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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手册由 资助

基金会中心网简介

基金会中心网是由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于2010年7月8日正式上线。基金会中

心网的使命是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提供行业发展所需的能力建设服务，促进行业自

律机制形成和公信力提升，培育良性、透明的公益文化。

基金会中心网通过互联网披露全国基金会的联系方式、管理团队、财务状况、公益项

目、捐款方、机构动态等信息，提升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信息已广泛被政府、企业、媒

体、公益组织、学术机构和公众采用，作为制定政策、寻找公益合作伙伴、新闻线索、研究数

据和捐款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源。

资助之道（GrantCraft）项目介绍

资助之道（GrantCraft）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于2001年开始编写的供资助方使用的系列实

用手册。在过去的十年间，资助之道（GrantCraft）项目团队共访问了来自资助方、接受资助

方和慈善顾问的823位专家和领导人以及436个机构，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编撰成实用的工作手

册。该系列手册详细地介绍了机构或个人在成为卓越的资助方的路上所面对的诸多挑战的解决

方案和实际成功案例，全景地展示了美国资助方在过去百年间创造巨大的积极社会影响的方法

论和成功实践。福特基金会于2011年将系列手册的版权捐赠给美国基金会中心，后者负责系列

手册国际化的开发和推广。

经过美国基金会中心的授权，基金会中心网将资助之道（GrantCraft）系列手册翻译成中

文，并负责在中国基金会行业推广，希望对中国公益事业带来思考和启发，促进捐款人理性捐

款，基金会透明管钱，公益组织高效花钱的公益产业链的更快形成。基金会中心网将同美国基

金会中心和欧洲基金会中心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资助之道（GrantCraft）。

资助之道（GrantCraft）系列手册的翻译工作由王则开先生和方舟女士组织的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纽约大学等高校的志愿团队完成。翻译

内容均来自GrantCraft英文原版，不代表基金会中心网机构和个人的观点。受到中美文化差异

和翻译者对原意的理解等因素，译文难免与原文的含义不相符合，尽请谅解。

英文原版请访问www.GrantCraft.org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资助之道》项目的建议，案例分

享和合作，请发送邮件联系我们 grantcraft@foundationcente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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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协同调研？以及它什么时候起作用？

协同调研建立资助者、受助者以及研究和评估顾问

之间的学习伙伴，从实践中发现有用的知识。这个方法

是从多个领域中借鉴到的，其中包括参与行为研究、组

织发展以及成人学习理论。虽然各种实践情况不同，在

此手册里，我们提供一个“迷你案例分析”作为资助者

如何着手处理这些过程的例子，其中重要的普遍要素如

下：

 ■ 资助者、受助者、顾问、评估者以及其他参与人员

之间坦诚、专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的目

标可以共同地发展，没有人是以“专家”的独立身

份自居，并且个人和团体的学习可以共同获得。

 ■ 在所提出的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上、收集和验证认

识的途径，以及获得结论的过程方面，达成一个较

早的共识，而不是根据人们各自不同的领域、职业

或信划分这些工作。

建议资助者使用正式的评估方法，有以下几个原
因：以增加他们投资的影响力、帮助受助者提

高效率、强化中间组织和专业的工作、或者他们的
慈善。那些认为协同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达到以上目
标的人士，会努力与他们的受助者一起学习。

 ■ 一个开放的实施和评估过程，这一过程中，各方面

都理解和参与到正在进行的工作与一个或多个资助

的联系、整个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惊喜、不同方式

的表现以及经验教训的总结。

 ■ 一个参与者之间互动的节律，它促进行动与反思的

循环，搭建理论和实际的桥梁。

 ■ 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不同的经验和想法促进认识，

并且在积极的研究和评估关系中，专业的知识来自

于前沿的实践。简而言之，正如一些参与者描述

的，知识是多方面“共同获得的”。

为什么资助者愿意使用协同调研的方法？

正如一位项目官员阐释的，协同合作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谁在学习？”

