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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观点摘要：捐赠人对非政府组织的捐助在发生地理变化  

捐赠人的捐赠趋势及中亚公民社会的发展 
有关能力建设的新闻 

密切参与：有关人员派遣的不同观点 
案例：促进会和创造力建设 
国家焦点：捐赠人对非政府组织（NGO）捐赠和能力建设：法国的观点 
 

国际非政府组织培训研究中心出版物 
国际非政府组织培训研究中心人员 
国际非政府组织培训研究中心培训 

 
在这一期中：特陈述了官方捐助者对非政府组织捐助的态度变化；Anne Garbutt 回顾了

捐助者在中亚的捐助变化；Mia Sorgenfrei 就法国非政府组织与各州关系的现状作了报告；

Brenda Lipson 就人员派遣提出了创造性的途径；约翰·凯勒就创造性能力的建设做了论述。 
 

观点：捐赠人对非政府组织的捐助在发生地理变化 
随着捐助的地理变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正面临许多的挑战，如资金对巴尔干半岛的大

量涌入已宣告结束，援助资金正在涌向伊拉克和阿富汗。随着欧盟东扩，新加入的国家虽然

与西欧的历史起点不同，也不得不建设自己的援助项目，这就出现了新的捐助者。无论在发

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一代非政府组织，它们依赖于不同形式的以税收为基础的国家捐

助而迅猛发展。这篇文章探究了这些趋势以及其它的一些趋势将对非政府组织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能使非政府组织在展望未来时持乐观态度。地方非政府组织可能

看到在自己的国家新开设办公室的捐赠者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侧重点，而国际非政府组织

面对欧盟的资助，同时会遇到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官方捐助者对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捐助在稳固增强。在许多捐赠国家中，

捐助给本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要少于通过设在本国的大使馆或办事处进行捐助的资金。在这

方面，要谈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让位还为时过早。事实上，国际非政府组织培训研究中心早

在 1998 年的研究表明，在九十年代曾一度增加的对外捐助预算导致的结果是，不减少对本

国非政府组织的预算同时给它更多的捐助。 
然而，现在在个别国家有减少捐赠的迹象，在别的国家又因政治因素转移捐赠的迹象。

直接捐助的增加有可能导致本国非政府可用资源的减少，在丹麦，非政府组织减少了预算，

在别的国家捐助的重新组合有其它的含义。例如，在英国，虽然更多的非政府组织以合作项

目协议（PPA）的形式从国际发展部得到了一批捐助，但这还远远不够，对接受捐赠者而言

这只占它们全部收入的较小比例。 一些接受合作项目的组织通过国内项目合同从国际发展

部获得了更多的捐助。加拿大的情形同样具有说服性，INTRAC 早期对直接捐赠的研究发现，

由于政府捐赠的减少，许多小型的 NGO 组织不得不被关闭，同时一部分能得到较多支持的

NGO 实际上获得了发展。这种情形在欧洲周围正在慢慢的越来越不明显的重复发生。 
国内捐助更倾向于使那些具有涉外办事处的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INGO）受益，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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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愿意代表官方捐赠人做项目的非政府组织。一些小的 NGO 试图仿效这种做法，但是

发现没有资金可供在新领域投资，他们不得不局限于他们已经确定的一两个国家，或者要么

转变成本国内的 NGO，要么最终面临关闭的结局。英国许多 PPA 系统之外的 NGO 正面临

这种处境，除非他们能得到国内捐助，否则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些北欧国家的小的 NGO
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一些人认为由于这些 NGO 对教育和“团结”做出了贡献，他们应该得到支持。另一种

观点认为，他们规模太小既达不到专业要求，又不能向大使馆展示自己的附加值，而目前，

大使馆越来越多地直接支持许多地方项目。对这一切的回应就是在共同的信仰和其它共同价

值观的基础上创建更大的网络。其中一些网络致力于项目联合运作，其他的则致力于筹集资

金和实地运作的分工合作。 
这些趋势是否表明官方捐赠中心不再把以国内为基础的NGO作为主要发展伙伴了呢？

例如，PPA 似乎表示对作为捐赠者的 DFID，在支持救济发展项目上其英国 NGO 的角色已

不是最主要的了，并不具有太多优先权。正像一位评论员所言：PPA 是解雇金吗？一些传统

的捐赠代理中心似乎要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分给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而减少的那部分捐赠流向

