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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

支持国家能力建设，以减少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UNDP）的核心使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与参与计划的国家共同努力，帮

助这些国家形成战略、政策、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这将产生系统而广泛的影响。

UNDP活跃于全球 166个国家，我们必须关注计划参与国的新需求。对于我

们的前进方向和力图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的结果，我们必须有清晰的愿景。我们必

须能够快速而恰当地回应各种挑战和机遇。

基于结果的管理提供了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一整套原则、方法和工具。通

过不断试图回答“我们的干预会带来什么不同？”这一问题，我们始终关注如何

支持所服务的人群得到真正的、可持续的生活改善。

换言之，这要求我们具有一种评估文化。UNDP拥有的以及可获取的丰富的

知识储备，包括来自于评估的经验，应当为我们的计划和决策提供更充分的启示。

我希望本手册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更清晰地理解我们想要

实现的更高结果；有助于开发和实施为实现这些结果所采取的战略；有助于将评

估取得的经验系统地运用到决策制定中；并最终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人类发展的贡

献。

Helen Clark

海伦克拉克

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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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 2009年版的《面向发展结果的规划、监测与评估手册》，旨在支持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UNDP）更加面向结果，更加关注发展变化和人们生活的真实改

善。作为 2002年版手册的替代和升级，本手册对于推动在计划和绩效管理中有

效运用基于结果的管理方法是一个重要突破。

本手册认为，规划、监测和评估要求聚焦于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重点和发展

结果，应该体现国家自主权、能力建设和人类发展的指导原则。从全球来说，已

经出现了从着眼于项目层面向着眼于计划和国家层面的重要转变。UNDP执行董

事会的全体伙伴和成员都期望能够展示发展合作取得的具体成果。UNDP也面对

来自公众的强烈问责诉求，需要说明资源如何使用，取得了哪些成果，这些成果

对于人类发展进步有何作用等。

2006年 6月，UNDP执行董事会通过了一项评估政策。2007年开展的一项

独立评估发现，UNDP在采取和运用基于结果的管理方法方面，尽管在某些前沿

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然表现出较弱的基于结果的文化。这项评估建议

UNDP应提高能力，对效果层面的变化进行管理。因此，本手册提出了面向发展

结果进行规划、监测和评估的实践指南，作为对《计划和操作的政策及程序》的

补充。仅仅靠手册本身并不能在 UNDP内部或其伙伴之间培育面向结果的文化，

但通过与其他计划相配合，我们希望本手册能发挥重要作用。

本升级版手册与之前的版本有很大区别。首先，鉴于认识到结果规划是有效

的计划设计、监测与评估的前提，因此修订后的手册集规划、监测和评估于一体。

第二，手册反映了评估政策的需求和指导原则，包括国家自主权，它作为主线贯

穿于规划、监测和评估的周期循环中。第三，修订版的手册包含了一个综合章节，

主要内容是为保证评估质量进行设计，用于指导 UNDP的工作人员和评估人员

在评估中确保专业的质量标准。我们还将通过在线培训和区域性研讨会来支持本

手册在各层面的跨组织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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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手册的主要读者是 UNDP的工作人员，但我们希望能对所有伙伴的

努力提供帮助，他们像 UNDP一样，也在努力提高发展的效果。为促进本手册

更广泛地传播，除印刷版之外，开发计划署的网站上还提供了电子版，网址为:

www.undp.org/eo/handbook。

本手册是开发政策局、评估办公室和运营保障组的共同成果。我们要感谢这

些部门的同事，他们在构思、起草和修改本手册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特别

感谢本手册的主要作者：开发政策局的Asoka Kasturiarachchi和Thomas Eriksson，

运营保障组的 Stephen Rodriques，还有评估办公室的 Azusa Kubota，她作为任务

管理者组织了本手册的编写过程。评估办公室的 Nurul Alam全程提供了总体质

量保证和指导。

本手册的修订受益于许多人的贡献，他们为多份过程稿提供了重要的和有技

术含量的意见。2008年 12月，我们在纽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许多 UNDP国家

办公室的高层管理者、计划官员、监测与评估专家以及来自总部和区域的代表为

草稿的修改提供了帮助。在此要特别感谢 UNDP尼泊尔国家办公室的监测与评

估官 Heather Bryant。还要感谢 Enid Marshall在评估方法方面给予的支持以及

Jessica Murray在书稿编辑方面给予的帮助。开发计划署的同事们通过知识网络

的评论和反馈，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们感谢那些为本手册作出贡献的人，

感谢评估网络（EvalNet）的推动者 Florencia Tateossian。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评估办公室 Anish Pradhan和 Concepcion

