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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特此感谢为本《读本》做出贡献的所有人们以及《读本》中其他工具书的开发机构，感谢他

们对社区组织发展和成长的大力支持，尤其感谢许文青，罗玫，孟林，李丹，蔡凌萍给予

《读本》初稿的宝贵建议。 

读本简介： 

世界各国防控艾滋病的经验证明艾滋病的防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政府对宏观经济与社会发

展，负有最高责任；而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重点偏重在微观方面。在这些方面，它能或可

能发挥比政府部门更好的作用。 

社区组织管理与发展读本是为小型社区组织编写的，目的是帮助社区组织了解自身现状，规

范自我并制定发展目标。这些社区组织可以包括社区感染者自助小组，或者那些愿意帮助感

染者，感染者家庭或其他脆弱人群及家庭的社区组织。 

读本将从社区小组治理，项目运作和活动管理，信息管理与沟通交流，发展与学习及志愿者

管理五个章节为读者介绍成熟的社区组织必备的重点要素。希望可以帮助社区组织掌握组织

管理，项目运作管理和执行，提高他们收集并管理信息，分析自我的能力，帮助社区组织和

其成员的持续发展。 

读本尽可能汇总了各组织开发的工具和手册信息及联系方式，方便使用者索取各类信息。如

果您对本读本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或发现某些实用信息没有包括在内，欢迎您联系我们。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联系人：罗玫 

电话：010—6303 4521 

电子邮件：luomei999@hotmail.com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艾滋病处 

联系人：赵颀 

电话：010－8531 2683 

电子邮件：qzhao@unicef.org 

 

 

 

 

 

http://www.yncdc.cn/newsview.aspx?id=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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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艾滋病必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尤其是在艾滋病传播途径更

隐蔽、更私密等新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更具有独特作用。” 

      李克强 

2012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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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In the words of Premier Wen Jiabao（温家宝总理）: "We should mobilize all partners in the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 We need to improve our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o build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all the forces in the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ponse, and try our best to facilitate the involvement of all sector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CBO’s) has increased 
remarkably in China, especially those engaged in the battle against HIV/AIDS.  
 
Civil society is now recognized as a potent for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playing an integral role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joining hands with civil society 
– in its myriad forms – in efforts to provide, responsive, efficient and high quality social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groups. This social force comprises thousands of community group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ssociations and similar entiti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s currently under way in China are ambitious and far-reaching.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civil society and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must share the load 
and take on new roles previously performed by government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A 
greater partnership with civil society will contribute enormously toward the solution of complex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child abandonment and homelessness, building community welfare 
services,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prevention of HIV/AIDS and care and support of children 
affected by HIV/AIDS. 
 
CBO’s and othe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re becoming healthier and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in 
China. The roles they have played in the social sector are broadening. However, many CBO’s lack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effec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kills. As a result, they are often 
plagued by high staff turnover and an inability to effectively network with their peers.  
 
This handbook will help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develop and ultimately raise their status 
and profile. It is designed to help them increase organisational discipline and to apply sound 
principles of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t includes tools and guidelines that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BO’s. We highly recommend this handbook as a 
valuable tool to help CBO’s to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capacity through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ir abilities.  
 
This will greatly assist them in strengthening partnerships with government and othe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Ultimately, better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practices for CBOs are 
the keys to making more effective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greatly look forward civil society and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playing their full part in 
creating a brighter future for children and many other groups that they serve. 
 

 
Gillian Mellsop 
 
Representative 
UNICEF Office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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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我们应动员所有的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我们需要改善我们的政策和策略

环境，最大力度的为全社会参与创造一个支持性环境”。社区组织向来是预防和应对艾滋病的重要社会力量。

近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社区组织的队伍正在快速的壮大。 

社会组织是每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股力量包括着千万计的社区组织、民间团体、协会以及其他

类似实体，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上，许多政府正不断加强与各类社区

组织的合作， 力求为更多的脆弱人群提供和完善高质量的各项社会服务。 

 

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要求社会组织能够更多地承接以往由政府包揽的部分职责，提供更

多的公共服务。社会组织的特性决定他们能够更加的深入基层，他们的全面参与能够更早和更及时的发现存在

于基层的许多社会问题，将有助于一些诸如：基层的社会福利服务、环境保护、艾滋病的预防和关怀等社会问

题的解决。 

 

这些正在崛起的社区组织变得越来越规范、成熟，能发挥作用的社会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他们将逐步

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如此，许多社区组织任然面临着许多诸如组织管理，项目运作和实施

管理等挑战，人员的不断流失、合作网络的不成熟正在成为许多社区组织面临的困难，阻碍了他们的持续发

展。 

开发《社区组织管理与发展读本》的目的是帮助社区组织了解自身现状，规范自我、并制定发展目标；

《读本》还尽可能汇总了各组织开发的工具和手册信息及联系方式，方便使用者索取各类信息。我们衷心期望

《读本》可以帮助更多的社区组织提高组织治理， 项目运作和实施的能力， 加强自我评估分析的能力，更好

的建立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以达到持久发展和为我们的孩子以及其他他们所服务的人群创造美好

未来的最终目的。 

 

麦吉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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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基会”）是最早支持我国艾滋病防治的国际机构之一，中国性病艾滋

病防治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性艾协会”）在儿基会的支持下，从 2000 年开始关注受艾滋病影响的人参与到艾

滋病防治工作中，在与红树林感染者支持组织、佑安医院爱心家园等组织的合作中，在中国疾控中心性艾中心

的支持下，关注到基层的感染者。2003 年开始对来自山西、河南、云南、吉林等儿基会项目地区的感染者代

表开展参与式的培训，并支持了十几个来自基层的女性小组开展各项艾滋病防治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

多感染者就是通过这些参与式培训活动与项目活动，走出人生的阴影，回归到社会中。儿基会的支持像一颗颗

种子，在参与者中生根、发芽、结果。这些活动加强了中国性艾协会对感染者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的理解，也

提高了这些来自基层社区的小组的能力，为他们参与各种项目活动打下了基础。 

社会组织（包括社区组织）是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生力军，我国政府及国家领导人对于社会组

织的参与给予充分的重视与支持。2010 年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48 号）中明确指出，动员社会力量，促进广泛参与。2012 年 11 月 26 日，李克强副总理与 13 位来自

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及感染者进行面对面沟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麦吉莲（Gillian 

Mellsop）作为唯一的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李

克强副总理强调，防治艾滋病必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用社会的力量办好社会的事情，是推动社会体制改革，

加强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艾滋病传播途径更隐蔽、更私密等新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

更具有独特作用。要探索完善有效机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社会组织以扶持，研究建立防艾基金，多元出

资给予支持。要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更多地向社会购买服务，完善对公益性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对参与公益

活动多的大学生，在就业方面也要予以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增强防艾力量，也可为整个社会领域的改革积累经

验。 

目前，在国家对艾滋病防治投入日渐增加，国际合作项目逐渐减少及退出中国的情况下，来自社区的

小组面临如何适应当前形势，如果积极的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方法，也需要提高我们

的能力。国家的重视与承诺对社区组织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本手册的编写，旨在提高社区组织的能力，给社区

组织提供一些信息与方法，使得更多的社区组织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帮助，在机会到来时，有能力把握住机会，

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参与过儿基会项目以及其他项目的社区组织及感染者组织，是他们的参与，

使得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够更加深入的开展，使得我们的社会向着更加民主与公平的方向迈进。 

 

 

罗玫副秘书长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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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组织治理 
 

每个社区组织能够长期生存的前提是公众对它的信任，它承担着协助政府一起改善社区生活

和健康质量的责任。 

 

一个负责任的社区组织应当明确地声明其使命和宗旨，明确了解其所服务社区的需求，并阐

明其项目的运作方式和资金的管理模式、以及这些项目能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一个成熟的社区组织的标志是能够除了公开工作结果外，还应该能够公开关于其管理、财务

和运作方面的正确信息。其运作程序、过程和项目应当公开透明，并且符合它的使命和宗

旨。 

 

如果您想使您的社区组织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有着相当公信度的社区组织，您需要

检查您的社区组织是否有如下内容： 

 

1 社区组织章程和规范制度 

 

章程和规范制度是关于组织和行为的基本规范。它不仅是组织的自治法规，而且是外界了解

本组织的窗口，同时是国家相关部门管理组织的重要依据；它更是社区组织成员为了达成共

同目标的实现而产生的，它是用语言，非语言的沟通规则来影响社区组织成员的行为。 

 

章程的定义是：  一个描述社区组织的目标、结构和运作的规章制度的重要文件。同时还

明确社区组织成员的角色、责任和权力。 

章程具有以下作用：  

1) 章程是组织设立的最主要条件和最重要的文件。组织的设立程序以订立组织章

程开始，以设立登记结束。国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组织章

程是设立组织的条件之一。审批机关和登记机关要对组织章程进行审查，以决

定是否给予批准或者给予登记。组织没有组织章程，不能获得批准，也不能获

得登记。 

2) 章程是确定组织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组织章程一经有关部门批

准，并经登记机关核准即对外产生法律效力。组织依组织章程，享有各项权

利，并承担各项义务，符合组织章程行为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违反章程的行

为，有关机关有权对其进行干预和处罚。 

3) 章程是组织对外开展实施各项活动的基本法律依据。由于组织章程规定了组织

的活动原则及其细则，包括开展项目的目的、财产状况、权利与义务关系等，

这就为捐赠者或捐赠单位与该组织实施或开展项目活动提供了条件和资信依



9 
 

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联盟（CAP+）使命：‘推动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建立联系’。 

救助儿童会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确保每个孩子享有健康、

食物、教育的权利，保护他们免遭一切形式的虐待、忽视、剥削和暴

力。我们要使儿童的声音能被听到，让孩子门们参与解决他们自己面

临的问题。” 

资料来源：http://www.capcn.org/；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cn/index.php/zh-

CN/about-us/history  

 

据。凡依组织章程而与组织进行交往的所有人，依法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 

 

规范制度的定义： 

社区组织规范制度是指社区组织自身设定的行为规范。社区组织的成员除个人要按照这些标 

准行事外，还要保证其所在的组织的运作也符合这些标准。 

 

一般包括： 制度和制度手册。 

制度是用于指导具体事项或行为的成文规定， 

制度手册是记录和解读所有制度的小册子。 

规范制度的内容一般包括： 

1) 工作岗位责任制－明确社区组织成员的岗位原则和岗位职责范围 

2) 办公室行政管理制度－维护社区组织正常的工作秩序，严肃社区组

织纪律帮助社区组织成员自觉遵守工作制度和劳动纪律一提高办事

效率。社区组织成员可以根据社区组织的具体工作性质和情况制定

制度。 

3) 资金管理制度 

有关规范制度的详细内容可参见下文中第4小节《办公室行政管理制度》。 

 
参考资料包括： 

民政部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见附件）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http://www.lawbook.com.cn/law/law_view.asp?id=399 

您可以参阅《进展》来制定或修订您社区组织的章程和规范制度。 

《团队建设手册》国际艾滋病联盟出版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TeamBuildingManual.pdf 

2 使命、宗旨和战略规划： 

 

使命和宗旨是社区组织工作的最基本的目标。也是社会对社区组织的活动或其成员行为的限

定和基本要求。社区组织必须明确其使命和宗旨，并用其指导和约束组织的运行。明确的组

织的使命和宗旨是确保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 

 

使命的定义： 

 

使命是组织存在意义的定位，是指组

织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承诺。简单来

讲使命是组织存在的原因和理由。是

http://www.capcn.org/
http://www.lawbook.com.cn/law/law_view.asp?id=399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TeamBuildingManual.pdf
http://baike.baidu.com/view/3931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4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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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丝带网的宗旨是： 

 诚实可信--秉承诚信与良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中立公允--保持中立、公允，不偏驳、多角度 

 平易开放--对待不同的观点保持平易开放的态度 

 快速响应--投入、专业、及时地满足多方的信息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红丝带网http://www.chain.net.cn/gywm/ 

 

 

指社区组织想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服务对象及有关各方都是谁。要确定组织的使命，您

首先要确定： 

1) 服务的受众是谁？服务受众是指您的组织将为谁提供服务，也就是目标人群。 

2)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书》对使命和宗旨有着更加清晰

的解析。http://www.doc88.com/p-77440269473.html 

 

宗旨的定义： 

宗旨包含做事的原则、方针、标准和精神。

社区组织的宗旨从根本上说是要回答“我们

的组织是什么”这个问题。它描述的是社区

组织未来发展过程中，从主观层面上自我坚

持和发扬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它要清晰地

界定出为了完成使命而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准

则。每个社区组织管理者及成员均应认可本

组织的使命，并为之工作。 

社区组织的战略规划 

所谓战略规划，就是制定组织的长期目标并将其付诸实施；要维持组织的重要性和持续发展

性，组织必须一直关注本身及外部可能影响组织运营、活动及成绩的新动向，并不断通过战

略规划的制定做出相应的项目及工作重点调整。 

许多社区组织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都制定了本组织的战略规划。如：中国艾滋病病毒携