其答案取决于特定的情况。是社区领袖？当地组

织？广泛的领域？还是研究人员和评估者？

基金会本身呢？任何清单上的组成部分都应该积极

地从一开始就投入到集体的进程中。

协同调研是一个有目的的学习过程，并且当出资人

的目标是要建立可以被积极利用的知识，就可能都比较

本手册中的例子来源于哪里

我们咨询了一大批资助者、受助者，从他们在协同调研中的经历获得借鉴，本手册中的建议和启发包括以下内

容：

 ■ 形成了关于公民参与和移民入籍的“学习合作”的区域基金会。这个合作除了该基金会，还包括14个其他

组织。

 ■ 全国资助者组织的成员，在贫困的农村社区，寻求建立“富足、具有领导力、并自足的家庭”的共同目标

时，他们使用共同学习和调研的方法，作为一个关键或者可能是重点的方式。

 ■ 全国基金会邀请其奖项获得者作为“为获得关于社会变革领导力新知识的合作研究者”一起工作。

 ■ 国际基金会使用协同合作来鼓励组织探索青年激进者如何能被雇佣，并作为青年发展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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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术语
 

作为资助者，我们希望获得评估和评测的专业知识，通过对基金会、受助者以及更广的领域或者团体有益的

方法帮助记录和分析我们所支持的工作。为了帮助资助者权衡各种不同的方法的利弊，GrantCraft提供了《评估技

能：系列手册》。每本手册阐述一种技能的基本原理，解答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描述资助者如何应用，并为

渴望学到更多的读者提供了一份资源列表。进一步了解请访问www.grantcraft.org。

有价值。本手册受访人士阐释道，这是因为该方法结合

了加强工作领域所需的部分。也就是说，协同调研会在

以下方面比较有用，如当你想要：

 ■ 建立机构和领导者直接同步学习的网络。一个基金

会利用这个方法作为一个组织起来的媒介，它帮助

那些在一个业务中工作但从未交流过的受助者参与

者发展互相的联系。“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成为可

以相互打电话询问建议的亲密同事，”一位资助者

说。另一个项目中的一位顾问参与者表示：“协同

调研被证明是一个建立相互信任的很好的途径，它

比破冰和绳索课程效果好很多。”

 ■ 建立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联系。“理论者和实践者交

流彼此的想法可以促进进一步的学习，”一位出资

人说道，“但这样的交流却出奇地少。”他的基金

会主动使用了协同调研，为“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的人们创造一个扩大的交流平台。他们逐渐了

解、尊重，并影响他人的工作。

 ■ 以相互增进的方式，联系个人、组织和领域之间的

学习。例如，一个发展有色人种社区领袖的项目，

它们通过公民参与，在设计和测试领导力课程方面

涉及了社区成员的参与，在提高他们培养社区成员

领导力方面的能力中涉及了社区组织的参与，并且

让社区组织一起提取这类能力建设的想法和技巧。

 ■ 建立和加强一个领域中的中间组织。一位推动协同

探究倡议的项目官员说：“这些学习在我的基金会

以外的机构提出是很重要的。”她选择了一个中间

机构来管理探究过程，当这个中介发展到一定的知

识和形态后，小心地退出。

 ■ 提高自己的工作。资助者也需要学习。一位协同探

究过程的出资人这样解释““我们必须对批评和反

馈开发，就像我们其他的合作者所做的；如果（我

们的基金）没有表现出我们正努力变得更好，我们

怎么能期待别人承担这个风险？”一位基金会总监

表示：“我们正努力创造一个学习实验室，在那里

我们都可以获得促进自我提高的反馈。”

“主流文化的看法是脑力劳动者比行动者更重要。协同调研可以帮助每个人思考和行动。出
资人、研究人员、评估者，以及实践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假设。他们都可以获取数据。他们都可以
做出一个自己的评价。”

——一位资助者描述协同调研的前景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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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案例分析：运用协同调研来支持一个新领域中的增长

几年前，有个资助者发现越来

越多的社区组织建立为鼓励青年人

加入到都市生活而设计的项目。这

个想法在当时还相对较新，没有多

少人知道它。“人们在那里尝试做

这些”，她说，“但是没有多少人

会相互交流。有很多实践活动，而

不是很多理论。没有人会写关于青

年作为公民角色的事。”

