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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人道组织本身视为理性的参与方，考察西方人道组织在与当地组织
交往过程中影响其决策和现行逻辑的各种因素。这种思考必然引发对这些组织
当前结构的重新审视，并从各种预想方案中，特别是在国际组织与其当地合作
伙伴间的关系框架内，确定可供今后采用的最佳方法。最终必须扩展人道组织
的干预模式，对当地人道能力建设问题给予更多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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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系统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代人道主义的
许多根本理念都受到质疑。如何实现人道组织的专业化？人道原则在现实中仍
然适用吗？国际人道组织仍具有合法性吗？这些问题是学术及专业文献中提出
的诸多问题之一，涉及未来人道系统的一些核心元素。1
正如皮埃尔·米切莱提和丹尼尔·亨里斯所述，该系统由大量活跃于受灾害
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西方国际人道组织组成。2 每年，全部人道活动中超过三分
之二是由这些组织开展的，它们积极在北半球寻求资助，在南半球实施项目。
这一人道行动框架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形成的种种假设，很难有所改
变。实际上尽管标准和规范往往会从技术角度适应变化，但干预模式本身却几
乎没有变化——南半球的受害者得到来自西方的专业技能和资金的支持。
在这种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国际人道组织面临许多挑战。其中，
开展当地人道能力建设活动首当其冲。“能力建设”通常是指国际组织向当地
组织传播技能和知识，前者投入资源来支持和强化后者。 3 这一定义暗示着一
种不对称的力量关系，一边是一个已具备一定能力的组织，另一边是想获得这
种能力的组织。这种定义已经逐渐被一种更为平衡的机构间合作关系模式所取
代。事实上，人道组织对其与当地合作伙伴关系的看法已更为一致。然而，尽
管各组织在能力建设的优先性方面渐具共识，但大多数组织在支持当地发展人
道能力的机制方面缺乏积极性，不愿真正采取行动。
此外，在应对紧急状况时，问题的核心在于国际人道组织每天都在质疑其
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关系。当地合作伙伴是必要的吗？如果国际组织能够直接、
迅速地采取行动，为什么还要与当地伙伴合作，以至于延误干预行动？选择当
地伙伴的标准是什么？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合同及财务责任如何分担？哪些方
法更可取？与此类伙伴合作有哪些好处？此种关系应注重结果，还是注重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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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in particular, Hugo Slim, ‘Relief agencies and moral standing in war: principles of humanity, neutrality,
impartiality and solidarity’,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7, No. 4, 1997, pp. 342–352; Michael Schloms,
‘Le dilemme inévitable de l’action humanitaire’, in Cultures & Conflits, No. 60, 2005, pp. 85–102; Tony Vaux,
‘Humanitarian trends and dilemmas’,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16, No. 3, 2006, pp. 240–254; Marie Pierre
Allier, ‘Introduction’, in Claire Magone, Michaël Neuman, and Fabrice Weissman (eds), Agir à tout prix? Négociations
humanitaires: l’expérience de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2011.
Pierre Micheletti and Daniel Henrys, ‘Le “modèle humanitaire dominant” est mis en question en Haïti’, in Le Monde,
12 January 201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1/01/12/lemodele-humanitaire-dominantest-mis-en-question-en-haiti_1464293_3232.html (last visited 27 January 2012).
Brooke Lauten, ‘Time to reassess capacity-building partnerships’, in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Vol. 28, 2007,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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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的逐步发展？所有这些问题或许不无道理，它们引发了更深层的问题——
国际组织确保当地机构建设究竟意义何在。4
基于对人道组织管理层的一系列访谈，本文旨在强调一些对涉及当地人道
能力建设问题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因素，以及这些组织今后的作用。5 本文将
人道组织视为理性的参与方，考察国际人道组织在与当地组织交往过程中影响
其决策及现行逻辑的因素。6 尽管分析影响此类合作关系问题的文章众多，但本
文的目的在于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并确定可供今后采用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就
国际组织与当地合作伙伴间的关系框架而言。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研究的目标，并探讨各组织就其对于开
展当地人道能力建设活动持回避态度给出的一些理由。第二部分对这些从机构
角度提出的理由予以辩驳，并阐明能力建设的开展如何对促进人道系统的有效
性发挥积极作用。最后一部分对当地组织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反思，并探讨发展
更好的人道合作关系的途径。