带者联盟（CAP ）和四川的成都同乐都先后制定了本组织的战略规划。 

 

 

 

 

 

 

 

 

 

 

 

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联盟（CAP+）的战略规划： 

 

2010－2012 的战略总目标是进一步加强联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促进联盟成员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并通过开展一系列艾滋病相关

政策倡导活动，维护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的合法权利，提高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与作用。 

2010－2012 的具体目标： 

通过开展一系列倡导活动，促进艾滋病有关政策法律的完善与落实，维护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的合法权益，增强公民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和作用。 

加强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的力度，为成员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扩大内外联络，促进信息共享。 

加强联盟理事会、秘书处与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不断提高联盟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加强联盟的筹资能力，拓展联盟的筹资渠道，确保联盟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  

资料来源：http://www.capcn.org/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0139.htm
http://www.doc88.com/p-77440269473.html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84%E7%BB%87
http://www.cap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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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的制定 

 

战略规划的制定是一个需要组织成员，社区和目标对象参与讨论的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

段： 

 

1) 首先应该确定目标－即组织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通过应对各种变化后而达到的

目标。 

2) 其次，是制定这个规划－当目标确定了以后，考虑使用什么手段、什么措施、什么

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战略规划。 

3) 最后，将战略规划形成文本－以备评估并随着工作变化加以调整。 

战略规划一般是3至5年为一周期。战略规划的内容由三个要素组成，即： 

 

1) 方向和目标 

2) 挑战和机遇 

3) 计划和指标 

 

战略规划制定的过程包括： 

 

1) 准备阶段： 

 你首先需要评估您所要工作的社区和您组织自身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

规划。评估的内容应该包括社区的人口特征，资源（社区资源和组织资源），需

求（服务受众或目标人群需求和组织自身的需求），社会环境（参见评估内容

表）。 

 信息收集和准备，征询其他组织社区组织对您的组织的看法，包括您的组织的优

势和弱势，可能遇到的风险是什么，并可邀请他们协助您制定战略规划。 

2) 制定过程: 

 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是一个让社区组织从上至下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并且达成共识的

过程。 

 战略规划内容的制定应该体现平衡与折衷，要在平衡与折衷的基础上，考虑回答以下

四个问题： 

a) 我们想要做什么？--确定目标 

b) 我们可以做什么？--确定方向 

c) 我们能做什么？-- 找到环境和机会与自己组织资源之间的平衡 

d) 我们应当怎么做？--做出计划 
 

参考资料包括： 

《进展》－国际感染者联盟开发http://www.chain.net.cn/wzhg/10616.htm 

《社区小组参与式能力评估》－国际艾滋病联盟开http://www.chain.net.cn/zyzx/zyzxzlxz/gongjushu/30891.htm 

《非营利组织生存指南》－亚洲促进会 2011http://www.asiacatalyst.org/NPSG_CN.pdf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8%B6%E5%AE%9A%E6%88%98%E7%95%A5
http://www.chain.net.cn/wzhg/10616.htm
http://www.chain.net.cn/zyzx/zyzxzlxz/gongjushu/30891.htm
http://www.asiacatalyst.org/NPSG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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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金管理制度 

 

无论你的组织的规模大小、无论你的组织是否正式注册，资金的管理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无

论是资金投入方还是你的服务对象，都将对你组织的资金管理，特别是对资金的收入、支出

与使用会非常关注，因此你的组织一定要有良好的资金管理和监督制度。良好的财务管理是

影响社区组织的社会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财务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区组织今后的资金

来源（包括筹款）。制定诚实、有信誉的、透明的资金管理制度是每个社区组织必须承担的

法律责任，养成良好的资金监督习惯，有助于社区组织建立良好的信誉和组织的长期发展。

本节重点向您介绍财务管理应做些什么工作，建立那些制度。 

 

1) 内部监管： 

内部资金监管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社区组织资产（资金和固定资产）的安全性和完

整性，保证组织的财务运行符合国家有关社区组织财务监管制度的法规、项目协议及

组织营运宗旨；健全的内部财务监管制度能够避免或最大程度的降低各种风险，提高

管理效率。内部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 

 

 资金管理人员： 

您的资金管理组应该不少于三个人，做到规避风险，相互监督。尽可能聘用有资金管理

经验的人做账。凡是涉及款项和财物收付、结算和登记等任何一项工作时，必须有两人

或两人以上分工办理，这就是会计内部牵制制度或称钱账分管制度。主要的管理内容包

括：帐簿凭证、货币资金、实物资产、收入支出、采购和付款。 

 资金管理： 

您需要拟定一份书面纲要来明确资金的使用，如：人员工资、行政开销、日常开销、项

目经费等。必须设置帐册，并且根据纲要的各项内容独立建帐或在帐目中设立单独的明

细账，各项目资金应该独立核算。 

 

您必须要注意的是： 

a) 每一项开支或收入都要留有收据，如果实在没有收据，那就要打收条，并有证

人签字。 

b) 所有的收据和现金收条应该用活页夹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c) 任何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给社区组织钱（包括任何形式的捐赠），都需要给他

们开具收据，所以建议您准备收据簿或如果是手写收条，提前准备好收条格式

和收条本。注意：一定要保存一份复印件给自己，并存档。 

d) 为了方便资金支取管理，建议您提前准备小额现金领取单（见例表） 

e) 如果您的组织收到较大金额的捐赠，为了资金安全，建议最好到银行开设一个

账户，这样存款和取款都有银行记录，您只需要做好每一笔资金的使用记录。 

 

 固定资产管理 

为了建立社区组织良好的公信度，社区组织应该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其主要

目的是对社区组织项下的所有固定资产进行管理的制度方法，它的制定可加强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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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管理，掌握固定资产的构成与使用情况，增加社区组织的财务透明度和确保捐赠

人（机构）及社区组织的财产不受损失。 

社区组织由于它的特性，除了接受资金捐赠外，很多时候还会接受到实物捐赠，对于

捐赠人以实物捐赠的物品或使用捐赠款购买的物品，社区组织需要设定固定资产帐目

加以管理登记。需要对物品去向，用途和折旧情况加以说明。 

主要方法是：  

a) 将固定资产分类，统一编号，并建立固定资产档案，登记账卡； 

b) 登记卡片上的内容至少应包括：编号、固定资产名称、购入或捐赠日期、保管

（使用部门）折旧日期， 折旧处理方法、录入人、录入时间、审批人和审批

时间等内容。 

c) 有专人负责审批并办理验收、调拨、报废、封存、启用等事项。 

 
您可以参阅： 

《中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指南》http://www.chain.net.cn/document/20070703143718953052.pdf 
《USDO财务信息披露模板》http://www.onefoundation.cn/touming/usdo.html 

 

 
一位艾滋病防治工作者说过： 
“我曾经到过一个小组，他们将每个接受捐赠的物品上都贴了一个小标签，说明是
谁捐赠的。我觉得非常好，一方面表现了这个小组的节俭，另一方面也感谢了捐赠
者。还有一些小组将捐赠人的名单，定期公布在本组织办公室的墙壁上，让每个到
小组参加活动或者访问的人都看到他们接受捐赠的情况。” 
 

 采购管理： 

明确和规范社区组织的采购程序是资金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 采购计划一般是由社区小组一起讨论工作计划时产生，并确定所需的采购内

容； 

b) 采购物品要尽量做到货比三家，物价合理，负责任的采购； 

c) 采购材料应该尽量发票入账，如有些采购无法提供发票，只有收据时，要尽量

做到有凭证给资金管理人员。如三个人去买，要有三个人在票据上签名，凭证

上留下卖家的联系方式，运费要留下电话和车牌号，剩余的支出要向大众公

开； 

d) 保质保量，按技术人员的要求买；保证物品的数量，先要检查再买回来，交给

保管员； 

 

 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是社区组织的管理手段之一，是指对组织中各项目活动和管理进行独立评估，

以确定是否遵循公认的方针和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和标准，是否有效和经济的使用了资

源，是否在实现组织目标。审计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以财务活动为对象的内部财务审计和

以项目活动管理为对象的经济效益审计两大类。内部审计人员正是通过对这两部分内容

的联系审计来促进审计工作目标的实现的。一般来说，内部审计工作的内容包括以下几

 

a) 财政、财务收支审计－重点评估各项目经费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性； 

http://www.chain.net.cn/document/200707031437189530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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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组织资金管理要点： 
 

 账目一定要公开，实报实销； 

 任何报账必须在社区组织管理成员研究同意后方能报销； 

 做帐时分类、收入开支分开、编号记录。 

 作完账验收后，项目主管单位、社区组织办公室都应该有账目的票据、清单的复

印件。 

 评估社区组织，应该由技术人员，社区群众，资助人，政府，项目执行单位成员

组成。 

 评估内容：项目质量是否达标，财务是否公正公开，管理成员对各项目制度实施

情况，项目做得好不好。 

 社区组织负责人应做到定期与社区组织成员分享财务收支及使用情况，做到社区

组织共同监督整个财务与采购方面的情况，依据制定好的制度来看做得如何，发现

没按制度来做，提出来，改正，如还不能改，取销其工作资格，再选新的人； 

 项目资金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采购资金要合理，节约； 

 

 

 

 

内部管理控制的重要机制包括： 

o 授权审批责任制 

o 岗位责任制 

o 风险控制制度 

o 预算控制制度 

o 固定资产保全制度 

o 内部报告机制 

o 文件管理系统 

 

国家有关社区组织财务监管的相应制度与法规主要包括：  

o 《基金会管理条例》 

o 《捐赠法》 

o 《会计法》 

o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o 《税法》 

o 《审计法》 

o 等等 

 

 

b) 资金效益审计－是结合项目经费筹集、管理、分配和使用等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

真实性、合法性审查，通过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的检查和分析，促进组织管理，

 

c) 资金管理责任审计－重点对财务责任人和个项目负责人所承担的经济责任的执行

情况进行的审查。一般结合日常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及经济效益审计进行的，侧

重于管理责任目标的审计，并通过审计资料和信息的积累，为离任责任审计服

务。 

 

 

 

 

 

 

 

 

 
资料来源：中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指南 http://www.chain.net.cn/document/20070703143718953052.pdf 
 

2）外部监管： 

 

外部监管是为了体现社区组织诚实，公信和透明的资金管理制度。外部监管的执行方一般是

资金资助方（捐款方）或上级项目主管单位，并且包括受益方和社会公众。一般是以审计或

督导的方式执行完成，其内容主要包括： 

 项目监管：  解读项目财务报告、项目中期评估、日常交流信息管理、 

项目点监测，评估等 

 项目资金监督： 财务稽查、财务辅导、收支票据 

 项目审计监督： 中期审计、最终审计、财务培训、财务辅导 

 

社区组织应该建立项目受益群体需求评估机制，注重服务提供方式设计中的受益群体参与和

受益群体满意度评估。通过向公众提供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信息，使捐款者更明智地捐款。 

   

 

 

 

 

 

 

 

 

 

 

 

 

http://www.chain.net.cn/document/20070703143718953052.pdf


15 
 

XX单位办公室工作纪律样本： 

1 按时上班， 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旷工，有事请假； 

2 要具有高度责任心，恪守职守，完成本职工作； 

3 按计划完成工作， 做到不拖延缓办，不相互推诿； 

4 遇有需要请示的问题须逐级报告， 不得无故越级请示，确因本级

主管不在而越级请示的， 事后应及时向本级主管汇报。 

5 要认真干好本职工作， 并做好工作记录，登记和存档工作； 

6 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维护办公室的整体形象，处理来电，来访要

做到热情接待，服务周到。 

7 上班时间不准穿拖鞋，不穿超短裙，不穿无袖衣服，不穿露肚露脐

装，不穿背心。 

8 上班时间不准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或利用电脑做与本职工作无关

的事情，不准 看报纸，打瞌睡； 

9 坚守工作岗位， 上班时间不准乱跑乱串办公室或其他岗位； 

10 应保持办公室整洁和安静的工作环境， 不得在办公室内大声喧哗

和聊天； 

 

 

 

 

 

11 上班时间不要因私事长时间占用电话； 

12 请假须经主管书面批准，到办公室备案。因故临时外出，必须请示

部门主管； 

14 不得将单位烟缸、茶杯、文具和其他公物带回家私用。 

 

 

 

 

4 办公室行政管理制度 

 

制定社区组织行政管理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完善组织的行政管理机制, 建立规范化的行政

管理, 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透明，严格的办公室行政管理制度可以帮助社区

组织提高社区信誉度，树立良好的形象。 

 