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她的

基金会鼓励受助者一起来学习的项

目工作。她发现其他基金会创立论

坛，社区组织会被邀请去投入贡

献，但没有关于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的清晰信息。参与者经常不能明白

谁将从讨论中获益，因为什么理

由，或者一些运作可能对参与者产

生什么样的风险。

这位资助者对于自己和她的

机构知识的获取很感兴趣，但她同

样对为这个领域积聚知识感兴趣。

“我想让青年组织成为青年发展的

一个实践活动”她阐释道，但是那

样意味着从不习惯于互相分享信息

的实践者和观测者获得帮助，而从

资助者那获得较少的帮助。

他们是如何建立一个共同学习

的议程的？

资助者开始召集一群参与者、

顾问和其他资助者一起作为一个初

期设计团队，来发起初步行动。

“我们希望能呈现最广泛、最好、

最宽领域的想法。”“并且”建立

一个关于实践的领域。“最终，一

个多元化的12个来自全美国组织和

在南非以及肯尼亚的四个组织被邀

请去参加一个三年的学习网络。

 “我们是集合到一起的关键

小组，”一位受助者阐释道，“通

过一个实验的过程，激发起那些会

在我们工作碰到的学习。我们一起

设计这个框架，一起发展关键学问

的问题。”这个基金会引入中间组

织来分配资助、管理倡议、提供技

术支持，以及负责收集和宣传专业

知识。一个包含受助者的团队选择

研究者评估者。 

参与的组织获得运营支持——

一个重要的部分，根据一位中介主

管介绍的，“为让人们反馈必须付

出一些努力。”调研过程包括每年

的学习小组会议，场地互换的同行

学习，通过中介的每年培训和技术

支持的场地参观，通过评估者的提

问和收集分析数据获得协助，以及

小的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例如战略

计划、个体评价以及青年的领导力

发展。

“我们在那里，”一位参与

者说，“来确立我们的假设、解答

问题、寻找好的实践机会。每个组

都有它自己计划的目标和可提交的

结果。”如这位中介主管表明的一

个意图，“是为了真正是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以帮助每个组织学到他

们需要学习的。”这个议程两个问

题：什么样的组织力量是做草根青

年行动组织的高质量工作必要的？

并且青年行动能为青年发展的成果

贡献什么？为了解决广泛的问题，

这个项目设计了出版的最后报告。

已经完成了什么呢？

评估者写的报告和声明来自参

与的组织表示，已经完成的过程至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info@grantcraft.org or tweet @grantcraft.



共同学习——资助者和受助者的协同调研 5

少有四个重要的结果：

 ■ 项目绩效的提高。有一个例

子，发起行动帮助参与者做青

年人的调研，来明确提高他们

服务的途径。一个团体的工作

人员说，“我们发现了不足并

发展了一项在这里不足1年的

青年更容易获得领导力的机

会，从而使他们觉得自己更融

入。”

 ■ 新的关系和更宽的联系。“让

我们地工作人员和青年人接触

到多元的、热情的人们用全国

14或15种方式处理事情是一件

令人兴奋和振奋的事。”一位

参与者说。大家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并且很多都保持了紧

密联系。根据一位受助者说

的:“我们还会与一些组织保

持联系，分享信息和资源。”

 ■ 更好的自我评估和组织提高。

“我们学到了，”一位参与者

说，“这是一件推动社会变化

和青年组织发展值得投入的

事。对于一个学习过程，本质

上长期的过程是另一件值得投

入的事，其中错误会发生，信

念会被挑战甚至有时候会被颠

覆，而灵活性和适应性是最重

要的。”

 ■ 一个更强的领域。学习的启动

帮助刺激了关于青年组织的产

生，和关于青年参与和领导力

的文章在学术和青年发展实践

的文章中更频繁地出现。“我

们的成功”该项目官员说，

“是看到青年行动正在被贯彻

到那么多地方。”

在这个案例中

协同学习是关于一同学习和做

事的。那么在这个学习行动中，参与

者究竟做了什么呢？以下是一部分列

表：

 ■ 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 在“学习小组”见面

 ■ 接受培训和专业协助

 ■ 实地参观了解彼此的工作

 ■ 进行研究和数据的分析

 ■ 研究各自组织的能力

 ■ 发表各自新发现的总结报告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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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协同调研的常见问题

当我们询问资助者和受助者关于的机遇与挑战时，

以下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和回答：

当其中一位合作者分配资助，其他人接受时，一个

真正的同行间的学习组合是如何建立的？

资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真正的合作是很难的，但不是

不可能。这几乎总是洽谈后的妥协。毕竟资助者代表他

们的基金会，他们不能完全不受他们身份的限制。但是

学习关系的目标不是消除参与者间的不同，而是让这些

不同变得有价值、透明的，并且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是的，资助者会使用他们学到的一部分来做关于

