，然而其究竟在多大程

度上影响着实践仍然是一个问题。资助官员和非政府组织是否已经改变了其在发展

领域的活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权利取向是否给它意欲帮助的弱势群体带来

了任何变化？事实上，这种方法是否真的包含了新的内容？抑或它不过是在以一种

深奥微妙的方式来装点非政府组织推动社会发展的“经典”方式？ 
 “拯救儿童”是建立于权利取向之上的 早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在 20 年代初

期，它的使命是在国际法和“争取普遍认可的劳工”（Jebb1923）领域里面确立儿

童的特定权利。在一个国家有权力实施任何它选择接受的改革的积极年代里，这样

做是有意义的。然而，当今的情形非常不同，国家已经被推进到规范的制定者和协

调者而非实施者的地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由谁来履行责任保障受到承诺

的权利。 
 今天，国家正在不时地将提供服务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非官方机构。在这样

做的时候，国家是否也在转嫁贯彻于权利之中的义务呢？许多倡导儿童权利的非政

府组织已经接受了义务承担者的道德责任，尽管是谁将此项义务加之于它们尚不清

楚。其中，自 90 年代，世界展望（组织名）和拯救儿童联合（组织名）就已经重新

规划了自己的取向。例如，对于拯救儿童挪威办公室来说，这使得它“由一个关心

儿童的发展机构转变为一个关心通过发展来落实儿童权利的儿童权利组织”

（Kramer2002）。换言之，在首要的履行责任的主体，国家，越来越没有能力或不

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支持权利取向的人权立法已经使这一问题越来越引人注意。更

为复杂的是，国家之外的力量要求剥夺权利的情况。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有条

件地要求各个国家削减健康和教育服务，或者实施使大部分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外的

收费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谁是义务的承担者呢？ 
 
哪些权利？ 
 
 另外一个削弱国家保证公民权利的能力的因素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选

择性地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原因造成的。因而，在冷战时期，

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维护公民和政治权利，另一个维护集体权利。今

天，这种自由对健康、幸福的二分法在前共产主义世界仍然继续，在那里权利取向

趋于采取一种不允许集体福址当道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改革热情。 
 将权利置于需要之上（或相反）的方法使实践逐渐失去支撑。罗马尼亚的例

子表明了一个仅有有限能力的、不够强大的国家是如何来保证公民的 基本的权利

的，尤其是哪些 100，000 左右生活在养育院中、无法享受到家庭环境的儿童的权

利。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功地游说欧洲议会促使罗马尼亚在实现这些权利时

同意欧盟的条件，如拯救儿童罗马尼亚办公室通过退出服务来响应整个拯救儿童联

合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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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讨论 
 
 这种取得显著成功的运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是被设立用以推动儿童保护改革

的国家权力部门已经变得如此政治化，并且处于政府部长、资助者、媒体和其他权

力代言人的压力之下，以致于它无法在这条道路上完成 基本的任务。它非但没有

能够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力量联合起来促进儿童保护的改革，提出能够增强

地方政府能力的战略性规划，反而笼罩在瘫痪的阴影之下。尽管花费了数百万欧

元、派驻了大批外部专家，今天生活在养育院的罗马尼亚儿童要多于 1990 年！ 
 另外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解决权利被严重践踏的、生活在东欧的罗马人

群的基本人权的方法。在过去十年里，当地已经发展了大量的人权组织的基本结

构。由于有美国基金会、欧盟和西欧非政府组织的资助，这些中心为监督和报告虐

待个体罗马人的案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在必要时在国际人权法院代理他们的案

件。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该地区没有政府机构敢于表现出自己无视国际社会施于

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性。尽管如此，数百万欧洲罗马人的真实处境仍然与他们在安

全、生存、教育和健康方面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相矛盾。该地区的各国政府部门对

如何与代表性的团体展开对话、开发共同的行动框架、接触资助者并实施项目、但

是避免实质性改变等等已经驾轻就熟。在私下里，罗马谈判者会诉说罗马人的发展

已经到了紧要关头，然而在其他场合，尤其在与资助者接触时，他们以权利为取向

的运动预示着重大胜利即将来临。 
 因此，非常清楚的是权利取向既非一种全新的视角，也不是一剂能够解决易

受攻击和非主流等困扰长期发展的挑战的灵丹妙药。在偶尔发生的情形下，不可预

见的后果甚至可能对重大改革形成阻碍。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将权利取向植根

于全面的项目纲领中、并在权利与需要之间、倡导与服务之间保持平衡是至关重要

的。在进行了五年的试验之后，拯救儿童挪威办公室得出了上述结论。它“认为以

权利为取向来开展项目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因为它会迫使组织自身去评估在具体情

形下的政治倡导和提供服务的战略结合。” 
 