社区组织行政管理制度应该包括以下五个重要方面： 

 

1) 员工守则 

员工守则是指导社区组织员工行为的准则，是员工在社区组织内部从事各项工作、享

受各种待遇的依据，是员工所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员工守则一般被看做是社区组织

的文化核心内容，如运作理念、价值观、发展目标、执行、创新、监督。（参见附件

2员工守则参考范本） 

2) 办公室工作纪律 

制定办公室工作纪律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办公室工作规章制度, 提高工作的自觉

性,纪律性,保障各项工作正常, 有序开展。办公室工作纪律的适用范围是针对所有办

公室工作人员， 其制定与修改的责权部门为社区组织的人事负责部门或组织负责人

与全体成员协商并共同制定和遵守。 

 

 

 

 

 

 

 

 

 

 

 

 

 

 

 

 

 

 

3) 考勤管理制度－良好的考勤制度是支付工资和社区组织成员工作效率考核的重要依

据。 

http://www.hudong.com/wiki/%E5%8A%9E%E5%85%AC%E5%AE%A4
http://www.hudong.com/wiki/%E7%83%9F%E7%BC%B8
http://www.hudong.com/wiki/%E8%8C%B6%E6%9D%AF
http://www.hudong.com/wiki/%E6%96%87%E5%8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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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单位考勤管理制度举例： 

1 作息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六8:30——17:30，午休12:00—13:30  

2 员工上班时必须签到。遇公事外出迟到公司，提前向行政部或直属

分部经理说明。 

3  员工考勤包括迟到、早退、事假、病假、旷工。 

4 迟到： 上班时间开始后未到岗者。 

5 早退： 下班时间结束前1小时内提前离开公司者。未请假者计旷

工。 

6 旷工： 上班时间开始后1小时以上未到公司者，下班时间结束提前

1小时以上离开公司者, 迟到、早退, 超过时限到岗或离岗，且未

提前请假的，记一天旷工；以去工地、处理客户事宜等为由未到公

司上班，经查不实的，按旷工论处。 

7 病假：提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通知行政部, 病假结束后需到行政部

进行销假。未填请假条的补填请假条。病假2天及以上者需提供医

疗单位开具的病假证明。 

8 事假：一天以内需提前请假，填写请假单，经部门经理或总经理批

准后方可休假，特殊情况不能提前请假的，需在上班后半小时内请

假，并在上班后补办请假单；事假两天或以上者，需提前由本人填

写请假单，未按上规定办理的，均按旷工处理； 
 

 

 

 

 

 

 

 

 

 

 

 

 

 

 

 

 

 

 

 

4) 办公用品管理： 

通常所指的办公用品是指单位价值在100元以内的低值易耗品，包括办公文具、卫生

用品等。社区组织需要根据组织自身的需要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其内容应该包括： 

 

 办公用品采购： 

a) 办公用品的采购应本着节约、合理、适用的原则，由办公室根据库存情况、实际

使用情况，统一进行采购。  

b) 办公用品采购由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并采取以下方式：  

o 定点：公司指定大型超市或指定的办公用品专营店进行办公用品采购。  

o 定量：动态调整，保证常备物资的库存合理性。  

o 特殊物品：批量价值较高的物品，应选择多方厂家（至少3家）的产品进

行比较，择优选用。  

 办公用品入库应按照分类原则，及时登记入库。 

 办公用品的领用 

a) 办公用品领用应由领用人填写《办公用品领用登记表》，办公室负责核对发放。 

b) 办公室有权根据办公用品领用情况，控制员工的办公用品领用总支出。  

c) 所有人员名片由办公室统一印刷个人未经同意不得翻印，一经发现有翻印名片且

滥用职位名称者，将给予严重处罚。 

 办公用品的月度统计 

a) 办公室负责每月底对库存办公用品进行盘存，要求做到帐实相符。 

b) 办公室根据统计结果和库存情况，对次月的办公用品消耗进行预估，进行必要的

增补。  

 办公用品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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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员工在离职时，应将部分可再用的办公用品进行归还，如文件架、文件夹、计算

器、名片、名牌等。  

b) 员工领用的办公用品不需再用，又不影响再次使用的，可以归还至办公室，由办

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5) 印信使用和管理 

 

印章是社区组织运营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的重要凭证和工具，印章的管理，关系到社区

组织正常的运营管理活动的开展，为防止不必要事件的发生，维护社区组织的利益，每

个有相当规模的社区组织都应该制定规范组织印信的使用和管理办法。具体的建议是： 

 

 社区组织如有印章的，印章由组织负责人或具体指定的专人保存、发放、回收印章，

监督印章地保管和使用。 

 印鉴一律由社区组织负责人批准后方可用印，印章应在办公室内使用并由负责人亲自

用印，力求做到印迹清晰、规范。 

 社区组织需要建立《用印登记簿》，对印章使用情况进行登记备查。对各类证明存

根，要妥善保管。 

 一般不允许开具空白证明，证明如因工作需要或特殊情况需要，必须经社区组织负责

人批示后方可开出，持空白证明外出工作回来必须汇报情况，未使用必须交回。 

 
提示： 

 
印信是社区组织运营管理中行使职权的重要凭证，因此对于没有注册的社区组织，也是非常重要的。非注册
社区组织同样应该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可以指定至少 2 人同时负责签字或使用个人印章取代正式注册印
章, 建立起使外部可以信任的管理制度。



18 
 

 

第二章 项目运作和活动管理 
 

项目运作和活动管理是社区组织运作管理的核心部分，是社区组织实现其使命和宗旨的最重

要环节。社区组织开展的任何项目活动都不能偏离其自定的使命和宗旨。 

 

案例： 

某一开展儿童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开辟新的工作地点时得到了XX石油公司愿意提供免费

工作场地的提案，该国际非政府组织考虑到这家石油公司曾在非洲等国有雇佣童工等行为，

违背了自己组织的使命和宗旨，因此拒绝了该石油公司的提案。 

 

本章将主要描述社区组织对自身承担的项目如何进行管理 

 

1 什么是项目管理？为什么要项目管理？ 

什么是项目管理？ 

在讨论项目管理之前，应该首先明确什么是项目? 项目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时间和预算内，

为特定人群的需求而要达到的目标。项目管理的具体定义是将各种知识、技能、手段、技术

应用到项目中，同时需要平衡项目范围、时间、成本、风险和质量等多种相互矛盾的要求,

最后满足或超过项目目标人群的需求和期望。它是指导你的项目从开始、执行，直至终止的

过程。为什么要项目管理？ 

有些人认为，项目管理就是完成工作，项目管理就是按计划进行管理。也有人说，项目管理

就是目标管理。总的来说项目管理主要是基于目标开展管理，它是把项目的总目标分解到子

目标，再分解到具体活动，依据不同的子目标来制订和实施各自的活动，并最终完成总目

标。 

项目管理要求在限定时间和资源的条件下成功地达到预定的目标，为此，必须采用科学的方

法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成熟的项目管理框架既是项目管理人的得力工具，同时也是保证项目

成功的手段，但项目管理本身不是目标，项目成功才是项目实施的最终目标，也是项目关系

人（捐款人，实施人和项目目标人群）的众望所归。 

那么项目管理给我们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概括起来，有效的项目管理可以： 

1) 合理安排项目的进度，有效使用项目资源，确保项目能够按期完成，并降低项目成

本。 

2) 加强项目的团队合作，提高项目团队的战斗力。 

3) 降低项目风险，提供项目实施的成功率。 

4) 有效控制项目范围，增强项目的可控性。 

5) 尽早地发现项目实施中的问题，有效地进行项目控制。 

6) 使得项目决策更加有依据，避免了项目决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7) 有效地进行项目的知识积累。 

 

2  项目管理的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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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的周期分为以下三个重要部分 

 

 

在项目实施中，项目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 需求和资源评估：社区组织首先需要确认所要开展工作的社区或目标人群的需求，并

评估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应该根据社区组织的项目管理的状况（可以参阅社区小组

参与式能力评估工具i），制定相应的项目管理流程、制度、方法。同时在组织机

构、资源配置、项目负责人职权等方面给予项目实施以支持。 

2) 计划制定：项目实施中应该特别强调项目计划的作用。项目计划是项目实施的关键和

基础，对于项目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项目计划制定应该不只是在项目初期，在

项目的实施阶段也应该根据项目的执行情况和目标人群及环境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更新

和调整。 

3) 实施与质量控制：项目计划应该包括项目申请计划和项目实施计划。项目申请计划是

进行项目评价和项目控制的依据，不能随意变动，只有在项目范围发生变更时才可能

进行变动，最后对于项目执行状况的评价，就是将项目申请计划和项目执行情况之间

的比较结果。而项目实施计划会根据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控制权限在于

项目管理人，但执行结果应该通知相关的项目关系人。 

4) 关注受益人群：项目的成败关系到社区组织、项目团队、项目受益人的整体利益，项

目管理人应该有大局观，不能将项目成败仅仅看作一方的成败。 

5) 以目标为导向：项目的实施应该根据社区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为

依据，不要期望项目实现更多的功能，达到更高的质量要求。因为这些工作结果的形

成，是以项目成本的增加作为代价的，而衡量一个项目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是否达到了

项目的综合目标（成本、时间、范围、质量）。 

6) 沟通与协调：沟通和协调是项目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因素是项目成败的关

键，项目受益人、发起人、项目实施组织、项目团队等项目关系人对于项目的实施都

很重要，如何与项目关系人沟通，平衡他们的利益，把握他们的期望值，对于项目的

成功至关重要。 

7) 总结与评估：重视项目的评估、总结和项目经验的积累。项目评估、总结应该包括技

术经验评估、管理经验总结、人员评价等。       

8) 项目目标人群的参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是项目的主要工作对象，也是项目

的最终受益人群，同时也是项目成败的最终评价者，因此，他们往往在项目管理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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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忽略的地位。项目管理者应该在项目管理的每个部分中重视他们的参与和聆听

他们的反馈。 

 

3 项目管理的三个部分 

 

1) 项目计划和申请书准备 

 

在着手项目计划和撰写申请书之前，每个社区组织需要做的有： 

 

 了解您所要开展工作的社区存在有什么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何在？可以组织社区小

组成员和社区骨干或目标人群一起讨论： 

 

a) 我们的社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一一列出这些问题 

b)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以记录下来） 

c) 针对上面发现的问题，社区组织能提出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d) 应对的策略是什么？  

 

 社区组织现有的资源（包括人力，技术资源）如何？ 

关于社区现有资源可以思考的问题包括： 

 

a) 政府和社区现有的服务有哪些？政府现有的支持政策有哪些？ 

b) 当地提供服务的机构分别是谁？（列出清单，可参考下面模版） 

  

支持内容 可提供支持的单位及

联系方式 

申请支持所需要报的

材料 

可以帮助协调的机

构，组织或人 

对抗机会性感染治疗

的费用提供医疗救

助，感染儿童基本生

活补助、低保、生活

困难救助等 

民政：联系人及方式 

红会：联系人及方式 

XX 组织：联系人及方

式 

如：户口本，诊断

书，出生证明等… 

如：村长，社区负

责人等… 

心理及社会支持 民政：联系人及方式 

妇联：联系人及方式 

  

 XX 组织：联系人及方

式 

  

生产自救、就业等 扶贫：联系人及方式 

人力保障：联系人及

方式 

XX 组织：联系人及方

式 

  

子女高中以上教育帮

扶 

财政、教育部门、其

他组织等 

  

其他需求…… 有相应职能的组织和

个人等 

  

 

c) 现阶段在社区开展项目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有哪些？与他们交流，告诉他们你想

做的是否可以合作或提供支持？ 

d) 征求社区领导人的意见，了解社区的需求是否与你们设想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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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组织有何种优势－了解自己的组织，评估需求和资源。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a) 自己的组织是否有足够的知识，技术和人力以应对发现的问题？ 

b) 讨论优势是什么？有哪些弱点？谁能为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 

c) 讨论应对问题所需的资源有哪些？可以做出一张列表，列出所有所需资源，然后

标出那些有那些没有，讨论获取资源的途径有哪些？ 

 

优弱势分析模版 

 

优势 

描述社区组织自身的优势。 

可以考虑以下2个要素： 

 比较有利的条件； 

 资源 

 

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做的最好的是什么？ 

弱势 

描述社区组织自身的弱项； 

可以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 

 致命的弱点 

 不利条件 

 资源和能力缺乏 

 

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包括： 

 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哪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什么是应该避免的？ 

机会 

描述社区组织可以发现和利用的资源，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 

 新的技术和流程 

 工作对象的弱项 

 合作伙伴和目标人群的需求 

 开展工作的范围，地点和策略定位 

 社区组织的灵活性和重点的把握度 

 

