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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能力评估工具在社区组织能力建设中的实践运用
——以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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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运用机构能力评估工具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ssessment tool，OCAT) 对社

区组织能力进行评估 , 帮助其开展机构能力建设，提高社区组织机构综合能力。方法：以社区组织成员为

主体，通过参与式评估的方法运用 OCAT 从机构的策略和规划、机构结构和工作流程、资源动员、项目管

理等十个方面进行可量化的综合讨论和评分。协助机构制定并实施能力建设计划。结果：一年后，机构在

十个方面的评分均比基线调查时有明显提升，十个方面在基线的水平上平均提高 22%，最多的提高 58%，

最少的 6%。讨论 OCAT 是目前社区组织机构能力发展中方便易行且可以量化的评估工具。结论：OCAT 的

运用有效改善了药物滥用防治领域社区组织自身的机构组织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机构提供干预和服务的

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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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sing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ssessment Tool (OCAT) assess the capacities of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CBOs) for drug abuse, to help CBOs carrying out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their 
comprehensive capacities. Methods: taking the core members of CBO as the main body. OCAT was used to conduc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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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scored in ten aspects, such as the strategy and plann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work 
flow,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etc. Assisted the organization making capacity building plan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the scores of Yunnan DAYTOP in all ten aspec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one year. 
The average increase was 22% in the ten fields, the highest increase was 58%, and the lowest was 6%. Conclusion: OCAT 
is a convenient and quantifiable evaluation tool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OCAT is effectively in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ies of CBOs,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capacities such as 
intervention and service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assessment;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药物滥用防治和艾滋病防治是一直是全球关注

的热点话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社区组织参与

药物滥用防治和艾滋病防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

必然的趋势，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5]。同时，

社区组织的能力一直是困扰机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

素，组织能力建设难以量化和评估也阻碍了能力建设

活动 [1，3，6-7]。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是

一个服务于药物滥用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社区组织。

本文以云南戴托普为例，介绍 OCAT 在云南戴托普实

践的结果。经过一年的机构能力建设活动，云南戴

托普在“机构的策略和规划”“机构结构和工作流

程”“资源动员”“项目管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突

破和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云南戴托普的领导和各个部门骨干员工

1.2 方法 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运用 OCAT，根据

每个方面涉及的具体内容逐项评分并讨论评分理由。

评分范围是 0~4 分。其中：0 分代表完全没有开展；

1 分代表刚开始执行；2 分代表执行了一部分；3 分

代表执行了大部分；4 分代表完全执行。小组就机构

能力的现状及改善措施展开讨论并达成一致。机构根

据讨论结果进行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一年以后

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评估，并制定新一轮的机构能力建

设计划。

工具机构能力评估工具（OCAT）是由美国国际发

展署（USAID）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联合开发,

运用于评估合作机构组织能力的一套工具，旨在有效帮

助机构明确自身能力发展的具体内容和方向 [8-10]。2011

年由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引入中国开始进行本土

化实践试点。OCAT把机构能力分为十个方面，分别是：

机构发展的策略与规划，机构的结构与工作流程，资源

动员，伙伴关系与网络，项目管理，项目的监测与评估，

技术能力与知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外部

交流。每个方面中分别含 4~11 个具体核心指标条目。

2 结果

2.1 总体结果

通过运用 OCAT 在云南戴托普开展参与性小组评

估，制定有针对性的机构能力建设计划并开展有针对性

的能力建设活动。一年后，云南戴托普在机构能力十个

方面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 0~4 分评分范围中，提高

最明显的是“策略和规划”，从基线的 1.9 分提高到 1

年后的 3分；其次是“外部交流”，从基线的 2.6 分提

高到 1年后的 3.6 分。变化甚微的是“合作与网络建设”

和“项目管理”，一年以来提高了 0.2 分。十个方面平

均提高了 0.6 分，在基线的水平上平均提高了 22%。详

见图 1。

2.2 针对各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OCAT 把机构能力分为十个方面。运用 OCAT 完

成基线评估之后，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小组讨论，提

出一系列整改建议，帮助社区组织实现能力建设指出方

向和方法。现以 OCAT 评估报告中的“机构的策略与规

划”的建议为例，简要说明OCAT在具体工作中的运用。

详见表 1。

2.3 通过访谈得到的补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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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戴托普OCAT 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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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基线评估时，通过个人访谈显示：项目

