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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标准项目得到了以下单位赞助:
通用电气基金会
通用电气基金会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慈善组织, 它旨在提升全球弱势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 同时支持公司
在职和退休人员参与通用电气在世界各地的社区活动并做出捐赠。 2005年, 通用电气大家庭为社区和教育计
划捐献了二亿一千五百万元, 其中七千一百万元来自通用电气基金会。 欲知有关信息, 请访问
www.gefoundation.com

同时也得到了以下单位支持: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PMI)是美国以外的一个领先烟草公司。 PMI是高特利集团
公司的一个运营公司。 高特利集团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捐赠方面的全球领袖。 仅在过去的十年里, 其各
公司就已经捐献了超过10亿元用于提供食物给饥饿者、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援助受自然灾害影响
的家庭和社区以及支持艺术。 欲知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philipmorrisinternational.com

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是世界领先的航空公司, 也是最大的商业喷气客机和军用飞机制造商。 波音真诚相信, 作为一
个全球性企业, 通过在美国和全球的社区投资, 来改善我们员工生活和工作所在社区的生活质量是其义不容辞
的责任。 目前, 波音与美国26个州和国际上14个国家和4个地区的当地社区建立了合作关系。 欲知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boeing.com

Pitney Bowes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全球标准的印刷和出版由Pitney Bowes公司部分赞助, 它提供了世界上最全面的一整
套邮件流(mailstream)软件、硬件、服务和解决方案, 因此能帮助公司管理它们的邮件、文件和包裹流动以
改善交流。 Pitney Bowes全方位地审视其客户的运营, 帮助各种大小的组织机构优化邮件流, 从而使它们能
享受到由此获得的竞争优势。 有关更多信息, 请访问其网站:

www.p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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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联合之路慈善活动遍及全球, 有4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本地组织。 植根于不同社区、
国家和文化之中的组织均有其独特性, 并以多种名称出现。 但无论怎样, 他们都联合在一个
朴素的理念之下: 任何一个社区的人们都可以走在一起, 汇集他们的资源, 以强于任何个人或
单个实体的方式来共同应对迫切的社区问题。
本文件, 即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全球标准, 定义了这些组织的本质并阐明了可以用来改进
他们业绩的标准和实践经验。 另外, 它还为这些组织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 使它们能
更好地相互沟通和学习, 并为世界范围内各社区建立新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提供了指南。

为什么要建立标准?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因其工作性质及对世界各地社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已经赢得了社会
的高度信任。 这种信誉恰恰又为它们开展工作提供了取得委托和资源的优先权。 联合之路
慈善组织有一种强烈的维护其信誉的道德使命感, 即要努力奋斗, 以更好的方式实践他们为
改善生活和加强社区而确立的宗旨。 建立全球标准意味着着要通过共同的努力, 确保组织
在职业道德行为、公信力、透明度、效率和业绩上表现卓越, 以满足这种道德使命感。
我们之所以需要全球标准, 也因为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互相关联。 技术使得远距离
的旅行和交流成为可能, 人们对其它地区及其民众的了解和认识大大增强。 很多公司现在
都在全球规模上运营, 其商业利益和活动遍及全世界。 这就不断地促成公司及其员工参与
并支持许多不同国家的社区活动。 现在, 许多联合之路慈善组织都在共享捐赠者——即那
些有兴趣在全球范围作慈善捐赠的个人、公司和基金会。 这部标准将确保联合之路慈善组
织的捐赠者们, 不论在何处为促进当地社区的成功做出贡献, 他们的期望都能得到满足。
最后, 即使是在分散的社区层面上工作, 也只有形成系统运作才会更强有力。 这部标准
将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的参照框架来提高全球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系统的整体水平, 使会员组织
能够方便地转让知识、汇集资源、创造共享系统并获得享有共同品牌和地位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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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受益?

这部标准将使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受益。 当地

骤。 这部标准全面阐述了构成这个复杂模型的各个

社区将会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 来激励人们走到一

组件如何相互作用和协同运作,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联

起, 共同面对当地最迫切的慈善需要, 从而受益。 已

合之路慈善组织独特的价值主张。

经建立本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社区会因为这些组织
能与国内、洲内及国际间的同行进行交流而得到提

这些标准将为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其它合作伙

高。 还没有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社区将能够用这部

伴——非营利组织、政府、慈善基金会等——提供一

标准作为模版来创建新的组织。

个互动关系期望值的共同框架, 并让合作伙伴们更好
地了解和领会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如何在世界各地的社

这部标准将会通过增加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透
明度, 鼓励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投资社区而使捐赠者

区中运作。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和全国性联合之路慈善总

受益——特别是那些想为世界上多样化社区的成功

会组织将从这些标准中受益。 标准为全世界联合之

发展作贡献的人。 标准将帮助确保联合之路慈善组

路慈善运动描绘了一个共享的愿景, 能够有助于决定

织——无论他们被称作什么或者位于什么地方——享

如何优化资源分配, 帮助地方组织提高从而更好地满

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 以开放和可信任的方式履行

足其社区的需要。

他们作为受托人的职责, 尊重每一个捐赠者的意愿, 并
对捐赠者进行适当的、有意义的表彰。

因此, 这项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将会受益。 因为这
些标准让所有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更紧密地联系在一

各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本身也将受益。 他们将会

起, 为本地和世界范围内的组织间对话与合作创造了

拥有新的工具和资源, 运作得更有成效和效率。 标准

机会。 全球标准让人们把注意力更集中于这些组织

提供了一个旨在促进能力建设的自我评估工具。 该

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差异, 因而有利于更好地利用

工具为员工和志愿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模型: 指出了

从世界各地汇集起来的丰富知识。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如何运作并走向成功的方向和步
7

全球标准的愿景
全球标准将帮助联合之路慈善运动变
成一个智能型网络,真正尊重世界各地社
区的多样性,同时又提倡和赞扬一个超越
国界的理念,即人们可以为了“加强社区
建设和改善生活”的共同的目标而走到
一起并汇集资源。

制定这部标准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长达一年的

全球标准是一个起点——即一块“跳板”。 世

过程, 有1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界各地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能够因此成为一个系统而

系统和其他组织的志愿者和员工参与了这部标准的研

更加紧密地运作并在各自的社区产生更大的影响。

究、创立、审阅和核查工作。 全球标准以地方和全

我们富有成果的社区建设工作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

国性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行之有效的传统标准为基础,

史, 这部标准能使我们充分利用已积累的知识, 更有效

又采纳了来自许多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志愿者和员工

地维护组织的集体荣誉。

所提供的最好的想法和建议。 全球标准制订项目由
通用电气基金会赞助, 也得到了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
司和波音公司的大力支持。

当更多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努力实施这部全球
标准后, 我们将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 从而使这部全
球标准更有价值。 全球标准为超越非结构化信息分

当地组织可以对这些标准寄予厚望, 从中获得激
励和指导。 该标准定义了他们所从事工作的范围、

它支持新知识管理系统的创建、最佳实践经验的交流,

价值基础和原则、以及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而能使用的

培育和鼓励走向卓越。

实践经验。 标准和实践经验经过抽象提炼, 用通用性
的术语描述了在任何社区均适用的概念和程序。

8

享、走向结构化工具和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个框架,

第一个联合慈善组织于1887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的丹佛创立, 她是对当时不断增加的社会问题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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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会对他们公司的职员有号召力, 能够有效地在社区层
面对社会问题作出回应。

回应。 这些社会问题是因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而引起
并且影响了很多社区。 社区领导和当地慈善界共同

该模式已证明非常有适应性, 易于调整以适应各

协调了募款工作, 进行统一的筹款活动来支持所有的

个国家和社区因文化、语言和社会的不同而形成的独

慈善机构。 这个过程成了动员社区应对关键问题的

特环境。 社区联合慈善组织的所在地非常多样化, 比

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 这种做法在

如, 越南的胡志明市、牙买加的金斯敦、尼日利亚的

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社区迅速传播。

拉各斯、俄罗斯的莫斯科、智利的圣地亚哥、中国的
上海、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在某些国家如澳大利

这一运动的演化是对当地情况的自然回应, 未经

亚、加拿大、日本、南非和美国还有全国性的组织,

任何国家或国际上的制度推动。 因为简单有效, 适应

为地方组织互相学习、提高能力和增强合作提供了交

性强, 它很快流传开来。 实际上, 正式的国家一级的

流的平台。

组织直到1920年代才在美国成立, 1930年代才在加拿
大成立; 而且即使那个时候它们也只是自愿性协会, 旨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UWI)成立于1974年, 旨

在为各地的组织提供一个交流的论坛, 而不是提供集

在为这些广为分布的慈善组织服务、管理国际赠款、

中化的全国性领导。

并支持世界各地新创立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加盟

联合之路慈善运动
的发展和演变
人们走到一起,汇集他们的资源,共同努力
解决问题; 这个最普通的人类思想一直就
是社区这一概念的实质。18世纪后期的
北美洲,这一思想开始更为制度化。它始
于当地社区的草根阶层,之后不断发展,演
变成了我们称之为联合之路的国际慈善
运动。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有很多益处, 包括可以成为全
1923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成立的联合慈善组织

球系统的一部分, 这样某地创造的新经验就可能被传

是北美洲以外最早成立的组织之一。 “市长慈善基

播和推广到世界各地。 并且能从一个强有力的一致

金”(Lord Mayor’s Charitable Fund)是在与商

的国际品牌中得益。 此外, 多样化的志愿者能够带来

业界、工会和社区团体磋商后通过一个市长计划而

广泛的、多种多样的资源和才能, 从不同角度观察和

建立的。 虽然其成立之时是为了支持医院, 但该基金

解决问题。 地区性慈善组织加入联合之路国际联盟,

很快就开始支持墨尔本大都市的所有慈善机构。 同

将促成新旧组织及社区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 从而有

样的, 西开普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Chest of the

助于在世界各地传播植根于社区的联合之路慈善事业

Western Cape)于1928年在开普敦成立。 南非一些

的模式。

看到过这一理念在北美社区成功运作的有影响的人士,
将它调整以适合自己社区的文化和需要。 从此, 它在
整个南非繁荣发展。

虽然联合之路慈善运动正在不断应对地方、国家
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但“联合之路”这一基本思想仍
将产生共鸣。 各个地方组织仍将同其社区和文化一

今天, 全球化正在推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全世

样保持其多样性, 但是“人们志愿汇集资源, 共同应对

界的发展。 在更多公司的业务途径变得多国化或全

迫切的社区需要”这一普遍适用的思想已经经受了时

球化时, 他们已经对其业务运营所及的众多社区表示

间和地区的考验。 “联合之路”是一个在哪里都能

了浓厚兴趣, 而且通常寻求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作为其

成功运作的理念——只要那里有愿意一起行动来改善

全球性的慈善事业合作伙伴。 因为联合之路慈善总

他们同胞生活的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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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Fondos Unidos,Community
Chest,Yayasan Mitra Mandiri,Cent
raide,Dividendo Voluntario para la
Comunidad,United Way——多种多
样的名称,如同它们所服务的社区、它们
所代表的文化、以及支持它们的人民一
样。但是这些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联合在
一个基本的、普遍适用的理念之下——
即一个社区的成员可以自愿走到一起,汇
集他们的资源和知识,共同努力来处理迫
在眉睫的人道需要。

所有这些独立的、基于社区的组织均拥有共同的特征和价值。一起运作,便构成了一个
具有以下属性的全球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运动: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是一个由志愿者领导的非营利性组织,它领导、支持、和参与具
有合 作性、包容性的社区活动,着重能力建设和资源动员,改善当地社区生活,推动积
极、长期的社会变化。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促进慈善事业,鼓励志愿精神,并对如何使用捐赠品向捐赠者负
责,对其所取得的成果向社区负责。

■ 志愿者领导 - 当地的组织由志愿者领导并参与

■ 培养能力 -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帮助社区组织互相

组织所有的主要决策。 这些志愿者代表了当地

学习和协作。 提供知识和资源来帮助社区组织变

社区, 反映了社区的需要和市民的期盼。

得更有效果和更有效率。 由此, 社区满足人道需
要的集体能力大大超越了任何单个组织本身所能

■ 非营利性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既不是商业性的也

达到的水平。

不完全是政府的单位, 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独立
的社区组织。 除了必要的行政管理费用外, 所有
收入均用于完成组织的使命。

■ 动员资源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相信, 每个社区都
有数不清的资产和资源。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努力
动员这些资源, 包括人力、资金、知识、关系、物

■ 集体化、包容性的社区工作 - 联合之路慈善组

品和服务等, 来帮助社区实现共同的愿景。

织相信, 有效处理社区问题需要每个人的合作努
力。 他们重视各种观点, 尊重多样性和差别性, 努

■ 改善生活并创造长远、积极的社会变化 - 联合之

力将每一个人都包括进来, 建立一个共享的社区

路慈善组织的工作策略是在兼顾长期和短期成效

愿景。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同许多合作伙伴——商

的情况下来改善生活。 一部分工作集中在满足当

家、卫生健康和人员护理机构、赞助者、政府、

前的人道需要, 而其它工作则致力于处理造成这些

个人、大学、媒体等, 共同帮助社区汇集资源以满

需要背后的根本原因, 以便将来能减少这种需要。

足其最迫切的需要。

比如,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会投入很大的力量来为今
日的饥饿家庭提供食物, 但是它也将努力改善引起
饥饿的环境, 推动社区发生必要的系统性变化, 来
减少未来饥饿家庭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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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社区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以社区为基础, 它

■ 向捐赠者负责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是捐赠资源的

们的工作在社区的层面上进行。 致力于对当地社

有效管理者。 他们以审慎和合乎职业道德的方式

区作整体性改善, 而不是只针对某一部分人口或者

将捐赠投入社区, 用于预定的目标。 有效的管理

某一特定的需要。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尊重并反映

能够增加信任,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从

当地社区——它的历史和文化、期盼和潜力、以

工作中获得的信誉, 又进一步推动了捐赠者的支

及其公民的独特需要。

持。

■ 慈善公益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努力创建一种充满

■ 结果 - 对于所提供的人道服务, 仅仅计量其频度

活力、提倡慈善公益事业和社会责任的文化。 这

和数量是不够的。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重视效绩,

种文化将促使个人和组织自愿参与慈善活动, 为改

比如人们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变, 社区是否得到加

善人们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福祉而贡献力量。 创

强, 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或者被减少。 联合之路慈

建和培育这种文化一定会使整个社区受益。

善组织竭力采取切实行动, 取得并衡量成果, 而后
又不断与捐赠者、利益相关者和社区就取得的进

■ 志愿精神 - 对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工作非常关

步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进行沟通。

键的是, 要造成一个能够激发和鼓励人们在不期望
获得报酬的情况下, 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而慷慨奉
献他们的时间和才能的社会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
里, 社区才有能力发动公民互相帮助以处理紧迫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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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全球标准
标准的定义:
■

由某人或通过某物所取得的质量水
平或优异程度

■

用来衡量工作的质量水平或优异程
度的公认规范

■

支配某人行为的原则或价值观

■

非常广泛地被使用而且一般被认为
具有权威性

在联合慈善运动持续发展之时, 增强联合之路慈

以下将要介绍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全球标准, 建

善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服务能力和有效性势在必行。

立在国际咨询小组的工作、会员组织的反馈、领导委

为此而制定全球标准将帮助定义和指导联合之路慈善

员会和董事会审阅等工作基础之上2。 这部标准分成

组织的工作——有了这些标准和实践, 联合之路慈善

两个部分, 一部分说明我们在社区的工作, 另一部分针

组织无论在世界何处都将是独一无二和富有成效的。

对我们组织本身的运作:

这部标准是由1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之路
慈善组织的职员和志愿者共同参与制定的, 带有自愿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社区的工作

采纳的性质。 它代表了我们所期望达到的最高成就

1. 影响社区

或质量水平1。 在非营利部门, 标准既是指杰出的运

2. 志愿精神

作, 也是指成果和监督管理。 这些标准也不例外。

3. 资源动员

追求和实现这些标准将有助于让公众感受到联合之路
慈善组织是值得信赖的; 它们能够有效地运作, 能够成
为捐赠资源的一流代管机构, 最重要的是, 能够以改善
1所有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的会员组织须始终满足最低会员要求,
但这些要求不同于该全球标准。

2欲知更多详情,参阅附录B - 标准制订过程及参加人员

生活和加强社区的方式取得成果。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治理和管理
4. 治理、道德和志愿者领导
5.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
6. 声誉和关系
7. 运作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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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社区的工作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治理和管理

1. 影响社区

4. 治理、道德和志愿者领导

1.1 社区资讯

4.1 使命驱动

1.2 广泛参与

4.2 志愿者领导

1.3 共享愿景

4.3 董事会积极参与

1.4 着眼根本原因

4.4 合法运作

1.5 动员资源、协调活动

4.5 道德行为

1.6 可衡量的结果

4.6 公信力

全球标准概览

4.7 透明度

2. 志愿精神
2.1 提倡志愿精神

4.8 风险管理
4.9 系统公民身份

2.2 互惠互利
2.3 自由参加

5.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

2.4 安全、礼貌、尊重和支持

5.1 董事会监督

2.5 准确描述

5.2 遵守法规

2.6 包容性和多样性

5.3 充分公布

2.7 相互承诺

5.4 独立查证
5.5 有效的内部控制

3. 资源动员
3.1 社区资源

6. 声誉和关系

3.2 捐赠者关系

6.1 卓越的声誉

3.3 自愿捐赠和筹款道德

6.2 市场和客户资讯
6.3 关系文化
6.4一致的品牌体验

7. 运作和管理
7.1 客户为主
7.2 领导能力
7.3 人员参与
7.4 系统管理方法
7.5 不断改善
7.6 基于事实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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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社区的工作
这一部分内容论述了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本地社区的工作——即和其使命有关的, 能够
把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与其它慈善组织区分开来的活动内容。 这些内容综合起来, 即构成了联
合之路慈善组织工作的核心, 或者说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之所以存在的首要原因。 这些标准描
述了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回应社区需要、延揽志愿人员、动员资源来改善生活的途径和要素。