可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组织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什么是最好的行动机会？ 

 

挑战、困难 

描述什么是阻碍社区组织实现目标的最大障

碍，可以考虑以下几个要素： 

 拒绝改变（合作方或目标人群） 

 缺少兴趣，动力和承诺 

 缺少灵活性和重点 

 缺少资源和技术的策略方向 

 高风险和无可能性 

 

可以思考以下问题： 

 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的‘同行们’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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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弱势结果分析表 

 

 优势 

社区组织自身的有利条件和

资源特点 

弱势 

社区组织自身弱项和不利条

件及能力 

机会 

可利用的资源和有利条件以

改善状况和解决问题 

优势－机会 

怎样能使自身的优势和现有

的机会、资源有效的相结

合，并使之成为有利的发展

机遇？ 

弱势－机会 

怎样客服不利因素和弱点，

使之成为可利用的发展机

会？ 

挑战、困难 

阻碍和不利条件 

 

优势－挑战、困难 

如何运用优势来抵消或客服阻

碍目标实现和发展机会的障

碍？ 

弱势－挑战、困难 

怎样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其他

不利因素使之不成为阻碍目

标实现和发展机会的障碍？ 

 
注：可考虑的资源包括：资金，人力，知识，可以合作或提供支持的组织、机构。 

 

 规划解决问题的行动，撰写项目申请书，其中应该包括的内容有： 

a) 项目的总目标 

b) 具体目标 

c) 项目的预期结果（项目实施前后的变化和影响）和产出 

d) 用于评估和检验项目实施的指标设定 

e) 阶段性的具体实施（或行动）计划 

f) 督导评估和后续活动计划（总结最佳实践，推广项目经验） 

g) 预算 

 

请注意： 

 
多数时候捐款单位都有自己的项目申请书模版和要求，因此每个社区组织在申请项目之前应尽可能做好上述
准备。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仔细阅读捐赠单位的申请指南要求，了解哪些方面是和自己组织可以提供的服务相
吻合的。对于想要做的事情开发逻辑框架可以帮助社区组织更好的规划自己（请参阅附件－逻辑框架模
版）。  

 

2) 制定项目实施（执行）计划和风险预测及应对 

 

项目的实施（执行）计划应该在项目申请书的基础上制定，它是将项目计划书细化和具

体化的过程。在制定实施计划时，应该考虑的内容包括： 

a) 实现具体目标的每项活动的周期有多长？ 

b) 负责人是谁？ 

c) 开展工作的地点？ 

d) 所需的经费有多少、物资和材料是什么？ 

e) 还有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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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列出总的实施计划表后，每项工作的负责人还需要针对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做出详细的 
工作计划！可以使用相同的模版，可参见附件－项目实施计划表。全部完成后请检查确认 
以下几项： 

 远期目的和近期目标是否配合？ 
 项目预期结果是否足够成为项目近期目标的必要条件； 
 项目活动是否足够产生预期结果； 
 是否每项活动有其相应的指标可以检验活动的有效性？ 
 项目活动是否安排合理、有序； 
 实施队伍是否都责任清晰，分工明确？ 
 预算是否合理？ 

 

 风险预测及应对 

 

做出项目计划后，您还应该全盘考虑哪些因素不在组织的掌控之中。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和规

避项目风险，体现了项目管理人的项目风险管理能力。可考虑的风险包括： 

a) 政策环境的改变； 

b) 工作人员流失； 

c) 机构间合作阻力（如合作方因自身工作繁忙，无法配合你的活动安排）； 

d) 资助方由于其自身原因停止捐助； 

e) 资金预算不足等。。。 

f) 天气和自然灾害的的影响（如：因下雨目标人群无法按时参加活动） 

 

建议您可以组织专家、项目捐款单位、社区领导和骨干共同讨论开展项目可能遇到的风险，

并进行讨论，找出风险来源之后，要一一列出，做出风险评测控制表。这可以方便项目管理

人掌握风险的变化，并据此做好预防。 

 

提示： 
 

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时，要从风险发生的几率和对项目影响的严重程度两个方面来综合考虑。 

更多有关项目管理和计划书的撰写，您可以参考： 

基层社区小组项目管理手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b7a3097a5acfa1c7aa00ccf6.html 

中国全球基金第 6 轮项目管理手册 

 

3) 项目的监测（督导）与评估 

 

项目的监测与评估一般来讲分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定期监测和项目结束时的结果评估两部

分。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定期监测； 

 

http://www.themanage.cn/pm/xmjl/
http://www.themanage.cn/pm/fxgl/
http://www.themanage.cn/pm/fxgl/
http://www.themanage.cn/pm/xm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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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是指对所做的工作的跟踪管理，让你自己和项目主管方清楚地了解项目活动是否正在按

照计划进行，有否需要调整的方面，是否能够完成预期目标？定期的监测能够帮助你及时的

发现问题和获得处理问题的信息及时间，可以把风险和危害降至最低。并且能够为捐赠单

位，合作伙伴提供信息和反馈，及时报告有关财务和活动进展信息。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考虑和准备监测工作的开展: 

 

a) 项目是否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正常有序的开展？ 

b) 如果没有按照项目计划开展，影响因素是什么？是否可以改进？ 

c) 现阶段取得的成绩是什么？ 

d) 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是那些？ 

e) 项目的目标人群在项目开始后态度和行为有否变化？ 

 

为了帮助您更好的检测项目实施，您需要在计划阶段就清楚地制定各个目标的评估指标， 

可参考下面例表： 
活动名称 指标 要求 备注 

服药依从性社区支

持培训 
1.接受培训的人数 

2.对比项目活动开展前，服药依从性有什么变化。 
与计划相符 

 

培训的次数 与计划相符 
 

社区骨干开展社区

服药依从性支持服

务 

1. 接受服务的感染者人数 

2.对比项目活动开展前，接受服务人数和态度有什

么变化。 

与计划相符 

 

每个感染者家访次数 与计划相符 
 

 

 项目结束时的结果评估： 

 

结果评估的重点是考量项目是否为目标人群带来了变化，项目的实施对目标人群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生活和环境或政策）？因此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信息收集是非常重要的，您需要准备

两个部分的信息收集; 

a) 项目执行过程指标（量的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过程指标）：人数，次数，发

放的资料及发放材料数量；举办活动的次数，地点，覆盖的人群是谁„ 

b) 项目的影响指标（质的方面）：项目开始前期的需求评估数据或基线调查数据；

项目结束时目标人群的评估数据；以上两项对比出的结果即是项目实施后所产生

的变化项目；执行过程中目标人群的反馈记录或所说的话也可以作为项目结果的

佐证„ 

c) 收集项目实施中发生的有价值的经验和案例，特别是目标人群对项目的评价，尽

可能详细记录所收集信息的时间地点场景等信息。 

 

提示： 

 
应该使您的信息收集有针对性，系统性和方便性，可以使用的方法包括制定活动记录表（见附件）和问卷调
查，和开发评估记录单，为了使结果评估更加有效，您应该定期使用上述方法，通过目标人群或重点小组
（包括项目执行人员，社区骨干，社区领导目标人群在内）访谈的形式自我评估，并作记录。自我评估的内
容可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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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是否完成，结果是否如预期计划的？ 
 目标人群对项目进展是否满意？ 
 他们是否对自己的参与感到满意？ 
 现在的情况是否比项目开展前有所改变？哪些方面？ 
 如果没能按计划完成任务，原因是什么？ 
 需要怎样调整计划？下一步的做法是什么？ 
 重新调整后的计划是否能更好的完成预期目标？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其他工作人员和目标人群是否认同新的调整？ 

 
关于项目管理的更多内容您可以参考： 

 

从想法到项目－用逻辑框架法设计项目http://www.doc88.com/p-917950831463.html； 

中英项目管理手册http://www.doc88.com/p-33879201561.html 

 

http://www.doc88.com/p-917950831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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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信息管理与沟通交流 

 

有效的信息管理与交流是社区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没有良好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沟通交

流技巧，就不可能高效率、可持续的开展各项工作。社区组织需要建立良好的内部与外部沟

通机制，如果不能与其他社区组织或政府合作伙伴建立密切的合作联系，也就不能有效的，

高质量的开展社区工作，并保证社区组织的持续发展。 

 

1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是一项常规工作，主要包括行政文件管理和项目文件管理两个部分。 

 

1) 行政文件管理是指在行政管理中产生的文件，可以包括：办公室的各项政策文件

（如，员工守则，办公室行政制度等），各类表格和档案文件。 

2) 项目文件管理（项目信息收集、分析、报表与报告）是指项目活动从开始申请，执行

和终结过程中所产生的文件和资料，一般由项目负责和执行人员负责记录和整理归

档。项目文件是项目完成情况的再现，也是督导与评估，项目验收的重要依据。项目

执行人员应该在按项目计划开展各项工作时，做好各项工作活动资料的收集、档案管

理、自我检查和定期报告。其中： 

 

 项目文件存档的范围包括 

a) 项目文件档案：项目申请书、评审意见、实施方案、执行协议书、项目活动计划，督

导检查报告、评估验收报告，项目中期和结题报告等。 

b) 活动记录档案：执行项目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字、图像资料，可完整反映活动痕迹，

如：活动通知或邀请函、签到表、领款单、培训课件，活动场景照片等 

 

 项目文件管理要求 

a) 指定专人对项目文件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和保管。 

b) 项目资料应该能够反映项目执行中各项活动的内容和过程。 

c) 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字、图像资料须在明显位置标印项目名称和实施周

期。 

d) 实物（纸质）档案和电子（数码）档案，应分别保存。 

 

参考图表 
项目文件档案 活动记录档案 

 项目申请书 

 批准执行协议书 

 项目活动执行计划 

 收发文件和通知等 

 项目管理手册 

 实施方案、协议书、中期进展、总结

报告 

 活动计划 

 活动预算 

 活动通知 

 活动日程、签到表、通讯录、讲稿、

课件等 

 物品、资金发放领取表 

 外展活动（家访等）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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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管理文件 

 本级管理制度 

 拨款文件 

 各种书面请示文件 

 固定资产记录表 

 活动决算 

 活动总结 

 图片声像资料 

儿童数据记录表 

 

2 沟通交流技巧 

 

著名组织管理学家巴纳德认为：“沟通是把一个组织中的成员联系在一起，以实现共同目标

的手段”。在任何一个社会或组织中信息沟通和交流有着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这包括组织

与组织之间， 社区与组织之间，管理层与管理层，管理层与员工，员工与员工都需要通过

沟通交流来掌握、传播信息，交流并学习新的信息知识和思想， 使组织内外部互动，一推

动组织的持续发展。  

 

在与人沟通与交流过程中一定要善于运用非语言的肢体语言进行铺垫，如：真诚的微笑，热

烈的握手，专注的神态，尊敬的寒暄，都能给对方带来好感，活跃沟通气氛，加重后面语言

的份量。 

 

1) 沟通中的重要原则包括： 

 赞美对方－ 这几乎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特效沟通润滑剂。学会赞美，将使在任

何沟通中一帆风顺。即使给领导提意见，也要先表扬后批评，只要表扬的内容属

实就没问题。领导与员工一样都是人，员工需要激励，领导同样需要激励。 

 以诚相待－又被称为不设防战术，意在向人们明确表示放弃一切防备，胸襟坦

荡，诚恳待人。人类的许多非语言信号都是出此用意，例如敬礼、握手、作揖都

是为了向沟通对方表明手中没有武器。 

 求同存异－又被称为最大公约数战术。人们只有找到共同之处，才能解决冲突。

无论人们的想法相距多么遥远，总是能够找到共同性。有了共性，就有了建立沟

通桥梁的支点。 

 避免沟通障碍－应该尽量避免“我以为”的错误：以为沟通过，别人就清楚了，

以为没有反馈就是没有意见了。特别是跨部门的沟通，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更

是要注意双方是否理解一致。不做没有准备的沟通，应该针对具体事情判断是单

独沟通、书面沟通、口头沟通更有效。在语言的应用上，少说‘我’多说‘我

们’，少说‘你’多说‘咱们’可以增加沟通中的亲和力。 
 

2) PPT 的准备和演讲技巧包括： 

 演讲前的准备 

a) 听众分析－在开始着手准备演讲内容前，您首先应该了解您的听众是谁？有多

少人（用以确定演讲的方式）？他们的兴趣点是什么？已经知道什么？他们是

否熟悉您所要讲的话题？对一些专业术语的了解程度是怎样的？ 

b) 演讲环境确认－演讲的房间有多大？讲话的时间有多长（可以帮助你确定讲什

么不讲什么） 

 

 演讲内容的准备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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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您希望演讲完后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听众做某件事？为了帮助听众

了解学习信息知识？或者指导听众在听完讲演后能够独立开展活动？或其他具

体目标？ 

b) 演讲内容－您需要列出您要讲的主题所相关的观点、信息和问题，然后按照时

间要求排出优先顺序，并选出与您讲话的目的最关联，最重要的要点（例如：

最好不要超过 3个）加以论述，确定有足够的时间，并能够让听众清楚你所讲

的内容。 

 

 确定演讲的方式和所需的器材支持 

a) 演讲设备－您是否需要演讲设备（投影仪，幻灯机），如果需要，要提前和会

议准备方联系； 

b) 演讲材料－是否有需要发给听众的材料（如：讨论题或其他背景材料），以帮

助听众更好的的理解您的讲话（最好不要提前给听众发放您的讲义，会影响注

意力，可以在讲话前告诉听众您将在结束后发给他们您的讲义） 

c) 演讲的形式－是否采用参与式的方法？（如：分组讨论，大组提问等。建议：

如果听众超过 30人，不采用参与式的方法）；是否采用幽默或喜剧的形式来

增加效果？是否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需要提前准备表演的剧本）。 

提示 

每张幻灯片上的内容不宜过多，应该以标题或要点为主（您应该在此基础上讲解，不应该照念，这样可以帮

助您和听众有眼神交流）。第一张幻灯片应该清楚列出你要讲的所有内容的主题，演讲的最后应该对所讲的

内容有一个大致的总结，这样可以帮助听众理清思路，更加清晰的记住您所讲的内容. 