Cole做出的宝贵贡献和行政协助，感谢Margo Alderton的编辑校稿和 Julia Dudnik

Stern为本手册进行的版面设计。

Saraswathi Menon Judith Karl KanniWignaraja

主任 主任 主任，能力建设组

评估办公室 运营保障组 开发政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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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向发展结果的规划、监测和评估手册”是 2002年版“面向结果的监测

与评估手册”1的更新版。本手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战略规划、

2006年执行董事会提出的 UNDP评估政策、联合国评估小组（UNEG）《联合国

系统的评估标准》的要求2，试图梳理规划、监测和评估的新方向。更新版的手

册还吸收了在 UNDP举办的各种研讨会期间关键用户提出的建议。

在《计划和操作的政策及程序》（POPP）3、评估政策4，以及 UNEG《联合

国系统的评估标准》中提出了 UNDP对规划、监测和评估的指导框架。《计划和

操作的政策及程序》和评估政策旨在为 UNDP 的管理层和职员履行关键职责及

履职机制提供指导，由此制定包括战略规划在内的总体纲领性文件。它们反映了

执行董事会的意图，也使利益相关者了解 UNDP如何开展工作。

上述这些文件描述了需要做什么、由谁做以及何时做。本手册对这些内容进

行了补充，它为 UNDP的计划管理单位（programme units）提供了指南，让这些

单位知道“如何”加强结果导向的规划、监测和评估以及相应的操作工具。

手册用来做什么？

本手册的目标包括：

 向读者提供：

 关于 UNDP开发活动的规划、监测和评估的目的、程序、规范、标准和

指导原则的基本介绍

 关于 UNDP规划和监测过程基本要素的知识：为项目和计划建立一个稳

1 UNDP, ‘Handbook 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for Results’, Evaluation Office, New York, NY, 2002.
2 UNEG, ‘Standards for Evaluation in the UN System’,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uneval.org/
papersandpubs/documentdetail.jsp?doc_id=22. UNEG2016年更新了评估规范与标准，新版本可从以下地址下

载: www.unevaluation.org/2016-Norms-and-Standards (包括中文版).
3 UNDP, ‘Programme and Operation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2008. Available at: http://content.
undp.org/go/userguide.
4 UNDP, ‘The Evaluation Policy of UNDP’, Executive Board Document DP/2005/28, May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undp.org/eo/documents/Evaluation-Policy.pdf.

http://www.uneval.org/
http://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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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结果框架，有清晰的指标、基线和目标；并建立有效的监测体系；

 关于 UNDP评估过程基本要素的知识：制定评估计划；管理、设计和开

展高质量的评估；使用评估来管理发展成果、学习和问责；

 加强 UNDP基于结果的文化，改进规划、监测和评估的质量。

手册的读者是哪些人？

本手册面向众多不同的读者：

 UNDP的职员，他们在国家办公室、各区域局、区域中心、开发政策局（BDP）、

危机预防和恢复局（BCPR）、伙伴关系局和其他计划管理单位承担以下工

作5，如：

 规划和监测全球、区域和国家计划，以及其他项目及活动；

 管理评估任务的委托过程；

 UNDP的管理者，他们监督和保证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及产品的质量，并

使用监测和评估为决策服务；

 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如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发展伙伴以及受益者，他们

都参与了 UNDP的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

 UNDP执行董事会，该机构负责监督和支持开发计划署的活动，确保对计划

参加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响应；

 独立评估人员，需要了解 UNDP背景下评估的指导原则、标准和过程；

 国家、区域、全球的发展和评估团体的成员。

手册的读者将了解：

 好的计划和项目设计对于有效实施、监测和评估的重要性；

 在展示计划和项目的绩效，以及对面向预期结果的实施过程进行的控制中，

监测发挥的关键作用；

 监测如何为评估奠定基础；

 UNDP评估的不同类型，以及它们对学习和问责的贡献；

 监测和评估对 UNDP强化发展成效和管理发展结果的作用；

5 包括国家办公室、区域办事处、区域中心、开发政策局（BDP）、预防危机和恢复局（BCPR）、伙伴关

系局和其他对发展行动（计划、项目和活动）负有程序性责任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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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P的规划、监测和评估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过程和责任；

 为附加信息和指南提供参考文献和材料出处。

手册是如何组织的？

手册第 1章概述了规划、监测和评估的一体化性质，描述了它们在发展结果

管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整本手册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原则，即规划、监测和评估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认为是相关的，是互为基础的。第 2章概述了规划的概念基

础和规划技术的具体指南，并提供了如何准备用于指导监测和评估的结果框架。

第 3章提供了在实施计划之前，如何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的指南。第 4章聚焦于