当地人道能力建设：争论还是禁忌？
当地能力建设——有时被称为“能力开发”或“组织发展”——是人道系
统中分歧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关于能力建设的解释可能同各种组织一样五花
八门。尽管一些组织 (如：乐施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将这种
活动视为其行动或使命的核心，其它组织对当地能力建设问题的看法却十分矛
盾。如何进行能力建设？作为主要方向、一项方案、还是一种方法？能力建设
的组成部分之一涵盖了备灾工作及灾害和人道行动的管理，这一部分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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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文的目的，我所采用的分类法包括现有的各种各样的当地组织和机构，尽管这样做将无法明确区分每一
种特定情形下复杂的实际情况。因此，除非另有说明，“当地组织”的概念是指该组织在当地拥有支持者并/
或享有一定地位，并具备在未来灾害中发挥作用的最低限度的能力。这一概念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当地组织
(民间社会或社区团体)、被赋予一定职权的政府机构、市政当局，甚至国家本身。特别是还包括人道组织设在
南半球的被赋予一定职权的办事处，通常被称为“国别办事处”或“代表团”。
为撰写本文所访问的组织有：无国界医生、世界医师协会、国际救助贫困组织 (CARE)、救助儿童会、乐施
会、明爱会、加拿大红十字会、世界宣明会以及国际助残组织。出于保密的目的，受访者的姓名和访问细节
不予提供。这些访问作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附设的加拿大人道危机与救济研究所开展的一项研究的一部分
于2011年4月至10月间进行。
Boudon对国际关系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假说的阐释以及Crozier和Freidberg关于组织决策过程的解释对本文格外
有启发。See Raymond Boudon, ‘Théorie du choix rationnel ou individualisme méthodologique?’, in La Découverte/
Revue du Mauss, Vol. 2, No. 24, 2004, pp. 281–309; Michel Crozier and Erhard Freidberg, L’acteur et le système, Le
Seuil, Pari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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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依靠西方组织与南半球当地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当地人道行动能力
建设的方式意味着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是这种合作关系本身，其次是开展技术
转让活动。
这里所说的当地人道能力建设是指为使当地机构更好地应对潜在的灾害而
必须开展的工作。当地人道能力建设方面的活动种类繁多，远非三言两语能够
说明。这些活动包括：专业技能交流、联合战略规划、技术转让、紧急状态结
束后的过渡措施、预防以及降低风险。7 此类活动不一定或不总是构成人道组织
内协调行动方案的一部分。8
这一争论不仅局限于开展此类活动所面临的挑战，而是更为深入。尽管对
于人道组织在能力发展方面的失职已有共识，但对于人道组织未能充分投入此
类活动的原因，相关的研究却非常少。9 关于在当地人道能力建设方面缺乏投入
的原因，可以分为四类主要观点。
首先，对一些组织来说，这一问题几乎是个禁忌，因为当地能力建设是发
展活动的代名词。换句话说，这些组织认为当地能力建设活动不一定属于其职
责范围，反倒是那些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或在灾害之后较长时期继续
驻留当地的组织应承担这一职责。对这些组织而言，同当地合作伙伴保持关系
的做法与他们的使命相抵触。但后来的结果是，尽管当地能力建设的起源实际
上与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项目有关，但这一活动现已成为所有专业人道组织所
开展人道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现在有大量文献表明这种方式在
促进干预活动有效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在工作中结合这种方式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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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例如，见：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保护流离失所者问题的手册 (Handbook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2010年6月。该手册提供了有关人道能力建设的范例。可通过http://www.unhcr.
org/4c2355229.pdf找到 (2011年12月最后一次浏览)。
人道改革之后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方针、标准和实践，详述了与人道能力建设有关的问题和活动。特别见Global
Humanitarian Respons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humanitarian reforms’, 10 July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
globalhumanitarianplatform.org/doc00001833.html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See, for instance, Henk Tukker and Rob van Poelje, ‘Capacity development in humanitarian crises: practice and lessons
learnt about strengthening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in PSO Capacity Development, Praxis Note No. 54, INTRAC
and PSO, June 2010,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ntrac.org/data/files/resources/687/Praxis-Note-54-CapacityDevelopment-in-Humanitarian-Crises.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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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们已有明确的共识。10 越来越多的人道组织的相关言论也肯定了学术文章
中的这种共识。
这一理由与许多组织面临的“发展—紧急情况”的二元选择有关，这种二
元性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对能力建设的投入。事实上，这些人道组织声称它们没
有时间、资源或权限来开展此类行动，并声称此类活动不属于它们传统的活动
范围。此类组织认为基于实质上源自西方专业技能的直接行动才是正当的。相
比之下，发展组织或那些长期在当地活动的组织则以相对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
从事这类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有时会被指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11 这也
是一些人道组织为其回避开展这类行动的辩解理由之一，它们声称这类活动可
能会损害其干预活动的公正性。事实上，人道运动的部分特性是在“非发展”
的论证方法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许多组织仍然难以想象在危机之前就在当地
开展行动或在紧急情况结束之后仍然留在那里。然而，很多紧急情况不仅错综
复杂，而且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在这类局势中开展工作的组织通常会长期驻留
当地 (海地、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等等)。在这类局势中会出
现战略上的前后矛盾，因为一些组织十分清楚它们将长期留在当地，因此制定
了年度战略规划。只是短期留在当地已经不能再作为借口。
这些组织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当地人道能力建设意味
着必须满足某些前提条件，以确保在那些棘手问题上取得成果。例如：正当、
合法的对话方。这一点相对而言比较复杂，在冲突地区有时是不可能的。另一
种说法是在以紧急救援为目的的干预行动期间，不应开展此类行动。与之相应
的是一些组织通常采用的一个理由：不希望因为自己将主要精力用于技术转让
活动而令受害者面临生命危险。这当然是不参与能力建设活动的最正当的理
由。不管怎样，大多数组织都打算在最初的紧急状态结束后继续“留下来”。