本部分标准分成以下三篇论述:
1. 影响社区- 描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帮助社区团结起来, 共同确定最重要的目标并动员力量去满足这些需要。
2. 志愿精神 -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如何努力与社区最重要的资源——它的人民——接合, 以确立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和其它社区组织的社区性质, 并鼓励人们为了共同目标而一起努力。
3. 资源动员 - 指动员慈善资金和其它捐赠资源的一种策略, 通过建立社区慈善文化、为捐赠者提供可靠而富
有吸引力的投资社区机会、以及真正尊重并表彰捐赠者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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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区
影响社区: 推动社区发生可持续的积极变化, 从而改善人民生活。
影响社区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即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存在的
必要性。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没有首先回答其所作的努力将如何改变社区并改善生活之前,
不会进行任何筹款、动员志愿者或者游说活动。
一个有效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可以帮助社区团结起来, 规划出共同的愿景, 找出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并决定最佳的应对策略。 确定并动员为此目的而需要的资产、知识、合
作伙伴、策略和集体行动, 从而对根治这些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而不仅仅是对某些社会不幸
进行治标。 这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存在的主要价值。
这部分内容论述了影响社区背后的标准和实践, 以及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帮助社区确
立共同愿景以及为加强社区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而制定策略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它描述
了改善生活、推动长远变化的过程和指导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工作的理念。

影响社区标准

1.1 社区资讯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力求从其历史和

1.5 动员资源和协调活动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从

文化背景上深入了解该社区的力量、资产和资源, 及

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资源——产生社区影响需要资金、

其问题和忧虑。 由于联合之路组织在社区所做的工

关系、技术以及其它物品和服务。 联合之路慈善组

作, 它们能成为这类信息的宝库, 在某些场合, 联合之

织与那些能提供必要资源的重要合作伙伴协同努力,

路慈善组织带到社区活动中的资讯同他们所能动员的

保证尽可能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以取得成果。 适当

资源一样重要。

的时候,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也会为了社区利益进行游
说, 推动变革, 帮助社区目标的实现。

1.2 广泛参与 -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的工作是真
正“立足”社区和“来自”社区, 而并非只是单纯基

1.6 可衡量的成果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努力在社

于组织本身。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吸引了各行各业的

区创造可以衡量的结果, 如: 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人们——商业界、政府、个人、其它非营利组织和资

社区如何得以加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区问题的数量

助者以及媒体——作为受人尊重的参与者加入到影响

是否减少等。 其中不仅要包括服务的产出数量, 比如

社区的工作中来, 热切地贡献力量和资源, 以取得所期

接收服务的人数或者所提供的服务项目的数量, 还要

望的结果。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常常被描写成“社区

将眼光投向远远超出任何单个组织或项目本身所能做

圆桌”, 人们可以在那儿会面、从集体角度谈论问题

到的长期性和宏观性的结果。 这类结果常常又被称

并制定行动计划。

作成果(相对于产出)并反映了重要指标的变化, 比如
就业、教育或家庭收入。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将成

1.3 共享愿景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帮助所有参与者

果传达给捐赠者、合作伙伴和整个社区方面扮演着关

认同并共享一个健康社区的愿景, 它包括确定需要优

键角色。 这将进一步激发人们支持的程度, 并鼓舞大

先解决的问题、期望取得的最终成果以及最佳行动策

家取得更大的成就。

略。 根据每个特定社区不同的动态, 联合之路慈善组
织可能会领导建立共享愿景的规划过程, 或者只是作
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

1.4 着眼根本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相信只有着眼根
本才能取得最大成果, 而不只是治标。 联合之路慈善
组织在积极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 持有一个坚定的信
念, 即只有治本才能取得持久性结果, 使问题逐渐消
失。 一旦找出了根本原因,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就能决
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能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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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区知识
1.1.1 收集信息 - 和其它社区领导交流信息, 比如

1.2.3 参与其它活动 - 参与由其他社区领导召集
和领导而与本组织使命和策略相一致的活动。

社区的优势和弱点, 社区条件如何影响各种群体等。
利用各种工具, 比如调查、社区会议、专题小组或者
和关键的信息提供者和捐赠者进行深入座谈。 如果

影
响
力

1.3 共享愿景

可能的话, 也吸收其它组织已经做过的社区研究成

1.3.1 确定合作伙伴 - 找到任何对解决社区问题

果。

有兴趣、经验或专长的个人或组织, 包括被服务者、
个人、企业、捐赠者或投资者、社区和街道团体以及

1.1.2 促进对话 - 主持或者促进与社区各群体之间

来自公共、私人、宗教、劳工的团体、媒体和其他非

的正式和非正式对话, 以确定它们的长处和期望、担

营利部门组织。 这些个人和组织将会提供推进社区

忧和挑战。 寻求从多种视角看问题, 邀请最能代表该

影响进程所必要的公众意愿和支持。

影响社区实践

社区的那些人来参与, 而不是简单地选择那些最容易
看到或者说最明显的角度。 发展相互间的信赖和尊

1.3.2 动员合作伙伴 - 利用宣传和分享社区评估

重, 平等重视任何社区成员和组织所提出的意见和建

结果所引起的兴趣(参阅实践1.1.3), 召集潜在的合作

议。

伙伴来探讨如何应对社区挑战的新方案。 通过讨论,
鼓励合作伙伴一起行动, 作出捐赠资源和交流信息的

1.1.3 利用并共享知识 - 广泛地传播由社区调查

长期承诺。 在多样化的社区组织中建立联盟、培育

评估所收集到的信息, 以便提起公众的注意, 鼓舞更多

合作。

的人行动起来, 捐赠资源。 利用从社区需求评估中得
到的信息以及其它发现, 将组织在改善社区方面的优

1.3.3 确定问题及其优先性 - 审阅通过社区评估

先安排和策略宣传出去。 鼓励合作伙伴和其他资助

和对话所确定的问题和愿望, 制定出有关的标准和步

者采取相同的行动。

骤以便找出根本原因和排定优先性。 把社区对话的
结果与社会研究联系起来, 也会对找到社区问题的根
本原因起指导作用。 区分轻重缓急的标准可能包括

1.2 广泛参与
1.2.1 确定利益相关的群体 - 找出因共同兴趣、
地理位置、文化或人口统计特征而联合在一起的群体,
他们对某一特定的问题会作出相同的承诺并采取同样
的行动。

1.2.2 与社区领导建立有力的关系 - 与其它现

以下关键因素: 哪些特定条件的改变会在很大程度
上改善人们的生活, 目前的环境(社会、政治、经济
等)提供了哪些成功的机遇, 哪些结果会相当明确可
观, 哪些需要最为迫切等。 优先考虑最符合联合之路
慈善组织使命和承受能力的领域。 鼓励其它资源提
供者要么在这些问题上合作, 要么在它们自己的领导
下致力于互补性问题的解决。

有的及新产生的社区领导、组织和有影响人士之间建
立起有力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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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区实践

1.4 着眼根本

来参与, 鼓励他们投入时间、资金、才能等资源来使

1.4.1 改善社区的计划和策略 - 对每个社区需要
优先解决的问题制定出计划和策略以取得所期望的结
果。 同时确定短期和长期目标, 以及所期望的成果、
目标、策略和行动步骤。

的社区成员象投资者一样被包括进来。

1.5.3 合作伙伴 - 在解决社区重要问题时, 可以作
为召集人、支持者、参加者或领导者的身份出现。

1.4.2 伙伴及其职责 - 就专长、能力和兴趣来确
定谁能最好地执行计划的某个特定部分, 从最有可能
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入手, 促成长期的变化。 定义合
作伙伴所担当的角色和职责, 与所有合作伙伴建立相
互的责任关系。

1.4.3 社区投资组合和社区基金 - 要用社区捐
赠者所关心的方式, 推出解决社区问题的策略框架。
该“投资组合”要有说服力, 即, 在改善生活方面所
能引起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对社区会产生的影响, 以
及举例说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拟议方案的重要性。
捐赠者对这些方案可以直接投入资助, 也可以和其他
人的捐赠一起汇集到社区基金中来, 然后由社区志愿
者根据既定策略的需要和问题的紧迫性, 投人到各种
不同的社区投资计划中去。

这些计划获得成功。 一定要把受优先问题直接影响

3

没有任何单个实体能够单独完成这些计划, 重要的是
与合作伙伴一道去动员个人、家庭、弱势群体和人道
服务机构共同应对危机。 努力避免重复和浪费, 确保
协调一致, 取得最大成果, 要确保合作伙伴之间定期、
有效而清晰地交流计划进展情况。

1.5.4 技术 - 充分利用诸如互联网之类的适当的技
术优势, 帮助获得并组织数据、改善服务、获取资
源、提供信息、以及报告并衡量结果。

1.5.5 游说 - 以非党派的方式为改变社区而进行游
说, 将社区放在第一位, 为社区发出声音。 制定并表
述共享的社区愿景以展示如何取得积极变化并改善人
们的生活。

1.5.6 公共政策和政府关系 - 地方、州以及全国
性政府在制定解决社区问题方案上常常扮演着重要

1.5 动员资源和协调活动

3这些“社区投资组合”必须和资源动员策略紧密相关, 而该策略又须符
合主要的社区状况。 有关详情参阅3 - 资源动员。

4欲知更多有关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如何开发利用志愿活动资源的信息, 参
看2 - 志愿精神, 以及4 - 治理、道德和志愿者领导。 欲知有关联合之
路慈善总会如何发展和动员资金资源, 参看3 - 资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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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为那些与社区目标一致的新的立法、公共政
策、行政方式进行游说, 让政府参与进来是合适的。

1.5.1 考虑所有的资源 - 每个社区都有数不清的

这种活动应该总是以非党派的方式进行。 联合之路

资源——人力、资金和其它——它们可以也必须用

慈善组织可以积极参与公共政策, 比如召集或参与公

于改善社区。 考虑资源时, 要考虑所有的社区资源而

共政策的讨论, 和政府官员建立关系, 甚至在组织内

不仅仅是资金资源。 资源可以包括资金、人员、知

部建立一个公共政策小组。 然而, 每个国家、每种文

识、关系、技术、其它物品和服务——任何处理社区

化、每个政府均不相同, 所以有些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问题和改善生活所必要的东西。

4

可能有充分的理由避免介入到公共政策计划中。 考
虑到政府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所关心的问题拥有的巨

1.5.2 投资者 - 延揽捐赠者和志愿者, 动员他们积

大影响, 定期评估一个组织是否应该介入公共政策可

极参与旨在实现社区目标的计划。 将他们和社区投

能是一种稳健的做法。

资计划联系起来(参看1.4.3), 使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

1.6 可衡量的结果
1.6.1 建立衡量标准 - 从一开始就要为改变社区
条件建立衡量基准, 既要反映出当前的社区条件, 也要
展示出所期望达到的未来状况。 设定目标来反映所
期望的变化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时间框架, 然后确定
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里程碑, 用以反映不断改
变的预期结果。 为了对进展进行评估, 对需要使用的
衡量数据要有一致的意见。

1.6.2 衡量和评价 - 系统性地收集和分析数据以
评估所针对的社区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要认识

1.6.4 监督和评估 - 从评价结果的角度定期审阅短
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和策略。 必要时用调查研究
来评价社区影响策略的结果和成效。 定期确认、审
要做出调整。

1.6.5 报告结果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应该利用各种
交流途径和活动场合来报告工作的进展及取得的成就
5。

伙伴的资金;
■ 所用的语言须使读者易于形象化地理解这些活动
和所取得的成就;

的深度变化——之间的差别。 要理解衡量成果更为
困难, 往往需要时间。 要与其它组织共同承担起对资
源、培训和技术的支持, 帮助社区和当地组织进行有
效的衡量和评估。

优秀的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因素:

■ 财务报告须清晰地描述如何使用捐赠者和合作

到计划的输出数据——比如接受某一服务的人数, 与
成果数据——比如被服务者的生活和社区条件所发生

影
响
力

阅和更新用于评价进展状况的基准和指标。 根据需

■ 对所处背景的有力提示: 将成果置于原先制订的
社

区改变策略之中;

■ 故事、证词和照片

1.6.3 获取故事 - 作为数据的补充, 应该获取由于
提供的服务而使生活发生积极转变的那些真实的个人

1.6.6 给予褒奖 - 定期褒奖, 祝贺那些为了改善社

生活故事, 用实事说明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该服务计划

区而贡献时间、才能或知识的合作伙伴、捐赠者、志

所带来的积极变化。

愿者、慈善组织和个人。

5报告结果应该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总体品牌策略的一部分, 同
时也是其公信力、透明度和捐赠者关系总体策略的一部分。 有
关更多详情, 参阅6 - 声誉和关系, 5 -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以
及3 - 资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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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精神
要造成这样一种氛围, 其中人们被推动和鼓励参加志愿活动——在不期望获得报酬的
情况下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而慷慨付出他们的时间和才能——这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工
作是至关重要的, 对社区能否成功处理紧急情况的需要来说就更为重要。
志愿精神是一个公正社会所必需的, 它关系到培育公民的责任感、参与性和互动性。 增强了社区应对人
道需要的能力。 志愿精神使生活和工作在那里的人成了社区的主人翁。 最后, 志愿精神推动在组织和个人层
面上建立起人际关系, 这是社区结构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此外, 志愿者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资源。 他们推动社
区发生关键性变化以改善社区生活, 确保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能够对社区负责, 并能应对最关键的人道需要。 志
愿者领导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包括治理并制定政策。 另外, 志愿者总是走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各项工作的最
前列——包括资源动员、发展关系、确定社区事务的议程以及其它主要功能。
鼓励一种活跃的志愿精神文化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既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也为了社
区的利益。 作为社区领导, 在支持和加强志愿精神方面,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肩负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为应该
如何对待志愿者以及如何引导志愿者真正做出的贡献树立了榜样。 这一章的内容是关于动员社区志愿者以及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志愿者的标准和实践。

志愿精神标准

2.1 提倡志愿精神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认为, 志愿

2.5 准确描述 - 在招收人员期间, 应向所有志愿者

者不仅仅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而且对整个社区都是至

以及可能参与的志愿者准确描述志愿工作的机会。

关重要的一种人力资源, 广泛提倡志愿精神对社区是

有关该志愿活动的性质以及该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的

有益的。 创建一种让人们习惯于为社区利益无偿奉

招聘信息应该符合事实并清晰表达。

献的氛围, 将更加有助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及其合作
伙伴的工作。 除此之外, 应该让志愿者参与联合之路

2.6 包容性和多样性 - 健康的组织和健康的社区

慈善组织各个方面的工作, 引导他们为解决关键的社

应该拥有各种年龄、性别、族裔和能力的志愿者。

区问题做出贡献。

志愿者的招收和选择要考虑到多种来源。 应该真诚
地从有各种背景的人群中延揽、招收和选择志愿者,

2.2 互利互惠 - 志愿精神对社区组织有益, 因为它

使其组成能充分反映该社区。

增强了这些组织实现其使命的能力; 除此之外, 这种
经验对志愿者也是有益的, 它为志愿者提供了发展技

2.7 相互承诺 - 志愿者和请他们当志愿者的组织应

能、人际关系或取得经验的机会, 由于为社区作出贡

该相互承诺。 志愿者应当通过自始至终的参与来兑

献而产生满足感。

现他们对该项目和组织的承诺。 而慈善组织则应该
尊重志愿者, 使他们对自己的承诺感到有益和满意。

2.3 自由参加 - 志愿活动总是应该自由参加, 而不
能有任何强制或逼迫。 顾名思义, 志愿者意味着自己
选择。 除此以外, 志愿者不应该因其服务而接受任何
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

2.4 安全、礼貌、尊重和支持 - 志愿活动应在
一种尽可能安全的环境下进行, 尊重志愿者的人格、
时间和社区的文化背景。 除此之外, 应该有组织地管
理志愿工作机会, 确保能够良好地对待志愿者, 为他
们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指导, 感谢他们所贡献的时间和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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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提倡志愿精神
2.1.1 广泛传播志愿精神的价值 - 编写宣传志
愿精神价值和社区参与的文章和策略, 在合适之处广
为传播。 包括建立一项宣传志愿精神的计划, 这是在
不举行广泛筹款活动期间让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保持在
视野之内的一种良好方式。 宣传志愿精神重要性的
内容也可以放入正在使用的其他文件中, 包括筹款宣
传品和工作报告。

2.1.2 建立志愿者招收计划 - 建立一项积极的招
收计划, 将志愿者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内部或者其它
社区组织的合适机会相匹配, 从而成为社区的一项资
源。 即使该志愿者并不直接为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服

2.1.5 建立志愿者培训计划 - 建立培训计划, 为
社区成员讲授如何在非营利组织进行志愿服务。 这
可以包括下列专题培训: 治理和董事会监督、非营利
组织从事的特定活动, 有关社区非营利组织的角色、
责任和关系的一般信息等。 培训之后, 应该把参与培
训的人员安排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或其它非营利组织

志愿精神实践

中去。

志
愿
者

2.1.6 将志愿者引向关键社区问题 - 有计划地
引导志愿者参与解决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希望产生影响
的社区问题。 使志愿者了解这些关键问题, 并宣传他
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培育和管理
与志愿者的关系, 使双方利益最大化。

务, 一个有效的按需要安置的过程将会与志愿者建立
一种良好的关系, 并可能在将来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有利。 在某些社区, 其它组织在这方面可能已经走在

2.2 互利互惠

了前面;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和那些组织建立起互利关

2.2.1 评估组织所需 - 确定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志

系并提供财务或其它方面的支持。

愿工作的实际需要是什么, 并鼓励其它社区组织也进
行同样的工作。 设定所需志愿者人数及所需的由志

2.1.3 指定专人负责 - 指定合格的人员全面负责

愿者执行的任务的目标。 在还没有工作或机会不合

志愿者招收计划, 既包括全社区范围也包括联合之路

适之时, 不要接受志愿者。

慈善组织的需要。 负责该项目的专职人员可以是一
个员工或一个合适的志愿者。

2.2.2 评估志愿者的需要 - 招收可能的志愿者时,
建立一个统一的甄别步骤来确定他们参加志愿工作的

2.1.4 积极介绍志愿者到其它组织 - 当一个志

动机, 力图将他们与适当的志愿工作机会联系起来。

愿者更合适于另一个组织而不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时,

人们因各种理由参加志愿工作——帮助他人或社区的

把这个志愿者介绍给那个组织。 鼓励社区组织间相

一种无私愿望、发展或利用某种技能的兴趣、社交或

互交流志愿者以达到互惠互利。

沟通上的需要或者对某一特定目标的需要。 在把志
愿者与某个志愿者位置作对应安排时, 应该考虑到每
个志愿者的动机, 以确保这种经验的互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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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由参加

2.4.5 评价项目领导 - 确保志愿者项目领导相当

2.3.1 禁止强制性行为 - 确保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或与之协作的任何其它组织均不以任何方式强迫志愿
者。

理工作中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并尊重他人。

2.4.6 后续工作 - 在项目或工作完成后, 与志愿者

2.3.2 禁止志愿者拿报酬 - 志愿者不应该因其
志愿工作而给予任何重要的实质性报酬。 建立一项
政策来明确作为其志愿工作的补偿, 志愿者能够或不
能够接受的东西。 这项政策应该由董事会批准并公
开。 可以聘请全职或兼职职员来完成基本任务, 但这
不应该和志愿者角色混同起来。