 演讲过程中的着装、肢体语言和回答的方法 

a) 着装－根据您所要讲话的听众决定要穿的衣服（如：如果听众是孩子，可以穿些

随意舒适的服装，让孩子们可以很放松的和你在一起），适宜的衣服可以帮助你

和听众建立信任感，亲和力和听众对您的信心。 

b) 肢体语言－讲话速度不要太快（比通常讲话的速度稍慢一些），吐词尽量清楚。

对你所讲的内容要有热情，有自信，尽可能做到抑扬顿挫（就像平日里给别人讲

故事一样）。尽可能与听众有眼神交流（这样可以帮助听众集中精神）。不要有

太多的手势和肢体动作，在讲完每个重点时可以给听众一些时间问问题。 

c) 回答问题－只回答你真正了解答案的问题，如果不知道或不确定，可以回答不知

道或不清楚，或者让知道的听众帮你回答，或者说会后帮助他们寻找答案后反

馈。 

提示 

在演讲过程中肢体不要摆动或摇来摇去（有些人因为紧张会不断的抖动腿），不要斜靠在讲台上，更不要摆

弄身上佩戴的饰物或衣服头发等（这样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 

保持微笑，用眼神和听众交流何以帮助你放松，使你的声音和表情更加自然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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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网络与合作的建立 

 

工作网络与合作的定义 

 

工作网络与合作是指机构或组织间为了某种共同的目标或利益而一起共同努力奋斗，最终达

到仅凭单个机构或组织所无法达到的目标的实现（比如：在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领域）；其

合作关系应该是持久的，深层次的，有效的相互协作，并且应该有合作各方共同认可的，明

确的近期目标和长期愿景。 

 

发展工作网络与合作的好处是什么？ 

 

发展工作网络和合作的好处是能够帮助社区组织、社区小组获取和利用各种资源，包括：联

系相关人员和单位、分享知识和技能、获得经济支持、产生影响、获得政治或技术方面的互

惠支持。还可以拓展工作的影响面，用社区组织的经验影响他人，比如：可以使政府合作伙

伴了解社区组织的工作，从而促进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对社区组织的成功经验的推广和利

用。 

 

为什么要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 

 

社区组织由于受到自身能力、专业技能、资金和活动范围等因素的限制，只凭借自身的力量

有时无法达成既定目标，需要与政府部门合作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帮助才能达成目标，取得最

大和最好的效益并服务于目标人群。与政府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在帮助社区组织、社区小组

获取、利用各种资源的同时，还可以及时、及早的帮助政府发现和反馈社区的需求。社区组

织应该让政府意识到：社区组织可以成为政府的一种支持性力量，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

伴。 

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建议社区组织遵循以下几点： 
 

1) 熟悉政策法规，注意组织和行动的合法性； 

2) 避免组织政治化，只针对事，不针对体制，通过积极倡导、谨慎批评的方法帮助政府

逐步完善体制； 

3) 尊重和承认政府的权利，加强沟通，与政府形成合力，充分利用政府的优势。 

4) 掌握与政府的沟通技巧，在坚持组织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学会必要时的妥协；学做

有耐心和足够勇气的政府行动的批评者，并且在批评或反对的同时尽量提出可行性方

案。 

提示 

社区组织成员应该了解：影响政府官员决定的往往不是是否有理，而是是否有利。说服政府的方法是让政府
官员觉得与社区组织合作有利于他们的工作绩效的同时，也可以为民众造福。 

 
5) 不管到任何社区开展工作应该首先和当地相关的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帮助他们了解组

织即将开展的活动，吸收他们的建议。争取他们的支持和获得当地其他资源，并建立

初步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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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把握与政府合作的最佳时期，及时了解政府的新工作重点、新动向和新政策，如果新

重点与自己的工作有较大关联，就是利用政府资源的最有利时机。 

7) 了解政府部门的工作流程，了解谁能决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决策，按什么样

的流程决策。比如说预算周期、部门职责、专项资金覆盖范围和使用条件等。 

8) 充分肯定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与政府共享成果。将成果写进总结报告和其他宣传材料

中，并将成绩与当前政府重点工作挂起钩来，把数据纳入政府统计数据。 

9)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政府部门经常和及时的沟通，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

和矛盾，是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的原则。 

 

案例 

北京一家MSM艾滋病干预小组与区疾控中心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该小组带来的好处包

括： 

 提供与艾滋病有关的技术信息 

 为小组提供技术培训，如：社区快速检测操作技巧等 

 帮助该小组与其它组织、相关政府部门、医院等建立了联系，如：转介服务，生活救

助等。 

 有了更有效的组织结构和合作网络；掌握了更多的有关艾滋病的传播、预防、及治疗

的相关知识。 

 这种合作关系使这家小组能够为他的目标人群提供更为优质和全面的，包括相关服务

的应用知识、更好的的转介网络、以及获取艾滋病服务的更好的渠道。 

 这种合作关系也帮助了小组发展了工作网络，使他的们的活动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工作网络与合作的特点： 

大多数工作网络与合作具有下列部分或全部特点。它们分别是： 

 

1) 一组的组织和/或个人走到一起，追求实现共同的目标或共同利益; 

2) 机构或组织间持续性的相互沟通，交流或相互学习的社会活动; 

3) 机构或组织间致力于共同的发展和责任的分担――并基于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和承诺于

共同的目标和行动。 

 

建立工作网络与合作的重要步骤： 

1) 确定应该与谁合作和发展工作网络－您可以与内部成员，社区骨干和项目管理方针对

此项开展讨论。 

 您可以将您所工作的社区作为中心，先列出在社区中工作的其他组织或关键人物，而

后讨论在本社区外的更大范围内还可以和谁合作能够帮助您达到最大的影响。 

 

您可以考虑： 

a) 哪些组织和政府部门已经和您有很好的联系； 

b) 那些没有联系； 

c) 谁对您们的工作能够造成影响（好的或坏的） 

d) 您希望这些合作组织（网络）为您带来宣传、技术、或什么益处？ 

e) 然后对照您所指定的图表决定您要合作的对象和建立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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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确定了合作对象后，您需要与合作方一起开展讨论以确定合作内容和方式，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讨论： 

 

 探讨相互之间的合作期望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明确双方的职责、任务和各自的角色 

 讨论双方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 

 讨论合作中的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一起制作“组织结构图”（参见下列组织管理结构示意图范例），明确合作项目

的管理模式，包括报告和财务管理的体制。 

 如果没有具体的合作项目，只以工作网络的形式合作，那么您应该召集那些您认

为和社区组织有共同目标，并且能为您的项目带来更大的影响的组织会机构一起

讨论： 

a) 如何一起工作，互惠项目经验技术并扩大影响； 

b) 可以组织定期的交流思想和项目经验分享活动； 

c) 可以组建信息分享论坛； 

d) 可以组织他们参与项目的监测与评估活动； 

e) 可以形成共同的声音（如：倡导建议书），以倡导政策的改进和推进。 

 

组织管理结构示意图范例：： 

 

 

 

 

 

 

 

 

 

 

 

 

 

 

 

 

 

 

 

 

资料来源：中国红丝带网http://www.chain.net.cn/qshcy/fzfzz/tongle/gajj/15047.htm 

 

3) 工作网络与合作伙伴关系的维护 

与工作网络或合作伙伴的关系维护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尊重合作双方 

每个人都需要尊重，都需要获得别人的认同。对于合作方给予的合作或配合，我们一

定要心怀感激。而对于合作方的失误甚至过错，则要表示出你的宽容，而不是责备，

并立即共同研究探讨，找出补救和解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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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守原则 

一个信守原则的人最会赢得合作方的尊重和信任。因为合作方知道，满足一种需要并

不是无条件的，而必须是在坚持一定原则下的满足。比如，适当地增加某些活动或服

务是可以接受的，但损害组织、目标人群甚至别人利益的要求绝不能答应。因为当你

在合作方面前可以损害组织或别人的利益时，合作方会担心他的利益和声誉也正在受

到威胁。又如，在处理项目实施异议问题时，项目实施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我们应

该勇于承担责任，帮合作方处理好问题，并道出最真诚的歉意，这样才能让合作方重

新相信我们，才敢与我们长期合作。 

 

 替合作方着想 

我们与其他组织合作一定要追求双赢，特别是要让合作方也能漂亮地完成他们的目

标。不能一味的要求合作对方的配合与理解。 

 

 求同存异 

谈合作、谈项目一定要讲究时期。时期不好，好合作也会泡汤。当合作方有为难之处

时，一定要体谅别人，不要让合作方为难。比如合作方正在有事，不能按照您要求的

时间召开会议；或对方认为那样做会不合适或不能做等，你就要马上停止你的要求，

并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你都非常感谢他。你的善解人意会让对方觉得很抱歉甚至内

疚，下次一有机会他就不会忘记补偿你。 

 

 信息互通，公开透明 

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是合作双方的相互信任，而建立信任的前提是信息的透明和

及时的沟通。 

 

 不要让合作项目的结束做为合作关系的结束 

当你与合作方的合作项目结束告一段落时，是不是你们的合作关系就此终结了呢？也

许这是大部分组织的处理方式，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这次合作

项目结束的时候正是创造下一次合作机会的最好时机，即便短期内没有具体的项目合

作，它还可以是您的组织的长期工作网络的合作对象。 

 
参考阅读： 

感染者培训与演讲技能手册：

http://www.youandme.net.cn/cms/down.php?a_k=AWdYQV9%2FF051OHV1fwV1OCo5IRcMPAIfCHZWQ2J
kZ3VvUXtiaGV%2FR1hsWUBcaFFFY2xxcGhNOCk8cypLWQ%3D%3D 
 

项目管理方与社区组织合作工具－国际艾滋病联盟工具书http://www.chain.net.cn/zyzx/zyzxzlxz/gongjushu/32150.htm 

 

 

 

 

 

  

 

http://www.youandme.net.cn/cms/down.php?a_k=AWdYQV9%2FF051OHV1fwV1OCo5IRcMPAIfCHZWQ2JkZ3VvUXtiaGV%2FR1hsWUBcaFFFY2xxcGhNOCk8cypLWQ%3D%3D
http://www.youandme.net.cn/cms/down.php?a_k=AWdYQV9%2FF051OHV1fwV1OCo5IRcMPAIfCHZWQ2JkZ3VvUXtiaGV%2FR1hsWUBcaFFFY2xxcGhNOCk8cypLWQ%3D%3D
http://www.chain.net.cn/zyzx/zyzxzlxz/gongjushu/321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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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展与学习 
 

1.了解社区，了解自己 

 

社区组织的持续发展需要在不断的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社区组织需要定期定时对组织自身

开展评估， 只有在了解自身所处的境地，优弱势和社区的实际状况和需求的前提下，不断

的调整和完善组织目标和应对策略，社区组织才能有方向性的保证自我的持续发展。总结与

反思的过程同时也是社区组织树立自身形象和建立社会公信度的过程。 

社区组织自我评估，自我了解 

1) 谁应该参与到社区组织的评估中？社区组织的自我评估的参与者应该由社区组织高层

管理者决定，包括的人员应该涵盖： 

a) 社区组织高层管理者； 

b) 在组织中负责项目或活动实施的人员； 

c) 项目受益者、组织成员、社区领导、资助方代表、主要合作伙伴；主要志愿人

员。 

 