与监测、报告和评论相关的问题。第 5至第 7章概述了 UNDP 的评估职能和政

策框架，介绍了评估设计和工具的关键要素，并描述了评估过程管理的操作步骤。

第 8章介绍了在发展结果管理中，使用来自于监测和评估的知识的操作步骤和典

型案例。

手册应该如何使用？

对本手册的使用并不需要从头至尾的阅读，而可以在计划全周期的不同阶段

选择相应章节作为参考。

本手册是关于对结果的规划、监测和评估，而不是计划或项目管理手册。有

些通常包含在计划和项目管理手册中的话题，本手册不再涉及，如成本效益分析、

环境影响评估、技术鉴定等。对于这些话题，应该参阅《计划和操作的政策及程

序》（POPP）。

此外，以下纲要应与本手册配套使用，以提高对相关主题的理解：

 《冲突预防和恢复背景下的规划、监测和评估》，由危机预防和恢复局

（BCPR）编写；

 《效果评估指南》（编写中）；

以上文件在评估办公室的网站主页www.undp.org/ eo/handbook上可以获得。

本手册的编写是由开发政策局（BDP）、评估办公室和运营保障组联合领导，

在 UNDP总部、区域局和国家办事处同事们的辛勤工作下完成的。



4

第 1章 面向发展结果的规划、监测和评估

良好的规划、监测和评估通过在过去、现在、未来行动与发展结果之间建立

清晰关联，从而提高 UNDP 的贡献。监测和评估能够帮助一个组织从过去和正

在实施的活动中凝练相关信息，作为优化调整、重新定位和制定未来规划的基础。

离开有效的规划、监测和评估，将难以判断所开展的工作是否在正确的方向上，

是否可以宣称取得了进步和成就，以及未来应如何改进。

本章在“基于结果的管理”（results-based management，RBM）和“面向发

展结果的管理”（managing for development results，MfDR）框架下，阐述规划、

监测和评估的目的, 并解释这些工作对于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这样

的组织是何等重要。本章也提供了规划、监测和评估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定义和原

则。本章的目标读者是 UNDP 的管理者、职员、关键合作伙伴、参与了发展行

动设计与实施以及决策过程的利益相关者。为了使 UNDP 有效地为人类发展作

出贡献，所有人都要坚守结果导向的文化、以基于结果的管理（RBM）和面向

发展结果的管理（MfDR）原则。

1.1 引言

UNDP《2008-2011年战略规划》的开篇声明， UNDP的所有工作——包括

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宣传倡议和加强全球发展的协调性，都瞄着一个最终结果：

“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并增加他们的选择和机会。”6 在 UNDP开展援助工作的

国家，改善人们的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开发伙伴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现在许多机构

在它们的政策文件、指南和宣言中使用“面向发展结果的管理”或 MfDR 这一

术语，而不是“基于结果的管理”或 RBM 的原因。传统上，RBM更关注机构

内部的结果和绩效，而不是人们发展状况的改变。MfDR采用了 RBM的基本理

念——良好的规划、监测、评估、学习并反馈到规划，但关注重点是发展援助应

6 UNDP, ‘UNDP Strategic Plan, 2008-2011: AcceleratingGlobal Progress on Human Development’, 执行董事会

文件 DP/2007/43, (pursuant DP/2007/32), reissued Januar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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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真正的、有意义的结果。

MfDR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即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在不

断升温的公众问责作出回应，说明如何进行援助，要实现什么样的结果，以及这

些结果在带来人类发展所期望变化方面的适当性。这种方法鼓励开发机构将工作

重心放在建立伙伴关系和协作上，以确保更高的协调性。同样，通过采取提高国

家自主权和增强发展能力的措施，它促进了对可持续性的更多重视。

MfDR是实际行动中的 RBM，但其更指向对受援国而言重要的外部环境和

结果，而更少针对某一机构的内部绩效。

大多数人都知道，实现发展结果往往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为了实现发展结

果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政府、UNDP和其他合作伙伴经常设立一些不同的规

划、战略、计划和项目。典型的包括：

 国家发展规划或消除贫困战略

 以部门为基础的发展规划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

 机构的战略规划（如 UNDP的 2008-2011年战略规划）

 全球、区域和国家的计划文件（CPDs）和国家计划行动方案（CPAPs）

 监测和评估（M＆E）框架和评估计划

 发展和管理的工作计划

 办公室和单位的具体计划

 项目文档和年度工作计划

然而，有了良好的愿望、大型计划和项目以及大量的财政资源，仍然不足以

确保实现发展结果。这些规划、计划和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良好地使用资源，

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为了提高成功的机会，需要注意计划和项目中通常存在的一些薄弱方面。人