擅长如何对待志愿者, 并且在其项目管理和志愿者管

6

联系获取反馈以备将来的志愿项目或工作之用。 询
问他们有关的总体体验, 是否认为他们的时间被明智
和有效地利用, 以及他们如何被对待。

2.4.7 褒奖 - 适当地感谢和褒奖志愿者。 依据工作
的性质和志愿者的愿望, 褒奖可以是公开或私下的。
确保志愿者知道他或她所贡献的时间、才能的重要性
以及工作的成果。

2.4 安全、礼貌、尊重和支持
2.4.1 审查工作机会 - 评估所有的志愿者工作机

2.5 准确描述

会, 确保对参与的志愿者没有任何危险。 不应提倡让

2.5.1 工作描述 - 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内的志愿

志愿者做不适当的或有安全风险的工作。

2.4.2 沟通风险程度 - 如果社区及联合之路慈善
组织认为某个志愿工作是必需且合适的, 那么提前就
应该将参与该项活动所可能导致的身体、个人或财务
上的风险讲清楚。 包括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对身体的
伤害(比如建筑工作), 以及任何个人责任(比如董事会
的财务责任和受托人责任)。

2.4.3 友好对待 - 志愿者的应当被当作该组织中整
个人力资源中的宝贵成员而受到欢迎。 组织对员工
的所有的礼遇和尊重均延及至志愿者。

2.4.4 培训和监督 - 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任务和经验
6志愿者报酬也可能产生利益冲突。 有关更多信息, 参看5 - 财务公
信力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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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接受适当的培训和监督。

工作机会进行详细描述; 如果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要安
置志愿者到另一组织, 那么也应该要求有关组织这样
做。 该描述应该详细说明这项工作、技能要求、时
间投入和工作中涉及到的风险, 并且清晰表明该工作
的义务性质。

2.5.2 沟通 - 将工作描述分发给志愿者, 确信他们阅
读并理解了他们义务要做的工作。 在整个工作过程
中不断与志愿者保持正式和非正式的对话, 让他们感
到对工作机会的描述是准确的。

2.5.3 介绍环境 - 向志愿者介绍工作环境, 包括他
们正在为之服务的组织、工作计划、政策和步骤等。
提供特定的培训, 以便为他们的义务工作做好充分的
准备。

2.6 包容性和多样性

2.7 相互承诺

2.6.1 包容并蓄 - 志愿精神、志愿者招收和选择的

2.7.1 沟通 - 工作描述要准确地传达给有意参与的

宣传活动应该面向多种多样的志愿者来源, 包括所有

志愿者, 而志愿者则应同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完成志

的社会、政治、种族、阶级和族裔团体。

愿任务。 在志愿者无法兑现其承诺时, 要及时和直接
地将情况告知该组织。

2.6.2 不歧视 - 义务工作机会向所有合格的人敞开,
任何志愿者均不能因任何族裔、人口统计分类、地理

2.7.2 例行对话 - 要经常性地与志愿者商议以确保

或其它原因而遭受歧视。

志愿者仍然能够兑现对某项活动的承诺, 并有机会给

志
愿
者

组织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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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资源动员
资源动员——包括资金、知识、人际关系、物品和服务——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能否
实现其改善社区生活的使命来说处于中心地位。 汇集并利用这些资源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社区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是衡量一个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
通过提倡社会责任、慈善捐赠和公益事业来动员社区资源。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鼓励个
人和组织为改善社区自愿做出贡献并帮助满足紧迫的人道需要。 这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资
源动员的战略和实践中处于核心地位。
本部分所讨论的标准和实践是关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如何在社区动员必要的资源以及
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提供资源者。 如同前面的标准所述, 广义的资源概念应包括为达到社区
目标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不过, 本部分的讨论将主要集中于资金资源。

资源动员标准

3.1 社区资源 - 确定并动员所有必要资源, 以帮助

3.3 自愿捐赠及筹款道德实践 - 联合之路慈善

实现社区目标从而影响社区; 在社区不同成员之间建

组织相信慈善捐赠应该是自愿的, 对慈善捐赠的动员

立合作关系并鼓励积极参与, 以此作为资源动员活动

工作不应当使用强制、胁迫、惩罚手段或者施加任何

的基础。

不必要的影响或压力。 除此以外,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的募捐和宣传材料应力求准确和完整, 确切描述该组

3.2 捐赠者关系 - 和捐赠者之间的关系是联合之

织所做的工作对社区产生的影响以及资金的使用。

路慈善组织所拥有的最关键的关系之一。 联合之路

对捐赠品的接受和募款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要有明确

慈善组织尊重捐赠者的权利, 包括隐私、保密和匿名

的政策规定。

权利。 开发和实施用于管理捐赠者关系的工具和策
略, 以便培育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 对捐赠者的要求
作出明确有效的回应。 除此之外,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大力提倡企业和个人承担社区的社会责任并推动其付
诸实践, 同时以适当和有意义的方式褒奖捐赠者的慷
慨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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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社区资源

3.2 捐赠者关系

3.1.1 确定可能的捐赠者 - 确认对解决社区重要

3.2.1 尊重隐私和保密性 - 尊重所有人的隐私

问题感兴趣的公司、基金会、个人、政府、非营利

权。 确保所有关于捐赠者及其捐赠的个人保密性信

组织和其它团体, 并培养和它们之间的长远有力的关

息不会被不适当地透露, 或者在没有捐赠者允许的情

系。

况下将其提供给其它慈善团体或组织。 为所有捐赠
者提供匿名的机会。 遵守所有关于隐私和捐赠者关

3.1.2 弘扬慈善公益 - 在社区提倡和培养一种慈

系的适用法律。

资源动员实践

善捐赠和办公益事业的文化——既广义地针对整个社
区又特定地针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正在

3.2.2 优秀的客户服务 - 对捐赠者所有合理的要

努力解决的社区问题。

求特别是索取信息给予及时和准确的回应。 为职员
提供必要的培训和信息以便他们任何时候都能以一种

3.1.3

交流共享的社区愿景7 - 帮助现有的和可

专业作风为捐赠者服务。

资
源

能的捐赠者了解社区愿景及其实施策略。 让捐赠者
作为志愿者参与规划和决策的活动, 以便增加他们对

3.2.3 感谢所有的捐赠人 - 尊重并感激所有的捐

于社区需要的了解和认同。 不断交流成果并感谢捐

赠人, 而不管其捐赠的数量多少。

赠者的贡献。

3.2.4 培养与高端捐赠者的关系 - 在尊重所有
3.1.4 筹款多样化 - 用多种多样的适合于社区、并

捐赠者的同时, 要知道如何识别最具潜力的捐赠者并

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筹集资金。 筹款方法可以包括整

与他们建立联系, 从而增加该组织影响社区的能力。

个社区范围的年度筹款活动, 工作场所筹款活动(包括

考虑到这些可能的捐赠数额, 与这类捐赠者建立联系

从工资中提留), 来自富人的大宗捐赠(包括遗赠或捐

会很复杂, 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育发展。

赠基金), 来自政府、基金会或其它资助者的资助, 以
及特别的活动。 多种多样的筹款方法能减少对任何

3.2.5信息管理 - 保管好准确的捐款记录, 并让所有

单一方法的依赖, 确保资金来源更加可靠。

为捐赠者提供服务的职员都能使用。 有效地管理和
分享有关捐赠者的信息。 理想的做法是一次记录归

3.1.5 互相协调 - 将自己的资源动员策略和其它组

档、时常更新并长期使用。

8

织的资助计划联系起来, 加以协调, 避免重复, 使成果
最大化。

3.2.6关系管理 - 每个捐赠者或捐赠团体都要有指
定的客户经理作为主要的联系人, 负责大部分的通讯
联络, 以及对这种关系的管理。

9

7有关详情, 参阅标准1.3 - 共享愿景。
8良好、顺畅的运作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保管并维护捐赠者档案的
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想更多地了解有效系统和过程的重要性, 参阅
7 - 运作和管理。

9捐赠者关系应该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总体关系管理策略的一部分。
欲知更多详情, 参阅6 - 声誉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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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动员实践

3.2.7 褒奖贡献 - 建立适当的、富有意义的捐赠者

3.3.4 充分公布 - 在所有的募筹材料、财务声明

褒奖计划。 这些可以是公开和私下的, 而且必须是以

(在其应被详细报告之处)以及网址中应清楚地公布以

客户为中心, 以满足捐赠者的个人需要和兴趣。

下情况: 被赞助的项目, 筹款活动的期限, 用于募款和
行政管理的花费, 以及该组织的通讯地址。

3.3 自愿捐赠及募款道德实践
3.3.1 自愿捐赠 - 永远将捐款当作一项自愿的活动,
尊重慈善捐赠者的个人决定。

3.3.2 禁止强迫 - 在筹款活动中禁止使用任何实际
或隐含的强迫手段。 这既包括负面强迫, 也包括正面
强迫, 比如将工作提升或上调与捐赠或担任志愿者联
系起来。 刊印有关禁止强迫捐款的书面政策, 并将这
项政策传达给任何为该组织举办员工捐款或其他捐款
活动的公司。

3.3.3 兑现承诺 - 兑现在筹款动员和宣传材料中所
作的关于如何使用捐赠款项的声明。 除了已经指明
的或捐赠人可以预期到的合理用途之外, 决不要将捐
款资金用于任何其它地方。 不要接受无法满足捐赠
者期望的捐赠, 也不要接受与组织的使命不一致的捐
赠资金。

10志愿捐献以及合乎道德的筹款实践构成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对财
务公信力和透明度总体承诺的重要部分。 欲知更多详情, 参阅
5 -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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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3.5 报酬政策 - 关于从事筹款活动的人员报酬问
题, 应制定政策并向公众公开。 禁止使用金钱奖励和
佣金手段来动员捐赠。 同时也应有一个关于雇用职
业筹款咨询人员或公司的政策, 以表明联合之路慈善
组织对他们筹款活动的控制。

3.3.6 接受捐赠政策 - 制订一项接受捐赠的政策
并向公众公开, 其包括如下声明: 接受捐赠的目的, 对
所接受的捐赠的数量和类型(包括财产类型)的任何限
制, 任何不平常或异常捐赠的接受条件, 以及与任何一
类捐赠相对应的行政费用。 定期审阅捐赠接受政策
以确保清晰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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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治理和管理
这一部分讨论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治理和管理标准, 旨在确保其资产和能力的到位
以完成与其使命相关的工作。 本部分的内容均是关于管理监督的——使命的管理监督(治
理、道德和志愿者领导); 财务资源的的管理监督(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和关系的管理监督
(关系和声誉)。 如果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将这三方面工作管理好, 他们将能抓住良机来实现
其改善生活和加强社区的使命。 本部分的最后一篇“运作与管理”把该组织所有的活动都
放在一起并一般性地描述了应如何管理该组织本身的资产和能力以取得优秀业绩。

本部分内容共分成四篇:
4. 治理、道德和志愿者领导 - 讨论让社区志愿者参与建立并执行组织使命的重要性。 它定义了志愿者董事
会的角色, 以及作为领导的志愿者和职员在道德、公信力和透明度方面的责任。
5.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 - 介绍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监督的必要性以及用一种简单、准确和清晰的方
式处理所有财务问题的重要性。 董事会应当深度介入对该组织的财务管理并负起总的责任, 而适当的财务
会计手续也应健全。 除此以外, 作为一个“来自”社区的组织, 该组织的财务交易应当是透明并公开的。
6. 关系和声誉 - 它把与使命相关的社区工作同健全并合乎职业道德的运作结合起来, 将其转化成组织的声
誉、关系和善意, 而这是一个组织要在社区取得成功所必需的。
7. 运作与管理 - 讨论该组织的业务运作, 概述有关该系统如何决策和如何运转的标准。 它还详细介绍了如何
对待并尊重参加到这一事业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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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道德和志愿者领导
利益相关者对有关慈善组织治理和公信力的期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商业丑闻和
其它的负面报道已经大大增加了企业以及非营利部门治理的重要性, 而对非营利组织来说,
志愿者在建立并维护该组织所拥有的信赖和声誉方面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志愿者
领导使得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真正“来自”社区, 确保该组织把力量集中于解决社区最重要
的, 与其使命相关的问题。
本部分标准是关于如何治理组织的, 它抓住了有力和有效领导的本质。 志愿者董事会
构成了该组织的领导层, 有责任让该组织的运作始终围绕其使命, 确保其不辜负公众的信任
并管理好捐赠资源。 董事会的有力参与和领导有助于确保优秀的组织业绩和卓越的声誉,
使组织能够吸引资金支持和社区领导的参与, 在社区建设中取得积极成果。
职员领导, 特别是组织的执行总裁, 可以就组织的日常活动做出决定并负责执行, 但是
最终还是由董事会负责组织的治理, 让职员和志愿者承当起责任, 并为组织的业绩对社区负
责。 本章的标准将成为有关组织的管理监督以及董事会领导职责的指南。

治
理

治理、道德和志愿者
领导标准

4.1 使命驱动 - 组织领导必须令人信服并清晰地阐

4.7 透明度 - 必须让所有关心的人士易于查阅组织

述旨在改善生活的使命。 这一使命必须是所有活动

的财务、成果、服务项目、资源利用和决策方面的信

和决策的驱动力。

息, 并且给利益相关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使他们能够了
解和监督。

4.2 志愿者领导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本质特征
是: 由一个志愿者组成的董事会领导; 这反映了社区

4.8 风险管理 - 董事会要负责维护该组织的人力、

志愿参与和捐赠的本质, 也反映了该组织的所有权, 以

财务和资本资源, 及其在社区中的声誉。 作为一个负

及该组织在社区所做的工作。

11

责的管理层, 必须建立一个风险管理计划, 来识别、管
理和减少这些领域中实际和潜在的风险。

4.3 董事会积极参与 - 董事会成员必须在针对
性、持续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上积极投入到联合之路慈

4.9 系统公民身份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认识到自

善组织的指导、规划工作及其活动中去。

己的组织是一个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 作为这种运动
的一个成员积极投入进去, 以便分享知识, 并利用作为

4.4 合法运作 - 董事会要确保, 他们自己以及联合

全球系统的一部分所带来的优势。 该本地组织系统

之路慈善组织的行为均须遵守所有与该组织的成立和

培育相互间的高度信赖, 推动信息交流, 加强同其它联

运作有关的当地法律和条令。

合之路慈善组织的互相支持, 并进一步增强对全球社
区影响; 也为捐赠者、志愿者和合作伙伴带来一致的

4.5 道德行为 - 董事会和领导必须认同基于该组织

体验, 并支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全球

价值观的道德法规, 而且任何时候其行为须合乎道德

网络。

规范。

4.6 公信力 - 该组织的专业人员和志愿者领导要对
所作的决策和所采取的行动负责。 决策应该在适量
的信息和仔细的考虑之下作出。 所有的董事会成员
必须尊重他人意见, 并承诺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而不把问题个人化。

11有关志愿者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职责以及该组织在志愿精神领
域总的职责, 参阅2 - 志愿精神

34

4.1 使命驱动
4.1.1 目的明确 - 组织的使命表明了其存在的理由
和奋斗的目标。 在建立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使命、
愿望、价值观时, 应将各个利益方的需要作为一个整

4.1.6 编制文件和监督 - 将战略方向录入文件, 详
细记录该组织具体所期望的结果以及董事会的具体活
动和目标。 应该针对该战略计划的目标定期检查结
果, 而目标也应该被定期审阅并按需要修改。

体来考虑, 包括客户、志愿者、员工、供应者、当地
社区和社会。

4.2 志愿者领导

4.1.2 董事会所有权、监督和推敲 - 董事会必

4.2.1 个人和志愿者身份 - 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须确定使命并经常细心地审查, 以确保该组织的工作

在所有方面的关系均建立在志愿基础上。 这种志愿

是符合并围绕所述使命的, 以及该使命仍然切中它所

精神文化也体现在董事会里, 董事以个人和志愿者身

服务的社区和人民当前的需要和期盼。 如果董事会

份为该组织服务。

认为进一步推敲使命是必要和明智的, 那么它可以按
照组织章程中所规定的任何步骤来这么做。

4.2.2 权力分配 - 确保把适当的权力分配给作为治
理机构的董事会以及管理该组织日常运作的总裁和职

4.1.3 价值观驱动 - 该使命应该由一套与所期望的

治理、道德和志愿者
领导实践

员。

目标——改善生活和改进社区——相一致的价值观来
引导。 建立该组织的价值观工作由董事会和行政管

4.2.3 定义董事会以及主管或职员的职责 - 董

理层共同进行。

事会将组织的运作委托给执行总裁并负责评价这位

治
理

CEO(首席执行官)的业绩以及设定合适的报酬。 志

4.1.4 使命表述 - 确保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能够以

愿者和领薪金的职员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信赖、坦

一种简明、令人信服的方式将使命表述出来、介绍出

率交流、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志愿者和领薪金的职

去, 以激发支持者、筹措资金并带来工作热情。

员必须通过相互承认每个群体所具有的互补性角色和
技能而确保该组织的成功。

4.1.5 战略方向 - 组织根据董事会指出的战略方
向来达到其目标。 战略方向指出了具体的目的和目

4.2.4 董事会构成 - 虽然董事会在规模和形式上会

标、期望取得的结果和成效。 战略方向的制定要在

多种多样, 但使命和战略计划始终应该是招聘新董事

董事会和职员的合作下进行, 并建立在社区和组织需

的推动力。 为了有效地执行治理责任, 董事会必须引

要的基础之上, 还要考虑到其它相关信息。 它必须是

入其它必要的技能、知识和资源以补充他们自己现有

前瞻性的, 兼顾手头的紧急任务和未来的问题, 作出统

的技能和知识。

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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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董事会技能 - 董事会应当针对治理该组织所
需的领导素质和技能来进行招聘。 比如, 若已经确定
财务公信力是该董事会的一项主要职责, 那么聘请具
备诸如会计或其它财务管理或簿记专长的董事就很重
要。 其他有益的的专长还包括: 治理、组织社区活
动、公共关系、人力资源、法律事务等。

4.2.6 董事会和社区之间的关系 - 董事会成员
应当努力打开门户, 和来自外界的利益相关者、捐赠
者、社区成员建立合作伙伴和承诺的关系。 知名的
领导和有影响的社区成员能促进人们踊跃参与和积极
支持该组织的工作。

4.2.7 多元化 - 从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群中聘请董事
会成员, 以体现该社区和该组织相关利益者的组成成
分。 确保董事会能够代表并了解多元化的社区, 有助
于该组织确定并承当起能够反映社区需要的重任。