 
参考书目： 
 
Jebb, E. (1923) Proclam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儿童权利宣言》) 
Kramer, J. (2002) Child Rights (《儿童权利》) 
Programming: Experiences from Save the Children Norway. Oslo: Save the Child Norway 
（《项目开展：拯救儿童挪威奥斯路办公室的经验》） 
 
 
作者：John Beauclerk 
电子邮件：j.beauclerk@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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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讨论 
 

对权利取向的监督和评估 
 
 随着发展领域不断强调将权利取向主流化的重要性，这一领域中的实践者越

来越多地提出如何 好地监督和评估这些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的问题。 
 这篇文章采用的是 Hausermann 关于权利取向的定义（1998）：“以人权为取

向进行发展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和赋权。这种取向： 
• 以人为本，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 承认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并且对这种尊严不加以区别； 
• 承认并促进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 
• 促进权利平等和选择平等，以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独特的潜能并且有机

会为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 推动建立于经济平等、获取公共资源和社会正义平等基础之上的国内和国

际制度； 
• 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并将此做为和平、正义、纠纷解决和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 
 目前，发展领域对于什么构成权利取向的监督和评估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许

多机构已经开发出了针对责任和学习问题的监督和评估体系。令人鼓舞的是，自从

发展援助委员会 1997 年发布了关于影响评估的报告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该报告的评估数据过分强调了活动而不是结果或影响，并且在数据与结论之间

缺乏联系。 
 这些变化已经促使发展领域在处理有关质量、参与和恰当使用评估手段等问

题时取得了显著进步。因而，有鉴于这些积极的改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用于评估

的权利取向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它仅仅是一些优秀的评估方法？以权利为

取向的评估是否包含着正常的优秀评估方法之外的某些本质特色？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有四个方面我们必须进行探讨： 
1. 被评估的对象是什么? 

 在考察建立于权利取向之上的监督和评估的过程中，显而易见，必须对参与

其中的人进行评价。他们如何能够主张自己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是什么对于评估过

程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关键在于考察态度、行为方式、知识、自我价值认可和自

信心等方面的变化和与其他组织，尤其是权力精英的互动交往。同时，在以评估为

目的时，自由与责任之间的联系需要有所澄清。显而易见，这些变化首先反映在

“质“上，虽然它们也会有一些”量“的因素。信息的这种表现实质的特征会依具

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我们对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变化都要有所考察。同样地，

由于外界干预而产生的被预计到的和未被预计到的变化也都需要评估。 
2. 权利取向如何被评估? 

 将评估集中于参与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评估

的工具和方法既要适合参与者也要适合体现本质的信息。实质性信息的取得方法需

要我们培养和使用一些技能。对它们要精挑细选、并且要有系统性，以确保它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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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适合于特定情况和需要，并且使用一种工具可能造成的偏颇能够被其他工具所平

衡掉，要使用三角测量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以权利为取向进行政治倡导的效果。这将需

要监控权利取向的实施效果。在这方面的例子之一可能是监督公共部门的预算以发

现有利于穷人的教育和健康拨款到底是什么。 
 在考察我们如何评估权利取向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收集了足够的

信息以使数据真实可信，而且不会构建一个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体系。这就要在人

员、资源和工具等方面适用三角测量法。同样地，考虑项目进行过程中所涉及到的

不同利害关系人并确保项目产出和结果对他们来讲真实可信也很关键，以便保证他

们对于项目过程和结果都享有主人翁的地位。 
3. 评估过程中涉及到什么人?何时进行评估? 