10

11

See Ian Smillie (ed.), Patronage or Partnership: Local Capacity Building in Humanitarian Crises, Kumarian Press/
IDRC, Bloomfield, CT, 2001; Mirna Mutiara, Ian Smillie, Henk Tukker, and Rob van Poelje, Capacity Development
in Humanitarian Crise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PSO Panel, the World Conference of Humanitarian Studies, February
2009, available online at: ttp://www.pso.nl/files/CD%20in%20Humanitarian%20Crises%20Final%20February%20
2009.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倾向有时称之为后殖民主义。特别见Mark Duffield,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Unending
War: Governing the World of Peopl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2007.

235

当地组织未来的作用是什么？关于人道能力建设需求的思考

第三个理由与专业技能有关：从事人道应急工作的专业人员所需具备的资
质不同于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专业人员，二者甚至是冲突的，这种将“紧急情
况”与“发展”对立看待的意识形态二元性往往造成同一组织内分别就应急和
发展活动组建不同的管理队伍。然而，尽管负责应急活动的专业人员的工作重
点的确是救援活动，但他们同时也最适合确保在该地区开展专业技能交流。而
且，没有哪个专业人道组织将其活动严格限于应急行动。
最后，第四点也是最后一个理由表明人道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对投入当地团
体的能力建设心存疑虑。这种怀疑通常是由于方法上的误解 (往往与缺乏专业技
能有关)，或是在面对外界急于看到成果的压力时担心此类活动会影响其工作效
率。在资金有限、面临捐助方和媒体要求实际成果的压力或必须满足捐助方设
定的条件时，更会引起这种担忧。尽管各组织必须学会如何进行沟通和面对媒
体，但应当强调的是大多数捐助方现已认识到当地人道能力建设的重要性。12 因
此，紧急情况专家提出的这一理由不应被视为开展人道能力建设的障碍。当地
机构能力建设活动必须和“紧急情况与发展”的对立争论区分开来。
抛开各组织提出的这些理由不谈，当地人道能力建设首先代表了对南半球合
作伙伴真诚的、建设性的态度。当地人道能力建设意味着承认当地组织和社区本
身所具备的能力，一切形式的人道合作都应在此基础上进行。其目的是利用外国
专家亲临当地 (只打算作为一种临时措施) 的机会，鼓励当地合作伙伴更好地为
应对可能的灾害做好准备。实践现已表明，如果国际组织在干预行动中没有考虑
到当地的能力，那么它们在当地的活动可能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即，当地
的能力反而被削弱了。13 从大量的例子中，我们发现外国人道组织的存在实际上
使当地建立了一套依赖西方的体系。在祖玛和苏尔克提到的那些有详实记载的情
形中，人道参与方是当地机构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如果长此以往，当地机构将
彻底丧失原有的能力。14 其中一些例子中，人道组织为提供基本服务不得不改变
原先计划，延长留在当地的时间，从而彻底取代了当地机构。15