4.2.8 连任和任期 - 实施标准任期(比如, 一个董事
会成员可能应聘供职三年)和连任次数(比如, 一个董
事会成员可以连续供职两任)确保董事会具有新思想,
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以及董事会换届和更新过
程的连续性。 将任期错开, 避免所有的成员都在同一
时间结束任期。 新旧成员间的重叠之所以重要, 还因
为它能确保董事会履行职责的连续性, 确保组织的稳
定性, 以及保持制度性记忆。

4.2.9 参与委员会活动 - 同时在董事会层面和其
它运作委员会层面广泛使用志愿者, 尽可能让他们参
与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运作中。 志愿者拥有专长
和(各种各样的)资源, 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 以实现该
组织的使命并确保其良性运作。 志愿者可以参与筹
款、财务监督、基金分配、社区影响活动, 以及适当
地在社区代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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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董事会积极参与
4.3.1 定期参加会议 - 董事会成员应该定期参加
董事会会议并积极参与工作。 他们应该承诺不断了
解该组织的具体活动以及该组织运作的环境, 比如社
会或经济趋势。

4.3.2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团体接合, 以便有效地代表社区并为之谋福利。 用各
种方式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建议——合适的话, 邀
请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参加董事会会议; 或者举行
公众活动, 让利益相关者从中了解到正在影响该社区
的问题, 并参与有关解决这些问题的对话。

4.3.3 政策制订 - 董事会负责制订该组织的总体政
策以及界定范围, 让管理层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开展实
际工作和建立年度工作计划。

4.3.4 决策 - 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的董事会, 其决
定必须获得一致或绝大多数同意。 应该对不同的思
想及看法进行深思熟虑和开诚布公的交流后才作出决
定。 不应该仅仅在一个或几个支配性的董事会成员
的驱使或敦促下匆匆作出决定。

4.3.5 多重观点 - 必须尊重和鼓励独立思考。 在
审议期间, 应该获得多重信息来源, 并且应有必要的时
间来审慎考虑这些信息以及这些决定和方案将会带来
一切可能的结果。

4.3.6 及时性 - 应该基于可得到的最佳信息适时地
做出决策以保证其有效性。

4.3.7 互相支持 - 无论持什么个人观点, 所有董事
都必须支持董事会的决定。 如果有新的信息或新的
情况出现, 则应该对其重新审议。

4.3.8 资源开发 - 董事会负责确保有足够的资源用

4.5.3 职业道德规范 - 举止行为必须符合基于社

于该组织的运作, 并与职员一起努力, 保证获得资源。

区和组织的价值观而制订的书面的职业道德规范。

该组织的规模和战略工作计划将决定其需要亲手完成
的实际筹款任务。 董事会应该与资助者或潜在资助

4.5.4 隐私和保密性 - 建立隐私政策以保护捐赠

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董事会应该对该地区资助者的

者、员工和其他人的隐私。 必须注意信息的保密

优先性, 以及其它可能影响其未来集资能力的环境和

性。

经济因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2

4.5.5 非党派 - 组织可能会代表社区利益或者为了
其正在处理的某些特定的社区问题而进行游说活动,

4.4 合法运作
4.4.1 法律知识 - 董事会有责任了解, 影响联合之

这些活动应该总是以非党派的形式进行, 并将社区利
益置于任何政治或其它议程之上。

路慈善组织成立和运作的所有有关法律。 如果必要
的话, 应向外面的律师咨询以确保掌握情况。

4.6 公信力

4.4.2 遵守法规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成立、运作

4.6.1 对社区负责 - 董事会向社区负责, 保证组织

和活动都有其适用的法律和条例, 董事会必须确保其

始终围绕其使命并全力完成符合使命的成果和目标

运作符合所有的这些法规。 特定的例子包括, 按规定

(参看4.1)。

治
理

要求报告有关活动, 以及为支付税收和其它法定项目
进行财务汇款。

4.6.2 受托人责任 - 董事会的一个主要责任是对所
筹款项履行代管职责, 确保筹款被分配用于与该组织
使命相关的工作。 捐赠者依赖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4.5 道德行为
4.5.1 能力和可持续性 - 董事会必须确保该组织
有能力履行其职责, 能够持续长久地运行。

4.5.2 诚信 - 董事会成员的行为必须有诚信, 并努力

的领导来确保他们的捐赠受到保护并被审慎使用——
用于符合该组织所申明的和预期的目的。

13

4.6.3 财务知识 - 董事会成员懂得如何阅读和分析
财务报告和声明, 以支持其决策和评估过程。

使其行为符合组织的最大利益。 任何实际或潜在的
能给个人或与其有关联的另一方带来个人利益的有关
利益冲突必须向董事会声明, 确保充分公布, 并避免出
现任何不当之事, 保护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及其各利益
相关者的声誉。
12更多关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资源开发情况, 参阅3 - 资源动员。
13有关受托人责任的更多细节, 请参看5 -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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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透明度

4.9 系统公民身份

4.7.1 报告 - 分享以下信息是董事会的责任: (a)该

4.9.1 分享信息 - 与其它国际、国家、地方联合之

组织是如何围绕使命开展工作的; (b)财产资源用于预

路慈善组织分享所有合适的信息包括: 社区研究、成

定目标; 以及(c)该组织的运作和战略方向的决策是如

果资料、最佳实践经验和捐赠者信息, 这些信息应不

何依据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关键委托人、捐赠者和受

的隐私政策相冲突。

益人的愿望作出的。

14

4.9.2 参与国家和国际活动 - 条件允许的话, 参
4.7.2 广泛提供信息 - 确保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易

加有关的会议、电话会议和其它由全国或国际联合之

于获取有关信息。

路慈善总会召集的活动。

4.8 风险管理
4.8.1 风险管理计划 - 一个组织的人力、资金和
资产及其在社区的声誉会存在实际或潜在的风险, 而
一个风险管理计划则旨在预见、确定、量化这些风险
并对其作出反应。 反应手段可以包括, 接受容许限度
内的风险, 以及风险的消除、避免、减轻或转移(比
如, 通过向外承包一项活动或购买保险)。 对于负责
任的管理者来说, 这种计划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

4.8.2 报告 - 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关于现存的和新出
现的风险, 以及对现有的或意外事件的应急手段, 能
使董事会能够确保履行其重要的监督责任和受托人职
责。

14有关透明度的更多信息, 请参看5 -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

有关衡量
结果方面的更多信息, 请参看1 - 影响社区; 有关为捐赠者提供信息
方面的更多信息, 请参看3 - 资源动员; 有关交流结果方面的更多信
息, 请参看6 - 声誉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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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互相尊重 - 不要采取任何会损害其它联合之
路慈善组织的行动, 并且当有问题和担忧出现时直接
与其它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沟通。

4.9.4 会员要求 - 遵守一切由合适的机构所建立的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会员的要求。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
对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能否在捐赠者和社区中激发起诚信和信心,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起到了一个核心
作用。 事实上, 治理工作的很大部分是专门针对如何确保该组织能有效地履行其受托人职责和资源代管职
责。 这一部分内容论述, 公信力和透明度这一概念在财务管理和报告这一特定范畴中的主要应用原则。
公信力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 它意味着,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对于所捐赠的资金和其它资源的
使用必须向捐赠者、客户、政府管理机构、社区、董事会和职员、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国家和国际总会组
织以及全体公众负责。 非营利组织在法律上常常被给予一种特殊地位, 因为它服务于一个“公共目的”, 它因
这种公共利益而存在, 而且它是以使命而不是以利润为宗旨的。 由此, 所捐赠的资金寄托着一种神圣的信赖,
要求以最高的标准来履行代管和受托人职责, 必须审慎、有效地使用资源。 所以, 财务公信力被奉为非营利组
织管理的核心原则。
透明度这个概念要求采用公认和一致的报告原则, 将财务活动充分、公正地予以公布。 所有和董事会、
捐赠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决策资料和信息必须能让公众查考。 如果不公布某些财务信息将导致利益相
关者作出的决定与原本若公布这些信息所作出的决定不同或者相反, 那么该组织就是不透明的。 当今世界的
各个地区都期望和要求在公共领域运作的机构完全透明。 除此之外, 透明度孕育并产生诚信, 而联合之路慈善
组织的工作需要捐赠者、合作伙伴和整个社区的充分信赖。
简洁性、准确性和清晰性将确保财务报告的有效性, 以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能清楚理解并利用所提供的
信息。
时间性对财务报告的有效性也非常重要, 而且它对组织在民众中的公信力有很大影响。 为了使财务报告
和其它信息对决策者是透明并有效的, 必须及时地将其提供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以下是为世界各地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并值得加以提倡的有关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的
标准和最佳实践。

公
信
力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标准

5.1 董事会监督 - 从根本上来说, 财务公信力和透
明度是董事会有效、独立监督的最终结果。

15

5.4 独立查证 - 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财务报告进
行独立查证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它可以确保该报告公
正、完整地陈述了该慈善组织的财务状况。

5.2 合法 - 法律要求非营利组织遵守由各级政府和
其它管理机构所制定的特定要求。

5.5 有效的内部控制 - 有效的内部控制对于确保
财务报告的准确性、资产的保护以及职责的适当分工

5.3 充分公布 -“实质性”这一概念要求, 所有和捐
赠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必须公
布。 如果不公布某些财务信息将导致利益相关者所
作出的决定与原本若公布这些信息所作出的决定不同
或者相反, 那么该组织就不具备透明度。

15欲知更多有关董事会的治理职责详情, 参阅4 - 治理、道德和志
愿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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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或缺的。

5.1 董事会监督
5.1.1 法律责任和受托人责任 - 董事会及其成员
肩负着重要的法律责任及受托人责任, 监督管理该组
织的事务, 使之符合所有适用的法律规章。 确保董事
会拥有所有恰当的权威和信息来履行这方面的职责。

5.1.2 司库 - 为了保证有效的财务管理, 董事会应该
推选出一位财务主管官员, 承担起该组织财务运作的
领导和监督责任并担任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5.1.3 财务委员会 - 为了支持该组织的财务管理,
董事会应该建立一个财务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职责
应该包括: 监督建立有力的内部财务控制和合理的财
务手续; 确定合适的会计政策; 审阅年中和年度财务报
告并将其转报给整个董事会; 审阅由管理层起草的预
算草案并将其转呈到董事会审批; 监督投资, 为董事会
起草有关如何管理投资的政策和建议; 确保职员和董
事会有足够的财务专长; 以及充当财务人员和董事会
之间的桥梁。

5.1.4 审计委员会 - 为了确保治理机构对该组织进
行有效的财务监督, 应该成立一个由三到五个成员组

5.1.5 年度预算 - 年度预算由董事会批准, 用来指
导该组织的运作并授权支出。 应该每月准备内部财
务报告供财务委员会和董事会审阅。 及时准备这些
报告, 最好是在这段时期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准备
好。 递交实际的收入、支出同预算之间的对比, 提醒
管理层和董事会注意这些变化, 以便采取适当措施使
该组织保持正常运行。

5.1.6 志愿者的财务能力 - 为了保证能恰当履行
董事会的受托人职责, 至少要有一位董事和一位审计
委员会成员拥有一定的财务专长, 比如: 懂得会计原
理, 有审阅财务报告的经验, 了解内部控制并能完全掌
握组织的财务审计职能。 董事会应该具备足够的知
识来理解和履行其受托人职责。

5.1.7 职员的财务能力 - 为了保证恰当执行该组
织的财务职能, 财务部门的职员应该掌握非营利组织
会计原理方面的足够知识, 以便准确地保持可审查的

财务公信力和透明度实践

财务记录。 这些知识应该包括, 懂得会计原理, 有准
备财务报告的经验, 知道内部控制, 以及完全掌握该组

公
信
力

织的财务职能。 该组织应该为其财务人员和高层职
员不断提供财务培训。

成的审计委员会, 其主席和主要成员应该由董事会成
员来担任。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包括: 推荐任命审计
员; 复查审计范围和审计报告; 充当审计员和整个董事

5.2 遵守法规

会之间的桥梁。 审计员提请审计委员会注意的问题

5.2.1 遵守有关法律 - 对该组织的健康运转和成

和疑问要呈递给董事会考虑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功而言, 知晓本国有关该组织法定身份和义务的法律
是不可缺少的。 必须切实遵守相关的法律。 定期对
遵守法规与否进行检查并给董事会提交一份概要性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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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充分公布

5.4 独立查证

5.3.1 公布年度报告 - 发布年度报告, 介绍该组

5.4.1 独立审计员 - 应该委派一名被适当的权威机

织上一年度的重要事件、活动和成就。 及时出版该

构认可的会计师作为审计员来审阅年度财务报告, 以

报告——最好是在每个财务年度结束后的三个月之

便确认其公正性和完整性。 审计员的完全独立性是

内——并且一定要包括财务报告概要。 该报告应该

至关重要的, 这关系到审计报告的可信度, 从而关系到

以一种易于查阅的方式面向公众。

该组织财务报告的公正性和完整性。

5.3.2 财务审计报告 - 及时完成并公布年度财务

5.4.2 管理建议书 - 应该要求独立审计员提供一

报告——最好是在每个年度结束后的三个月之内, 报

份“管理建议书”, 就组织的内部控制、资产保护以

告应准确反映该组织的财务活动并经过独立会计师的

及应当注意的一些令人担忧的特定问题提出需要改进

审计。

的建议。 该管理建议书应该递交给董事会。

5.3.3 公认会计准则 - 财务报告必须按照由专业
会计行业所设定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或者按
照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IFRS)来准备。

5.3.4 财务报告的构成 - 财务报告应该包括, 财务
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财务活动表(收入支出表), 和财
务状况变动表(现金流量), 以及详细描述财务报告细
节的附注, 构成整个报告的一部分, 保证读者能充分理
解。 应该在财务报告的附注中公布关联交易。

5.3.5 管理层确认 - 年度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应该由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确认,
以保证报告的可靠性。

5.3.6 查阅财务信息 - 组织的活动和运作要公开
坦诚, 让公众能够查阅文件以表明在治理、财经和道
德事务上的透明度。 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使命声
明, 年度报告, 财务报告, 董事会现任成员名单, 资源
分配政策, 道德规范, 以及有关的政府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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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有效的内部控制
5.5.1 内部控制 - 为了保证财务报告的准确性、保
护资产、和适当的财务职责分工, 该组织必须坚持有
效的内部控制。 财务政策、手续和内部控制应该由
财务委员会来制定并形成文件, 审计委员会则监督查
证操作上的合规性。 审计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对这
些财务政策、手续和控制至少每三年要复查一次。
审计委员会还应该评估有关的财务活动——即定期的
外部审查所需的开支和带来的益处, 以及该组织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

5.5.2 开支和花费限度 - 由于建立了明确的标准
和开支限定, 董事会必须对组织的支票签发和费用申
报给予特定的授权。 该政策应该要求, 由一位董事
(比如主席或司库)来批准首席执行官个人申报的费用,
或者至少每季度审阅一次。

5.5.3 利益冲突 - 公众对该组织内利益冲突的察
觉可能会高度伤害该组织的健康。 为了减少该组织
内实际或潜在的任何利益冲突的机会, 董事会应当就
利益冲突制定一项易于理解的政策(适用于所有的职
员、董事会成员和志愿者), 并且采用足够的维护措施
和程序来确保该政策被遵守。

5.5.4 保密性和隐私政策 - 为了保护该组织内部
及外部人员的权利, 不应该透露不宜公开的个人信息,
比如捐赠数量或报酬, 应当执行一项明确的隐私保护
政策。

公
信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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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和关系
良好的声誉和关系是有效执行该组织使命的结果, 也是建立在合理的运作实践基础之上。 对于联合之路
慈善组织能否在社区产生影响、动员资源和吸引志愿者来说, 积极管理其声誉和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在诚信
和业绩方面享有很高声誉的组织将更能吸引人员、合作伙伴和资源, 所以一个组织能否建立并维护这种声誉是
非常关键的。
对声誉和关系的管理常常和营销传播职能相关联, 但实际上, 组织所做的每件事以及和该组织有关的每个
人都在各个方面有自己的责任要担当, 比如, 在创建声誉方面, 在培养、维护和加深对产生社区影响所必需的
各种各样的关系方面等。
管理声誉和关系的中心是“品牌”这个概念。 品牌是有形和无形体验的一种集合, 它构成了个人对某一
组织的体验的总和。 品牌承诺并体现了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对其社区的价值观和重要性: 为什么它值得支持和
合作; 什么使得它优秀。 品牌价值反映了客户是如何看待该组织及其产品和服务的。 这要通过一个良好的策
略、有效的结果以及保持该品牌的一致性来取得的。 客户指捐赠者、基金接受者、志愿者及合作伙伴。 品
牌体现在一个组织所做的所有事情上, 从名称和标识到出版物中的文本和图片设计, 以及职员同内部和外部人
员联系时如何对待他们, 等等。

声
誉

声誉和关系的监督管理始于本地组织, 但它也需要延伸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层面。 虽然联合之路慈善组
织以多种名称出现, 每个组织均适应于其所服务的社区, 但是所有联合之路慈善组织都拥有共同的理念和原则,
它们形成了一个超越本地社区的共同的品牌。

16

这一部分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全球标准, 讨论有关本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如何在其社区层面管理声誉和关
系的标准和实践。
16欲知更多有关所有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共同特征, 参看“什么是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声誉和关系标准

6.1 卓越声誉 - 作为一个社区领导, 联合之路慈善

6.3 关系文化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文化反映了

组织的卓越声誉对于其能否成功地动员社区来共同改

其致力于建设和维护同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长期关系。

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该组织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培

每个与该组织有关联的人都要理解其在这些关系中的

养、维护以及提高这种声誉。 要积极创造和寻找改

角色。

善该组织声誉的各种机会。

6.4 一致的品牌体验 - 每一次与客户的互动,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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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市场和客户资讯 - 了解客户和委托人——捐