资助的决策，并且会要求一定的信息作为资助的条件。

关键不是为了假装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建立一种关系，

让所有参与者都了解资助者的需求只是在一个更宽泛的

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它也会满足其他多方面的需

求，并且也愿意接受共同的讨论和反思。

一位项目官员说：“我尽量做到专业性和责任性的

透明。”另一位阐释道：“我对受助者说，‘我会对你

说明这个游戏的规则将会怎样，从而你可以做一个有相

关信息的选择。’”那些规则包括一个正规的和严格的

报告关系。但是另一个关键要素是一个全程持续的诚信

交流的反馈机制，和一个以资助者立场的听取和反馈的

意愿。

信任很关键，并且信任是建立在一段时间里，人

们可以看到他人在所说和所做的事情上能够被信赖。预

算需要足够包括一段时间做知识收集和反思的成本；参

与者则必须进行必要的实践操作。在合作中，基金会为

参与的组织保障一些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也是很重要

的。“他们为你工作。”一位项目官员说。为了回报，

她尽量帮助受资助者提供方便，并建立与世界慈善机构

的联系。

参与者的利益——他们想要了解学习的东西——本

质上有不同吗？

资助者和受助者的直接利益会不同，但在政治上一

致。共赢是每个人的利益。 “基金会想要知道如何计算

影响力，”一位协同基金会的主管说，“他们似乎把产

品和领域看出一个整体。（受助者的）组织希望了解如

何增加他们的产量——他们对在各自的机构中的过程更

感兴趣。”

然而，如果实践者可以聚集到一起，把他们关于社

会变革如何发生的看法、他们着手处理问题的策略，以

及他们成功后的成果阐述地更清晰，他们加强了资助者

的，并可以吸引更多私人的投资和公众的支持。

一位在协同合作的受助者机构的代表说：“这是

无价的。我们能够看到更大的领域中什么在发生，什么

没有发生。”资助者在他们的立场，能够加强与受助者

领袖的直接联系， 通过鼓励同龄人间的有意义的实践

交流，帮助他们变得更有效率。“每位参与者可以发现

什么能够促进产生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位资助者说，

“但这是来自于一个狭小的视角。这也是我们在一群人

中，有意识地寻找多元化的一个原因。”

一些协同合作的支持者说“排除专家”。但对于研

究顾问和评估者，他们不是“专家”吗？

这个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剔除专业意

见，而是避免专家主导的权威的情况——那些排除非学

术背景或条件的人的建议或把他们看成是消费者而不是

生成者的建议的知识分子。参与的评估者或顾问的选择

因此是在形成一个协同学习过程中关键的决定。

专家和经验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个背景下，人

的技能也是很重要的。行政方面的技术也是。一位中介

机构的代表说：“评估者必须承认创造一个参与者的学

习环境，对‘获得创新’是有价值的。长时间大量不好

的经验，会产生不信任。这就像是‘段落的截取’——

研究人员来窃取知识。也存在种族暗示，因为很多研究

者都是白人。”在一个行动中，一位成功的评估者在参

与的实践者中，对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之间。这是个有可

靠的合作关系。“我们把原始数据还给组织，因此他们

可以参与到分析中。”一位评估者说。“他们甚至对学

习更加饥渴，甚至对提高更加感兴趣。并且这对于我们

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摆脱了作为‘客观的旁观

者’的气氛，而是在组里一起学习。” 那个角度，当

然有对评估者有风险，这些他们应该理解和协商好。如

一位研究者说的：“我们忍受着可能被从业者拒绝的可

能，因为我们是学者，而被我们的同事边缘化，因为我

们丢失了客观性。”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info@grantcraft.org or tweet @grant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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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客观性的问题又怎么样呢？如果评估者是一个

参与者，评估的结果会让人失望吗？

如果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审核解释的可靠性，那么是

的，运用参与评估者的模式可以增加可信度。利益的冲

突，不管是真实的或是感悟的，不是我们在审核中想要

的。有效的问题也可能在评估中的案例里被提出，作为

纯粹的社会科学，而显示出因果联系。

协同调研利用评估来创造一个共同学习的经历。一

位资助者关于参与-评估者的多重角色时说的，“当我们

被教育时，我们不太担心我们的老师总是设计课程、做

课程安排、激发我们成为主动的学习者，或评估我们的

进度；而这是我们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的。”

协同的方法什么时候不适用？

当实践操作在某个领域中已经长时间被建立了、

在选择什么是最佳方法的达成了广泛同意、以及监督和

评估主要是为了保证质量控制时候，协同的方法不太管

用。当评估过程是为了判断，商定的标准是否达标、公

认的技术是否被正确地运用了，以及通常的，预计的结

果是否得到了，而使合作的过程相对比较少。协同调

研，如一位参与者说的，“不是要运用一个模式，而是

为了发现一个模式。”