了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地方发展合作伙伴，同时增加的资金用到了宣传、发展教育、能力建

设等方面。许多官方捐赠者好像仍旧强调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在紧急援助中的角色，而不重

视其在发展中的作用。 
相关的趋势是，许多官方捐者认为他们对 NGO 部门的投资并没有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

相应的作用。投入 NGO 的资源被用来发展当地精英而不是以社区为基础减少贫困。因而，

捐助社区组织（CBO）的新办法正在试行中，方法是，设计一种涉及那些团体的新机制，

试图通过当地政府以分散策略引导捐助，或者确定和 CBO 有真正接触的当地 NGO。一些

INGO 通过提供草根资金记录获得了些资金（尤其是那些以非洲为基础的较小的 INGO），而

其他的则在这个领域失去了公信力。重返社区的一个含义是建设地区开发能力的兴趣重新苏

醒，官方机构正在寻找新的伙伴。关键问题是以一种对扶贫具有直接效果的方式，来提高社

区组织和它的工作伙伴的实际吸收能力。 
有一些例子说明一些 INGO 正在试图重组自己以致力于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同时其

他的正在把他们的精力朝当地的合作者和能帮助它们更好的进行社区活动的需求转移。这并

不仅仅是捐赠机构寻求新的方式，例如探索公民社会的其它问题的活动，如商业协会和社会

运动及公私合作以减少贫困的项目。而是捐赠机构向国内及跨国 NGO 提出的新的挑战，那

就是，如果你还想从我们这得到捐赠的话，就证明你能通过社区开展服务和运作项目。 
一些人可能把这看作是向服务外承包的方向的推进。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同时也应注

意这是官方捐赠者对社区能力建设项目的侧重（可参考世界银行 2003 年的事例）。这就引发

了寻找那些真正能运作项目以帮助贫穷和边缘人群的合作者，以实现政府或其它权力机构的

目标。 
这些趋势有什么隐含意义呢？首先，很多 NGO 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它们在扶助贫困群体

中的角色，它们是否真正有技术经验和愿望那样做？选择作项目承包的机构将不得不增强它

们代表官方捐赠机构管理项目合同的能力。随着认为 NPO 本身是捐赠受体的观念的改变， 
一些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可能无法承受这些变化而不得不解体。另一方

面，一些 INGO 从他们自己的支持者那里独立募集资金。这些 INGO 较少接受官方捐赠变化

的影响，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在继续争取以更简单的渠道，例如紧急援助或合同的方式吸

引官方捐赠。 
 INTRAC 的这一期出版物跟踪了援助地理学，尤其是强调了捐赠人的对 NGO 的捐赠变

化含义。Anne Garbutt 特研究了 911 之前和之后，在中亚地区，这些趋势对从改变捐赠方式

到发展公民社会的影响。Mia Sorgenfrei 就法国非政府组织与各州关系的现状,包括捐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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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作了报告；就“能力建设新闻”Brenda Lipson 通过提出新的途径改变了人员派遣的

捐助观点。INTRAC 未来的出版物将继续根据“战争或恐怖”和 NGO 运作环境的政治因素

日益增长，追踪捐助趋势的变化。  
作者：Brian Pratt  INTRAC 执行董事，Email: b.pratt@intrac.org 
 
参考书目： 
INTRAC (1998) 直接资助的南方现状：加强公民社会 ？NGOMPS  8 期 
2003 年 12 月 3 日世界银行授权网站 
http://lnweb18.worldbank.org/ESSD/sdvext.nsf/68ParentDoc/Empowerment?Opendocument 
中亚地区捐赠者倾向与公民社会发展 

苏联解体后近十年来，民主化是中亚的捐赠主题。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其它

以美国为基础的基金会把资金大量注入刚起步的 NGO，它们被给予建设公民社会的厚望。

它们变成政府的良心和防止政府过多干预的手段。INGO，官方援助机构，基金会和多边机

构都在致力于建设 NGO 自身能力。少数欧洲代理处在这些地区有运作行为，它们和诸如咸

海及哈萨克斯坦的核试验区地区的项目有关。 
这一地区涌现出很多的 NGO，吉尔吉斯斯坦最多，土库曼斯坦境内最少。在吉尔吉斯

斯坦出现了一些公民社会团体（CSO）的联盟和研讨会。这些团体往往是由国外组织成立的，

目的是提供发表言论的机会。捐赠人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建设民主政治，认为地方 NGO 一