是通过沟通交流、募款、志愿者、合作伙伴还是通过

赠者、志愿者、合作伙伴和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意

与某一行政部门打交道, 合在一起将成为这个客户的

见和建议对于有效的社区领导是很关键的。 联合之

品牌体验。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要努力使这种体验尽

路慈善组织不断努力把握这些信息, 并将其用于能够

可能是正面和一致的, 努力体现和加强那些指导我们

影响形象、身份定位和关系的决策中。

行动的共同原则和价值观。

6.1. 卓越声誉

6.2 市场和客户资讯

6.1.1 确定问题和目标群体 - 确定该组织在维护

6.2.1 识别客户 - 识别所有的捐赠者、志愿者、合

和加强其声誉方面所遇到的的最重要问题并确定优先

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每个群体中的某些人员

性。 同时确定该组织最需要面对的目标群体并确定

或某些组织对我们组织的使命是最重要的, 要把他们

其优先性(参阅标准6.2市场和客户资讯)。

的特征描述出来。 客户的哪些特征能够使我们最有
效地达到建设社区的目标?这些特征可能包括, “作出

6.1.2 可见性计划 - 实施特定的策略, 让职员和志

大额捐赠”, “让我们参与关系到使命的重要决策过

愿者积极参与关键性的社区群体和活动, 提高他们在

程”, “向新捐赠者、志愿者、合作伙伴或政府敞开

活动中的曝光率。

大门”, “拥有宝贵的专长和经验”, 等等。

6.1.3 媒体联系 - 即使不在推介和宣传任何特定计

6.2.2 客户优先性 - 基于所识别出来的特性, 来决

划或项目时, 也要定期让本地媒体参与并向他们通报

定哪些目标群体最需优先考虑。 要包括那些目前尚

有关情况。 培养与那些能报道与组织有关事宜的媒

未积极参与或者那些最有可能参与并带来价值的个人

体成员之间的关系。

或群体。 考虑流失的捐赠者、新的合作伙伴、与当
前的捐赠者或志愿者类似的人员、尚未开发或尚未积

6.1.4 衡量声誉 - 在做市场研究时, 要衡量一些重

极开发的族裔群体或年龄层, 等。 制订计划并分拨资

要特征, 比如受信赖的程度、对该组织的正面看法、

源以建立与这些重要客户的有力关系。 比如, 将筹款

志愿者和捐赠者的支持度。 同时也要衡量该组织在

活动瞄向那些想改变社区并积极参与进去的人们。

重要的社区问题上应邀提供咨询以及参与合作的频
度。 用这些信息来指导提高声誉的策略。

6.2.3 定量的市场研究和分析 - 了解重要客户群
体的要素。 比如, 分析个人捐赠者时其考虑的因素可

6.1.5 出版调研成果 - 如果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对

以包括, 人口统计(比如, 年龄、性别、族裔), 工业部

社区需求进行调查研究, 以确定某一问题的优先性或

门(比如, 零售业、银行业), 规模大小(比如, 收入、职

进展程度, 要出版并公布这项调研成果, 将其作为提高

员人数), 联系渠道(比如, 工作场所、因特网), 或者社

该组织声誉的一种方式, 以表明该组织了解该社区的

区关注或感兴趣的问题(比如, 儿童、无家可归者)。

状况和需要。

市场研究也应当包括收集有关竞争者以及潜在合作者

声誉和关系实践
声
誉

的信息。

6.2.4 衡量品牌塑造的有效性 - 既然重要客户群
体的特性、期望和偏爱已经了解清楚, 用这些信息来
设计并实施筹款和宣传活动。 确定一些衡量标准, 来
评估品牌价值和关系质量方面所发生的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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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和关系实践

6.3 关系文化

6.4 一致的品牌体验

6.3.1 公信力 - 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董

6.4.1 业绩 - 仅仅有引人注目的言辞是不够的; 该组

事会成员和职员——承当起责任, 有效管理各方面的

织的业绩必须在每个层面上实践其诺言。 联合之路

关系并传递出关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一致的讯息。

慈善组织向其捐赠者、志愿者和合作伙伴许诺, 将寻

指派专人来领导与某个重要群体的关系, 比如, 个人捐

求他们的贡献并由此而感激他们; 通过汇集多方贡献

赠者, 企业或基金投资者, 政府部门或官员, 市民、街

而增加个人的影响; 设定优先项目并全力解决之; 交付

区或信仰团体, 媒体, 等。 把关系和品牌管理技能作

结果; 评价业绩; 并及时报告结果。 这是通过取得优

为招聘、评估和奖励志愿者和职员的一部分。

秀的组织业绩而进行的有效品牌管理。 品牌塑造和
交流技巧只有在一定的业绩基础上才会有效果, 比如,

6.3.2 培训和工具 - 提供培训和工具, 以确保每个

组织必须实现其承诺, 在实现其目标方面必须取得进

代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人能理解并向其内部和外部

展, 还有必须与捐赠者和合作伙伴进行频繁密切的交

客户清晰传达出该组织的使命、愿景和社区影响策

流, 是他们才使得我们的工作成为可能。

略。 鼓励志愿者和职员承诺发展和维护同捐赠者、
志愿者、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健康且长期的

6.4.2 代管职责 - 每个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有关的

关系。 确保他们理解并实践有关客户关系管理的优

人——员工、董事会成员、捐赠者和志愿者——均为

秀原则; 确保他们拥有并能使用最佳的工具进行有效

该品牌的保管员。 了解和保护品牌是每个人和每个

的信息收集、交流和关系管理。

组织的共同责任。 仅仅一次劣绩就能抹黑联合之路
慈善组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声誉, 而要想保持一个全

6.3.3 参与策略 - 每年以特定的计划开始, 这些计

国和国际性的良好声誉——即其在改善社区方面是一

划应包含短期和长期的目标, 来改进、发展和主要客

个负责任的、有效的合作伙伴——则需要经过长时期

户之间的关系。 要衡量在关系建设方面的进展, 但不

内多次的良好体验。

能只看到财务方面的结果。 应该让个人和团体常年
有所参与, 以各种不同的理由与他们联系; 有时要求他

6.4.3 积极管理 - 如果一个品牌所承诺的利益无法

们的支持, 有时给他们信息, 有时则是邀请他们筹备讨

持久兑现也无法通过各种渠道来取得, 那么这个品牌

论会或特别活动, 等。 寻找机会来加深他们和该组织

就毫无价值。 管理品牌既需要纪律也需要精力。 要

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多样化; 即, 请捐赠者参加志愿活

将该品牌及其承诺的精华凝聚到重要的信息和组织的

动以及请志愿者作出捐赠, 把合作组织或基金接受者

实践中去, 并负责实现那些承诺。 利用每一种合适的

包括进筹款活动中, 与在家和在职的捐赠者联络, 或者

媒体——口碑、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印刷媒体、因特

邀请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捐赠者和志愿者参加讨论或

网、等等——来传播出一种鼓舞人心、实事求是和始

参加关于该话题的规划小组。

终如一的信息。 努力了解社区的感受并确保利益相
关者了解该组织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和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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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展示 - 品牌承诺的传播策略是优秀业绩的一
个部分。 它影响到一切, 从如何回电话到印刷和网络
传播的图像设计, 再到关键信息的措辞和表达方式。
依据其特定的起源、语言或文化, 会员组织以各种名
称出现, 其品牌的视觉展示也多种多样, 但是品牌展示
最重要的特性是一致性。 某些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能
承受得起非常复杂的图像设计和信息传播, 而其它的
组织却得采用一种更简单、更便宜的方法。 但如果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的语言和视觉信息都是一致的
而且符合既定的品牌识别指南, 那么他们都能成功。
使用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商标的会员组织需要遵守由国
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或商标所有者所制订的国际品牌
识别指南。

声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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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和管理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运作和管理的效果及效率, 对于其在产生社区影响和改善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总体业绩
来说是极端重要的。
效果和效率都高度依赖于人——职员和志愿者——的参与和代管, 他们是我们组织的根本。 联合之路慈
善组织需要吸引拥有适当能力和技术的职员和志愿者, 而且需要提供能够鼓励和促进他们提高职业素质的支持
性环境。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也需要成为包容性的典范, 以体现其社区的族裔和文化多样性, 并且在非歧视性和
反种族主义方面遵守最高的道德标准。
在一个缺乏资源而且要求运作费用只占总收入一小部分的环境下, 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能会非常具有挑战
性, 而对那些较小和刚起步的组织来说尤其如此。 然而, 通过系统性的管理方法, 可以用合理的成本来取得效
果和效率; 比如, 密切注意信息技术和其它易于得到的工具和资源, 来建立自动化过程。
如果所采用的方法是建立在不断改善的原则之上, 如果该组织作出的决策是以事实和知识为基础并与使
命相一致的, 那么每个联合之路慈善组织都能成功地发展其运作能力来满足社区需要。
以下的运作和管理标准概述了该方法及其理论的基本要素, 它是紧紧围绕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展的
质量管理原则而写成的。 这些标准提供了一个框架把全球标准的所有其它部分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并投入运作,
而且你将会注意到, 很多这些一般性的原则也在其它部分被更具体地考察或使用。

运
作

运作和管理标准

7.1 客户为主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高度依赖于其客

7.5 不断改善 - 不断改善是一种精神状态, 而不是

户来获取关键资源, 所以应当理解当前和将来的客户

一个过程或活动; 它要求一个组织预先就倾向于总是

需要, 应当满足客户的要求, 并努力超过客户的期望。

追求更好的做事方式(不管该事有多小), 而且从来不

客户为主和客户服务原则应该延伸到所有的利益相关

会满足地认为当前的方法是最令人满意的。 为了达

者。

到这种状态, 该组织必须积极鼓励其人员在做事方式
上追求改进和创新, 善于接纳新思想, 以及对变革持开

7.2 领导能力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领导根据使命

放态度。 “不断改善”需要在一个组织内部制度化

为组织建立统一的目的和方向。 领导应该创造和维

才能使其成功。

护一种内部环境, 在这种环境里, 人们可以充分参与和
完全投入以完成组织的使命和目标, 并且可以清晰地

7.6 基于事实的决策 - 有效的决定要建立在对资

展示未来愿景、鼓励忠诚和奉献以及激励创新。

料和信息的分析和表达的基础上, 确保联合之路慈善
组织采用以知识为基础的方法而不是通过轶事、例

7.3 人员参与 - 所有层面的人员(职员和志愿者)均

外或神话来作决策。 在系统管理和有力治理的基础

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根本, 充分参与能使他们在工

上, 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能使该组织避免偏离使

作中更好地发挥才能并作出承诺。 组成各种团队并

命, 避免倒退, 并能够致力于长远目标而不只是短期

鼓励跨部门协作,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欢迎、包容和尊

收益。

重多样性和差别性。 我们和职员及志愿者之间的关
系以尊重和感激为特征。

7.4 系统管理方法 - 作为一个系统来识别、理解
和管理各种相关的过程有助于提高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实现其目标的总体效果和效率。 整合并理顺主要过
程将增加该组织的一致性、有效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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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客户为主17

7.2 领导能力

7.1.1 确定客户及其需要 - 决定哪些客户具有最

7.2.1 创立愿景 - 对于该组织渴望自己成为什么或

高的优先性。 不断研究和理解他们的需要和期望并

取得什么, 要达成一个清晰、明确、令人信服并在该

且把这些知识用到规划和决策中去。

组织内部被广泛认同的共识, 而且它将始终被用来指
导行动和设定轻重缓急。 该愿景应该体现出一种令

7.1.2 把目标和期望联系起来 - 要确保把该组织

人鼓舞的未来前景, 要求很高但却可以达到, 而且应该

的目标和客户的需要和期望联系起来, 以便该组织能

直接关系到该组织的总体使命。

快速回应客户要求并始终切合客户需要, 而不是只考
虑内部优先性而牺牲了客户满意度。

7.2.2 设置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 所有同总体期望
和战略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 要设置一定真正要求很

7.1.3 提高认知度 - 在整个组织传达客户需要和期

高的目标和业绩指标。 目标应该集中于产出和成果

望以帮助职员和志愿者更恰当地作出反应。 让客户

(即, 办对事所得之结果; 其对应于投入, 要办事所需之

服务成为所有职员和志愿者的责任。

输入); 应设置年度性的里程碑以便于衡量, 而且该目
标本质上应该是长期性的。

7.1.4 评估满意度 -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来衡
量客户满意程度, 集中收集这些信息, 并按照评估结果

7.2.3 共享价值观 - 培育共享价值观来指引组织,

来适当安排问题的轻重缓急并制定解决方案。

强调一切做法要公正, 并树立职业道德的榜样来鼓舞
该组织所有层面的人员。

7.1.5关系管理 - 系统管理客户关系, 比如与主要客
户可以使用一种联络管理方法, 即分配一个人来牵头

7.2.4 培育信任、消除畏惧 - 领导阶层必须在信

并协调所有的交往。

赖和承诺的基础上创造一种能培育创新性和创造力的
环境, 从而进一步推进该组织的目标。 决不应该使用

7.1.6 平衡方法 - 确保所用的方法能在使客户满意

消极处罚和使人畏惧的方法来管理人员, 否则很快就

和使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 志愿者、雇员、服务机

会证明这只能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构、合作伙伴、作为一个整体的当地社区和社会)满
意之间做到平衡。 虽然客户为主对联合之路慈善组

7.2.5 鼓励独立性 - 为员工提供所需的资源、培训

织来说是一项重要原则, 但是客户的需要和期望也必

和自由, 让他们能主动承当起责任和义务。 用该组织

须在使命和总的资源约束之下得到平衡, 也就是说, 我

的使命、愿景和特定的目标来指导每个人的工作范围,

们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

要让员工敏锐地了解客户的需要和期望。

运作和管理实践

运
作
17有关客户和关系的更多详情, 参阅6 - 声誉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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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褒奖贡献 - 鼓舞、鼓励和褒奖人们的贡献从

7.3.5 鼓励自我评估 - 正式的业绩评估是建立在

而进一步正面肯定所取得的成果并鼓励创新。 职员

书面的职位描述和认可的工作目标基础之上的; 虽然

和志愿者均应成为褒奖计划的对象。

这是评估和改善业绩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也应该鼓励
人们针对其个人目标和任务自我评估其业绩, 并应该
给他们以机会来展示, 他们自己的目标是如何支持该

7.3 人员参与
7.3.1 分清角色 - 人们需要理解他们在组织中的角
色及其贡献的重要性, 特别是当组织的目标和优先性
问题随时间而变化时。 这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帮助
解决, 即, 以书面形式介绍工作, 频繁地讨论职员和志
愿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担当的角色, 充分沟通新的计划
或项目。

7.3.2 消除壁垒 - 应当鼓励人们找出约束其开展工
作的各种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或其它途径。 领导应
当主动确认并排除对业务有影响的障碍。

7.3.3 归属感和责任感 - 人们愿意共同面对问题
并承当解决它们的责任,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领导要采
取措施鼓励这么做, 比如, 通过明确分工来展示相互间
的依赖性, 以及完全采纳标准7.2领导能力中的实践部
分。

18

7.3.4 团队工作 - 鼓励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和团队
工作来推动该组织的活动。 一个团队是指一小群人,
他们拥有互补性技能;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业务
指标和方法, 并且为此承当各自的和共同的责任。 若
可能而且合适的话, 应该使用跨部门团队, 以便把各种
各样的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 使大家对联合之路慈善
组织的工作都享有一种更广泛的理解。
18同时参阅实践6.3.1公信力
19参阅实践4.5.4隐私和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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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总目标的。

7.3.6 提高专业水平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积极鼓
励人们寻找机会增强他们的能力、知识和经验, 不仅
着眼于他们在组织中目前的职位, 而且从更大的或未
来的角度来看待。 所有职员和志愿者的提高专业水
平的计划都应该直接纳入该组织的优先考虑事项, 而
不是将其留到以后考虑, 或者一旦预算超标即将其取
消。

7.3.7 信息共享 - 对注重客户和专注于效果和效率
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来说, 信息的管理和共享是一项
重要职能。 领导应该鼓励人们自由分享知识和经验,
不仅仅在组织内部, 还要针对合作伙伴和其它合适的
组织。 同时, 个人信息的隐私和保密性也是一件重要
之事, 应该充分理解并严格执行所有隐私和保密性的
政策及指南。

19

7.3.8 坦诚交流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创建一种坦
诚、信赖的文化, 在这种文化里, 人们能够在一个互相
尊重、支持和承诺的环境下坦诚讨论问题和争议以及
集体探索想法和解决方案。

7.4 系统管理方法
7.4.1 效率和效果 - 由人员、程序和技术组成的系
统, 应当结构化以便能以最有效果和效率的方式达到
该组织的目标。 系统应该有效果, 所衡量的角度是取

7.4.7 技术 - 了解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可以把它
应用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工作中。 在资源允许并
能够取得最大效果之处, 使用技术来增强联合之路慈
善组织的能力和影响。

得所期望的结果, 比如, 客户满意度; 系统也应该有效
率, 所衡量的角度则是要求以最少的资源及时地取得
结果。

7.5 不断改善
7.5.1 整体方法 - 采用一种组织内整体一致的方法,

7.4.2 相互作用 - 为了协调和建立人员、客户和程

通过强调对系统和程序进行持续衡量和评价的必要性,

序(通常有技术支持)之间的相互作用, 系统管理方法

来不断改善组织的业绩。

要求我们充分理解系统过程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7.5.2 正式培训 - 给人们提供方法、工具及其培训
7.4.3 整合过程 - 在确定出这些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以不断改进他们的工作, 鼓励好问和钻研的哲学, 并造

该组织需要整合、调整程序, 以便最好地取得所期望

成一种互相承担责任和义务的风气。

的结果, 要用结构化的方法来协调和整合过程。

7.5.3 创造性 - 让该组织的每个人都把不断改善产
7.4.4 整合人员 - 基于标准7.2领导能力和7.3人员

品、过程和系统作为一个目标, 褒奖发明和创造, 以

参与, 该组织就能使有关人员更好地理解为了取得共

促使不断的改进。 通过定期讨论和对话来支持这项

同目标而制定的各自的职能和责任; 找出进行协调、

活动。

合作和协作的机会, 从而减少跨部门壁垒, 提高工作积
极性并做出更多承诺。

7.5.4 明确目标 - 明确目标以便指导和衡量工作,
从客户服务水平的变化或者过程的效率这些角度来追

7.4.5 确保足够资源 - 在采取行动之前要了解组

踪不断改善的状况, 通过对这些改善进行表彰来感谢

织的能力及其资源约制, 要确保有足够的到位资源, 来

并激励人们。

支持具有高优先性目标的系统。 如果资源欠缺, 则要
努力找出其它的服务方法, 或者考虑是否可以重建该
系统以避免损害该组织总的效绩或声誉。

7.4.6 活动的定义和分析 - 找准目标并详细说明

运
作

一个系统内的特定活动应该如何运作才能增加人们对
它的认识和理解; 充分做好这些系统的文档工作, 使人
员或职责的变化更容易进行。 通过对特定活动的衡
量和评估不断改善这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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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基于事实的决策
7.6.1 管理知识 - 确保组织拥有足够的准确可靠的
数据和信息, 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只有当该组织
中所有人员都能方便地查阅并理解这些数据和信息,
它们才会变成知识。 知识也要通过数据的归类和过
滤而产生, 比如除去重复或无关紧要的细节, 辅以有助
于确认趋势的指数。 数据的这种分析和解释是为决
策过程提供信息所必要和关键的步骤。