12

13
14
15

对欧盟而言尤其如此，欧盟于2008年制定了一项支持人道能力建设的专项资助方案。见‘Strengthening
humanitarian responses through global capacity building and grant facility: DG ECHO guidelines’, available at: http://
ec.europa.eu/echo/files/funding/grants/capacity-grant-guidelines_2009_en.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Mary B. Anderson and Peter J. Woodrow, Rising from the Ash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imes of Disaster,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UNESCO, Paris, 1989.
Monika Kathina Juma and Astri Suhrke (eds), Eroding Local Capacit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ction in Africa,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Uppsala, 2002.
Ibid.; see in particular the concluding chapter,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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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组织大都意识到这类风险。“人道行动问责和绩效动态学习网络”
(ALNAP) 认为当地对人道行动的参与是人道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具体
操作中所涉及的方法论极为复杂。尽管有《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及非政府
组织关于灾害救助的行为守则》确立的理念和标准16以及SPHERE项目，社区参
与人道项目的情形仍十分有限。17 格吕内瓦尔德和布劳恩的报告对七个主要组织
(均为“应急能力机构间工作组 (IWGEC)”成员) 的人道能力建设工作进行了评
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8 布劳恩表示：“社区能力建设工作的落后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驻该国办事处及其合作伙伴的能力欠佳。”19 该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
必须改变人道组织的文化，特别是向非西方人员开放职位，并就当地雇员的职
业发展制定规划。值得一提的是“布劳恩报告”促成了一项新的专门旨在解决
某些机构性缺陷的联合动议——“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ECB)”。20
事实上，本文所访问的所有组织都认可当地人道能力建设的重要性。21 然而
尽管已有这些研究结论和明确共识，人道组织仍拒绝将能力建设纳入其活动范
畴。换句话说，言辞并未转化为行动。《强迫移民问题评论》的编辑将2007年7
月的特刊贴切地命名为“加强南半球的能力：言论和现实”。22 事实上，所有组
织都还在力图将当地人道能力建设活动有效地融入其行动。即便是那些主张开
展此类行动的组织也发现，将言论变为实际行动并非易事。