2) 评估的目的、日程和计划安排确定 

a) 社区组织的管理者应在开始评估前明确评估的目的和目标，并达成一致。 

b) 向每位参与评估的人员阐述本次评估活动的目的和目标，并组织讨论达成共识。 

c) 与参与评估人员共同确定评估的时间，方式，包括问卷，访谈的设计和计划 

 

3) 评估应该包含的主要内容（可参见附件） 

a) 战略规划及沟通能力； 

b) 治理、监督职责及领导力； 

c) 人力资源管理； 

d) 行政及财务管理。 

e) 社区组织自身的优弱势评估（包括机会和存在的障碍） 

 

4) 评估报告应该包含的内容 

a) 评估的背景和过程描述（包括参与人员的组成和问卷设计过程）； 

b) 描述评估目的、目标和计划安排的讨论过程，以及如何达成共识 

c) 介绍评估的主要内容 

d) 评估的主要结果和发现 

e) 评估结果的使用建议和对组织今后发展的重点建议 

f) 针对评估结果的应对计划（即社区组织的能力发展计划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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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区组织自我评估开展的更加具体的操作方法，您可以参考： 

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参考资料系列之一中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式组织自我评估 

扩大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公民社会能力需求独立评估报告 

国际艾滋联盟工具书－社区小组能力评估工具 

 

2. 宣传和创造影响 

 

让别人了解你的组织，不但可以更好的扩大组织的影响，还可以加强组织的工作，把组织想

要传达的信息有效的传递给社会和开展工作的社区， 帮助社区组织建立良好的公信度。这

就需要社区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创造机会宣传自己。为了能够得到最好的宣传效果，前期

策划直接决定了宣传结果的好与坏，并不是只要提供越多的信息、或只利用媒体，宣传效果

就会越好。社区组织如果能够有效的宣传自己、创造影响还可以为自己赢得社会信任度和更

多的资金的支持。可以考虑一下几个措施来宣传和创造影响： 

 

 利用合作网络提供信息、进行协商或讨论，以达到想要传达某种理念或做法的目的，

并形成集体声音以影响决策； 

 媒体是宣传自己和创造影响的有效方法，社区组织应该抓住时机利用媒体传达自己的

理念。媒体的使用可以包括： 

 对近期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或回应， 

 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大家了解组织正在做的项目或试图产生的影响。 

提示 

在与媒体打交道之前，应该尽可能的了解不同媒体的关注点，截稿日期等相关信息。建议您开发一份包括记

者姓名，联系方式在内的媒体清单，这些媒体因该是比较关注社区公益和社区建设的，尽量与这些媒体建立

信任关系，并且尽可能帮助他们了解组织和组织的理念。 

 参与其他组织的活动，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观点，并适时介绍自己组织的项目活动； 

 定期开展公众宣传，特别是在您所开展项目的社区。宣传的主题将决定公众是否对您

的组织产生关注，因此宣传主题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开展任何宣传活动之前一定要

考虑清楚您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是针对什么人群的？他们的兴趣点是什么？因此您

的信息一定是： 

 真实的 

 合适您的听众的 

 还应该是您的听众所使用和熟悉的语言，应该是简单的、具体的和主题

明确的 

 您所传达的主题还应该是正向的、积极的 

 定期公布自己组织的活动进展和财务信息或资金使用状况，可以利用季报或公开年度

报告等形式让更多的组织何人了解您的组织，加强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众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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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政府、其他社会组织和捐赠单位参观您的项目或参与督导评估，有助于增进与他

们的互动并建立联系或合作。 

 

提示 

 无论您要采取上述的哪些宣传措施，您首先要决定您要宣传的听众是谁？他们的兴趣点是什么？什么

样的信息是他们感兴趣的？您的宣传还希望影响谁？ 

 检查您要传递的信息要点是什么？是否简单清晰，适合于当地的文化语言，且易于理解？有否足够的

说服力？ 

 检查所准备的宣传材料是否有针对性？能不能回答听众的疑问？准备好所有听众有可能提出的问题，

并且回答所有这些问题，这包括对批评意见的反应。 

更多有关宣传和创造影响的信息您可参阅《进展》和《倡导技巧》http://wenku.baidu.com/view/12ced6c658f5f61fb7366620.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12ced6c658f5f61fb7366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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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筹集的技巧 

 

社区组织首先应该了解筹资的最基本的原则即－筹资并不是为了钱，筹资是为组织以及所开

展的活动，更是为了帮助目标人群。 

 

筹资的几个重要步骤： 

 

1) 了解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大致分为三种：私人、商业公司、捐赠机构。其中捐赠机构又可以分为私人和公众

两种。这三种来源国内和国外都有。 
 

资金捐赠类型 国内     国外  

 私人     

 商业公司     

 捐赠机构 1（私人）如：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     

 捐赠机构 2（公共）如：DFID，EU，全球基金项目，社会动员

项目 

    

 

 理解了以上资金的来源和不同种类后，您需要对您所了解的捐赠机构做分析，并按照

上述表格一一列出，进行分类。 

 分别了解各个捐赠机构的支持领域和为何做出捐赠？三种类型的捐赠者做出捐赠的原

因各不相同，必须分别进行分析，了解捐赠机构做出或拒绝做出捐赠的原因对筹集资

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私人捐赠者： 

大多出自非理性或情感方面的原因。同情心、认同感、犯罪感、个人野心、对不朽

的寻求、回报甚至恐惧等等，都是个人做出给予的强大动因。当被问到没有做出捐

赠的原因时，人们最多答案竟然是“我未被要求如此”。显然，我们的经验是：当你

筹资时，你必须明确地说出你的要求是什么。 

商业公司： 

虽然大多数公司做出捐赠的原因很不一样，但其最终动因是挣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因而，在你向公司提出要求时，应当准备好回答公司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得到什

么？” 

捐赠机构： 

捐赠机构的理由则十分理性化。他们做出捐赠的理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相对而

言，私人捐赠机构较少感情因素，而公共捐赠机构则较少自我利益。 

 资料来源：NGO 发展网－英国管理中心托尼.埃利斯彻先生于 1996 年在韩国汉城举办的东亚筹资研讨会上的讲演编译 

 

2) 针对不同捐赠机构的筹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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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私人(个人)捐赠者的筹资方式可以包括： 

可通过义卖，沙龙活动，义跑，义演等方式，分析个人能力强项及社会关系，公

开诚信的方式筹集。 
 

 针对商业公司的筹资方式： 

商业机构的捐赠目的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社区组织应该了解，那就是

捐赠是否能为他们带来益处？什么益处？在帮助他们树立社会形象的同时是否可

以为他们的品牌扩大影响力？因此，社区组织在进行筹资前，应该充分了解捐赠

公司的关注点是什么？需要准备好回答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项目能为捐赠公

司带来什么？”“项目将怎样受益于目标人群”商业公司的捐赠一般是以招投标，

或协商后签订协议的捐赠形式开展。社区组织一定要认真阅读并理解商业公司的

各项要求，然后进行投标。 
 

 针对捐赠机构的筹资方式： 

捐赠机构的捐赠理由非常明确，他们做出捐赠的理由一般是“这是我们的工作”。

相对而言，私人捐赠机构较少感情因素，而公共捐赠机构则较少自我利益。此

时，社区组织可以展示自己开展过的活动，帮助捐赠机构了解社区组织开展的活

动与捐赠机构的‘工作‘是相符的，或至少在某些程度是相符的。 
 

3) 捐赠的类型： 

不管何种捐赠机构捐赠的类型一般分为三种：直接捐款（赠款），以物品的赠与形式

捐赠（包括活动场地的提供）和以合作开展活动的方式实施捐赠（如：技术或专业支

持） 
提示 

 
无论募集资金的多或少，或募集资金的捐款对象是谁？社区组织都应该牢记以下几点： 
 

 收集和分析潜在捐赠对象的信息，并用自己认为最好用的方法记录下来。比如：一张清单记录你
所需要的信息，简单的统计表或图等。 

 准备好必要的宣传材料，以备在遇到潜在的捐赠对象时用。比如：列出社区组织的成功经验和成
绩，举出社区组织所开展的活动给你的目标人群带来的变化和好处是什么？ 

 准备好以往的财务或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清楚地列出社区组织以往开展的项目，提供的社区服
务活动和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以最低的资金取得的高质量和高覆盖率的服务） 

 学会宣传自己（可参见第三章沟通与交流） 

 

4) 四种社区组织筹资所需的信息传播技巧 
 

目前使用最多的信息传播分四种方式： 
 

 面对面 

面对面交流属于较为传统的双向交流手段。面对面的交流能使你适应你的对手，

并有效的使用肢体语言。比起其他方式，面对面交流更具有说服力。 

 电话 

电话交流不仅可以节省开销，节省时间和免除旅途劳顿，而且交流效果又几乎能

与面对面相媲美。电话联系也是一种双向交流，同样可以适应与你谈话的人并回

答他的问题。打电话前，应该把要传递和影响捐赠对象的信息提前准备好。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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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预想对方可能感兴趣或可能提出的问题。在信息传达的同时应对它们的帮助

表示感谢。 
 

 电子邮件 

是目前较常用一种交流方式，但不如电话交流更加直接（如：提问和回答较慢，

不容易解释清楚等）。可是电子邮件的优势是可以使双方的交流有据可查，更可

以为对方提供图片或其他文件，让对方更加系统的了解你。 
 

 大众媒体－－互联网络、户外媒体、广播、印刷品。 

大众媒体的优势是很快扩大你的覆盖面和知晓率，它能使你一下就接触到成千上

万的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方便、快捷的沟通交流

方式被应用，如：QQ、微信、飞信、手机短信和微博等；值得提醒的是，在使用

大众媒体传播信息前，社区组织应该首先学会并熟练地掌握面对面、电话和电子

邮件筹资技巧。 
 

筹资要点： 

 

 应该对筹资对象有很清晰的了解 

 应该对本组织的需要有清晰的了解 

 逐步建立人脉关系和资源 

 具备交流，口才，表达能力 

 尽可能完善针对性强的项目计划书并取得捐赠方的支持和认可 

 学会换位思考，建立诚信和社会公信度 

 以平等和自信为原则，具有坚定的信心，理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认识到实际上只有 10%的申请能够成功。 

 总结申请失败的原因，为再次申请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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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及志愿服务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道主义援助、技术合作、改善人

权、促进民主与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许多专业性团体、商贸机构、社区组织及越来

越多的个体组织开展活动的基础。在许多社会活动如艾滋病预防与关怀，环境保护等领域中

志愿者的作用已经不容忽视。 

社区组织因其构成为小型群体，固定员工较少，很多时候需要志愿者的参与和支持来完成项

目活动。要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优势，志愿者管理是社区组织必修的功课之一。 

1 志愿者的特性 

与社区组织员工相比，志愿者具有以下几个特性： 

1) 非职业性：志愿者并不以志愿服务为职业，他们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2) 自愿性：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是出于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 

3) 不计报酬性：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并不以获得报酬为最终目的，有的志愿者能得到少

量的津贴，大多数是无偿服务； 

4) 公民权利与责任（社会性）：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行使了公民的权利和履行了公民

的义务； 

5) 利他性与公益性：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发展为最终目的，

志愿者通过非营利组织的志愿服务为他人和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为组织本

身； 

6) 多元的自我需要（个人性）：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可以满足多元的自我需要，志愿者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能获得个人成长、工作经历和经验，结识对自己将来发展有益的

人，实现自我的价值（自尊心的满足）。 

 

2 志愿者的管理流程 

社区组织应该逐步建立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需要根据志愿者的特性和社区组织的工作目标制

定详细、明确的整体工作计划，说明工作意义，确立志愿者在服务中的角色及参与目的，并

且确定志愿者的招募计划。社区组织对志愿者的管理流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 拟定服务计划书，确定社区组织的哪些工作需要志愿者 

 

第二步：  制定志愿者招募标准（需要什么特殊技能？要求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经

验、有热情，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第三步： 通过社会招募、自愿报名，选拔符合要求的志愿者 

具体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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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社区张贴海报或在媒体上发布兼职管理工作者招募消息，公布招

募热线； 

b) 按照招募标准对收到的申请书进行初筛，制定面试名单和安排面试

时间；同时准备面试问题和面试审评组成员安排。 

c) 通知初筛合格者面试。 

d) 面试评审成员讨论面试结果，通知和安排志愿者工作。 

第四步： 按照项目需求分配志愿者，建立志愿者档案 

 按照服务项目分类，建立志愿者名册； 

第五步： 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基础培训和岗位培训： 

 基础培训内容包括：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理念、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

内容、意义等； 

 岗位培训主要包括：服务内容、时间安排、注意事项等。 

第六步： 协助志愿者制订工作计划。以年度或特定时间段为单位制订活动计划，

由项目负责人牵头召开会议，充分讨论，征求社区骨干和相关领导意见

后确定。活动中注意事项： 

 建议志愿者统一佩带帽子（室外），或悬挂“志愿者服务证”（各区按

样本制作）； 

 做好活动宣传； 

 做好档案收集：包括制度、工作计划、志愿者名册、总结宣传资料等 

 