7.6.2 传播知识 - 能够产生知识并供决策之用的数
据一定要能够被需要它的人们所查阅。 采用技术手
段来整理信息并使之能被职员和志愿者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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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有效分析数据、信息 - 不仅仅数据必须有
效, 分析和解释数据的方法也必须有效。 对数据的解
释甚至表述也是开发信息的重要步骤, 因为这有助于
该组织在决策过程中使用这些信息。

7.6.4 利用知识 - 基于事实分析并辅之以经验和直
觉来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 而不是基于部分的知识、
不足的事实、见解、奇闻或传说。 努力从全过程或
系统层面了解问题, 以克服惰性——“我们一贯那么
做的”——以及确保决策已经写入文件并且可以查
阅。 这种严格的方法能帮助我们明确理解那些原先
考虑过的信息和因素, 所以需要时它也有助于对决策
的重新审阅和复议。

附录A -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术语表
本附录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范围内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所使用术语的综合指南(按汉语拼
音字母顺序排列)。 其中, 许多术语在本文件中被使用, 有些并未被使用, 但是被包括进来,
因为它们涉及到在您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一起工作时可能会遇到的重要概念。
保留意见(Qualified Opinion): 此术语用来描述由

成果(Outcome): 把某一项计划付诸实施而为某一

独立审计员提供的某种意见, 在该意见书里审计员会

特定人群所带来的改变或益处。 成果可以是多层面

宣称他或她已经按照公认审计标准(GAAS)检查了

的(比如, 项目、系统、社区)。

某一实体的财政记录而且, 作为检查的结果, 相信此
财政记录除了声明中保留的部分之外是按照公认会

成果衡量(Outcome measurement): 对计划的进

计准则(GAAP)准备的。 保留意见的一个典型例子

程进行定期、系统的跟踪调查, 了解所要帮助的人群

是无法证实可能已经捐给该组织但未入账的现金捐

是否得到或感受到预期的变化和效益。

赠总值。
筹款活动(Campaign): 为达到一个特定的集资目
包容性(Inclusiveness): 能代表多种多样的群体并

标, 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的集中的募款活动。

有其参与的一种性质。
储备金(Reserves): 为了应对紧急需要或未来需要
变革策略(Change strategy): 一种转型变革的综合

而保留的资金。

方法, 包括三个方面: 1)内容, 或者说什么必须变革;
2)人, 指能够影响或参与变革并各具特性的能动的

慈善公益(Philanthropy): 指一种旨在改善人们物

人; 3)过程, 或者说该组织怎样在变革内容的同时改

质生活、社会环境和精神福利的愿望以及由此而进

变人和企业文化。

行的慈善活动。

不可收帐款(Uncollectible): 由于失业或其它情况

代管职责、管理监督(Stewardship): 对属于他人的

而可能无法收取的认捐款项, 需要将它销账。

资产进行审慎管理和监督的责任。

附
录
A

词汇表

电子资金转帐(EFT)(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根本原因(Root causes): 造成社区某种需要或问题

任何以电子方式进行的资金转帐(比如支付、收款)。

并使之引发或恶化的根源。 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扎
扎实实地以补救的方式直接处理社会问题的同时(如,

动员(Mobilize): 发动某一群体参与行动或者带进资

给饥饿家庭食物来解决饥饿问题), 为了真正解决问

源。

题, 必须从根本原因或社区条件入手(即, 什么是造成
家庭挨饿的首要原因?一些实例性的根本原因可能是,

多样性(Diversity): 群体或个人之间基于各种因素

缺乏职业或工作技能, 或者是缺少接触食物的途径)。

有所差别, 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族裔、种族、肤

着眼根本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色、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残障、语言、宗教、性取
向和地理区域等。 (也可译作多元化)

公认会计准则(GAAP)(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一整套被广泛接受的用于

非党派(Non-Partisan): 在不涉入或不支持各种政

报告财政信息的规则、惯例、标准和程序, 由每个国

治党派或政治家个人的情况下从事公共政策和游说活

家的专业会计权威机构所建立。

动。 公共政策和游说活动应当集中在社区最迫切的
问题上, 而不是任何政治议程上。

公认审计标准(GAAS)(Generally Accepted
Auditing Standards): 审计员在审核组织机构财务

非营利(Non-Profit): 既不是商家也不是政府, 而是

时所使用的一整套系统性的指导原则, 以保证审计的

一个独立的社区组织, 其运营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准确性、一致性、审计员行为和报告的可检验性。

所有收入除合理的行政开支外均被用来完成该组织的
使命。 该组织代表社区持有其资产, 一旦解散即还给

公信力(Accountability): 对如何使用资金、对该组

社区。 也被称作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非盈利组

织为完成其使命和为支持社区所做的工作公开负责。

织、或非政府组织(NGO)。

这是贯穿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工作的一个关键原则。

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通过预先采取措施

管理建议书(Management letter): 审计报告之外

或预测潜在后果, 确认和预防可能遭受的意外损失, 并

的一种专用文件, 审计员在文件中概述在审计过程中

使之降到最低限度; 比如, 实施安全措施, 购买保险,

发现的财务政策和程序方面可能存在并需要改进的问

或避免高风险活动。

题。

服务机构(Agency): 为客户提供卫生保健或人道服

合作伙伴(Partner): 与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一起合作

务的组织。

以取得社区影响的个人和组织。 一般不用于称呼投
资方或捐赠方, 而指提供其它服务(如, 项目、专长、

服务区域(Service area): 地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在

技术、关系或联系人)的实体。 它包括但不限于那些

许可证协议或其它管理文件的授权下进行运作的某个

传统意义上称作合作机构的实体。

地理区域。 该组织为所在地区提供有价值的社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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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衡量标准(Metrics): 对进展和成功的度量。 它应以

借用经理、借用代表(Loaned executives, loaned

社区水准为基础, 衡量产出(总服务人数或者服务数

representatives): 由雇主临时出借、用于联合之路

量)和成果(实际结果——即, 作为这些活动的结果, 社

慈善组织某个项目的专业人员或职员, 一般是在年度

区生活发生了变化)。 针对某一问题所筹集的资金额

募款活动期间来作为客户经理。

和支出也是一个良好的低水平度量标准, 但还需要将
其与产出和成果联系起来作效绩衡量。

捐赠(Donation): 不计报酬自愿将资金转移给一个认
可的慈善组织。 也称作捐赠品或捐献。

会员要求(Membership requirements): 每个联合
之路慈善总会的会员组织所必须符合一些基本条件,

专项基金(Endowment): 一种为某个非营利组织提

只有证明其满足了这些条件, 才能继续成为国际联合

供收入以维持其运营而建立的专项基金。 捐赠者或

之路慈善总会或者一个全国性联合之路慈善总会组

投资者在设立这种基金时对其使用有所限定, 只能用

织中的一个信誉良好的成员。 也被称作最低会员要

于捐赠者或投资者所指定的目的, 例如规定捐增基金

求。

的本金不能动用。

计划捐赠(Planned giving): 一种以遗赠、人寿保险

捐赠者(Donor): 向慈善组织捐献资金或实物的人。

和慈善年金的形式筹集重要捐赠的方法; 这些形式的

同时参阅投资者。

捐赠, 常常是但并非总是, 由捐赠者或投资者计划在其
一旦去世时捐出。

客户(Customer): ‘客户’这个术语可以指任何组
织或个人, 也可以延伸到社区, 其已经或者可能从联合

基金分配(Fund distribution): 根据社区事务的轻

之路慈善组织的工作中受益; 包括非政府组织、政府

重缓急以及系统性的项目评估和成果考核, 将所募集

及其机构、公司或私人等各类捐赠实体、从各种服务

的捐赠资金分配给当地慈善机构或服务项目的过程。

计划中受益的人。

也被称作“拨款”, 这是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分款活
动。

客户关系管理(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具有技术支持的、用以建立用户忠

价值观(Values): 是指被认为有效用的特性或品质;

诚度的策略和步骤。 CRM能使一个组织找到客户群,

代表联合之路慈善总会的治理信念, 是决策的推动力,

并根据不同的的需要、行为和价值观加以区分, 进而

也决定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规范。

与客户互动, 并且对产品或服务的某个方面进行用户
化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接触点分析(Touch-point analysis): 指一种方法,
用来确认联合之路慈善组织与其目标群体之间的实际

客户细分(Customer segment): 参阅市场细分。

接触或互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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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 指公共和私人利益

目标群体(Target audience):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决

之间的冲突, 能导致任职人员获得不适当的个人利益

定要为它服务并将其市场活动瞄向它的某个细分市场

及过份的影响力或优势。 利益冲突发生的例子包括:

或群体, 并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确认: 您将来要依靠

职员、董事会成员、或志愿者代表组织同其亲戚做生

谁?

意; 职员、董事会成员、或志愿者从与该组织有商务
或慈善业务关系的个人或实体中接受礼品或帮助, 或

内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s): 某一组织为以下目的

者反过来给予礼物或帮助; 职员、董事会成员、或志

而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步骤: (1)保护其资源以避免

愿者对某一项为该组织供应材料或提供服务的生意有

被浪费、被欺诈或低效率使用; (2)确保结算和运营数

财务兴趣; 或者雇佣一个向其直接报到的家庭成员。

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确保手续符合该组织的政
策; 和(4)评估所有组织单元的业绩水平。

利益社区(Communities of interest): 由相同的利
益、地理位置、文化或人口统计特征而联合的群体,

内部审计(Internal Audit): 由独立方进行的对组织

他们对某一特定的问题承诺采取同样的行动。 常常

的财务系统和手续的审查, 以便识别出内部控制或特

被定义为一个大社区中的子社区。

定程序的优点和弱点。 同时参阅审计。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指任何对某个联合之路

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通过提供资源, 特别

慈善组织的活动有直接或间接兴趣的个人或团体。

是提供诸如培训、技能发展、组织建设等有助于提高

包括捐赠者、志愿者、接收帮助者、合作伙伴组织、

工作效绩和效率的资源, 来增强各个组织获取成功的

政府成员和其它社区组织等。 具体的利益相关者随

工作能力。

情况的变化而不同。
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每年发布的提供给现有
联合之路(United Way): 联合之路是由志愿者领导

和预期的捐赠者或投资者、合作伙伴以及一般公众的

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 它领导、支持和参与具有合作

关于该组织的收入、支出、活动、和成绩的信息文

性和包容性的活动, 主要是社区能力建设和资源动员

件。

活动, 以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并推动积极、长远的社
会变化。 “联合之路”鼓励和宣扬慈善及志愿精神,

品牌(Brand): 品牌是因为在其使用者的生活中占有

并对如何使用捐赠品向捐赠者负责, 对所取得的结果

特殊意义而获得的一种关系状态。 它是有形和无形

向社区负责。 (联合之路, 中文也曾翻译为“联合劝

属性的组合, 并用商标来代表; 如果管理得当, 将创造

募协会”或“联合慈善总会”)。

价值并产生影响。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United Way organization): 加
盟于联合之路慈善运动的组织, 共享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的价值观和特征, 并符合会员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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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Brand management): 指对一个品牌的

认捐处理程序(Pledge processing): 指捐赠汇总和

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管理。 对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这个

内部情况报告, 其贯穿募款活动始终。 认捐处理程序

品牌来说, 有形资产与客户的经验相关(参看品牌体验

包括: 与工资支付系统的结合, 对捐赠方发送感谢信

和品牌价值主张), 而无形资产则是指由于客户对品牌

和收据, 将捐赠的现金和支票存人银行, 完成股票交易

的体验、认同以及与联合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或代表

并报告结果。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产生的情感上的联系。
认捐分配(Pledge distribution): 将捐赠支付给最终
品牌价值主张(Brand value proposition): 代表了

的接受者(通常是某些联合会、服务机构或其它联合

一个品牌对其目标用户群所作出的承诺, 它建立在后

之路慈善组织), 扣除任何行政管理或处理费用。

者希望或期望该品牌所能满足的需要之上。
人口统计分类(Demographics): 根据某些人群共有
品牌识别(Brand identity): 品牌的外在表现, 包括其

的外在特点分类描述, 比如年龄、性别、国籍、婚姻

名称和视觉外观。 品牌识别是取得消费者认同的基

状况、教育、职业或收入。

本方式, 它是区分该品牌与竞争者的标志。
商标许可协议(Trademark licensing agreement):
品牌体验(Brand experience): 指客户与某一品牌

指有关的法律条款和条件。 有了这个协议, 众多慈善

的接触和互动(比如, 通过交流、广告、网站、搞活

组织才可以使用联合之路慈善总会的集体性会员标

动、交易、以及和那些联合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或代

记、商标以及美国联合之路或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表之间的关系等)。 成功的品牌体验会让客户置身于

的服务标记, 包括使用“联合之路”这个名称, 但不限

一种能处处感受到该品牌优良特质的环境当中。

于只用这个名称。 该许可协议根据地理区域划定了
可以进行募款和提供服务的区域。

品牌形象(Brand image): 品牌的视觉外观, 常常体
现在该组织的标志中。

社区(Community): 该术语通常是指, 在一个特定的
地理区域内, 一群有着共同兴趣或利益的人联合起来,

强迫(Coercion): 由于一种明显或者暗示的威胁被

作出承诺并采取行动。

迫做违背其意愿的事。 放在联合之路慈善组织这个
背景下, 常常与捐赠者或志愿者被强制或感到压力被

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 鼓励社区成

迫捐赠或参与有关。 在被迫的情况下, 他们受到或者

员参与到能改善社区生活的活动中, 并且为发展和实

感到可能会遭受负面反弹; 或者因没有参与而得不到

现一个共享愿景而贡献力量。

正面奖励。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绝对禁止任何类型的
强迫。

社区基金(Community fund):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用
以汇集捐赠资金、再投回社区解决问题并影响社区整
体发展的方法。 由当地社区志愿者根据社区发展策
略中的特定需求和问题的紧迫性决定资金分配方案。
(同时参阅基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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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Community building): 联合之路慈善

影响社区(Community impact): 通过动员社区来推

组织相信, 有效处理社区问题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努

动持续、积极的社区状况变化以改善生活。 特征是

力。 所有的观点都应得到重视, 不论提建议的人是什

有多方合作伙伴广泛参与并树立共同的社区愿景, 并

么政治立场、宗教、种族、阶级或族裔。 努力将每

能够从根本原因入手来处理优先考虑的社会问题。

一个人都包括进来以建立一个有共享愿景的社区。

(同时参阅社区建设)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和许多合作伙伴——商业、直接服
务机构、其它非营利机构、政府、个人、大学、媒体

影响社区策略(Community impact strategy): 根治

等——共同来帮助社区满足其最迫切的需要。 (同时

某一社区问题的方法。 也被称作影响策略。

参阅社区影响)
影响社区计划(Community impact plan): 解决某
社区经济发展(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

一特定问题并有预期结果的工作计划。 它包括期望

ment): 一个由其居民管理的投资、基建或其它活动

结果、目标、策略、行动步骤、任务和所需要的资

的长期过程, 旨在使该社区的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活

源。

力。

社区资产(Community assets): 所有能给社区贡献
价值的可用资源(比如资金、人力、政治、经济、环

社区评估(Community assessment): 为评价和理

境、社会和文化资源)。

解一个社区的目标、存在的问题和当前的形势所采取
的措施。 (比如, 对目标、资产、挑战、和需要的评

审计(Audit): 由独立会计师对财务记录及其支持性

估。 )

文件进行审核, 通常旨在对财务决算的公正性和完整
性做评价。 也请参阅内部审计。

社区投资(Community investment): 为支持社区的
某项计划、活动或新项目而投入的财力、人力、时间

市场细分(Market segment): 某一类客户, 他们拥

或精力。

有共同的需要和价值观, 可以预期到他们对产品或服
务会以相当一致的方式作出回应, 而且这部分客户还

社区投资组合(Community investment portfolios):

掌握着足够的财力, 对该组织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

解决社区问题方案的策略框架, 以一种能与社区及捐
赠者的愿望相关连的方式推出。 该“投资组合”应

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 某一品牌的外表特征(比

该传达出实行这些策略将会带来的改善生活的长短期

如, 其标志、印刷样式和包装)。 (同时参阅品牌形

结果、这些结果会对社区产生的影响, 并连同一个例

象)

子来说明该问题及所拟议的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同
时参阅投资产品。

使命(Mission): 该组织高于一切的存在目的或理
由(即, 你做什么, 为谁做, 以及它与其他组织有何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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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捐献(In-kind contribution): 捐赠物品或服务

无保留意见(Unqualified Opinion): 此术语用来描

而不是现金或增值资产。 也被称作实物赠品。

述由独立审计员提供的某种意见, 在该意见书里审计
员会宣称他或她已经按照公认审计标准(GAAS)检查

收集认捐信息(Pledge capture): 收集捐赠者或投资

了某一实体的财政记录而且, 作为检查的结果, 相信此

者的信息, 包括捐赠数量和捐款意向等。 通常用书面

财政记录是按照公认会计准则(GAAP)准备的而且相

或电子方式进行收集。

当公正地代表了该实体的财政状况。

受托方(Fiduciary): 替另一方持有资产的个人、公司

细分(Segmentation): 为了以量体裁衣的方式进行

或协会, 通常具有法定权力和义务来代表另一方作财

沟通、发展关系和从事市场活动而将潜在的客户划分

务决定。

为不同的市场类别即细分市场。

透明度(Transparency):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管

系统公民身份(System citizenship): 作为联合之路

理、运作和财政报告要有公开性和公正性。 透明度

慈善组织系统的成员所具有的集体性权利、特权和责

对于取得捐赠者或投资者、合作伙伴和一般公众的信

任。

任是不可或缺的。
限定性捐赠(Restricted gift): 捐赠者或投资者经由
投资产品(Investment products): 对预期成果的陈

一个临时或永久性条款指定了某一捐赠的用途。

述; 即, 投入的捐款、时间或其它资源所能带来的变
化。 同时参阅社区投资组合。

现金流动(Cash flow): 对出入现金进行记录。 通常
以报告的形式列出所有现金的来源和用途。

投资者(Investor): 捐赠资金或实物的人, 他们期望

项目、计划(Program): 为了共同或密切相关的目的

其投资能在该社区以一种可度量结果的方式产生回

而有计划地进行的一组活动及其成果。

报。 也被称作捐赠者或社区投资者。
效率(Efficiency): 对产生某种结果的度量, 它与有效
(组织)文化[Cul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联合