们一致认为需要关注四个主要方面：

1. 规划、计划和项目的定义——如果恰当而明确地界定了计划或项目的目

标及范围，成功的机会将更大，因为这降低了实施中遇到重大挑战的可能性。

2. 利益相关者参与——用户、客户和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参与对于成功是关

键的。

3. 沟通——良好的沟通会得到强大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并发挥动员作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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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沟通提高了关于预期成果、角色和责任的明晰程度，并增加了关于进展和绩

效的信息。这种明晰化有助于对资源的最优使用。

4. 监测和评估——计划和项目中如果包含了有力的监测和评估，将更可能

沿着既定方向推进。此外，这样做通常可以及早发现问题，从而降低出现大量成

本超支或时间延迟的可能性。

结合有效的监测和评估，良好的规划能在强化发展计划和项目的效果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良好的规划帮助我们关注结果，监测和评估帮助我们从过去的成功

和挑战中学习，并为决策提供启发，从而促进当前和未来的行动更好地改善人们

的生活并扩大他们的选择。

资料来源：引自 UNEG. UNEG Training ─ What a UN Evaluator Needs to Know? Module 1, 2008.

规划可以定义为设定目标、制定战略、列出为实现目标采取的行动部署和资

源配置的过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规划制定包括多个不同的环节：

 确定要实现的愿景、目标或目的；

 形成实现愿景和目标的战略；

 确定和配置实现愿景和目标所需的资源（财务和其他资源）；

 列出行动部署，包括为实现愿景和目标开展监测和评估的进度安排。

俗话说“没有规划注定要失败。”那些没有做好规划的人，其努力必将以失

败告终，这种说法尽管不一定总是正确，但有力的证据说明，有规划将带来更大

专栏 1. 理解规划、监测和评估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依存关系

 如果缺乏适当的规划和明确定义的预期结果，就不清楚应该监测什么以及如

何监测；这样就不能很好地开展监测。

 如果缺乏有效的规划（明确的结果框架），评估的基础就是薄弱的；这样就

不能很好地开展评估。

 如果缺乏认真监测，就不能搜集到必要数据；这样就不能很好地开展评估。

 对于评估而言，监测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监测有利于评估，但评估要使用其他新搜集的数据和不同的分析框架。

 对一项计划的监测和评估通常会带来计划的改变。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进一步

改变或调整监测数据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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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和效率。没有制定规划——无论是对于一个办公室、计划或项目来说——