第七步： 志愿者工作督导及评估和建立志愿者激励制度 

 

提示： 

 
志愿者激励制度的建立是志愿者的有效管理的重要方法。通过各种活动表彰，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肯定他
们所取得的成绩，与他们共同分享项目成果。 

 

 

参考： 

志愿者联盟管理平台 

http://www.itsv.com.cn/soltion/4028848224468b1b01245cb98d800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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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2003年，我这个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专业研究生，来到河南商丘的艾滋病村，创立了东珍，作为纯理

科生而言，对于NGO的管理和运作是从零开始的，这一点和今天的很多初涉NGO的朋友很相似，大家都是因为某

种机缘或者激情而走入这行，而不是因为专业性，所以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说不知道怎么

做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也有不同，2003年，基本上找不到NGO能力建设的书，我唯一的参考书是台湾

1980年代社运的绝版书《草根群众组织》（Si Khan著），还宝贵的一字一字的键盘敲成电子书与大家分享，

而今天的NGO朋友们很幸运，资讯爆炸的时代，公益已经成为时尚，有越来越多的能力建设的出版物和培训

班。 

 

可话说回来，能力建设的资源是越来越多，可效果的不明显也已是业内的共识，为什么呢？两个原

因，其一，NGO是西方社会中产生的组织形式，进入中国必须本土化才能发展壮大，就像外企在中国要本土化

一样，所以能力建设不能照搬西方的教材；其二，之前的培训和教材，都是专家在做，而有多少专家真正了解

NGO，了解NGO的实际需求、工作中的种种阻力和困境、服务对象的需求、不能合法注册为NGO而连带产生的种

种尴尬和不便„„而且，草根NGO就是下里巴人，能力建设却是阳春白雪，不是深奥、就是枯燥、还有连篇累

牍的大部头，让人看着就头疼。 

 

因此，近年来，NGO开始自己编写各种手册，因为NGO是最了解NGO的，这本手册就是其中的尝试之一。

赵颀女士在救助儿童会工作多年，期间与众多NGO有过合作，特别是艾滋病领域的草根NGO，非常了解他们的需

求。希望这本手册能够帮助各位解决机构的难题。 

 

最后，简单分享几点自己这10年作为草根NGO对于能力建设的经验之谈： 

 

第一， 就像上学必须下课做作业一样，看了多少本多好的能力建设的书都没有用，只会纸上谈兵， 

必须一条一条的用在自己的机构里，看效果，看是否适合，不适合如何调整，这样机构才

能发展； 

第二， 所有的能力建设的内容都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比如，有章程是为了成员都 

知道机构在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章可循，但有的NGO只是为了有章程而做

章程，做好了就放在文件夹里，说“我有”，但谁也不看。 

第三， 不要着急一口吃个胖子，调理机构就和给人治病一样，用药太猛不是好事。改变太快太多， 

成员不会记住所有的，而被忘掉的部分，可能就永远被忘掉了，结果是和没有改变一样；

而且，也会造成有些成员难以接受而产生矛盾甚至分裂。 

第四， 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懂得变通。比如痕迹资料，对于性工作者外展

工作来讲，就不能太过严格，财务上要求的身份证号手机号什么的会把外展对象吓跑。 

第五， 不要迷信课本和专家，课本和专家在讲的，是他们根据其他机构总结出来的经验，但世事无

绝对，如果你觉得那些不适合你的机构，也许是真的不适合，谁知道你的机构的特殊的管

理经验未来能够写进教材呢。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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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受到艾滋病影响的人们因为面临相同的境遇，拥有共同的需求和诉求，组成了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社

区组织，据统计，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社区组织已经达到了八九百个。这些活跃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社区组织为

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提供服务，为自己的权利进行倡导，他们用行动推动了NGO注册、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和

措施的制定与改善，这些行动对其他领域的NGO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从2005年以来，我作为一个非社区人士参与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看到了很多社区组织从小到大，影响

力从国内延伸到国际，活动经费从几千到百万，这些变化都让人欣喜不已。而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就是有明确

的战略目标和定位、适宜的管理机制、广泛的筹资和沟通渠道及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都是一个社区组织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都知道，艾滋病社区组织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包括社会公众甚至是卫生专业机构人员的歧视

与误解限制了社区组织的发展，这就更需要我们建立公信力，加强机构能力来取得认可，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使

命，体现社区组织的价值。 

 

 

蔡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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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及实用工具书 

 

《进展》http://www.chain.net.cn/wzhg/10616.htm 

《社区小组参与式能力评》下载链接： 

http://www.chain.net.cn/zyzx/zyzxzlxz/gongjushu/30891.htm 

《非营利组织评估》中国人大学副教授邓国胜著 可购买 

《项目管理方与社区组织合作工具》下载链接： 

http://www.chain.net.cn/zyzx/zyzxzlxz/gongjushu/32150.htm 

《非营利组织生存指南》下载链接：http://www.asiacatalyst.org/NPSG_CN.pdf 

《团队建设手册》下载链接：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TeamBuildingManual.pdf 

《志愿者管理原则》下载链接： 

http://ishare.iask.sina.com.cn/download/explain.php?fileid=20261478 

《香港义工训练手册》下载链接： 

http://ishare.iask.sina.com.cn/download/explain.php?fileid=3731839 

温洛克非营利组织管理参考资料系列 

http://www.learning.ngo.cn/modules/WinrockNGOManagementSeries 

云南社区组织注册登记信息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15&lan=cn 

社区小组参与式能力分析工具包下载链接：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5005857.html?from=like 

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管理手册下载链接： 

http://www.chinaids.org.cn/worknet/charts/ 

《USDO财务信息披露模版》阅读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86338a0fe87101f69e31957b.html 

http://www.onefoundation.cn/touming/usdo.html 

http://www.chain.net.cn/wzhg/10616.htm
http://www.asiacatalyst.org/NPSG_CN.pdf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TeamBuildingManual.pdf
http://www.learning.ngo.cn/modules/WinrockNGOManagementSeries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15&lan=cn
http://www.onefoundation.cn/touming/usd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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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管理》－德鲁克 阅读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f27d4dd6b14e852458fb57b4.html 

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现状调研报告（2010）下载链接：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YA201105004.htm 

中国艾滋病相关政策分析下载链接： 

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yangtuan/grwj_yangtuan/dcyj/P020090213333406403635.pdf 

艾滋病社区动员100种－工具大全下载链接：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10&lan=cn 

团队建设手册下载链接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16&lan=cn 

社区组织之沟通技能手册下载链接：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21&lan=cn 

从诊断到改善——社区组织机构发展手册下载链接：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18&lan=cn 

中国非盈利组织注册攻略：
http://www.chain.net.cn/zyzx/zyzxzlxz/NGOfazhangongju/NGO_Support_Toolkit/35343.htm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YA201105004.htm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10&lan=cn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16&lan=cn
http://www.alliancechina.org/Publications.aspx?pubId=18&lan=cn
http://www.chain.net.cn/zyzx/zyzxzlxz/NGOfazhangongju/NGO_Support_Toolkit/353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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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与学习网络： 

 
中国草根组织学习网http://www.learning.ngo.cn/modules 

NGO发展交流网http://blog.ngocn.net/ 

中国社会工作网http://sw.mca.gov.cn/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网 http://www.cncasw.org/ 

中国发展简报网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351 

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index.html 

NGO中国认识益友的地方： http://home.ngocn.net/network.html 

中国红丝带网 http://www.chain.net.cn/qshcy/ 

艾滋病国际联盟网站：
http://www.alliancechina.org/Alliance_China_Office_Chinese/Alliance_China_Publications_Chinese.html 

 

亚洲促进会网：http://www.asiacatalyst.org/zhongwen/ 

 

 

http://www.learning.ngo.cn/modules
http://blog.ngocn.net/
http://sw.mca.gov.cn/
http://www.cncasw.org/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351
http://www.chinanpo.gov.cn/index.html
http://home.ngocn.net/network.html
http://www.asiacatalyst.org/zho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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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团体的名称(包括英文译名、缩写)(社团的名称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社团的名称

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全国性的社会团体冠以"中国"、"全国"、"中华"

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应冠以本行政区域名称，不得冠以"中国"、"全国"、

"中华"等字样。社会团体的名称，不得使用已由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明令撤销或取缔的社会团体的名称) 

第二条 本团体的性质(其中必须载明：组成的人员或单位； 学术性、联合性、专业性或行业性；全国性或地方性；自愿结

成；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三条  本团体的宗旨(其中必须载明：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第四条 本团体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必须载明具体的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

机关) 

第五条 本团体的住所(载明 X 省 X市)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团体的业务范围(必须具体、明确)： 

  (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二)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三)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第三章 会员 

第七条 本团体的会员种类(单位会员、个人会员)  

第八条 申请加入本团体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团体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团体的意愿； 

  (三)在本团体的业务，(行业、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九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理事会讨论通过； 

  (三)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发给会员证。  

第十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团体的活动； 

  (三)获得本团体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团体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一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本团体的决议； 

  (二)维护本团体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团体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本团体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团体，并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 1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团体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三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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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团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决定终止事宜；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五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须有 2／3以上的会员(或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或会员代表)半

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六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每届 X年(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每届最长不超过 5 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

的，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 1 年。 

第十七条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本团体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

会)负责。 

第十八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七）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领导本团体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十）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九条 理事会须有 2／3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 2／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一条  本团体设立常务理事会（理事人数较多时，可设立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在理事会闭会期间

行使第十八条第一、 三、五、六、七、八、九项的职权，对理事会负责(常务理事人数不超过理事人数的 1／3)。 

第二十二条 常务理事会须有 2／3 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 2／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三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四条 本团体的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本团体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秘书长为专职；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的； 

  (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五条 本团体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

查并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六条 本团体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x年。〔正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

最长不得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2／3以上会员(或会员代表)表决通

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七条 本团体理事长(会长)为本团体法定代表人[社团法定代表人一般应由理事长(会长)担任。如因特殊情况需由副理事长

(副会长) 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人，应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担任，并在章

程中写明。 

本团体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八条 本团体理事长(会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本团体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二十九条 本团体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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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协调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开展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主要负责人， 

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 

  (四)决定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三十条 本团体经费来源： 

  (一)会费； 

  (二)捐赠；  

  (三)政府资助； 

  (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一条 本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 

第三十二条  本团体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三十三条 本团体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十四条 本团体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

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三十五条 本团体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采源

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 必须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六条 本团体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组织的财务审计。 

第三十七条 本团体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三十八条  本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三十九条 对本团体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报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第四十条 本团体修改的章程，须在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 15 日内，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报社团登记管理

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四十一条 本团体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四十二条 本团体终止动议须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第四十三条 本团体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开

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四十四条 本团体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四十五条 本团体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团体宗

旨相关的事业。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章程经 X 年 X月 X 日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四十七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团体的理事会。 

第四十八条 本章程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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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员工守则参考范本(仅供参考) 

第一条  遵法制 

学习理解并模范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本市的法规条例和本单位的规章制度，争当一名好公民，好市民、好职员。 

第二条     爱集体 

和集团荣辱与共，关心集团的经营管理和效益，学习经济及管理知识，提高工作能力，多提合理化建议，牢固树立

“人文高尚、管理高标、服务优质、经营高效”的企业形象。 

第三条 听指挥 

服从领导听指挥，全面优质完成本职工作和领导交办的一切任务。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支持、热情协助领导

开展工作。 

第四条     严纪律 

不迟到，不早退，出满勤，干满点。工作时间不串岗，不办私事，不饮酒，不在禁烟区吸烟，不私拿或损坏公物，不

做有损团结之事。 

第五条     重仪表 

保持衣冠、头发整洁。男员工不准留长发、留胡须，女员工要淡妆上岗，打扮适度。 

第六条     讲礼貌 

使用您好、欢迎您、不客气等礼貌用语。与客人相遇要主动相让，与客人同行时，应礼让客人先行。 

第七条 讲卫生 

常剪指甲，注意卫生，无汗味，异味，工作前不得饮酒、吃蒜等异味食品，保持口腔卫生。 

第八条 敬客户 

1、接待客人时面带微笑，与宾客谈话时应站立端正，讲究礼貌，用心聆听，不抢话，插话，争辩，讲话时声音适

度，有分寸，语气温和文雅，不大声喧哗。听到意见、批评时不辩解、冷静对待，及时上报。 

2、遇到服务对象询问，做到有问必答。不能说不、不知道、不会、不管、不明白、不行、不懂等，不得以生硬、冷

淡的态度待客。 

3、尊重服务对象风俗习惯，不议论、指点，不讥笑有生理缺陷的客人。 

4、接转电话时，要先说“您好，XXX 部门”，然后仔细聆听，声调温和，勿忘使用本岗位礼貌用语。 

第九条 守机密 

不向客户或外部人员谈论集团的一切事内部务。一切内部文件、资料、报表、总结等，都应做到先收锁再离人，保证

桌上无泄密。 

第十条 保廉洁 

不以拉关系图私利。不贪污、不受贿、不挪用公款，不以权谋私。勇于揭发问题，敢于同不良的现象作斗争，要打击

歪风，树立正气。 

第十一条 勤节约 

消灭长明灯，长流水，节约使用文具和器材，爱惜各种设备和物品。 

 