16

17
18

19
20
21

22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in Disaster Relief”, prepared jointly by the IFRC and the ICRC, available at: http://www.ifrc.
org/Global/Publications/disasters/code-of-conduct/code-english.pdf (last visited January 2012).
Active Learning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LNAP), ALNAP Global Study: Participation of
Disaster-affected Populations, Practitioner’s Handbook (Draft), London, 2003, p. 11.
François Grünewald, Bénéficiaires ou partenaires: quels rôles pour les populations dans l’action humanitaire?, Éditions
Karthala, Paris, 2005. Spee Braun, Report on Emergency Capacity: Analysis for the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IWGEC) on Emergency Capacity, July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ecbproject.org/resources/library/8-emergencycapacity-report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The constituent organizations of IWGEC are: CARE USA,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Mercy Corps, Oxfam GB, Save the Children-US, and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See S. Braun, above note 18, p. 29.
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ECB) 旨在提高人员的能力、鼓励降低风险的活动、改进问责机制并评估项目的影响，详
见http://www.ecbproject.org/WhatIsCEP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从相关言辞及官方信息 (年度报告、网站等) 来看，所有受访的人道组织都将当地能力建设作为其行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它关于当地人道能力建设的研究也支持这种看法：特别见Ian Christoplos,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amid humanitarian action’, in ALNAP Review of Humanitarian Action in 2004: Capacity Building,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2005, pp. 29–71, available at: http://www.alnap.org/pool/files/rha04-ch2.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Marion Couldrey and Tim Morris, ‘Introduction’, in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Vol. 28, 2007,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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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国际组织的访问，本章列出了这些组织就其对于开展强化当地人道
能力的活动持回避态度所给出的原因。与这一论证过程相反，下面一节概述了
支持当地人道能力建设需求的理由。

为什么要开展当地人道能力建设？
尽管西方组织与南半球各种组织间的合作关系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上世
纪70年代和80年代兴起的“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思想的影响，23 但这种合作关系
现在特别受支持的原因却是为了提高项目和方案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来
自捐助方的资金的可持续性，以及鼓励当地的参与。换句话说，技术专家式的
标准 (如：管理上更注重结果) 已使合作关系的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如
果南北半球的组织都认可一点，即合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不
可能产生的，那么二者的协同合作就能够实现。24 在这场谈判中，影响各组织决
策的核心因素是对成本和效益的分析，但与此同时，各方也会对推动或鼓励当
地人道能力建设活动的各种因素加以权衡。
正如种类繁多的项目活动一样，各种合作关系的目标与程度也各不相同。
这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阐述了 (人道或其它) 能力建设活动可采取的不同形式
和方法以及各组织所面临的挑战。25 但除去作为建立合作关系和技术转让的正当
理由的组织方面的因素，我们还必须强调与当地人道能力建设需求相关的两个
目标。

23
24

25

Alain Fowler, Striking a Balance: A Guide to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1997.
David Brown, ‘Bridging organiz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DR Reports, Vol. 8, No. 4, 1991,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ed.org/docs/Publications/idr/pdf/8-4.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25 See William Postma,
‘NGO partnership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aking it real, making it intentional’, in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28, No. 3, 1994, pp. 447–471; Jan Ubels, Naa - Aku Acquaye-Baddoo, and Alain Folwer, Capacity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Earthscan, London,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nvworld.org/en/Documents/Capacity%20
development%20in%20Practice%20-%20complete%20publication.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Debora Eade,
Capacity-Building: An Approach to People Centred Development, Oxford, Oxfam UK and Ireland, 1997; H. Tukker
and R. van Poelje, above note 9.
See William Postma, ‘NGO partnership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aking it real, making it intentional’, in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28, No. 3, 1994, pp. 447–471; Jan Ubels, Naa- Aku Acquaye-Baddoo, and
Alain Folwer, Capacity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Earthscan, London,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nvworld.org/en/
Documents/Capacity%20development%20in%20Practice%20-%20complete%20publication.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Debora Eade, Capacity-Building: An Approach to People Centred Development, Oxford, Oxfam UK and
Ireland, 1997; H. Tukker and R. van Poelje, above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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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目标体现在南半球获得人道能力的进程。该目标基于一个普遍接受
的观念，即必须逐步减少对外国援助和专业技能的依赖。南半球国家必须依靠
自身的力量确保能力建设进程。当地能力建设背后的核心观念 (不过往往是潜藏
不露的) 其实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所有国家都应具备足以应对其可能面临的人
道危机的能力。换句话说，各国应能够评估其技术能力和不足之处，明确自身
的需求，并推进加强自身人道能力的进程。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国内
被确认为“受益方”的机构应掌握能够保证该国民众安全的必要工具。人道活
动不应与这一目标冲突，相反应致力于这一获得人道能力的进程。
第二个目标是基于国际组织角色的转变。尽管可以肯定它们将继续发挥不
可或缺的作用，但对其在外国境内的存在则应以某种超脱的态度加以看待。近
十年来它们的职责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演变合乎逻辑的发展将预示着某种
意义上的逐步退出。一些国家已出现这种趋势，如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在秘鲁和
印度的情形，或红十字会在肯尼亚的情形。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给现已具备较
强能力的当地机构更多空间，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改变组织的行动来促进技术转
让。直接干预的做法将逐步被支持机制取代。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通过转变
国际人道机构的传统作用，转为支持当地机构和向当地团体转让技术，以便将
有关职能交由当地机构承担。尽管在那些需要直接干预的地区，灾害仍在持续
发生，但人道机构必须预见这种转变并致力于这一进程。
因此，人道组织的工作方法应与当地能力的增强相适应，并对每种情况采取
特定的应对行动。可以看到的一种风险与应急反应混合小组有关。这类小组大多
由西方专家组成，他们随时待命，一有需要即参与对危机的评估和应对行动。建
立此类区域机制 (全球反应小组) 的做法现在受到很多组织的青睐，但此类机制
不应变成铁板一块的应急工具，不考虑当地具体情况就对所有干预行动适用。26
尽管各组织愿意尽力使混合小组的工作适应当地的情况，但因为这类小组通常主
要由西方人士组成，从而导致其与合作伙伴及当地专家之间不对称的力量关系。
对这种工作方式或其对地方当局影响所作的独立研究很少见，但对此类干预模式
作进一步分析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类机制对当地能力的长期影响。
26