部员工认为他们在以往工作中参加了数量繁多且内容重

复的项目管理培训，熟悉项目流程且经验丰富，具备管

理项目的能力。治疗社区工作人员对技术能力 , 例如管

理方面的培训需求很大，但缺乏学习机会。员工们希望

能把项目管理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机构外部培训机会

失衡，机构各部门发展不均衡，如项目管理部门发展迅

速，而治疗社区、美沙酮门诊、医疗服务等部门发展相

对滞后。因此，在制定机构能力发展计划时，机构把提

高一线员工能力作为项目重点，在治疗社区推行综合干

预培训模式。以项目实施带动日常工作，通过活动开展

提高机构一线员工的工作能力，进而达到整个机构能力

的提升。因此，云南戴托普在治疗社区开展了内容丰富

的多种能力建设活动，很难将这些活动归属于某个能力

领域。

项目执行期间，在治疗社区开展的综合干预培训

活动主要包括：降低危害；艾滋病咨询检测；行为改

变交流；持续性预防、治疗和关怀；减少污名和歧视；

生计发展；政策倡导；以及干预能力提高八个方面。这

些活动的开展让一线工作人员第一次真正参与到项目中，

使得他们第一次运用项目管理方法为目标人群提供服务。

治疗社区工作人员把项目管理方法和日常工作有机结

合。有受访者表示，通过项目培训后，治疗社区员工

对住院患者做系统的现状评估，了解患者需求并根据

需求制定治疗方案。这在治疗社区工作中是一种全新

的改变。

机构员工的意识开始有所转变和提高。现在员工

们认同项目可以融化在日常工作中。工作中抱怨少了，

工作人员更愿意主动通过访谈和会议共同分析问题的结

症，积极讨论应对办法。通过制定机构战略规划，机构

有了共同的工作方向和具体的工作目标。

3 讨论

OCAT 是目前社区组织机构能力发展中方便易行

且可以量化的评估工具。工具包含社会组织机构十个

基本能力领域，可以帮助社会组织明确自身的优势劣

势，有的放矢的开展能力建设工作。OCAT 把每一个

方面都进行再次细分，使机构成员在参与式小组讨论

中能有具体的依据，针对自身机构的现状展开讨论。

呈现结果的雷达图制作简单直观。对于基层社区组织

开展自身能力建设评估，OCAT 是个方便易行的工具。 

社区组织能力建设活动是社区组织不断发展壮

大的必要方法。通过一年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云

南戴托普聚焦于自身最薄弱的三个方面开展主要活

动，但在十个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成长。通过运用

OCAT，社区组织成员进行充分的讨论与交流，逐步

明确机构的使命愿景与战略规划，促进组织明确服务

群体及工作目的，且有长远发展规划。通过两轮评估，

表 1 云南戴托普OCAT 评估“策略与规划”方面的发现及建议

小组评分

（基线 /一年后）
1.9/3

基线评估主要发现

1. 云南戴托普有书面的愿景和使命。愿景：为了一个不被毒品和成瘾行为困扰的世界。使命：预防和减少药物滥用对社会和

家庭的危害，为弱势人群提供专业的康复训练，综合全面的关怀和服务；

2. 然而，员工对机构愿景和使命的知晓率不高，在参加访谈的 5名员工中，仅有 1人知道机构有书面的使命和愿景；

3. 虽然大多数员工不知道机构具有书面的愿景和使命，但对机构的核心价值观，即“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以及机构的服

务人群和服务内容有很高的认同感；

4. 机构于 2010 年在云南省民政厅以非政府组织身份正式注册；

5. 云南戴托普成立十余年，从未制定过机构战略规划。受访者认为，缺乏战略规划是影响机构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就

该问题展开了讨论。

最终评估主要发现

活动：1. 为机构内部员工提供战略规划培训；

2. 完成机构战略规划内部员工和利益相关者访谈；

3. 通过参与式完成机构历史回顾，并进行机构优劣势分析；

4. 开展了机构战略规划研讨会。

产出：1. 机构已经制定了战略规划，已经完成机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分析，并确定战略主题。而且机构有专业的律师，

将来能确保战略规划运行在相关政策之下。

结果：机构员工认为有了战略规划，机构就有了方向，项目将会做得更好。一位受访者表示：参加项目后最显著的变化是机

构制定战略规划。对机构来说，战略规划明确了机构发展方向；对员工来说，帮助员工梳理了自己在机构起到的作用以及自

己可以发展的空间，促使员工积极学习，争取进步。也有受访者提到，目前，机构战略规划处于制定阶段，因此，规划是否

促进项目更好开展需要更多时间去验证。

下一步需改进的方面：需要强化新入职员工对机构愿景和使命的知晓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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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工作人员在访谈时提出，最重要的不是评分的结

果，而是集体沟通讨论并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机

构能力建设开展期间，大部分员工都表示通过项目活

动，大家的交流更密切和顺畅了。在工作中个人有了

不同的提升，甚至有个别工作人员在开展了机构的优

劣势分析之后，也把分析方法用在了个人规划中。

经过一年的实践运用，云南戴托普前后评分对照

显示各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参与者认为这样

的能力建设项目可以迅速有效的促进机构成员成长，

同时改善了机构成员的工作思维方式和工作执行力

度，有力改善了社区组织提供干预和服务的综合能力。

OCAT 作为社区组织机构能力发展工具正逐步

得到认可和推广。目前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中检索不

到关于 OCAT 的中文文献。作为一个新的社区组织发

展工具，在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坚持不懈的努

力下，OCAT 已经在云南省 16 个州市 31 个和药物滥

用及艾滋病防治相关的社区组织中继续实践和推广。

期望更多的实践研究提供更丰富的 OCAT 实践运用证

据，对目前的结果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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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比例分别为2.38%、1.38%，说明澳门吸毒人员吸毒主

要诱因是朋辈。因此，预防青少年和成年吸毒可实施同伴

教育方案，同伴教育是预防吸毒最具感染的方法之一 [7]。

澳门青少年和成年主要吸食毒品类型不同，不同

类型毒品对身体的影响不同，吸食者心理、行为、身体

的改变亦不同 [8]。可根据澳门不同人群毒品使用种类不

同采取相应的防治策略，并监测其毒品获得途径，以正

对性地加强毒品供应环节监管，减少获得性。调查显示[9]，

吸食不同种类毒品的吸毒人员，其丙型肝炎感染率有所

不同，而艾滋病病毒、梅毒感染率没有差异，提示除加

强吸毒人员艾滋病感染外，还需针对特定种类毒品吸食

者进行丙型肝炎预防。

自己家 / 朋友家、不良场所（D场、K场、夜总会

等）是澳门青少年和成年吸毒的主要场所。澳门吸毒人

员在自己家 /朋友家吸毒的比例高于我国其他地区 [5]，

提示预防澳门居民吸毒需进行全民教育，提高澳门居民

对吸毒的识别能力，以减少吸毒人员在居家场所吸毒情

况。青少年在酒店吸毒比例高于成年，提示政府相关部门

除加强需查传统不良场所外，还应加强对酒店的监管，

对酒店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预防青少年的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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