 在传统的发展项目中，监督和评估机制通常是由几个人来设计的。这样的结

果就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缺乏主人翁的感觉或积极参与的意识。在采纳了以权利为取

向的监督和评估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评估要与围绕权利展开的各方对话

相一致。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就意味着开发、管理和适用监督和评估机制的过程将

是有区别的，有必要通过强调各方权利的全面参与的过程来调动起所有的利害关系

人。同时，认识到参与的性质是随时间而发展的、并且在具体情况下各有不同也很

重要。 
4. 如何使用信息? 

 许多评估 后都出台了一份主要关注一方或两方利害关系人的需要的报告。

在采纳权利取向来进行监督和评估的过程中，信息的拥有和取得途径需要向所有的

利害关系人开放。这对于信息的形式和类型是有影响的，因为利害关系人有着不同

的需要。 
权利、监督和评估  
 毫无疑问，以权利为取向进行的监督和评估与现行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它也

主要是使用体现实质的信息，关注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变化。然而，二者之间的主要

区别在于实施监督和评估过程的方式应该融入权利问题之中。仅仅参与是不够的，

在参与过程中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管理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再者，应该

为人们在不同时期和以不同方法进行学习创造空间。 
 
 
参考书目：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1997) Searching for Impact and Methods: NGO 
Evaluation Synthesis Study. Vol. (2). （发展援助委员会《寻觅影响和方法：非政府组

织评估综合研究》1997 版，卷 2 ） 
Helsinki: OECD/DAC 
Hauserman, J. (1998)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 Rights and Humanity. 
London: DFID.（《以人权取向来推动发展－权利和人性》） 
 
 
作者：Jerry Adams 
电子邮件：j.adams@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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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国家 
 

柬埔寨的社区林业 
 
 目前，发展组织正在就新的《社区林业条例细则》与柬埔寨皇家政府进行

后阶段的接触。这一新法规定为柬埔寨农民管理长久以来环绕他们村庄的森林提供

法律保护。对于这种权利的确认，无疑，将为数以百万的柬埔寨农村人口带来巨大

收益，而这些人常常感到无力抵抗摧毁他们基本生计的滥砍滥筏森林。 
 这是否是以权利为取向来促进发展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呢？关注世界（组

织名）是资助并倡导《条例细则》起草的非政府组织，他们 初在柬埔寨开展林业

工作时遵循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纲领。这个案例表明了一个以小村庄为焦点的项目

是如何遭遇障碍的，而这种障碍只有通过关注经济和社会权利才能得以解决。 
 随着柬埔寨于 1992 年逐渐从内战的阴影中出来，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就是大量林地的流失，而这些森林是在 Khmer  Rouge 和其后的政权中不断积累起 
来的。村民们，通常是妇女，被迫走很远的路去收集木材来烧水、煮饭。 
 对农村地区进行的参与式评估使关注世界组织确信林业重获新生的关键在于

地方社区的管理。相应地，该组织在 Kompong Chnang 省建立了一个社区林业项

目。 村民们同意组成地方管理委员会来制定规则，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管理

他们的森林。除非有委员会的明确同意，村民不可以砍伐树木。与砍伐相反，他们

应该容许树木生长成材，并且只能“收获”掉落的枝杈和死亡的树木做为引火工

具。长大一些的树木可以为森林植物和攀援植物的大量繁殖提供荫凉，而农民们可

以收获并变卖这些植物。同时，不允许在受保护的地区放牧动物。 
 这些社区很好地应对了管理地方森林过程中的挑战，很快生长在新生地带的

植物的数量和种类都有了巨大的增长。在四年期间，贯穿 Kompong Chnang 省的道

路 从一条泥泞的小径变为一个绿树成荫的绿洲，道路两旁都是受到保护的森林用

地。 
 这个项目是在特定环境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地方林业部门同意他们将在地方