例如，救助贫困组织 (CARE) 设立的应急反应混合小组——“救助贫困组织国际应急反应小组 (CERT)”。详
见：http://www.care.org/careswork/whatwedo/relief/ehau.asp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救助儿童会也设立了快
速部署国际应急小组——“区域REDI小组”，见Save the Children, ‘Emergency Capacity building Project: “case
study of good practice”’, available at: http://www.peopleinaid.org/pool/files/pubs/building-capacity-for-emergencyresponse.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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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道机构今后的作用：一些想法
正在显现的这种转变标志着国际人道组织新运作方式的出现。传统的人道
干预方式将被南北半球机构之间更为平衡的力量关系所取代。这种组织文化的
变化将对南北关系以及各组织的行动模式产生影响。当地机构的职能也会继续
发生相应变化。
西方人道机构同当地机构间的关系可采取多种形式，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
化，根据组织、项目、资金、每个危机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议一
种适用于南北半球人道关系的唯一模式是不现实的。但在现有各种合作关系模
式的基础上，可列出下面四种未来数十年最为可行的合作关系模式，不过当地
人道组织预期的作用并不止于此。27

国别办事处模式：促进当地的管理
在其认为存在人道危机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办事处的做法在各组织中相当常
见。办事处通常由西方国家的外派人员领导，开展具体项目的雇员则主要是当
地人。对一些组织而言，和当地雇员的关系是与当地能力相关的首要关系。
设置国别办事处无疑是人道组织最广泛采用的做法，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
的组织中尤为普遍，如：救助贫困组织、世界宣明会、救助儿童会、乐施会；
欧洲的“无国界”组织 (包括“无国界医生”) 也从中受到启发。后者雇用的当
地雇员通常较少，相反外派人员数量较多，他们的职务更侧重于部门性职能，
特别是就医疗组织而言。
随着人道组织结构的变化，国别办事处的授权将不断扩大，进一步推进组
织权力的下放，并在促进当地管理体制的建立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此时，当地
人道能力建设的意义将充分显现。通过推动招聘当地专业人员担任领导职务并
促进职业发展规划，国别办事处将由当地专家领导，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组织
的正式成员。尽管遇到了一些内部阻力，但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已开始这一进
程，特别是在其设在秘鲁和印度的办事处。在成为其所在组织的正式成员后，

27

人道组织通常极少公开其首选的管理模式及组织结构的细节。机构的官方文件 (网站、年度报告、机构的出版
物等) 也很少涉及这方面的信息。下文中的例子源自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通过访问获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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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办事处就有机会获得国际资金，从而得以确保自身的财务可行性。这一过
程对设置此类机构的组织而言是最合乎逻辑的结果，当地专业救助人员只为外
国利益服务的风险也降低了。