旦建立，将致力于以社会需要为目标的民主社会的建立。他们认为第三部门将在共同的价值

原则，有效的管理和共享的资源为基础通力合作。INGO 将在官方代理处的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 ，致力于支持能力建设和资助一些小的当地 NG。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是第三部门没有

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到九十年代中期一些 INGO（包括 INTRAC）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

官方援助机构对此的认识较为滞后。 
到九十年代末，世界银行减少贫困战略规划全盘开展。在中亚，接受综合发展框架和

减少贫困战略规划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获得了优先权。对这两个国家的希望

是政府和公民社会联系建立减少贫困的发展框架。事实上，在吉尔吉斯斯坦大部分公民社会

都很失望：综合发展框架只是腐败的政府为了得到日后不得不偿还的国际援助而采取的一种

机制而已。这些机制被宣传为“可参与式的和咨询性的”，事实上他们远远达不到这个期望。

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话进程已经开始，减少贫困

这个主题也都提到了双方的意识日程。,但另外三个国家的政府对贫困的认识仍然不足。在

卡萨克斯坦有一个国家扶贫项目，但得到的政府政策关注很小，因而资源也很少。 
911 之前官方机构就开始告知 INGO 和 CSO 它们将开始撤销对这一地区的财政支持，

他们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千年发展目标，中亚将不再是它们的关注区域。卡萨克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的援助机构将从援助名单上取消。国际 NGO 和本国 NGO 都开始在这一地区寻

找可动员的资源。而且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和中亚的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加强了，本国 NGO
开始考虑在缺乏官方援助的基础上它们该如何募集维持项目所需的资金。 

911 改变了一切，一旦阿富汗的进攻开始之后，捐助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一地区，尤其是

临近边界的地区。许许多多援助难民的捐赠者联系当地小的 NGO 来要求他们开展解决冲突

项目。这些 NGO 难以承受这么大的需求，它们向 INGO 寻求解决方案。资金大量涌入的允

诺，导致南部地区 NGO 数量的急剧增长，开展了一阵活动。在过去的一年里事态已经有了

稳定，捐助增加的巨大期望没有实现，。官方机构正在讨论如何资助伊拉克重建，中亚担心

的是即使他目前收到捐助将来也会大大减少。 
由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导致公民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例如，美国国际开发

署的新战略表明了先前民主改革尝试的差强人意。官方机构开始规划中亚的新战略，早期迹

mailto:b.pratt@intrac.org


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象显示对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卡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将减少资助。修改后的战略

还将考虑如何与社团结合和如何资助社区开发项目，如改善水的供应，与住房联合会合作。

在未来发展中，加入欧盟的国家可能补充一部份资金短缺。例如，匈牙利驻 Almaty 大使馆

已经给予了非政府组织一些小笔资助。 
这五个国家的公民社会正在快速发展。有关证据表明，捐助政策对中亚发展方式的影

响要大于它自身需求的影响。未来数年内，观察官方机构如何看待自己在发展中的角色，及

它们的政策将如何影响社团发展项目的规划（这一地区在这一领域毫无经验）将是一件有趣

的事情。对公民社会而言，挑战是如何增加资源当地化比例，途径是会员捐献，收益产出，

商业赞助，以及区域政府合同。 
作者：  Anne  Garbutt, INTRAC 前苏联区域经理      Email: a.garbutt@intrac.org 

 
能力建设新闻 

 
欢迎阅读能力建设十五号新闻。在这本书中，INTRAC 培训和能力建设主管 Brenda 

Lipson，将思考人员派遣在国际发展中的潜在角色。实践项目的项目主管 John Hailey，将基

于促进团体探索“创造性能力建设”的第一个会议作出报告。 
 
一个有关人员派遣的不同观点： “亲密参与” 

在过去的几年中，官方捐赠机构对一些人员派遣项目进行了评估。这些评论的不同成果

及出版物在别处都很详尽（例如 Pratt2003）。本文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人员派遣，