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试图没有图纸建造房屋，这意味着了解房屋的样式、成本、建

设时间、所需资源、以及最终产品是否满足业主需求都是非常困难的。简言之，

规划帮助我们界定一个组织、一项计划或项目要达到什么目标，以及它将如何实

现该目标。

监测可以定义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利益相关者通过监测能够定期获得关于目

的和目标进展的信息。与将监测视为只是对行动或活动的实施进展进行审视的诸

多定义不同，本手册中使用的定义聚焦于对目标实现进展的审视。换言之，本手

册中的监测不仅关注“我们是否采取了之前说过要采取的行动？”，而且关注“对

于之前说过要实现的结果，我们是否取得了进展？”这两个角度之间的差异是非

常重要的。在较为局限的视角中，监测可能聚焦于跟踪项目和机构资源的使用。

而在更宽广的视角中，监测还包括跟踪合作伙伴和非合作伙伴采取的战略和行

动，厘清需要采取何种新的战略和行动，以确保项目进展朝向最重要的结果。

评估是对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活动进行严格、独立的评价，以确定既定目标

的实现程度并为决策提供支撑。像监测一样，评估可以针对很多对象，包括一项

活动、项目、计划、战略、政策、主题、专题、部门或组织。评估与监测的主要

区别是，评估是独立完成的，要向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提供他们是否在正确道路上

的客观判断。评估在程序、设计和方法上也更为严格，通常包括更广泛的分析。

然而，监测和评估的目的是非常接近的：提供有助于启发决策、提高绩效和实现

规划结果的信息。

在对发展成效的评价中，监测和评估试图评价以下方面：

 在特定的国家、地区或全球背景下，UNDP的援助和行动（旨在与贫困斗争

和支持实现所期望的变化而采取的战略、政策、计划和项目）与国家发展目

标的相关性；

 发展援助行动（包括伙伴关系战略）的有效性；

 这种援助对于国家发展结果及其优先领域（包括受援国的物质条件）的贡献

和价值，以及这种援助如何明显改善人们及其所在社区的发展前景；

 开发行动取得成功、保持可持续并不断扩大的关键驱动者或支撑因素，是否

存在替代选择，以及 UNDP的比较优势；

 发展援助的效率，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伙伴关系和协调活动；



8

 确保成功和有效合作伙伴关系的风险因素和风险管理战略；

 国家自主权的水平，以及提高国家能力以保持发展结果持续性的措施。

专栏 2. 监测、评估与其他监督活动的区别

像监测(monitoring)和评估(evaluation)一样，视察（inspection）、审计(audit)、评

议(review)和研究(research)也是监督活动，但它们都有各自的重点和作用，不应该与

监测和评估相混淆。

视察是对一个组织单位、议题或行动的一般性考察，用来确认其与规范标准、良

好做法或其他准则的一致性程度，并提出改进或纠正措施的建议。它往往是在察觉到

可能存在某些不遵守准则的风险时开展。

审计是对管理控制充分性的评价，以确保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资产的安全性、

财务和其他信息的可靠性、遵守法律法规和已有政策、风险管理的有效性、组织结构

和制度及程序的适当性。评估与面向发展结果的管理（MfDR）和学习的联系更加紧

密，而审计聚焦于合规性。

评议，如快速评价和同行评议，与评估的区别很明显，但与监测更紧密相关。它

们定期或不定期进行，通常是对一项行动绩效的初步评价，而并不适用评估的程序或

严格的方法。评议倾向于强调可操作性，不像由独立评估人员进行的评估，评议通常

由内部人士或受委托的组织进行。

研究是一种系统的考察，完成一项研究是建立或增加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知识。

研究通常为评估和其他评价活动提供信息，但其自身通常不能直接支撑决策。

来源: UNEG, 联合国系统的评估规范, 2005.可在 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norms获得。

监测提供了管理需要的实时信息，评估则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评价分析。监测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通过评估来回答。此外，评估利用了在计划和项目周期中的

大量监测数据，如基线数据、计划或项目实施过程的信息及对结果的测度。

1.2 将规划、监测和评估相结合：基于结果的管理

规划、监测和评估共同组成了 RBM（基于结果的管理）。RBM被定义为“一

项旨在实现绩效提升并呈现出结果的广泛的管理战略”7，现已被全球的许多多

边发展组织、双边发展机构和公共行政部门所采纳（如前面提到的，一些组织现

在把 RBM称为MfDR，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发展上，而不放在组织自身的结果上）。

7 UNEG. The Role of Evaluation in Results-based Management，2007年 8月 21日。可在：

http://www.unevaluation.org/papersandpubs/documentdetail.jsp?doc_id=87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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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 RBM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意味着不间断的反馈、学习和提高。通

过监测和评估得到的经验教训为定期调整现有规划，以及制定未来规划提供了基

础。

监测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需要对来自于监测的经验教训进行阶段性讨

论，从而为下一步行动和决定提供启示。当一项计划正在进行时，我们应该开展

评估以确定计划是否需要改进，同时为制定新计划的规划提供支撑。这种行动、

学习和提高的连续过程，就是被称为 RBM的生命周期方法，如图 1所示。

注: 规划、监测和评估并不必然按照前后相继的顺序开展。一项评估并非总要在周期结束时实施。评估可

以发生在计划周期中的任何时间点。本图旨在表明规划、监测和评估间的相互联系，以支持面向发展结果

的管理（MfDR）。在规划阶段，必须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见第 3章）。

RBM与学习、风险管理和问责密切相关。学习不仅有利于改善现有计划和

项目的结果，而且增强了组织和个人在未来做出更好决策的能力，并进一步完善

未来计划和项目的设计。既然不存在完美的规划，那么管理人员、员工和利益相

关者从每项计划或项目的成功与失败中不断学习，就是非常必要的。

追求发展结果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风险和机会。RBM系统和工具有助于提高

对这些风险和机会的认知，并向管理者、职员、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提供工具

来减轻风险，或寻求机会。

如果具有明确的对于问责的制度安排并对期望的行为进行适当激励，RBM

实践和系统将是最有效的。换言之，对于 RBM不能仅从为规划、监测和评估开

发系统和工具的角度来看待，它还必须包括制定有效措施，以促进形成结果导向

的文化，并确保人们对取得的成果以及他们的行动和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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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规划、监测和评估——即 RBM——的主要目标是：