分权式合作关系模式
这种合作关系通常基于国际组织同当地组织之间的协议。该国际组织即可
以是设在出现危机国家的国际组织，也可以是设在别国的国际组织。在这两种
情况下，当地组织的作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们通常负责所有项目活动或方案
的实施。这种关系基于双边协议，涉及财务管理方面的规定以及预定的目标。
大多数组织都在某一方面建立了这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类型和
持续时间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些地区，当地组织在国际组织没有“实际”在场
的情况下将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哥伦比亚，那里已形成了由强有力
的人道组织构成的广泛网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古巴，在那里许多组织 (如：
乐施会) 都通过古巴本地的组织开展工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合作关系使
基于同一领域内各参与方的利益和能力组成的联盟得以建立。这种关系通常是
不对称的，原因是当地合作伙伴依赖于国际组织提供的资助，这些国际组织管
理着来自外国的 (机构或个人的) 资金。
鉴于这种合作关系的基础是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并取决于资助的存续时
间，因此对当地人道能力建设的投入往往是有限的。这种关系更多的是基于对
项目的管理，而非有序的技术转让行动。尽管一些项目的主要目的的确是促进
不同领域的当地能力建设，但受访的组织大都认为这些动议仍是不够的。
无论如何，只要这种支持富有诚意，这种关系能够持续并注重逐步发展而
非急于求成，那么当地组织就会从中获得经验，并能够集中精力寻求国际资
助。但这种合作关系仍很脆弱，原因是 (就寻求国际资助而言) 当地能力建设引
发了各组织间的相互竞争，组织的生存本身仍是最主要的问题。28 然而对一些当
地组织而言，获得国际资助往往是它们保持活跃、不依赖其北半球合作伙伴的
唯一途径。

28

关于从管理学角度对人道组织的分析，see: Erwan Quéinnec, ‘The ambivalence of the inherent nature and purpose
of humanitarian organisations: a research theme for the management science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55, No. 177, 2003, pp. 5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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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性质的合作关系模式
和上文提到的关系类型相比，这类合作关系较为少见。其基础是国际组织
与当地组织间的实际协议，资助的金额是固定的。在外派人员由于缺乏安全保
障或当地政府的允许而无法继续出入受危机影响地区的一类冲突局势中，多会
采用这种合作方式。近来发生在索马里和缅甸的情形就是国际组织发展此类实
施性质的合作关系的最佳例证。29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类情况下，国际组织
选取当地合作伙伴的依据是其能力，然而当地机构的能力往往未能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得到加强。
国际组织在这种合作关系中的利益主要是基于合作的成果，在相关组织所
遵循的合同中通常并未规定有关当地能力建设的内容。因此，尽管当地合作伙
伴对于活动的开展至为重要，其作用却仅限于开展合同所涉及的活动。这种关
系通常会随着拨款的停止而告终。一些组织有时能够利用执行合同的机会发展
自身的能力。其它组织则在资助终止的同时也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总会有迫于形势必须建立这类关系的情形。但国际组织现已形成了广泛的
国际网络，不仅能够先行考虑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而且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强化合作伙伴的能力。当地组织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准备工作的完善对这些
国际组织而言是有益的；当地组织在合同终止后继续维持下去的可能性也会更
大。主要的挑战在于此类活动的资金来源，因此必须使捐助方认识到备灾工作
的重要意义。

国家红会模式
这种架构仅适用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运动的章程和原则指出：每个国
家都应有自己的国家红会，在政府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发挥辅助作用。这些红会
的工作得到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兄弟红会
(通过双边往来) 的支持。历史表明，国家红会间积极的合作关系在很多情况下
有助于高水平人道专业技能的发展，例如肯尼亚红十字会的情形。事实上，一