性紧密相关, 但还要计算要求投入的资源、取得该结

之路慈善组织的特征由其价值观、规范、运作原则、

果的成本以及完成的速度(及时性)。 效率高常常意

传说和故事组成。 各种文化指标合在一起展示了该

味着有效性高。

组织的特性, 包括: 领导作风、沟通方式、决策风
格、信息使用、业绩标准及期望、规范及行为、标志

行政后援办公室(Administrative back office): 无

等。

论什么性质的运营(比如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信息
技术、或者采购等), 行政后援办公室都是运营任何组
织所需要的基本的支持性功能部门, 很可能是对外承
包或集中管理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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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策略(Impact strategy): 一种针对根本原因来

运动(Movement): 是指由大量人员进行的试图实现

处理某一问题的方法。 参阅社区影响。

某种目标的一项集体性活动, 特别是指一项政治或社
会改革活动。

游说活动(Advocacy): 这种活动旨在通过各种形式
向关键听众传递使人信服的信息, 从而影响公共观念

战略后援办公室(Strategic back office): 为联合之

或政策; 这些听众包括政府、个人、公司、非政府组

路慈善组织的核心业务活动提供运作性支持的职能部

织、或一般公众。

门, 核心业务指社区参与、社区影响策略、资源开发
与投资。

有效性、效果(Effectiveness): 对产生的结果特别是
所预期的结果的度量, 它以定性或定量的方式对该结

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 指一种书面文件, 是关于

果是否成功进行评价。 如果某一过程达到了预期结

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长期目标及其实施策略的一整套

果但动用了相当可观的资源, 那么它可能具备了有效

综合性决议。 这些决议包括: 该联合慈善组织经过

性但不具备效率。

选择将要优先处理的问题; 要争取的细分市场和捐赠
者或投资者群体; 所需要的资源和运作能力。

预防性服务(Preventative services): 帮助个人和家
庭的一种服务; 旨在帮助他们避免将来某段时间内可

组织章程(Bylaws): 组织所采用的用于内部治理的正

能会发生的问题, 增加他们能够创造价值和过上令人

式的规则条文。

满意的生活的可能性。
指定用途捐赠(Designations, designated gifts):
预算(Budget): 该组织对一个财政年度期间所预期

一种对其用途作特别限定的捐赠(通常指定用于某一

获得的所有预算收入连同预算成本和开支的逐项列表,

机构或服务目标), 该限定由捐赠者或投资者作出, 接

且之后被核准授权为一般财务预算支出。

收捐赠者必须承诺兑现。 也被称作捐赠者选择性捐
赠、限制性捐赠、或定向捐赠。

愿景(Vision): 指一个声明, 表达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在付出努力后对其成果和前景的基本愿望, 希望发生

直接服务(Direct service): 直接提供给个人和家庭

什么, 或希望它将来会变成什么。 比如, 国际联合之

的服务。

路慈善总会的愿景声明是: “领导全球智能型的、有
公信力的慈善事业, 同时能对世界上各类社区产生积

治理(Governance): 管理组织的行为, 包括为组织

极影响。 ”

指出方向, 确保必要的资源(即, 人力、财力或社会关
系), 以及监督其计划、财务、合法性和价值观念等。

愿望(Aspiration): 一种实现某事的愿望或者抱负,
一个要达到的目标。

职业道德(Ethics): 一套管理个人或团体职业行为的
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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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规范(Code of ethics): 以书面形式写下

准客户(Prospect): 可能或潜在的客户或捐赠者。

的道德标准。 它帮助指导工作场所中日常决策和判
断。

资格筛选(Eligibility screening):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对申请接收其分款的社区组织进行资格预审的程序。

职业道德员(Ethics officer): 由董事会指派的某个人,

确认这些组织的合法性、公信力以及它们的运作是否

其职责是提供资源帮助志愿者、职员及公众在困惑的

符合健全的非营利组织管理条例。

情况下决定正确的作法。 此人负责把联合之路慈善
组织的职业道德原则融入各个层面的决策过程中。

资源(Resources): 所有可以被用来产生积极成果的
资产。 可以是时间、资金、人员、知识、才能、专

志愿者(Volunteer): 在不期望获得报酬的情况下为

长、物品、服务、关系和技术。

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慷慨付出他们时间和才能的人。
资源动员、资源开发(Resource mobilization,
志愿者领导(Volunteer led): 志愿者管理该组织并

resource development): 为产生社区影响和实施有

参与所有主要的决策过程, 确保了该组织能代表这个

关策略而获取必要的资源。 常常, 指资金(即筹款),

社区、其需要、其公民的愿望。

但也可指其它非资金资源的发掘和获取。

志愿者中心(Volunteer center): 一种提供以下服务
的组织: 宣传和认同在社区参加志愿活动的益处。
通常将希望当志愿者的人和需要帮助的社区组织联系
起来, 并且通过培训和其它教育计划来支持志愿者和
对志愿者的组织管理。

附
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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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 标准制订过程及参加人员
本全球标准倡议项目旨在帮助世界各地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提高为社区服务的能力和
有效性, 同时帮助全球合作伙伴和个人提高其实现慈善公益目标的能力。 通用电气基金会
是这一项目的主要赞助者,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提供了进一步的资助以用于翻译、沟通和
地区参与, 而波音公司则提供了另外的运作资金
这部标准的制订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长达一年的过程, 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系统和其他
组织的100多位志愿者和员工参与了这部标准的创立、审阅和核查工作。 全球标准以地方和全国性联合之路
慈善组织行之有效的传统标准为基础, 其初始规划和研究得到了一个由职员组成的项目小组的大力帮助, 该小
组成员来自国际和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以及加拿大联合之路慈善总会(Centraide Canada)。 一个具有广
泛代表性的领导委员会制定了该项目的范围, 指导并积极参与了整个制订过程。
为了深入研究问题、组织内容并制定初步的原则和标准, 围绕八个不同的主题分别成立了专门的咨询小
组, 其成员是来自于许多国家的职员和志愿者专家。 接着, 把由此产生的初步文稿和其它辅助材料集中起来形
成草案, 并于2005年秋季在为此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和论坛上进行了传阅和讨论。 在这些反馈的基础上, 在
少数资深职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 对所拟议的标准重新组织和改写, 从而形成了联合之路慈善组织全球标准的
最后草案。 之后, 这部全球标准得到了领导委员会的确认, 也得到了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董事会的批准和授
权。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这些为这个项目慷慨奉献出他们的时间、热情、知识和建议的人员(以及支持他们的组
织), 毫无疑问, 这种广泛的参与和投入为这项工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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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绍参与这项全
球标准制订的职员和各
个志愿者小组以及他们
各自承担的职责:

执行主管
对全球标准项目提供高层面监督
■ Christine James-Brown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负责
人)
■ Brian A. Gallagher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董事会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董事会为该项目提供建议
和监督。 以下是董事会现任成员:
■ James M. Bannantine
Acumen Capital LLC, Columbia, Maryland 马里兰州, 哥伦比亚市, Acumen Capital LLC
■ Teresa Hall Bartels
President, Hallbart Holdings, LLC,
Mundelein, Illinois - 伊利诺斯州, Mundelein,
Hallbart Holdings, 总裁
■ Arthur P. Bellis
Principal, Bellis Enterprises, New York,
New York - 纽约市, Bellis Enterprises, 负责人
■ Robert Boucher
President, Cirrus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Sailing Kingston, Ontario, Canada - 加拿大,
安大略, 金斯顿, Cirrus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Sailing, 总裁
■ Churchill G. Carey
Community Consultant, San Juan, Puerto Rico
- 波多黎各, 圣胡安, 社区咨询员
■ Edwin D. Fuller
President & Managing Director, Marriott
International, Inc., Washington D.C. - 华盛顿
市, Marriott International, Inc., 总裁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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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ara B. Gattorn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Detroit
Regional Chamber, Detroit, Michigan - 密执
安州, 底特律, Detroit Regional Chamber, 底特
律地区商会会长高级顾问
■ Joe L. Howard
President & CEO, Argent Management Co.,
Cornelius, North Carolina - 北卡罗莱纳
州, Cornelius, Argent Management Co.,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 Ku-Hyun Jung
President Samsung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Seoul, Korea - 韩国, 首尔, 三星经济研
究所, 总裁
■ John C. Long
Vice President, Corporate Affairs, The
Hershey Company, Hershey, Pennsylvania 宾西法尼亚州, Hershey, The Hershey
Company, 企业事务副总裁
■ Jon D. Love
President Pitney Bowes Government
Solutions, Lanham, Maryland - 马里兰州,
Lanham, Pitney Bowes Government
Solutions, 总裁
■ Larry Macdonald
Chairman & CEO, Point Energy, Ltd., Calgary,
Alberta, Canada - 加拿大, 阿尔伯特, 卡尔加
利, Point Energy, Ltd.,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Bill Matassoni
VP and Director,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New York, NY - 纽约州, 纽约市,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副总裁及董事
■ Tim McMains
President, Wylie Quixote Ltd, Auckland, NZ 新西兰, 奥克兰, Wylie Quixote Ltd, 公司总裁
■ Roberto E. Santa Maria
Partner,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San
Juan, Puerto Rico - 波多黎各, 圣胡安,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合伙人

■ Herbert Orji
Chairman of the Board & CEO, Summa
Guaranty & Trust Co, Lagos, Nigeria - 尼日利
亚, 拉格斯, Summa Guaranty & Trust Co, 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Raju Panjwani
Founder & CEO, Epitome Global Services,
New York, NY - 纽约州, 纽约市, Epitome
Global Services, 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 Jayesh A. Parekh
Chairman, MobiApps Holdings Pte. Ltd.,
Singapore - 新加坡, MobiApps Holdings Pte.
Ltd., 董事会主席
■ Steve Richardson
(Chair), Sr. Vice President & Chief Talent
Officer,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 纽约州, 纽约市, 美国捷运公
司,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人才官,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董事会主席
■ Karl B. Rodney
Publisher & Editor in Chief, Carib News, New
York, NY - 纽约州, 纽约市, Carib News, 出版
商和主编
■ Ramón Sosa-Mirabál
Director External Relations & Communication,
Petrobras Energía Venezuela, Caracas,
Venezuela -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Petrobras
Energía Venezuela, 外部关系和传播主任
■ Barbara J. Stonebrak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Retired), Cincinnati
Bell, Cincinnati, Ohio - 俄亥俄州, 辛辛那提贝
尔电话公司, 高级副总裁(退休)
■ Jorge A. Uribe
President Latin America, Procter and Gamble,
Caracas, Venezuela - 委内瑞拉, 加拉加
斯, Procter and Gamble, 拉丁美洲总裁

■ Cornel William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International Capital
& Management Co., St. Thomas, U.S. Virgin
Islands - 美属维京岛, 圣托马斯, International
Capital & Management Co., 首席财务官

领导委员会
领导委员会由10-15名资深志愿者或职员组成,
他们来自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会员组织和利益相关
者, 该领导委员会是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全球标准项目
的主要顾问机构, 并有来自世界各地区的代表。 成员
把各种各样的技能和经验都带到了桌面上来。
来自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董事会
■ Robert Boucher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representing United Way of Canada Centraide Canada, Kingston ON - 安大略省,
金斯顿,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董事, 代表加拿大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 Tim McMains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Chair of Member Services Committee, Santa
Barbara CA - 加州, 圣巴巴拉, 国际联合之路慈
善总会董事, 会员服务委员会主席
来自亚太地区
■ Des Blake
Consultant, United Way Australia,
Melbourne, Australia - 澳大利亚, 墨尔本,
澳大利亚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咨询员
■ Gil Salazar
Executive Director, Philippine Business for
Social Progress (PBSP), Manila, Philippines
- 菲律宾, 马尼拉, 菲律宾企业与社会进步(PBSP),
执行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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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非洲地区
■ Veronica Cronjé
Executive Director, Vaal Region Community
Chest, South Africa - 南非, 瓦尔地区社区基金
会, 执行理事
■ Emmanuel Okereke
Vice President, United Way Nigeria, Lagos,
Nigeria - 尼日利亚, 拉格斯, 尼日利亚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副会长
来自欧洲和中东
■ Cristiana Daianu
Board Member, United Way of Romania,
Bucharest, Romania -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罗
马尼亚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董事会成员
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 Alvaro Casserly
Chairman of the Board, United Way of
Jamaica, Kingston, Jamaica - 牙买加, 金斯敦,
牙买加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董事会主席
■ Maria del Rosario Sintes
Directora Ejecutiva, Dividendo por Colombia,
Bogota, Colombia - 哥伦比亚, 波哥大,
Dividendo por Colombia, 执行理事
来自北美洲
■ Lynne Mulder
United Way of Canada - Centraide Canada
Board Member, Red Deer, Alberta — 阿尔伯
特省, Red Deer, 加拿大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董事
会成员
■ Brian Lachance
Chief of Staff, United Way of America,
Alexandria, Virginia - 弗吉尼亚州, 亚历山大
市,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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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组
来自国际、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以及加拿大联
合之路慈善总会的职员在为这个全球标准制订项目提
供咨询、规划和支持中担当了非常宝贵的角色。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项目主管(负责人)
■ Rick Belous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研究事务副会长
■ Greg Berzonsky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员支持和发展副会长
■ Karen Brunn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业绩研究主管
■ Barbara Edmond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最佳实践经验交流副会长
■ Ken Euwema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财务公信力主管
■ Debbie Foster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战略联盟和包容性 执行
副会长
■ Susan Gilmore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员公信力副会长
■ Eva Kmiecic
加拿大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策略管理高级副会长
■ Ana Maria Moran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资源开发副会长
■ Jenny Palazio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员公信力主管
■ Leila Roberts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特殊计划和项目副会长
■ Wil Vargas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知识管理主管

咨询小组
为了制定和起草本标准最初草案的细节, 特别成
立了与业务内容相关的咨询小组; 各组按同一种规格
起草各部分文件。 咨询小组成员包括: 上述项目小
组成员、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和国际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的职员、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会员系统的职员
和志愿者以及外面的有关专家。

财务公信力、透明度和报告
■ Russy Sumariwalla
former UWI President, Medford OR, USA
(Lead) - 美国俄勒冈, Medford, 国际联合之路慈
善总会, 前会长(本小组负责人)
■ Elizabeth Boris
Director, Center on Nonprofits and
Philanthropy, The Urba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 - 美国, 华盛顿市, 城市
学院, 非政府组织和慈善事业中心主任
■ Karen Brunn
Director Performance Research UWA, USA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业绩研究主管
■ Alvaro Casserly
Chair, United Way of Jamaica, Kingston,
Jamaica - 牙买加, 金斯敦, 牙买加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 主席
■ Benedict Cheong
CEO, Community Chest of Singapore - 新加
坡福利理事会, 首席执行官
■ Ken Euwema
Director of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UWA,
USA -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财务公信力主管
■ Richard Larkin
Senior Manager, Assurance, BDO Seidman
LLP, Bethesda MD, USA - 美国, 马里兰州,
Bethesda, BDO Seidman LLP, 担保业务高级主
管

■ Gordon McDonald
CEO, UBUNTU Community Chest, Durban,
South Africa - 南非, 德班, 慈善社区基金会,
首席执行官
■ Warren Olson
Director Finance and Operational Services,
United Way of the Lower Mainland,
Burnaby BC, Canada - 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 Burnaby, Lower Mainland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财务和运作服务主任
■ Raju Panjwani
Chairman Epitome Global Services, New
York NY, USA - 美国, 纽约市, Epitome Global
Services, 主席
■ Gil Salazar
Executive Director, Philippine Business for
Social Progress (PBSP), Manila, Philippines
- 菲律宾, 马尼拉, 菲律宾企业与社会进步
(PBSP), 执行理事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 项目主管

治理、隐私和道德
■ Brian Lachance
Chief of Staff, UWA, Alexandria VA, USA
(Lead) - 美国, 弗吉尼亚州, 亚历山大市, 美国联
合之路慈善总会, 办公室主任(本小组负责人)
■ Marla Bobowick
Vice President of Products, BoardSource,
Washington USA - 美国, 华盛顿
市, BoardSource, 产品部副总裁
■ Carol Burger
President and CEO, United Way, Jackson,
Mississippi -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市, 联合之路慈
善总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 Amy Coates Madsen
Program Director, Standards for Excellence
Institute, Baltimore MD - 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
Standards for Excellence Institute, 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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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tina Daianu
Board Member, United Way of Romania,
Bucharest -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 董事会成员
■ Mel Gill
President, Synergy Associates, Ottawa
ON Canada - 加拿大, 安大略, 渥太华, Synergy
Associates, 总裁
■ Robert Kelley
Convener, Johannesburg Community Chest,
South Africa - 南非, 约翰内斯堡社区基金会, 会
议召集人
■ Melissa Wolfe
Director of Governance, United Way of
America, USA - 美国,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治理主管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 项目主管

社区领导和志愿者参与
■ Frank Donaghue
President & CEO, Afterschool All-Stars, Los
Angeles, CA USA (Lead) - 美国, 加州, 洛杉
矶, Afterschool All-Star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本小组负责人)
■ Bob Boucher
Director,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Kingston
ON Canada - 加拿大, 安大略省, 金斯顿, 国际联
合之路慈善总会董事
■ Veronica Cronjé
Executive Director, Vaal Region Community
Chest, Sasolburg, South Africa - 南非, 萨索尔
堡, 瓦尔地区社区基金会, 执行理事
■ Marlene Deboisbriand
President, Volunteer Canada, Ottawa ON
Canada - 加拿大, 安大略, 渥太华, 加拿大志愿者
组织,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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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bie Foster
Executive VP for Strategic Alliances &
Inclusion UWA, Alexandria VA USA - 美国,
弗吉尼亚州, 亚历山大市,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战略联盟和包容性执行副会长
■ Aaron Myers
Director of Community Partnership and
Development, United Way of Essex and West
Hudson, NJ, USA - 美国, 新泽西州, Essex and
West Hudson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社区合作与发
展部主管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 项目主管

社区影响和评估
■ Gloria Pace King
President, United Way Central Carolinas,
USA (Lead) - 美国, 中部卡罗来纳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 会长(本小组负责人)
■ Chris James-Brown
President & CEO,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 Janet Butler
President, United Way of Ghana - 加纳联合之
路慈善总会, 会长
■ Benedict Cheong
CEO, Community Chest of Singapore - 新加
坡福利理事会, 首席执行官
■ Jody Kretzmann
Research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 USA - 美国, 依利诺斯
州, Evanston, 西北大学, 政策研究所, 研究副教授
■ Aaron Myers
Director of Community Partnership and
Development, United Way of Essex and West
Hudson, NJ, USA - 美国, 新泽西州, Essex and
West Hudson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社区合作与发
展主管