 

 

 

http://www.hudong.com/wiki/%E8%A7%84%E7%AB%A0%E5%88%B6%E5%BA%A6
http://www.hudong.com/wiki/%E6%B0%91%E4%B8%BB%E9%9B%86%E4%B8%AD%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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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下列模版仅供参考，使用者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使用 

附件 1.3：办公用品申购单模版 

序

号 

物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价格 需求量 需求时间 备注 

       

       

       

       

       

       

       

申购人：   申购部门：    申购时间： 

审核：    审批：     验货： 

 

附件 1.4： 办公用品领用登记表模版 

 

部门：           表格编

号：XXX 

领用物品 单位（套， 

个） 

数量 领用日期 领用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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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办公用品采购统计表模版 

 

          表格编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 单价

（元） 

总价

（元） 

备注 

       

       

       

       

       

合计   

采购日期   

供应商   

采购者   

收货日期   

 

附件 1.6：小额现金领取表模版 

现金领取表 

日期 款项用途说明 数额 

年、月、日 参会交通补助  

   

   

总额  

领取日期： 

 

领取人签字： 

 

财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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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项目需求和资源评估内容检查表（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关怀一支持活动为例） 

 
人口特征 支持与关怀需覆盖的人群( 年龄, 性别, 种族, 健康状态„) 

资源 评估现有资源: 

 系统内和社区现有资源,  

 能够提供服务的能力( 社区/家庭关怀); 

 社区卫生室的设施及服务能力 

 需要提供关怀的儿童及成人的营养健康状况 

 社区的宗教信仰, 文化及生活习惯, 人群流动特征 

 现有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能够提供治疗服务的医院的数量 

 该区域内现有的NGO, 社区组织, 感染者组织, 村级领导人的数量和能力 

 其他部门的角色和服务内容(民政, 教育„) 

 是否有其他支持性政策和体制 

„„ 

需求 需求评估: 

 家庭/社区关怀/支持的技能和知识(营养, 卫生,机会性感染,药物依从性,随访技巧, 开展生

产自救, 心理关怀„) 

 家庭照顾者的护理技巧 

 针对不同人群开展活动所需的技巧知识培训的种类和人数 

 针对社区预防干预开展活动的技巧 

 社区卫生站的服务能力及转诊技能 

社会环境  社区文化信仰和习俗 

 文化，经济和社会因素 

 社区参与程度/意识/水平/能力 

 个人自我保健能力,卫生常识 

 社区整体的应对能力 

 社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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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逻辑框架模板 

 描述干预逻辑 
核实项目成功与否的指

标 
验证方法及资料来源 关键假设 

总目标 

项目最终达到的终

极目标（总目标）

是什么？ 

例如：提高社区 XX

艾滋病感染者的服

药依从性 

与实现总目标相关的关

键指标 

例如：XX 社区感染者

服药依从性从项目开展

前的 XX%提高至项目开

展后的 XX% 

指标的来源及收集方

法 

例如：项目开展前的

基线调查数据和项目

结束时的评估数据。 

  

具体目标（可以有多个

具体指标，建议最多 3

个） 

项目试图实现的具

体目标有哪些？ 

例如：通过为 X 个

社区骨干提供为期

X 天的培训和后续

支持，以加强感染

者服药依从性的管

理 

哪些指标可以体现具体

目标的实现？ 

例如：培训社区骨干的

数量；培训后骨干为社

区感染者服务的数量；

骨干家访的次数，以及

培训员对社区骨干的督

导次数。。。 

可以收集到哪些已有

的信息资源？收集信

息的方法是什么？ 

例如：培训的教材，

培训签到表；家访记

录表；督导报告。第

三方评估报告－接受

服务的感染者访谈以

评估服务质量及效果 

哪些外部因素和条件是实现

项目目标的前提？应该考虑

哪些风险规避措施？ 

例如：足够的资金；及服药

依从性管理技巧； 

感染者的配合 

社区领导的配合 

预期成果（可以有多

个） 

用以证明具体目标

实现的预期结果或

产出 

例如：XX 社区感染

者服药依从性得到

提高；感染者服药

依从性覆盖人数扩

大，感染者生活质

量提高，机会性感

染降低。。。  

例如： XX 社区的 XX

感染者在接受了服务后

服药依从性提高了

X%，人数提高了多少 

例如：对比基线数据

的改变，机会性感染

治疗次数的降

低。。。 

  

活动（应相对应每个具

体目标） 

例如：培训，家访 

例如：培训的次数；家

访的次数，电话提醒服

务次数；接受服务的人

数。。。 

例如：邀请函，培训

日程，培训讲义 

家访计划表，家访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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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项目实施计划表和进度表模版 

时间：年月至年月 

时间 

(具体到月) 
活动 所需物资、材料 

预算

（元） 
负责人 参加人员 

例如：2011

年 5 月－6

月 

例如：入户调查，访谈 例如：小礼品，问

卷 

例如： 

礼品：100

元/户 X10

户 

问卷开发

和印刷：

1000 元 

Xx 5 个访谈人

员 

      

      

      

      

      

 

附件 2.4 活动进度表 

活动 1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月 12月 

社区骨干

培训 

  X   X       

社区骨干

随访活动 

   x x x x x x x x x 

社区骨干

经验交流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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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附件 2.5：项目活动记录表模版 

活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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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时 

参与者组成和数量  

发放材料和物品  

活动中的特殊案（或

印象深刻的活动） 
 

参与者评价（活动后

与 1-3 位参与者交

谈，了解对活动的评

价） 

 

经费支出（列明细）  

 

活动总结  

 

组织者签名 年   月   日 

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督导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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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会议/培训班预算表（模版来源于中英策略支持项目，仅供参考） 

ＸＸ会议/培训班预算表 

项目名称: 计划编号： 

活动内容:  活动时间:  

产出领域:  活动地点:  

费用类别: 参加人数:  

费用预算 

支出内容 标准、数量 预算金额（元） 

1 差旅费(城市间交通)   

2 餐费   

3 会议室租金   

4 办公用品   

5 资料费/材料费   

6 市内交通   

7 项目工作计划专家审核费   

8 专家讲课费   

9 翻译费   

10 译审费   

11 会务补助   

12 通讯费   

13 其它   

14 不可预见费(5%)   

总 预 算（元）  

项目协调员：（签名）              

年    月     日 

财务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审批：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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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会议签到表模版 

ＸＸ会议/培训班签到表 

 

姓名 

Name 

单位 

Organization 

职务 

Position 

电话 

Tel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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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督导指南和报告内容、格式 

A. 督导目的－明确解释督导的目的。 

B. 督导组人员组成及分工――包括： 

督导人员组成：项目管理人员、实施方主管部门领导、财务人员和相关专家。 

职责：  检查项目活动开展的进度、质量和财务报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修改意见或

提供技术支持。 

C. 督导内容－明确解释项目是否按照项目活动计划书开展进行，内容包括： 

 比较计划与实际进度、计划与实际的人力投入。 

 开展的质量、计划与实际经费的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D. 督导方式－阐述督导过程。一般包括现场检查、查阅文件、检查活动痕迹资料、听取汇报、深入

访谈等方式。描述督导结束后的反馈情况：督导结果和建议以书面方式反馈给活动实施方和上级

管理部门。 

E. 督导报告最终形成－建议报告在督导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报告格式见下 F）。 

F. 督导报告内容、格式－ 

a) 首页的内容应该包括：  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合同号、项目活动名称、活动 

实施周期（X 年 X 月至 X 年 X 月）、联系方式（联系人、

电话、邮箱地址和报告日期）  

b) 建议的报告格式： 

督导报告一般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督导的目的和督导组人员构成及工作日程－介绍督导组的人员职

责和行程计划安排。 

第二部分：督导的实际内容和发现，主要依据原项目计划检查项目开展的情况大致的

内容有： 

 

i. 活动开展进度 

ii. 人员投入 

iii. 活动开展的质量 

iv. 经费使用情况 

第三部分：结论及建议，需要对实施方是否履行原项目计划作出评价，并且评估外环

境发生的变化及对项目活动的影响，对后期实施中技术、管理等方面益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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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项目进展报告格式（模版） 

 

项目建站报告为阶段性报告，一般按照项目管理方的要求做定期汇报，建议的报告格式大致如下： 

1) 根据活动计划书汇报截止到汇报时项目活动进展和指标完成情况； 

2) 汇报本期活动开展情况，主要指项目活动取得的进展、工作的亮点和经验， 

3) 总结开展项目活动时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4) 汇报项目经费使用情况（以下模版来源于中英策略支持项目，仅供参考） 

 

 

单位（公章）：报告时间：至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本期 累计 

 期初拨入专款结存    

1 拨入专款    

2 其它收入    

 收入合计    

3 拨出专款    

4 专款支出    

4—1 项目活动    

4—2 办公费    

4—3 物料消耗    

4—4 劳务费    

4—5 其它    

 支出合计    

 期末拨入专款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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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项目完工报告格式 
 

A 首页的内容应该包括：   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合同号、项目活动名称、活动 

实施周期（X 年 X 月至 X 年 X 月）、批准经费额度、项目

负责人联系方式（联系人、电话、邮箱地址和报告日期）

  

B 报告内容应该包括：   项目活动计划书所确定的目标的实现程度或情况； 

项目活动计划书完成情况，应包括项目实施计划中的活动

内容、时间和指标的完成情况； 

项目具体产出（如：培训多少人、次、天，开发的项目材

料等） 

经验教训及建议等 

项目活动经费使用情况 

2011 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完工报告模版（仅供参考） 

目标人群或

服务对象及

数量 

 

项目活动完

成情况 

按项目实施方案中的安排，描述活动内容、时间、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和投入等 

 

预期目标完

成情况 

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请打钩）      是       否 

请描述预期目标完成情况或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 

项

目 

成

果 

有形

成果 

宣传画、展板、教材、论文等种类和数量 

无形

成果 

项目产生的效果指标，如知识知晓率提高、安全套使用率等 

项目有哪些

特色和创新

性 

 

 

项目体会  

存在的问题

与建议 

 

 

附件目录 请将能证明项目过程的文件、技术资料等原件或复印件名称按顺序编号列于下面，附件附在总结报告表后 

经费决 

算 

活动名称 经费预算（万） 费用支出科目 实际支出（万） 

活动 1  科目 1  

科目 2  

活动 2  科目 1  

科目 2  

合  计    

剩余经费使用情况  

财务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财务部门（盖章） 

中标机构 

意见 

 

   签名和盖章：                                    年      月     日 

合作机构意

见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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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社区组织自我评估工具－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 

参考资料系列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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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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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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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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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附件 3.2：社区组织自我评估工具－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 

参考资料系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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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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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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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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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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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社区组织自我评估工具－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 

参考资料系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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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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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相关部门提供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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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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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创造性的筹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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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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社区组织自我评估工具－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 

参考资料系列之：人力资源管理 

题目 

选项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有时 

符合 

不符

合 

不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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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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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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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组织鼓励员工实现团队合作关系      

附件 4.1：志愿者收录表格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照片 

籍 贯    民 族  

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工作单位（院校或

协会） 

 现任职务  

联系方式 

手机   电话 （O）   

E-mail   电话 （H）   

QQ号码  其他  

参加过何

种社会社

团、公益

活动及特

长 

  

工作经历  

技能、特

长 

 

希望投身志愿服务的领域 

（请选择

打√，可

公关筹款  电脑日常维护      周末照料学生        

美化环境劳动     开展义卖活动  心理咨询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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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选） 法律服务       提供管理方面的咨

询    

 摄影、视频作品

制作      

 

开展宣传展览活

动       

 外文翻译（英\

日） 

 中心 BBS和网站

维护 

 

图书及其他资料

整理   

 活动协助    行政办公  

提供交通支持  Flash制作  绘画辅导  

编排文艺节目  为学员表演节目  组织学员生日活

动 

 

其他  

承诺每月

服务时间    

 计划志愿服务年限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签章）年   月    日 

备注 

  

 参加 XX 组织志愿服务/活动记录： 

 序号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