行政过程中支持这项试验，即使柬埔寨的法律规定所有的林地都是政府财产。然

而，这项协议并非是无期限的，村民委员会担心一旦树木成材，林业部门可能会强

行介入，将树木砍伐后出卖。这样就会使任何保护树木所带来的收益都付之东流，

并且会摧毁他们精心培育起来的环境。与此同时，其他机构试图效仿这一项目的成

功之处，但是他们甚至不能说服地方政府机构给予他们关注世界组织所取得的保证

中较低层次的部分。如果没有控制当地林地的法定权利，很难说服各个村庄联合起

来保护林地。在关注世界组织的林业项目的村庄以外的地方，森林继续在大量流

失。 
 目前，关注世界组织邀请柬埔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代表在一个全国

社区林业的研讨会上进行会面，以凸现林业管理中的法律障碍。这是该项目将关注

点转移到权利的时刻。非政府组织和社区领导人不但倡导承认社区权利的立法，而

且强烈要求法律制定过程中要有了解问题第一手资料的村民的全面参与。相应地，

政府请求关注世界来协调村民的参与，并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策划社区林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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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细则》。关注世界为工作小组提供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并且是工作小组

秘书处的成员之一。《条例细则》有望于 2003 年出正式成为法律。 
 

焦点国家 
 
 这一新的法律将创造一个使社区领导的林业管理快速发展成为可能的环境。

虽然，关注世界项目的愿望 初被限制在一个省的 15 个村庄之内，向权利取向的转

变已经使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产生的

权利取向的发展工作的胜利。 
 
 
作者：Rob Willaims 
 关注世界组织 
电子邮件:bob.Williams@concern.ie  

 
 
 

人物 
 

Shelagh Windsor-Richards 于 2002 年 9 月加入 INTRAC 团队，出任办公室经理。 
 

Michael Davis 于 2002 年 11 月结束了研究助理工作。 
自从 2001 年 10 月，Michael 就加入了 INTRAC，我们希望他在柬埔寨一切顺利。 
INTRAC 的两名新任研究助理 Barbara Brubacher 和 Lucy Earle 于 2002 年 11 月到

任。 
 

我们的中亚团队也注入了新鲜血液： 
Kulnara Djamankulova 加入了哈萨克斯坦小组、 
Chinara Tashbaeva 加入了吉尔吉兹斯坦小组， 

他们都出任社区发展顾问； 
Guljahon Mavlani 被指任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项目助理。 

 
我们要向 Mia Sorgenfrei 表示感谢，她在 2002 年 10－12 月期间在培训部实习。 

 
INTRAC 一向对志愿人员投入的时间和努力充满感激。 

我们要对 近的几名志愿者表示感谢，他们是： 
Alix Rosenberg, June Williams 和 Vanita Sharma。 

 
制作人：Natasha Thurlow 
电子邮件：n.thurlow@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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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国家 
 

巴勒斯坦的权利与发展 
 
 如果要对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如何能够被用来处理对非政府组织减少贫穷和

赋权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权力关系问题的讨论有所贡献，来考察一个真实的例子

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负能力

发展”问题。“负能力发展”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指“一个发达经济被剥夺了生产能

力……使之甚至无法进行畸形的发展”（Roy 1999）。“负能力发展”这一术语也

用 来形容巴勒斯坦人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那些导致负能力发展的力量和剥夺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基本人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权利在巴勒斯坦背景下的重

要性。 
 1993 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的《奥斯路协

议》为结束巴以之间的冲突带来了希望，但是冲突反而愈演愈烈。在充满了不信任

和不安全的氛围下，并且由于以色列人聚居区的不断扩张，巴勒斯坦的社会、经济

状况出现滑坡。 
 根据世界银行和 UNCTAD 的 新报告，以色列奉行的限制巴勒斯坦人迁徙

的政策已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造成了一种类似于“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

并使得巴勒斯坦的经济频于崩溃的边缘。一半巴勒斯坦人现在生活在每天 2 美元的

贫困线之下，而且人数在继续增加。获得教育和医疗等重要服务的途径由于封闭、

宵禁和巴勒斯坦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受到限制。 
 频于崩溃的经济使巴勒斯坦当局陷入危机，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给予税负收

入，巴勒斯坦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为了能够避免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国际援助在

冲突发生后的 15 个月内增加了三分之二。然而，援助的增加并没有显著改善在被占

巴勒斯坦领土上引发社会经济危机的制度上的原因。相反，国际援助庇护了巴勒斯

坦当局的弱点，并且助长了以色列军事政府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忽视。非政府

组织的援助和项目虽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人道主义作用，但是没有能够触及问题的根