29

一些组织还出于下列原因决定建立这类合作关系：资金不足，或危机引起的关注尚未达到派驻人员或制定方
案的程度。筹集的资金将在实施性质的合作关系的框架内拨给当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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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捐助方对与国家红会进行合作和提供资助已表现出越来越
浓厚的兴趣。
然而，不少国家红会的力量仍很有限，要依赖来自运动其余组成部分的支
持。在这方面，海地的经验值得注意。该国红会多年来一直在组织发展和资金
上得到广泛支持，却未能在2010年1月的地震之后发挥主导作用。结果是绝大多
数重建项目现由运动其余组成部分直接实施，不再考虑海地红十字会的作用。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包括：危机的规模、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的压力以及运动内
部缺乏协调。尽管如此，运动将继续开展工作，确保当前的环境成为全面加强
海地红十字会力量的良机。30
虽然延续这种架构会带来政治上和机构性的挑战，国家红会模式在任何情
况下仍然是确保当地能力得以持续存在的最佳方式之一。如果国家红会得到运
动其余组成部分的充分支持，可以预见南半球的各国红会将继续得到发展。富
有国家的国家红会同那些贫困地区的红会一样，都应继续维持其组织发展方
案。财政独立以及行政职能和政府管控间的平衡是各国红会在未来数十年将要
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但这种模式仍将作为范例，通过这种模式加强当地机构
能力仍是首选的工作方法。

结论：要从根本上改变方法？
人道系统的发展变化所处的背景极为复杂，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又如此众
多，认为专业人道组织都会以同一种普遍接受的方式发生转变似乎并不现实。
但持续的争论表明人道组织都认为有必要对合作关系进行检讨。31 因此，今后必
须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机构同其当地合作伙伴间的关系。如果人道组织的目的是
减少人类的苦难，并且将当地团体最先到达灾害现场作为基本前提，那么就需
要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人道合作关系中的干预方式。阿迈德·曼佐尔认为有必要通

30

31

海地红十字会2010-2015战略规划中指出了这种地震之前已经存的机构性缺陷，并强调应利用这一机会研究如
何将拨给海地的资源用于各级组织的能力建设。特别见正文第18页，可在http://www.croixrouge.ht/wp-content/
uploads/Strategie-Croix-Rouge-Haitienne-2010-2015-version-finale-.-2-fini.pdf找到 (2011年12月最后一次浏览)。
关于正在进行的相关争论的详情，特别见Michael Edwards, David Hulme, and Tina Wallace, ‘NGOs in a global
future: marrying local delivery to worldwide leverag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NGO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0–13 January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futurepositive.org/docs/futures.
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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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改进人道系统，并富有诚意地运用这种模式。32 对许多仍
不愿在进行人道干预时考虑当地情况的组织而言，这种组织文化上的转变至关
重要。那些尚未启动这一发展进程的组织必须尽快开始。这些调整还必须同时
考虑到捐助方和北半球各国政府，它们往往坚持促进其组织和外派人员以及 (附
带地) 自身的利益。在这方面的确有必要坚持和加强各种论证，以使提供捐助的
政府认识到支持外国合作伙伴的备灾工作会带来好处。
本文突出强调了各组织在为其不作为进行辩护时对其产生影响的一些关键
因素。尽管对于其中一些因素，各组织也无能为力 (如：捐助方和媒体要求尽快
看到成果的压力、捐助方设定的条件)，但其它因素却可能在各组织的控制范围
之内，特别是组织内对能力建设缺乏明确定义，雇员的职责中缺乏能力建设的
内容，以及系统地聘用西方人士。各组织应集中考虑这些因素，以促进人道系
统的根本性转变，使南半球合作伙伴获得主导权。这样做将开创一种新的组织
文化，对由合作伙伴及当地办事处发挥主导作用不再那么抵触。
因此，人道运动要想维护其宗旨和价值，回应外界对其行动影响的批评，
就必须扩大其应对行动的范围，诚恳、深入地考虑当地人道能力建设问题。国
际组织需要重新思考它们的行动，转变管理模式，从“提供服务”转向“支持
当地能力建设”。这种变化意味着各组织的决策依据不再是各自的利益和能
力，而是其南半球合作伙伴的利益和能力。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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