如果“联系是强加的，而不是赢得的；如果民主参

与的一方面是创造的，但却是不真诚的，并存在不光彩

的安排”，这个方法也不应该尝试的。这个过程不是完

全可控的。它取决于参与者之间的耐心和信任。因此，

如果基金会不能创造一个宽容和开放的环境，其中可能

会获得意外的收获，并且会发展出新的方法，这应该避

开。

资助者参与时应该知道什么？

曾经经历过使用协同调研的资助者表示，协同调研

实施时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建议包括

以下要点：

 ■ 了解你的基金会，了解你的角色，并且保持这些。

你与其他人的关系将会更真诚、有效，和舒服，如

果这些联系是基于真实，以及如果这些考虑到了你

对你自己组织的责任。

 ■ 人们有选择的空间下管理；真诚，这样人们可以提

供多方面的选择；并且预料到有时候可能功亏一

篑。“可能会有误解，而你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遇

到挑战，”一位项目主管说，“你必须能够接受

它。”

 ■ 寻找愿意学习和分析他们所知的参与者。不是所有

的组织都在一个愿意重新审视它们自己的设想的发

展阶段，尤其是在一位资助者面前。

 ■ 投资资金，使参与者能够有时间可以互相学习。时

间和金钱是必要的。

 ■ 围绕参与者的自身利益组织活动。也就是要寻找每

个成员的利益，并努力创造价值的过程，同时保持

共同理解的标准、为整个局面的各方利益服务。这

些利益是促进参与者加入到合作中的力量。一些人

会为了活动新知识而加入，一些人为了建立新的关

系，有些则为了新的资源。

 ■ 准备好面对预料之外的学习过程和演变的过程。最

好的协同学习过程如同温室，而不是蓝图。

那么受助者又是如何呢？他们如何以开阔的视野进

入？

参加了协同学习的受助者和资助方提供了以下指导

观点：

 ■ 掌握过程的主导权；是你和你的成员、你的组织和

你领中的工作可以学习和发展。

 ■ 记住这是一个协作的过程，因此会有妥协。但是要

提供真实的反馈并愿意倾听和尊重这些意见。

 ■ 在不同的情况下，寻找被倾听的机会。一个协同学

习的受助者设置了一个为匿名反馈的系统，帮助这

些反馈避开艰难的获取过程。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info@grantcraft.org or tweet @grant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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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养你的好奇心

 ■ 带着真诚和清晰的心态寻找那些对你的组织和其他

领域都有用的结果。总之，正如一位参与者说的，

“挑战是发现什么是对你的组织是特别的，而什么

是对整个过程共通的。”在这个两个领域中有很多

需要学习，并且它们时常交叉。

 ■ 让自己开放地与其他受助者分享。“我们可以谈论

各自关于工作的经验，”一位参与者说，“这是有

意义的——强大的联系并有帮助的。”

 ■ 采用提供的学习的工具，并在你的组织中运用它

们。利用好学习的过程——不要只是等着去发现最

后的结果。国际学习的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

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并且为什么这是重要的？我

们如何尽量做到，以及为什么这是最好的策略？什

么问题是我们要问的以及当发生变化时，什么是我

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我们可以做出调整，如果

有必要的话，以及我们如何向别人展示我们工作的

成果？一位在协同合作的受助者说解决这些问题的

过程比最终的报告有价值的多。

 ■ 最后，相信你的资助者的诚信，但不要忘记她或他

要向一个机构汇报，正如你所做的，并且有时候职

责会局限在一个坦诚和弹性的范围内的。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info@grantcraft.org or tweet @grant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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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 实际的