那就是，提出了推动个人从内部伴随组织的这个过程是独特的和具有很高潜在价值的。这就

要求我们考虑是否能找到新的语言来形容这一独特性， 以便避免对有关经验分享，代沟弥

合，技术合作，南北合作及志愿者这些概念的毫无结果的争论。是否有一种语言或许涉及到

“亲密”和“参与”呢？ 
我们是否可以暂且改变一下观点去寻找对“人员安置”这一过程的中授权的含义？这样

一来接收组织通过寻找外部媒介加入它们内部的组织，成为了自身变化和发展的积极因素。

于是“人员安置机构”就成为那一变化过程的协调者，它通过自身资源和关系去寻找最合适

的催化者，无论那个人是来自自己国家，邻近国家或地区还是另一半球。这样接收组织就变

成了确定需求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尤其是确定外部催化者的“附加价值”的主要

行动者。 
这种促进合作的附加价值及独特性的基础会是什么呢？你可以从下面找到答案： 
· 如果我们跳过“技巧分享”和“技术合作”而进入“知识分享”，我们可以发现从外

部引入的人们的经验和个人观点对一个组织的内部运作有用。如果我们假设接收组织有上面

所提到的主动性，那么外部人员在内部跟随相当一段时间将大大有益于知识分享。 
例如，一个中亚的 NGO 希望开发从事乡村发展方面的自身能力。人员安置机构可以积

极寻找来自南亚国家的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南亚的人员带来了他特定环境下的知识，但这些

知识在不同的环境下不能直接应用，只有中亚 NGO 机构的人员也分享自身知识，通过一系

列必要的研究采纳它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新的知识基础， 这种知识远

远超越了一些特定的工具方法和技术。他们利用了双方共同的智慧和判断力，以及各自的耐

性和倾听及交流的能力。这远远不同于技能分享和技术合作，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理解需

要时间，而这正是建构知识的温床。这种新的知识基础有潜力比访问顾问、书本及短期互访

更能提高中亚 NGO 的工作效率。 
· 独特性的另一要素在于关系建设，尤其是当我们把它看作有益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社会资本的话。还以上述的为例，南亚的人员将把她或他国内的关系网带来以加强与中亚组

mailto:a.garbutt@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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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联系。为了更有效率，“亲密”了解这个 NGO 将有助于辨别最相关的联系和潜在的盟

友。 
· 亲密参与的另一个稍微不同的方面在于倡导和政策影响方面。在这方面一个有力的

事例是，通过涉及战略倡导的透明的对话和选择，北方 NGO 的职员进入南方 NGO 组织。

有时南方的 NGO 不想直接进行倡导工作，他们希望把自己的项目经验作为在别处进行活动

和游说的例证或个案。人员派遣中心与政策影响的相关性增强了，有关倡导交流成为派往接

收组织工作的人员的工作要求内容之一。这里，通过与项目亲密参与而获得的体验将大大增

加对北方 NGO 的影响，这是北方 NGO 仅仅通过捐赠关系所不能获得的。 
作为亲密参与的协调者需要特殊能力，它意味着对派出机构的潜在的更高的投入的要

求。它包括诸如下述的特殊能力： 
· 作为基点的接收组织的真实的授权能力 
· 保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外授人员加入到接收机构的相关能力 
·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这是这一工作的关键） 
正如一个英国机构所说，人员安置可以发挥潜在的“共同努力的创造性能力”（海外志

愿军）。问题是，官方机构给予承认和支持吗？ 
作者：Brenda Lipson, INTRAC 培训和能力建设主管，Email: b.lipson@intrac.org 
Brenda 同时也是一个从事倡导和人员安置的英国 NGO 的理事 
参考书目： 
Pratt, B. (2003) ， 来自北方 NGO 的人员派谴现状，NGO 资金与政策通讯，牛津

INTRAC 
  
********** 
 

实践项目：促进会和创造性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范围很广而且观点争论转为激

烈。实践项目促进会成员的讨论也不例外。促进会由世界各地致力于 NGO 的组织和管理能

力建设的人们组成，最突出的是他们对如何发展创新性实践和提高创造性能力的建设具有共

同的兴趣。 
促进会的洞察力和努力使 INTRAC 充分了解了目前能力建设者所面临的关键任务。通

过讨论找到了一些共识，比如对能力建设的悠久历史的认识。它可能被曾称为其它的东西，

但是无论是追溯到殖民时代还是独立早期，这么多年来都有增强社团和志愿组织的能力的创

造性努力。另一个共识是这些年来捐助方式已经改变了。这不是指用于能力建设的捐助量的

改变，而是指捐赠者对资金的利用提出了新的限制条件。这就使许多能力建设者仅仅成为“捐

赠承包商”，他们受制于捐赠人的意志，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按最有利于他们所工作的 NGO
组织的方式去工作，也无法开展创新性的试验。 