 支持对政府、受益人、捐助者、其他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以及 UNDP

执行董事会的问责；

 促进整改行动；

 确保做出明智决策；

 加强风险管理；

 增强组织和个人的学习能力。

这些目标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相互联系，如图 2所示。

1.3 面向发展结果的规划、监测和评估的原则

本节阐述一些需要读者在规划、监测和评估的全过程中铭记于心的原则。

自主权

在为实现发展结果而制定和实施计划和项目的过程中，自主权是基础性的。

这里需要考虑自主权的两个主要方面：

 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自主权的深度，或者说水平；

 自主权的广度。

自主权的深度：很多时候，单位或组织通过规划过程来满足管理或监管机构

的要求，如董事会或总部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规划、计划或项目会得到精心

准备以提交给管理或监管机构，但管理要求一旦得到满足，机构和个人便会回到



11

像往常一样的工作。如果这些规划只是为了满足某种管理要求，而不是用来指导

持续开展的管理行为，那么实现规划中设定的目标就会存在较大风险。若要有效

开展已计划好的监测和评估活动，并把监测和评估产生的信息与未来发展计划的

改进和学习相关联，那么自主权就是关键的。

在后面的章节中，本手册将讨论提高自主权的技术。这个过程并非是关于遵

守和满足管理要求。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基于结果的管理系统（RBM system）

和结果导向文化之间的差异──尽管建立基于结果的管理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但

更重要的是，人们要了解和赞同为什么他们正在做所做的事情，并在他们的日常

行为和工作中采取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

自主权的广度：在自主权的广度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哪些人可以从

发展计划或项目中获益或受到影响，是否有足够的机构和人员感觉到了对计划或

项目的自主权？

受援国是实现发展结果的最终负责方，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发展规划、计划

和项目应该由国家利益相关者自主决定的原因。受援国的自主权并不意味着

UNDP不对结果负责。UNDP的责任通常体现在 UNDP对国家结果的贡献和财

政资源的使用上。（详情将在《责任框架和标准的基本协定》中列出。）8 然而，

计划和项目谋求实现发展条件改变的目标和目的，应当由国家利益相关者和受益

者自主确定。

在面向结果的管理中，一个重要目的是确保自主权不限于少数特定人群，而

是覆盖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由此，监测和评估活动以及来自于连续和阶段性

监测评估的发现、建议和教训，都应当由那些对结果负责和可以利用这些结果的

人们完全自主决定。

利益相关者参与

纵观规划、监测、评估、学习和改进的各个阶段，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支持、

承诺和动员是至关重要的。

强有力的结果管理流程，目的是使利益相关者尽可能开放和富于创造性地参

与思考，来考虑希望实现什么，并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实现他们都赞同的事情，包

括推动监测和评估的开展，以及利用信息来提高绩效。

8 UNDP，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可在网址：

http://content.undp.org/go/userguide/results-management---accountability/?lang=en#top 获取。

http://content.undp.org/go/userguide/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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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结果

规划、监测和评估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确保结果实现──而不是确保所有

活动和产出都按照规划来进行。

发展合作伙伴(如 UNDP)负责的事情，以及由此他们应该注重的事情，常常

并不是很清楚。一些开发机构由于所实施的行动规模通常较小，影响有限，难以

对发展变化或更高层次的结果负责，因此有时建议他们应该注重产出。

本手册认为，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生活改善是真正重要的。

这意味着尽管单个机构的产出和活动非常重要，但必须将他们看作是为国家发展

提供支持。在可能的情况下，机构的产出应该来自于国家规划文件，与国家目标

相协调并以为国家目标提供支持为核心。

上述主张与全球促进发展的方式是一致的，即鼓励通过国际协定来促进发

展，如“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议程”。这些协定呼吁规划制定者应考虑如

何共同努力来支持国家合作伙伴的优先发展领域，而不再局限于重视机构行动或

总部要求的传统思维。

由于国家发展结果（这需要两个或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群策群力）是最重要的，

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中应更注重合作伙伴关系、联合计划、联合监测和评估，

以及实现更好结果所需的协作努力，而不仅仅是 UNDP或机构的产出。这正是

本手册倡导的方法。

聚焦于发展成效

结果管理也意味着聚焦于获得发展成效。有意义和可持续的发展结果不仅需

要一个关于效果、产出和活动的通用规划。与做什么相比，如何做若不是更重要

的话，那么二者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开发机构试图将各种专

题纳入到他们的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中，以提高行动的总体成效。例如，规划、

监测和评估必须重视可持续性。这是从一些项目和计划实施多年的经验中得出的

结论，这些项目和计划产生了短期影响，但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国家或

社区的发展条件。

在规划，监测和评估中，现在也关注性别。许多项目和计划经常无法实现目

标的原因是，它们很少或根本没有分析和注意到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需

求差异。不平等、歧视性做法和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关系不公正往往是发展问题的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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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主张同样适用于国家或社区对发展计划自主权的概念。当人们有既得利