透明。带着真诚和正直，透彻地交流日程和局限。 透明。让资助方在每个基金会的内部局限和日程上进

行讨论是不可能的。努力让你的透明度更深。

创造安全感。减少失败的风险，提高从错误中学习的

价值。

创造安全感。错误甚至失败会发生：不是所有的受助

者会计算到共识的标准和结果。一个组织可能会在合

作中被踢掉。尽量清晰地建立和表达预期和结果。

民主。消除等级制，减少不平衡的权利，并且摒弃

“专家”即把所有参与者当作知识的供应者和获得

者。特别地，把实践者视为知识的建设者。

民主。在资助方和受助者直接的不平衡的力量会消

失。努力将等级消除，并对此保持活力和真诚。

有灵活性。提出目标、有时间界限的并列出项目，他

们可以应对所学的东西做出调整。在建立关系上花时

间。

有灵活性。让资助具有所有所需的灵活性是很难的。

有时候再拨款的中介组织可以帮助。努力创造能够应

对正面变化的基金会机制。

有好奇心。让思考指导行动。在真实世界中构建问

题、收集信息、测试知识。勇于否定假设。

有好奇心。每个人在否定假设的时候都有困难——项目

官员有他们的指导和政策，社区领导有他们长年的经验和

组织常用的方式。两方需要在这方面努力，并互相挑战。

有责任感。保持一个相互学习技巧、知识、态度和行

动的高标准。

有责任感。相比于“做自己”，资助者更容易让自己

“负责任”。资助方努力与团队“一起学习”，并且

锻炼演讲。

参与。开支、效率、基金会政策和文化会限制项目执

行官让参与者充分参与的权限。资金会短缺。但是努

力把参与度最大化。

参与。把参与的受助者和顾问带入项目的策划，包括

一开始的协同学习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提供责任感、

投入它、安排好它。

协同合作的规则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info@grantcraft.org or tweet @grant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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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如果你对民族志研究感兴趣，想知道更多，请参考以下资源。

网络资源

 ■ http://www.cpepr.net.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俗教育和参与研究（CPEPR）的网站。

 ■ http://leadershipforchange.org/research. 来自变化的世界的领导力的研究网页，一个使用了协同调研的

项目，作为它的研究技巧之一。其研究团体，由Sonia Ospina领导，设在纽约大学。

 ■ http://www.new-paradigm.co.uk/Appreciative.htm. 一个关于肯定式探寻的门户网站，协同调研的方法

是基于人们和组织的假设“探寻方向的变化”。这个网站的搜索可以发现其他几个关于肯定式探寻的网站。

书目

 ■ Robert M. Emerso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2001.

 ■ Action and Knowledge: Breaking the Monolopy with Participatory Research，由Orlando Fals-Borda和Mohammad 

Anisur Rahman(Apex Press, 1991).

 ■ Collaborative Inquiry in Practice: Action, Reflection, and Making Meaning由John N.Bray, Linda L.Smith, Joyce Lee和

Lyly Yorks (Sage Pulications, 2002).

 ■ Utilization-Focused Evaluation: The New Century Text, 由Michael Quinn Patt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info@grantcraft.org or tweet @grant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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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之道》全球推广合作网络
共同打造良性发展的公益产业链

美国基金会中心
www.foundationcenter.org

美国基金会中心成立于1956年，目前由近550家基金会为其提供财政支

持，是全球领先的慈善信息平台。通过数据采集及分析，基金会中心将那些至

于促进全球发展的人与资源进行对接。中心有美国乃至全球最为全面的关于慈

善资助的数据库，并力争为公益行业提供一个稳定易懂的知识平台。同时，基

金会中心还不断在数据的基础上为专业慈善发展提供深度的研究及其他智力支

持。每天都有数千人访问和使用基金会中心网站，并通过分布在美国五个城市

的基金会中心图书馆和学习中心，以及遍及全球的450多个信息中心，公共图

书馆，学习网络合作伙伴，研究机构为更多有需要的人员提供服务。

欧洲基金会中心成立于1989年，中心是一个独立的注册在比利时的非营利

机构。基金会中心的一家会员制组织，最高决策是由欧洲基金会中心全体会员

委员会作出，同时从全体委员会当中选拔一个运营顾问委员会，这个运营顾问

委员为机构管理团队日常工作提供指导和建议。欧洲基金会中心会员单位共同

担负维护基金会中心品牌的责任。目前会员们一致同意欧洲基金会中心布拉格

决议和欧洲基金会中心卓越实践原则的基础上共同推进中心工作的进行。

欧洲基金会中心
www.efc.be

基金会中心网由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于2010年7月8日正式上

线。基金会中心网的使命是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提供行业发展所需

的能力建设服务，促进行业自律机制形成和公信力提升，培育良性、透明的公

益文化。基金会中心网通过互联网披露全国基金会的联系方式、管理团队、财

务状况、公益项目、捐款方、机构动态等信息，提升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信息已广泛被政府、企业、媒体、公益组织、学术机构和公众采用，作为

制定政策、寻找公益合作伙伴、新闻线索、研究数据和捐款对象的重要参考资

源。

基金会中心网
www.foundationcenter.org.cn

GrantCraft is now a service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info@grantcraft.org or tweet @grantcraft.



基金会中心网发起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上海增爱基金会

心平公益基金会

浙江正泰公益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华民慈善基金会

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天津市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

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基金会中心网资助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

LGT公益创投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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