这就突出了能力建设者要具有勇气信心和能力才能在工作中更有创造力。在促进会的

成员中有一个共识，就是能力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过程。它是有关创造能够兴起新实践、

引进新的战略和体系的变革的风气和文化的过程。但是在能力建设工作中，怎样激发更强的

创造力呢？很多人依靠以前的老式工具和技术而驻足不前。能力建设者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

工作需要创新和创造性的理论，需要发展引发创造性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明白只

有通过创造性的途径，他们才能在他们工作的 NGO 组织增加价值并使其产生切实变化。 
这些创造力可能以各种形式出现，来自南非 CDRA 的 James Taylor，强调运用故事及其

他叙述性解说的价值。他把它们当作一个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去分享优秀的发展实践，也是一

个有效的方法来评价一创新的影响及失衡的关系或权力是否得到改变。柬埔寨 VBNK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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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Pearson 强调了能力建设者需要超越自我去思考，需要开发技巧以鼓励他们的合作者和

顾客工作更有创造性或更愿意接受有创意的方案。为此她本人正参与建立一个新的创造发展

中心。 
对能力建设者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减少来自捐赠人、政策制定者和大多数 NGO 管理者的

阻力，使他接受新的、有创意的、创造性的方式以及甚至是激进的解决方案。之所以存在这

些阻力是因为创造性的方法常常被贴上软性的和费财的标签，被认为太开放而不易管理和监

控。管理者和捐赠人通常认为创造性仅仅是一个可被间歇性地用来增强组织活力或引发无价

值的思考的工具，而不是应该深入到任何变化过程中的整体推移，或是被能力建设者经常应

用的更具机械性的工具的补充。 
在有关文化和创造性的关系上常存在一些问题，到底文化对发展创造力和引进有创意

的方法起到什么影响？无疑文化对分享共识，共同工作，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具有影响力。

能力建设者不仅需要使他们的技巧和方法适应文化氛围，还要意识到他们自身文化背景对他

们的工作及如何推广创造性的影响。 
 

鉴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从促进会的讨论中清楚地看到创造性是能力建设者的核心工作。正

如推广任何一个好的发展实践的尝试一样，需要对接受不同的能力建设模式的更大的公开态

度，探索新的工作方式的愿望，不是仅仅为了变化，而是为了改善贫困者和弱势群的生活。 

                                 促进会 
第一届促进会大会于 2003 年 12 月在牛津召开，这一团体比传统的常务委员会发挥了更

大的动态的催化剂和反思作用。通过分享建议和新的知识促进 INTRAC 的项目实践，提供

项目战略大观，发现发展趋势。这一团体由对 NGO 面临的组织管理挑战有特殊兴趣的外部

专家组成。 
 
 

  
 促进会成员 

 
2003 年会议的促进会成员包括：Lola Abdusalyamova (INTRAC, 乌兹别克斯坦); Felix 

Alvarado (GSD,  危地马拉); Brenda Buchelli (PACT, 秘鲁); Nilda Bullain (ICNL/CSDF  匈
牙利); Alnoor Ebrahim (VT,  华盛顿); Florence Lecluse (Coordination Sud,  巴黎); Mostafa 
Mohaghegh (Iranian Red Crescent, 德黑兰); Peter Morgan (ECDPM,  马斯垂克); Jenny 
Pearson (VBNK, 柬埔寨); Roger Ricafort (Oxfam,  香港); Nelcia Robinson (CAFR, 特立尼达

岛); Ashok Singh (SKK,  印度); James Taylor (CDRA,  开普敦) 
 
 
 
 
作者：John Hailey  INTRAC 实践项目经理 
更多实践项目的信息，请联系 Mia Sorgenfrei,  INTRAC 项目助理      Email：
m.sorgenfrei@intrac.org 
 
*********** 
 

mailto:m.sorgenfrei@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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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GO 能力建设的资助：来自法国的观点 
变化中的政府与 NGO 的关系  

历来，法国政府和法国的 NGO 之间的关系是生疏的、有局限的，相互之间缺乏信任。

多年来，官方的发展资助主要都是通过南方政府实行，或者通过直接的技术干涉和服务提供。

独立以来，法国和它的殖民地在无论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法

国 NGO 没有也不希望加入政府的地理政治学战略，因此它们只好到别处募集资金。这使它

们一开始就有高度的自治性，这也使它们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建立起团结和合作的关系。第