益时──也就是说，当人们感受到了“自主权”时，就会产生更多的自豪感和满

意度，更愿意保护和维护资产，并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和社区事务当中。

在规划、监测和评估中真正体现以上原则，意味着要做到如下设计：

 确保或倡导国家自主权──尽可能保证由当地政府和/或国家或社区合

作伙伴领导或共同领导，所有的规划、计划、项目，以及监测和评估的

主要目的是为国家的努力提供支持，而不是实现机构的目标。面向发展

结果的管理（MfDR）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包括：“规划、计划或项目的

受益者是否参与了规划制定、监测和评估的过程？”；“他们觉得自己

是过程中的一份子吗？”；以及“他们是否感受到了对过程和规划或计

划的自主权？”

 促进国家能力建设──在整个过程中都要提问：“这是可持续的吗？”，

“国家制度和流程可以使用或扩大吗？”，“国家在该领域的现有能力

如何？”，“我们正在关注支撑环境、组织或机构，以及个人的能力吗？”；

“我们能够开展监测和评估活动，以便在过程中帮助加强国家的监测与

评估（M＆E）系统吗？”

 促进包容性、性别主流化和女性赋权──确保男性、女性和传统的边缘

群体参与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例如，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所界

定的问题或结果是否反映了男性，女性和边缘群体的利益、权利和关

切？”；“我们是否从男性、女性和边缘群体的角度，按照角色、权利、

需求和关切进行了分析？”；以及“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分类数据用于监

测和评估？”

关于 UNDP的这些原则及其如何应用于计划和项目设计和实施各个阶段的

更多信息，可以参见《计划和操作的政策及程序》（POPP）9。此外，还有许多

工具可用于能力判断和性别分析。这些内容也可以在 POPP和其他指南的附加资

料部分找到。

整本手册将提供参考原则，以应对在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的不同阶段可能

被问到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附有不同类型问题的案例。

9 UNDP, 计划和操作的政策及程序, 2008. 可在 http://content.undp.org/go/userguide.获得详细信息。

http://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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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键角色和责任概述

面向发展结果的规划、监测和评估中，所有 UNDP的计划管理单位都发挥

着重要作用。表 1简要介绍了这方面一些主要情况。

除了计划管理单位之外，以下单位在支持 UNDP的规划、监测和评估方面

也具有重要职责：

 运营保障组提供指南，并为规划和监测的相关方面提供质量支持和保证；

 开发政策局（BDP）为计划（包括监测）提供政策框架，并为 UNDP各

单位提供政策方面的意见和支持；

 评估办公室进行独立评估，并为“分散评估”提供程序和质量保证的标

准和指南，分散评估就是由 UNDP的计划管理单位开展的评估；

 UNDP局室的监测和评估顾问和专家，直接为相关计划管理单位提供监

测和评估咨询支持（例如，区域评估顾问支持国家办事处）；

专栏 3. 危机背景下的规划、监测和评估

危机背景（与冲突和灾难均相关）是“非正常的”，它影响着计划的各个环节，包括

规划、监测和评估。一般而言，本手册中提出的“正常”的规划、监测和评估方法和机制

在危机背景下时，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

 危机局势是动态的，UNDP规划对该局势下经常发生的重大变化应做出快速

响应。因此，要对这种情况进行不间断地分析和监测，以确保计划的相关性。

应当对变化进行记录，这样对发展行动相关性和适当性进行监测和评估时，

就会关注其所处的动态环境。这将涉及到持续开展局势和冲突分析。

 与此同时，危机局势是不同党派之间紧张关系提高（或潜在提高）的典型情

况之一。因此，应在计划的各环节对危机和冲突敏感性进行演练——包括规

划、监测和评估——以确保规划内容和在实施过程中减少，或至少不增加不

同党派之间的张力。必须持续关注规划人员、受益人和监测评估（M＆E）人

员的安全，在监测评估活动中必须持续监测分析所有参与者可能面临的风险。

 保持“大局观”的视角非常重要：项目和计划与更广泛的和平进程的联系是至关

重要的，对于预防冲突和构建和平的计划尤其如此。规划、监测和评估应始

终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以避免从符合需要角度而言项目是“成功的”，但并未对

更广泛的和平产生影响，或者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在危机背景下如何应用方法和机制的附加指南，贯穿于本手册中。“概要＃1：
在冲突预防和恢复背景下的规划、监测和评估”对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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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局室对于国家办事处开展的评估进行直接监督。他们监控规划、监

测和评估的质量和实施情况；

 UNDP的管理层在培育基于结果的管理（RBM）文化中起着关键作用。

它引导着计划的规划制定过程，并确保监测产生的信息被用于促进计划

实施。UNDP的管理同样为分散评估的实施提供保障，并将从分散和独

立评估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用于未来的规划。

 UNDP执行董事会在形成和批准较大的 UNDP计划框架时发挥主导作

用。它定期审查 UNDP管理层提供的计划绩效监测报告，以及由评估办

公室完成的 UNDP各类计划的评估报告。根据定期的联合报告、评估发

现和建议，执行董事会对计划的后续战略规划进行指导并做出决定。

10 来源于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中的监测评估（M＆E）计划，项目管理单位向执行董事会提交