本原因，反而，在某些方面，加强了现状。 
 北半球政府在发展领域确定的优先顺序通常反映出他们的对外政策。在获得

资助的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为了获得经济资助已经将自

己的活动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北半球政府设定的优先顺序。如果资助方和受援人之间

的关系不是基于团结一致来推动巴勒斯坦的发展进程，那么可能导致一个组织自己

削弱自己的目标。巴勒斯坦组织向北半球的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负责，而后者本

身还要向资助者负责。外部援助的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是破坏性的和富于操纵性

的，在巴勒斯坦由于地方非政府组织既要满足地方社区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其在政治

上的影响范围时，情况尤其是这样。 
 虽然很多北半球的非政府组织可能致力于推进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权，这种带

有特定权力结构的资助体制没有能够为资助者和受益者团结一致提供很大的空间，

因为虽然北半球的非政府组织的首要角色是资助者，它们仍然对当地政治指手划

脚。尽管非政府组织自己一定要通过竞争来取得有限的资金，并且不愿意危害自己

做为慈善组织的地位，政府机构和它们的援助政策不大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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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国家 
 
 非但没有挑战现状和造成负能力发展的制度，外部援助和它通过当地机构来

促进政权合法化的能力实际上服务于使任何类似谴责销声匿迹。当我们来考察美国

国际发展援助署（USAID）的援助策略时，这一点尤其明显。在第二次 INTIFATA
期间，在有关资助方市场和帮助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逐步独立和统一的问题上它们

变得尤为富于挑衅性。由于美国国际发展援助署的资金本应是不带有政治倾向的，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发现自己只是在服务于社区的物质需要，而没有推进政治和社

会进步。这也使得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无法来公开谴责以色列的政策。 
 为了有效解决巴勒斯坦地区（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负能力发展的制度性

问题，进行政治倡导一定要成为组织使命中更为强有力的一部分。北半球的非政府

组织必须认识到它们的角色不应替代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来提供必需的服务的政

府。相反，弥补短期内的空白固然重要，必须建立能够长期存在发展下去的、保证

人们有途径来获得他们的权利的制度。如果为了使这种制度能够浮出水面，西方政

府的政策需要有所改变，北半球的非政府组织应该为这种改变提供便利、并且传播

巴勒斯坦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呼声。通过建立一种原则上以权利为取向、更加强调政

治倡导和理解的发展，当地非政府组织之间会逐步形成真正的团结一致。 
 
 
参考书目： 
 
Roy, S. (1999) “De-Development Revisited: Palestinian Economy and Society Since 
Oslo,”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8 (3), Spring 1999. （Roy, S. 《重述负能力发展问

题：奥斯路协议之后的巴勒斯坦经济和社会》，载于《巴勒斯坦研究》，1999 年春

季刊，28（3）。 ） 
UNCTAD (2002) “Report on UNCTAD’s Assistacne to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repared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 TD/B/49/9, 26 July 2002; available at www. 
Unctad/en/docs/tb49d9.en.pdf （《UNCTAD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UNCTAD
秘书处，2002 年 7 月 26 日，编号 TD/B/49/9，登载于如下网址：www. 
Unctad/en/docs/tb49d9.en.pdf） 
 
作者：Barbara Brubacher 
电子邮件：b.brubacher@intrac.org 
 
 

非政府组织研究快报征订 
 
该《快报》由非政府组织研究项目制作，INTRAC 印刷。它汇集了讨论当前非政府

组织所面临的问题的短篇研究文章，并包括来自于会议和书评的消息。该《快报》

每年出版三期，定价₤20，也可以从 INTRAC 的网址上（www.intrac.org）免费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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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订阅，请联系：c.beaumont@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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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组织 
 

OXFAM 国际组织和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法学院第一年期间参加过一个名为“自然的和积极的法

律”的讲座，其间一位教授这样解释道，“权利的存在仅仅是确认每个人的尊严。

人权并不是他人给予你的东西、也不是你收到的东西；相反，它是你与生俱来

的。” 
 这位教授侃侃而谈的人权与人的尊严之间的固有联系是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