一代 NGO 的发展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包括最大的以教堂为基础的天主教组织，天主

教反饥饿与发展委员会, 和 Frères des Hommes and le Cimade, 它们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

势头。 
近年来，政府认识到 NGO 对法国发展授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导致了对 NGO 资助

体系的重新调整，并建立了具有特殊目的的，对 NGO 的计划实施资助的机制：: 非政府组

织合作计划(MCNG). 政府对 NGO 资助主要通过 ‘cofinancements’实施也就是发展计划的共

融资。但是，近来某些 NGO 也得到了没有和具体项目相关的整笔资助。 
 
基金的多元化 
 

由于历史上缺乏与政府的合作，法国 NGO 的筹资渠道是多元化的。直到最近，出于人

道主义捐资和教堂建立的组织都是募集资金的主要来源。目前这些组织的捐赠意向也在逐渐

减少，因为经济危机使法国社会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法国 NGO 也通过多

边机构吸引大量的来自欧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资金。同时不管双边还是多边，捐赠的手

续和投标过程都在日益复杂化和官僚化，向捐赠人提交意向书非常费时。这使法国的 NGO
组织更加希望建立行业协会以改进中标的可能性，同时减少单个组织的行政负担。 
  
能力建设的资金 
 

法国的中央集权文化影响机构文化，NGO 能力加强最初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争取政

府支持能力建设开始于 90 年代初，然而这没有导致 NGO 内部进行增强能力建设的重大活

动，他们倾向于把发展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作作为进行能力建设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

为实践项目的一部分，INTRAC于 2003年 10月在巴黎与法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行了会晤，

会晤反映出，法国 NGO 对自身将来的合法性和资助基础担忧。监控评估和寻找资金是目前

它们寻求能力建设支持的主要领域。这反映在主要的非政府组织网络 Co-ordination Sud. 的
课程培训中。 F3E，另一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网络资助了这些课程培训，同时它也起到政

府资助 NGO 评估体系的一个渠道作用。 
 
能力建设通常在说英语的国家进行较多，在法国能力建设理论可利用的素材较少，目前

这引起了法国非政府组织的高度重视，一些组织开始招募能力建设专家。与法国非政府组织

GERT 合作的 INTRAC 的首次组织评估课程于 2003 年 12 月在巴黎举行，由于需求太多，申

请未来课程的名单已列出。可以说从国外寻求资助的压力已经促使法国非政府组织在它们的

发展战略中引进了有特色的能力建设要素。 
 

作者：  Mia Sorgenfrei, INTRAC 实践项目助理  Email: m.sorgenfrei@intrac.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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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C 出版物 

 
在版 
 
 

加快发展进程：监控与评估实践指南 
 
Oliver Bakewell wit 与 Jerry Adams ， Brian Pratt 合著 
实践指南 1 
 

这本书旨在帮助致力于社会发展的人们评估发展项目进程。书中介绍了监测和评估的核

心理念，简单列举了建立监测评估体系的方针。概括了不同的方式工具和方法论，以便使读

者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和情况构建自己的方式。这是大小组织的管理者工作人员必读的书。

通过推动行动和思考及“实践项目”来援助社区发展。 
2003 年 12 月 ISBN 1-897748-78-7 
 

 
变化的期望？国际发展中公民社会的概念和实践 
编者：Brian Pratt  
NGOMPS 16 

本书以深刻的洞察力提供了公民社会及其运作的概念和在实践中加强国际发展项目的

观点。它收集了 2001 年 12 月 INTRAC 十周年纪念大会后的文章讨论及评论。 
2003 年 12 月 ISBN 1-897748-70-1   
 
领袖者的内外部变化：什么使领袖者改变？ 
Rick James 
OPS43  

什么使领袖者改变呢？这一马拉维人的研究表明领导者们内心的变化先于外部行动的

变化。最终的结果可以应用于组织、社区、社会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发展。 
2003，12 ISBN 1-897748-80-9 £8.95 
 
 
将出版  
 
参与监控和评估：埃塞俄比亚 INGO 的理解和经验 
Esther Mebrahtu 

本书聚焦了八个关注埃塞俄比亚农村发展的英国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作者对运用参与式监

控和评估体系检测和加强地方参与的尝试作了调研。对这一事件展开的讨论有利于深刻洞察

INGO 监控和评估体系的神秘和现状。 

2004，2 ISBN 1-89774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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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和局限性：草根组织的监测和评估及国际援助竞赛 