■ Agnieszka Naumiuk
Regional Director,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地区主管
■ Angela Vanegas
Latin America External Relations, Procter
& Gamble Industrial, SCA - Procter & Gamble
Industrial, SCA, 拉丁美洲外部联络处
■ Leila Roberts
Vice President Special Programs,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特殊计
划和项目副会长

资源动员
■ Ana Maria Moran
Vice President Resource Development UWI
(Lead)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资源开发副会
长(本小组负责人)
■ Wen-Liang Che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United Way of
Taiwan - 台湾联合劝募协会, 副秘书长
■ Veronica Cronjé
Executive Director, Vaal Region Community
Chest - 瓦尔地区社区基金会, 执行理事
■ Meghan Miller Doran
Assistant Vice-President & Development
Officer, United Way of the Bay Area, San
Francisco CA - 加州, 三藩市, 湾区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 助理副会长和资源开发员
■ Mary Grim
Lead Manager, National Corporate
Leadership, UWA -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全
国企业领导主管经理
■ Amelia Jones
CEO, Community Chest of the Western
Cape, South Africa - 南非, 西开普社区基金
会, 首席执行官

■ Tracy Nilles
Vice President, National Corporate
Leadership, UWA -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全
国企业领导部副会长
■ Emmanuel Okereke
Vice President, United Way Nigeria - 尼日利
亚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副会长
■ Gil Salazar
Executive Director, Philippine Business for
Social Progress - 菲律宾企业与社会进步, 执行
理事
■ Joyce Wilbur
Director of Major Giving,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主要捐
赠部主管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 项目主管

身份定位、形象和声誉
■ Chris James-Brown
President & CEO,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Lead)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长兼首席执
行官(本小组负责人)
■ Maria Elena Lampaya
VP of Communications, Fondos Unidos de
Puerto Rico - 波多黎各, Fondos Unidos de
Puerto Rico, 传播部副会长
■ Heather Leembruggen
Vice President & Director, United Way
Australia - 澳大利亚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副会长
兼主管
■ Grace (Yun Chen) Li
Fund Development Coordinator, United Way
of the Texas Gulf Coast - 李允晨, 美国德州休
斯顿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募款部协调员
■ Bill Matassoni
Director,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 国际联合
之路慈善总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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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nuel Okereke
Vice President, United Way Nigeria - 尼日利
亚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副会长
■ Elsabe Ras
Chairperson, Vaal Region Community Chest
- 瓦尔地区社区基金会, 主席
■ Cynthia Roun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Brand Strategy &
Marketing, United Way of America - 美国联
合之路慈善总会, 品牌策略和市场部 执行副会长
■ Leila Roberts
Vice President Special Programs,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特殊计
划和项目副会长

运作和管理
■ Des Blake
Management Consultant, Melbourne,
Australia (Lead) - 澳大利亚, 墨尔本, 管理咨询
员(本小组负责人)
■ Piotr Chadzynski
Business Process Analyst, Boston, USA - 美
国, 波士顿, 业务过程分析员
■ Evelyn Barkhouse
Director of Operations, United Way of
Halifax Region, Halifax, Canada - 加拿大, 哈
利法克斯市, 哈利法克斯地区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运作主管
■ Revin Panray Beeharry
Chairman of the Board, United Way of
Mauritius - 毛里求斯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董事会
主席
■ Shibani Sachdeva
Executive Director, United Way of Mumbai,
India - 印度, 孟买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执行理事
■ Wil Vargas
Director Knowledge Management, United
Way of America, USA - 美国, 美国联合之路慈
善总会, 知识管理主管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 项目主管

会员最低要求
■ Greg Berzonsky
Vice President Member Services &
Development UWI (Lead) - 国际联合之路慈
善总会, 会员服务和发展副会长(本小组负责人)
■ Rick Belous
Vice President Research UWA - 美国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研究事务副会长
■ Alvaro Casserly
Chair, United Way of Jamaica - 牙买加联合之
路慈善总会, 主席
■ Veronica Cronjé
Executive Director, Vaal Region Community
Chest - 瓦尔地区社区基金会, 执行理事
■ Susan Gilmore
Vice President Membership Accountability,
UWA -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员公信力副会
长
■ Eva Kmiecic
Senior Vice President, United Way of Canada
- Centraide Canada - 加拿大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高级副会长
■ Viola Mukasa
Board Member, United Way Uganda - 乌干达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董事会成员
■ Jenny Palazio
Director Membership Accountability, UWA,
USA - 美国,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员公信力
主管
■ Maria del Rosario Sintes
Directora Ejecutiva, Dividendo por Colombia
- 哥伦比亚, Dividendo por Colombia, 执行理事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 项目主管

参与讨论的地区和人员
2005年秋季,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系统内举办
了一系列的论坛和会议来介绍和讨论由咨询小组起草
的全球标准初稿。 这些审阅和反馈对标准的起草起
了宝贵的作用, 我们在此感谢以下参与人员。

非洲
■ Revin Panray Beeharry
United Way of Mauritius - 毛里求斯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 Janet Butler
United Way Ghana - 加纳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 Veronica Cronje
Vaal Region Community Chest - 瓦尔地区社
区基金会(南非)
■ Refiloe Joka-Serote
Johannesburg United Way - 约翰内斯堡联合
之路慈善总会(南非)
■ Amelia Jones
Community Chest of the Western Cape - 西
开普社区基金会(南非, 开普敦)
■ Robert Kelley
Johannesburg United Way-约翰内斯堡联合之
路慈善总会(南非)
■ Gordon McDonald
Ubuntu Community Chest - 慈善社区基金会
(南非, 德班)
■ Viola Mukasa
United Way Uganda - 乌干达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 Aroo Naidoo
Pietermaritzburg and District Community
Chest - 彼得马里茨堡及地区社区基金会(南非)
■ Emmanuel Okereke
United Way Nigeria - 尼日利亚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 Elsabe Ras
Vaal Region Community Chest - 瓦尔地区社
区基金会(南非)
■ Lorna Johnson
Regional Director, Africa and Caribbean,
UWI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非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主管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 项目主管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Barbara Abley
Director, United Way Geelong, Geelong,
Victoria - 维多利亚, 季隆, 季隆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董事
■ Des Blake
Consultant, United Way Australia,
Melbourne, Victoria - 维多利亚, 墨尔本, 澳大
利亚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咨询员
■ Sioux Christiansen
Executive Director, United Way South
Australia, Elizabeth, South Australia - 南澳,
伊丽莎白, 南澳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执行理事
■ Bill Downing
Executive Director, United Way Sydney,
New South Wales - 新南威尔士, 悉尼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执行理事
■ Geoff Green
President, United Way Australia, Melbourne,
Victoria - 维多利亚, 墨尔本, 澳大利亚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会长
■ Heather Leembruggen
Vice President, United Way Australia,
Sydney, New South Wales - 新南威尔士, 悉
尼, 澳大利亚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副会长
■ Terry Macdonald
Director, Lord Mayors Charitable Fund,
Melbourne, Victoria - 维多利亚, 墨尔本, 市长
慈善基金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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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Oliver
Chief Executive, United Way (NZ) Inc.,
Auckland, New Zealand - 新西兰, 奥克兰, 联合
之路慈善总会(新西兰), 执行理事
■ Rosemary Peek
Executive Director, United Way West
Australia, Perth, West Australia - 西澳, 珀斯,
西澳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执行理事
■ Suzanne Walli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United Way Ballarat,
Ballarat, Victoria - 维多利亚, 巴拉瑞特, 巴拉瑞
特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执行总裁
■ Anthony Wilson
Executive Director, United Way Geelong,
Geelong, Victoria - 维多利亚, 季隆, 季隆联合之
路慈善总会, 执行理事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制订项目, 项目主管

加勒比海
United Way of Jamaica - 牙买加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 Alvaro Casserly
主席
■ Winsome Wilkins
执行总裁
United Way of St, Croix - St, Croix联合之路慈
善总会
■ Averil George
主席
■ Aracelis Bermadez Walcott
筹款委员会主席
■ Ana Davila
会长
■ Luis Davila
志愿者
■ Elmer Walcott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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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Way of Trinidad & Tobago - 特里纳达和
多巴哥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 Ian Benjamin
董事会成员
■ Trudy Deverteuil
筹款主任
United Way of St. Thomas & St. John - 圣托马斯
和圣约翰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 Raymond Green
董事会会长
■ Adosha Francis
副会长以及当选会长
■ Cheryl George Chance
筹款委员会联合主席
■ Hugh Mabe
董事会成员
■ Robert Austin
通讯委员会主席
■ Cornel Williams
前会长
■ Thyra Hammond
执行理事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 Karl Rodney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加勒比海分会主席
■ Lorna Johnson
Regional Director, UWI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地区主管
■ Larry Gemmel
全球标准倡议, 项目主管

中国 中华慈善大会 China Charity Conference
■ Baojun Fan
President,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范宝俊,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 Yongguang Xu
Vice President,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徐永光,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 Cai Yuan
Vice President, Shanghai Charity Foundation
袁采, 上海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
■ Tim McMains
Director and Chair of Member Support,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蒂姆·迈克曼斯,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董事, 会
员服务委员会主席
■ Yun Chen Li
Fund Development Co-ordinator,
United Way of the Texas Gulf Coast
李允晨, 美国德州休斯顿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募款
部协调员,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全球标准项目咨
询小组成员

欧洲
■ Peter Darvas
CEO, United Way Hungary - 匈牙利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执行总裁
■ Katrien Goosens
CEO, United Fund for Belgium - 比利时联合基
金会, 首席执行官
■ Anna Krasnowska
President and CEO, United Way Poland 波兰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 Adriana Stoica
CEO, United Way Romania - 罗马尼亚联合之
路慈善总会, 首席执行官
■ Tatiana Zadirako
CEO, United Way Moscow - 莫斯科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首席执行官
■ Dick Aft
UWI Volunteer, Cincinatti, Ohio, USA - 美
国, 俄亥俄, 辛辛那提,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志
愿者

■ Agnieszka Naumiuk
Regional Director, Europe and Middle East,
UWI -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欧洲和中东地区
主任

日本
■ Akihiro Honda
CEO Central Community Chest of Japan 日本中央共同募金会, 执行总裁
■ Youichiro Abe
Director of Marketing and PR, Central
Community Chest of Japan - 日本中央共同募
金会, 市场和公共关系主任
■ Shuichiro Yamauchi
Marketing and PR, Central Community Chest
of Japan - 日本中央共同募金会, 市场和公共关系
部
■ Naoki Ohe
CEO, Tokyo Community Chest of Japan 日本东京共同募金会, 执行总裁
■ Hiroshi Mastumoto
Director, Tokyo Community Chest of Japan 日本东京共同募金会, 理事
■ Takaji Kano
Deputy Manager, Tokyo Community Chest of
Japan - 日本东京共同募金会, 副主管
■ Junko Chano
Acting Director,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川平和财-, 执行主管
■ Shinich Kubota
Chief Program Officer,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川平和财-, 高级主管
■ Tomoko Takazawa
Engagement & Corporate Citizenship Leader/
HR-GE Consumer Finance Asia - 参与和企业
公民负责人/人力资源-通用电气消费金融亚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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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zo Yamaguchi
Coordinator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s
& Community Relations, GE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 通用电气企业传播部, 组织传
播和社区关系协调员
■ Midori Kaneko
Corporate Affairs Officer, CitiGroup - 花旗银
行, 企业事务员
■ Takako Mima
Corporate Affairs Officer, CitiGroup - 花旗银
行, 企业事务员
■ Greg Berzonsky
Vice President Member Services, UWI - 国际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会员服务副会长
■ Tomoko Okamoto
Planned Giving Officer, UWI - 国际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计划捐赠官

拉丁美洲
■ Philip Somervell
President, Corporación Sociedad Activa,
Chile - 智利, 会长
■ Pierre Marchand
President, Caminado Juntos, Perú- 秘鲁, 会长
■ Beverly Hall
National Director, Fondo Unido IAP, México
- 墨西哥, 全国主管
■ Hilda Villalobos
Executive Director, Fondo Unido Chihuahua,
México - 墨西哥, 执行理事
■ Jacqueline de Camargo
Project Supervisor, Associa-o Caminando
Juntos, Brasil - 巴西, 项目主管
■ María Elena Lampaya
VP of Communications, Fondos Unidos de
Puerto Rico - 波多黎各, 传播部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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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ón Sosa-Mirabál
Director UWI, Petrobrasenergia, Venezuela 委内瑞拉,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理事
■ Ana María Morán-Loubriél
Vice President Development, UWI - 国际联合
之路慈善总会, 开发部副会长
■ Luis Alemán
Executive Director, Dividendo Voluntario
para la Comunidad Venezuela - 委内瑞拉, 执
行理事
■ Jorge Uribe
Director UWI, Procter and Gamble de
Venezuela, SCA - 委内瑞拉, 国际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理事
■ Enrique Guinand
Visé Presidente, Dividendo Voluntario para
la Comunidad, Venezuela - 委内瑞拉, 副会长
■ Imanol Valdés
Presidente, Dividendo Voluntario para la
Comunidad, Venezuela - 委内瑞拉, 会长
■ Ana de Velasco
Director, Dividendo por Colombia, Bogota 波哥大市, 理事
■ Isabel Vera de Ferrigni
Regional Director Latin America, UWI - 国际
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拉丁美洲地区主任
■ María del Rosario Sintes
Executive Director, Dividendo por Colombia,
Bogota, Colombia - 哥伦比亚, 波哥大, 执行理
事
■ Ximena Araneda
Executive Director AED, Costa Rica - 哥斯达
黎加, AED执行理事
■ Angela Vanegas
Reference Group Volunteer, Procter and
Gamble de Venezuela, SCA - 委内瑞拉, 咨询
小组志愿者

附录C - 世界各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
以下列出按地区字母顺序排列的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会员组织(截止到2006年3月)。
如果是全国性组织, 那么它所附属的本地联合之路慈善组织的数量将会列在括号里。
进一步的联系信息以及有关当地网址的链接可从以下网址找到: www.uwi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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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 United Way Ghana - 加纳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加纳, 阿克拉
■ United Way Kenya - 肯尼亚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肯尼亚, 内罗毕
■ United Way Mauritius - 毛里求斯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 毛里求斯, 路易港
■ United Way Nigeria - 尼日利亚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尼日利亚, 拉格斯
■ United Community Chests of Southern Africa
- 南非联合社区基金会(8个本地组织)南非, 开普
敦
■ United Way Uganda - 乌干达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乌干达, 坎帕拉

■ Malaysian Humanitarian Foundation - 马来西
亚人道基金会 马来西亚, 吉隆坡
■ United Way of New Zealand - 新西兰联合之路
慈善总会 新西兰, 奥克兰
■ United Way Philippines, Inc. - 菲律宾联合之
路慈善总会(11个本地组织) 菲律宾, 奎松城
■ Philippine Business for Social Progress - 菲律
宾企业与社会进步 菲律宾, 马尼拉
■ 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 国家福利
理事会(Community Chest of Singapore - 新加
坡公益金) 新加坡
■ United Way of Taiwan - 台湾联合劝募协会
台湾, 台北
■ 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of
Thailand - 泰国社会福利国家理事会(泰国联合之
路慈善总会)泰国, 曼谷

亚太地区
■ United Way Australia - 澳大利亚联合之路慈善

■ AmCham - United Way Vietnam — 越美商会
- 越南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越南, 胡志明市

总会(10个本地组织)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 墨尔
本
■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 中华慈善总会
(168个本地组织) 中国, 北京
■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 香港
公益金 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 United Way of Baroda - 巴罗达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印度, 巴罗达
■ United Way of Mumbai - 孟买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印度, 孟买
■ Yayasan Mitra Mandiri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 Central Community Chest of Japan - 日本中
央共同募金会(47个本地组织) 日本, 东京
■ Community Chest of Korea - 韩国共同募金会
(16个本地组织) 韩国,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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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
■ Fondos Unidos de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圣胡安
■ United Way of Jamaica - 牙买加联合之路慈善
总会 牙买加, 金斯敦
■ United Way of St. Croix, Inc.
维尔京群岛, Christiansted, St. Croix
■ United Way of St. Thomas-St. John — 圣托马
斯、圣约翰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维尔京群岛, 圣托
马斯
■ United Way Trinidad and Tobago -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西印度群岛, 特立尼
达, 西班牙港

欧洲、中亚和中东
■ United Way Belarus - 白俄罗斯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白俄罗斯, 明斯克
■ United Fund for Belgium - 比利时联合基金会
比利时, La Hulpe-Terhulpen
■ United Way Greece - 希腊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希腊, 雅典
■ Eroforras United Way Hungary - 匈牙利
Eroforras联合之路慈善总会(4个本地组织)
匈牙利, 布达佩斯
■ Matan - Your Way to Give — Matan - 您的
捐赠之道 以色列, 特拉维夫
■ General Union of Voluntary Societies - 志愿
界总联盟 约旦, 阿曼
■ United Way of Poland - 波兰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波兰, 华沙
■ United Way of Romania - 罗马尼亚联合
之路慈善总会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 United Way Moscow - 莫斯科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 俄罗斯, 莫斯科
■ United Way and United Trusts - 联合之路和
联合信托 英国, 利物浦

拉丁美洲
a Caminhando Juntos
■ Associaç˜o
巴西, 圣保罗
■ Corporación Sociedad Activa
智利, 圣地亚哥
■ Fundación Dividendo por Colombia
哥伦比亚, 波哥大
■ Asociación de Empresarios
Para el Desarrollo
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
■ Fundación Esquel
厄瓜多尔, 基多
■ Fondo Unido de Guatemala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市
■ Fondo Unido, I.A.P. (6个地方组织)
墨西哥, México Distrito Federal
■ Asociación Nicaragüense Americana (美国尼
加拉瓜基金会) 尼加拉瓜, 马那瓜
■ Asociación Caminando Juntos
秘鲁, 利马
■ Dividendo Voluntario para la Comunidad,
A.C.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北美洲
■ United Way of America -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
会(1350个本地组织) 美国, 弗吉尼亚, 亚历山大
■ United Way of Canada - Centraide Canada
— 加拿大联合之路慈善总会(124个本地组织)
加拿大, 安大略, 渥太华

附
录
C

感谢以下人员或单位提供照片:
Dick Aft - 第75页
Jeff Brown - 第69页
Larry Gemmel - 第47、49页
李允晨/中华慈善总会 - 第33、35、37页
Magnum Grafix LLC - 封面,第1、3、5、7、21、39、41、43、63页
Agnieszka Naumiuk - 第11、13、25、45、51、53、55、71、73页
www.scottrobinsonphoto.com - 第9、12、15、17、19、22、57、59、61、65、67页
美国联合之路慈善总会 - 第23、27、29、79页
注意:所有照片均有版权,在未征得其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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