的关键。当我们在谈论权利取向时，我们是在拥抱赋予人类充分的尊严这一理想，

而这一概念在以其他的方式来谋求发展时未必一定出现。 
 OXFAM 国际组织（OI）成员在共同的工作中相互新任、分享观点、分析、

角度和方法，这正如体现在《“走向全球平等”战略规划》（2001－2004）中的那

样。五个基于权利（生存的权利、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权利、生活和安全的权利、

意见得到倾听的权利以及多样性的权利）的目标为 OXFAM 在今后几年的工作提供

了框架，以便与不平等进行斗争，这是 OI 第一次把载入国际盟约之中的权利做为工

作基础。 
 对于我们来说，权利取向不仅带来了尊严，而且带来了其他与我们正在做什

么和我们如何做相关的充满挑战性的问题。正如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人权有着不可

割裂的连续性，而我们主张人权、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与狭隘的、仅仅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幸福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强调这些联系

可以使我们将“平等”与“获得机会的权利”置于辩论的中心。 
 在认识到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义务承担者）的权利分析和社会责任是我们做

为一个国际组织在一个全球环境中树立自己的标志的关键的同时，我们正在从与援

助的接受者（受益人）打交道转向支持活跃的公民（权利的享有者）。这意味着超

越慈善和资助的一步，并走向要求当权者来保障穷人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也能够享

有他们的权利。出于这一原因，OXFAM 目前突出了那些基于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正

义目标将我们的合作者和支持者联系起来的倡导活动和全球运动的重要性。 
 通过将精力和资源集中于我们所擅长的领域：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权利，

OXFAM 为人权的实现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追求我们基于权利的五个目标也要

求我们带有一种多方视角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层面上、在包括大量行为人的许多部门

之间进行广泛的策略干预。 
 在传统上，我们 成功的合作经历是基于与伙伴组织共同资助的项目上的。

然而，现在，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合作式的、非资助性的关系，这是通过各种将项目

开发、倡导、竞选运动和政策组合在一起的联盟进行的，以追求共有的目标。这种

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促使我们将探索新的工作方法看作是一种获得经济和社会正

义、同时获得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方法，这远远超出了资助。 
 后，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也让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因为它要

求我们离开传统的对资源的投入和对产出与影响的关注。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制定出

新的标准的任务，在我们加强自己对于不同方式的学习能力和构建对于 好的行为

方式的合理理解的同时，项目进程中的各种决定要依据此标准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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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组织 
 
 OI 的《策略规划》采用了权利取向，并且为 OXFAM 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

一种思维、项目、学习和相关因素的新方法。就如通常所说的，工作中别无选择。 
 
参考书目： 
Oxfam International (2001) Towards Global Equity (2001 – 2004) （《“走向全球平

等”战略规划》（2001－2004）） www.oxfam.org/eng/about_strat.htm 
 
作者：Octavio de la Varga Mas 
 OXFAM 国际组织 
电子邮件：Octavio.varga@oxfaminternational.org 
 

INTRAC 公开培训 
 
在伦敦举办的为期 3 天的走读课程－₤340 

支持南半球的倡导 
2003 年 1 月 29 日－31 日  
这一课程旨在帮助北半球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来提高他们的倡导策略和能力。 

加强公民社会 
2003 年 2 月 24 日－26 日  
有许多项目旨在支持公民社会，但是是否它们真正地达到了这一目的尚不清楚。这

一课程将利用我们近期举办的公民社会国际研讨会的资源。 
影响评估：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我们正在改变什么？ 

2003 年 3 月 24 日－26 日  
随着 NGO 的数量不断增加，它们对其工作的长期影响进行评估的需要也不断增

加。这一课程将探讨有关影响评估的讨论，并回顾现行的实践方式和方法论。 
 
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为期 5 天的住宿课程－₤860 （₤820 提早预约优惠价格） 

管理参与式监督和评估的过程 
2003 年 1 月 13 日－17 日  
资助者要求受资助者有更大的诚信，加之我们自己需要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并

逐步完善自己的经验，促使监督和评估领域得到快速发展。这一课程考察了参与式

方法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一些传统的、单一的解释的局限性。 
组织发展 

2003 年 2 月 10 日－14 日  
当代管理者和高层工作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他们自己所在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伙

伴组织的组织发展问题。这一课程为有一些从事能力建设项目经验的人所设计。 
 
欲了解以上课程的更多信息，或进行申请，请联系 INTRAC 的 Rebecca Blackshaw  
电子邮件：r.blackshaw@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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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制度化的权利和地方性的权利主张的方法 
 