 Lucy Earle 

这本书写于 2003 年 4 月 INTRAC 在荷兰召开第五届监测与评估国际会议之际。它指出在许

多不发达地区发展行动者使用的参与式是很浮浅的。本书包括对监测和评估体系进行创新的

小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旨在说明在怎样的环境下才能打破传统的监测评估方式。 

2004，1   ISBN 1-897748-81-7 

 

需 要 更 多 有 关 INTRAC 出 版 物 的 信 息 ， 请 访 问 我 们 的 网 站 。 网 址

http://www.intrac.org/pubs.html  或发 e-mail 至 s.windsor-richards@intrac.org 索取详细

信息。 
 

 
INTRAC 人员 
 

INTRAC 在这里对他的三名新职员表示欢迎。Oliver Bakewell 于 2003 年 8 月作为高级

研究员加入 INTRAC，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以自由顾问的身份为许多客户，包括 INTRAC
提供了服务。Jacqueline Smith 于 2003 年 9 月加入 INTRAC，她曾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担任

过一年半的助理编辑，现在兼任信息和出版物的部门负责人。 
九月份来自塔什干的 Rakhima Mirikramova 是 INTRAC 在中亚项目的新的项目助理，他

曾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在乌兹别克斯坦做过翻译和导游，同时也是去过许多国家的导游主管。 
   我们对过去几个月在行政部门帮忙的 Judy Irving 表示感谢。最近我们告别了四名

志愿者，他们分别是，信息部助理 Erika Tomlins ，研究助理 Tom Ashton 和 Martin 协助实

践项目组的 Sarah Aguilar。他们支持了 INTRAC 图书馆和信息部的工作，同时也对我们的科

学研究组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我们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他们前程似锦。 
 
最后，我们对加入图书馆工作的新志愿者 Tony Creaton 表示欢迎。 

作者： Natasha Thurlow Email:n.thurlow@intrac.org 

 ******** 

INTRAC 培训 

 
在这里，我们很高兴地公布 2004 年 1－5 月的短期课程。如需要至 2005 年 3 月所有的

课程目录，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intrac.org 
影响评估：怎样了解我们的重要性？ 
2004 年 1 月 26－28 日 
现在，政府和官方机构已经意识到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对社会发展重要的促

进作用。但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增长，有必要对它们工作的长期影响做出评估。这个

课程探讨目前关于影响评估的讨论，总结当前的实践和方法论。 

http://www.intracorg/pubs.html
http://www.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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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参与式监测和评估 
 
2004 年 2 月 2－6 日 
监测和评估领域获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捐赠人要求更大程度的问责制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从自身的经验中学习。这个课程着眼于参与方法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传

统直线性因果关系解释方法的局限性。 
支持南部的宣传战略 
 
2004 年 2 月 9－11 日 
宣传是发展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部和东部的非政府组织正在不断发展它们的宣传战

略和能力。北部非政府组织中和捐赠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项目管理、政策和部门的人

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南部非政府组织的宣传工作中来。 
 
组织发展 
 
2004 年 2 月 23－27 日 
目前，管理者和高级从业人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自身和他们合伙人的组织发展。这

个课程主要是针对那些参加组织能力建设项目，具有组织发展工作经验，并希望探索不同形

式工作方法的人员。 
 
组织内部变化的管理 
2004 年 3 月 3－5 日 
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工作。这个课程侧重如何增强对不断

变化的反映意识的方法和怎样把变化作为持续的过程进行管理。 
 
监测和评估社会变化 
 
2004 年 3 月 8－10 日 
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变化的过程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一个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被推动

的协商过程。本课程介绍对更灵活性项目的监测和评估意义，侧重变化的关系和环境。 
 
能力建设：组织途径 
 
2004 年 3 月 22—26 日 
这是有关能力建设的介绍性的课程，它从组织的角度来理解能力建设及加强的过程。能

力建设有不同的层次，例如个体层次和广阔的社会层次。这一课程致力于提高组织能力，从

NGO 组织的角度。 
 
战略思考 
2004 年 5 月 4 日—6 日 
非赢利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当面对大量贫穷和危难的时候，NGO 经常不得不进行困

难的选择。这一点和 NGO 工作的本质要求战略性的思考和行动，这样才能响应不断变化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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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联系 Rebecca Blackshaw  Emali： r.blackshaw@intrac.org       或访问

我们的网站: www.intrac.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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