 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在发展领域的日程中日益凸现出重要性。它正在被用来

促进政府和社会履行责任以保障和保护人们获得生存和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并与

现行令人满意的政府管理的背景下的减少贫困的国际日程相一致。 
 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日程已经被置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并且与近年来推动

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相联系。在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国家退缩的时期后，人

们要求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在这一方面，可以这样认为，

国际社会和其他力量正在努力将权利取向的目标翻译成为一种能够包容不同文化和

社会要求的现代国家的重新界定。这就产生了国家角色和重新设定公民社会的位置

等方面的新问题。 
 在权利取向的发展日程内，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国际公认的权利规范

框架在解决发展问题时所起的作用。将国际公约和国际立法做为发展工作的起点意

味着我们需要自问这些规范框架是否能够有效地引导社会转变的进程。一种担心是

这些规范框架可能被用于重新设计国家、社会和其他力量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方式

会导致无意的、新的冲突。这种社会冲突可能会反映一种新的政治现实，但是这种

现实源于植根于地方上的历史性的不平等、被排斥和主张权利的进程。 
 
权利、身份和智利的 Mapuche 人问题 
 
 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之下，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的制度化必然会遭遇到长期以

来形成的对于承认、否认和主张权利的理解问题，这些理解形成了某些表述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或调解冲突的方式。在试图在地方上主张一种新的以权利为取向的发

展日程时，社会权利的这种特性不能被一笔带过。这就提出了国际社会对于权利的

理解如何与地方性的理解、实践和历史相衔接的问题，也提出了我们能够从那些权

利的制度化已经成为现存国内政治进程的一部分的国家学习到什么的问题。能够说

明这方面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智利。 
 在 1992 年，智利的一项全国性普查发现到当时为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被社

会承认的 Mapuche 人。这并非偶然，它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对于智利社会的文化构

成的一种新的观点。它意味着在一个国家对于权利的制度化的追求正在悄悄浮现在

拉丁美洲 野蛮和 残酷的政治制度之一。因而，在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

权利在智利引起了共鸣。 
 在 Mapuche 人是如何主张某些权利的过程中，有若干方法都是意义重大的。

首先是获得国家对于地方身份的重要性的承认和确立使土著居民重新在社会上获得

定位的政治条件。第二，Mapuche 的不同群体已经就互相面对时和面对国家时各自

代表利益和权利进行了谈判。因而，我们看到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不同 Mapuche 团体

有时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会主张非常不同的权利。第三，某些 Mapuche 团体在非官

方利益和国家的支持下，已经与大范围的发展计划发生了冲突。这引发了有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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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服务和保护 Mapuche 的生存利益和对领土的权利主张的争论。这些方法中的

每一个都受到了拉丁美洲和全球范围的土著居民运动的推动。 
 在智利社会重新定位 Mapuche 人时，重新界定公民社会的国家和宪法的进程

发生了。在这一方面，权利的制度化是根据不同的生活环境重新考虑社会发展项目

过程的一部分，这种不同的生活环境无法在简单的意义上通过一个与另一个的对比

或通过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来进行评估。有必要认识到，国家目标并不是更高于民族

群体的延续所带来的文化价值。 后一点与社会中的价值问题相联系，并且被权利

的制度化中的政治因素复杂化。Mapuche 人的权利可能和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的权利

是一致的或者他们的权利有所不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任何权利制度化

的过程中个人或集体提出的具体权利主张可能超出更加普遍的发展的需要不能侵蚀

个人权利的问题。 
 
反思的问题 
 
 简言之，Mapuche 人的案例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需要在以权利为取向的发展日程下考察国家的角色转变。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全

面考虑身份是如何被拉进主张权利的进程中的，而且主张这些权利的方式可能完全

不同于国际权利公约或立法。第三个问题是需要在地区现状和历史的背景下考虑主

张规范性的权利框架可能会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作者：Ele Fisher 和 Alberto Acre 
 荷兰 Swansea 大学和 Wingeningen 大学 
 发展研究中心 
电子邮件：e.fisher@swansea.ac.uk 
         alberto.arce@alg.asnw.wau.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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