国家、区域和全球的计划时，要连同对计划全周期的评估规划一起提交。

表 1. 计划管理单位在规划、监测和评估中提交的主要成果

计划管

理单位 规划 监测 评估

国家办

公室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AF），包括监测和评估

（M&E）框架

 国家计划文件（CPD）和国家计

划行动方案（CPAP），包括监

测和评估（M&E）框架10

 项目文件和年度工作规划，包括

监测和评估（M&E）框架

 计划监测

报告

 项目监测

报告

 评估计划中

提到的评估

工作

 对评估做出

的管理层回

应

区域和

政策局

 区域和全球的计划文件，包括监

测和评估（M&E）框架

 项目文件，包括监测和评估

（M&E）框架

 计划监测

报告

 项目监测

报告

 评估计划中

提到的评估

工作

 对评估做出

的管理层回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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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面向结果的规划：实践应用

“衡量联合国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不是我们承诺了多少，而是我们为那

些最需要我们的人提供了多少。”

——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

本章对如何制定面向结果的规划提供了分步指导，集中介绍面向所需结果制

定规划的主要任务，也包括对结果可操作性的思考。如专栏1所示，监测和评估

都与规划密切相关。因此重要的是，制定规划时不仅要将预期结果铭记于心，还

要牢记如何对结果及实现结果的过程进行监测和评估。特别是，制定规划时需要

确保所部署的活动都是随时可评估的。

制定规划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本章的目标是使参加规划制定的人员更熟练地

掌握制定一个可实施、可监测、可评估的规划的关键步骤。本章推荐的步骤与方

法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规划制定过程——无论是为全球性的、区域性的、全国性的

计划和项目制定规划，或是制定一个单位的工作计划。本章不是为制定具体规划

提供细节指导，而是提出规划制定通常包括的核心方法与步骤。要而言之，本章

是为UNDP的各项计划与项目的规划制定过程提供指南。如果想获得对制定每份

UNDP规划文件的具体指导，则需要参考《计划和操作的政策及程序》POPP11。

本章分为5个主要部分，如图3所示。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也是规划制定阶段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将在第3章阐述。

11 UNDP，计划和操作的政策及程序，2008，详见: http://content.undp.org/go/user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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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本章的组织

在规划制定周期中，开发组织经常使用多种多样的工具。相应地，不同的组

织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可能会要求利益相关者提交不同的系列“交付成果”。本

手册将运用一些最为通用的工具，引导读者依次完成八项交付成果的准备，这八

项成果通常用于开发并最终实现计划和项目的结果框架。本手册提到无论是联合

国发展集团（UNDG）还是UNDP所使用的工具与交付成果时，将表明这些工具

和成果之间的关系。但是，本手册不会详细介绍UNDG或UNDP的工具，而只是

以良好实践为基础，为开展规划、监测和评估提供指导。

后面将讨论的八项主要交付成果见专栏4。

专栏 4 面向结果的规划制定过程中形成的主要交付成果

1. 规划制定过程的初始议题笔记和工作计划草案（活动、进度以及成本概况）

2. 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与重要性矩阵

3. 已确定的关键问题列表

4. 问题的优先级排序列表

5. 每个按优先级排序问题的因果图解或问题树分析

6. 每个按优先级排序问题的愿景陈述

7. 每个按优先级排序问题的结果图示

8. 计划或项目文件的结果框架

备注：第1—4项交付成果通常是联合国国家小组工作计划的组成部分（见

http://www.undg.org/toolkit/toolkit.cfm?sub_section_id=301&topid2=on&topid=2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与

此类似，联合国开展的共同国家评估（CCA）通常包括第3、4、5项交付成果。关于共同国家评估准备工作

的指南，见http://www.undg.org/toolkit/toolkit.cfm?sub_section_id=267&topid2=on&topid=2。在项目层面，第

1—6项交付成果可用于对UNDP项目开发周期进行“项目阶段调整”。所有交付成果都将用于定义“一项计划”
或“一个项目”的重要步骤，包括需要定义的结果、任务、合理性以及风险。

制定规划的益处

启动规划

制定过程

开始启动

利益相关者

分析；引导

与培训

利益相关

者参与 问题分析；

形成结果

草图

规划制定

完成结果

表单

完成结果

框架
沟通与加

强规划

准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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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规划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益处：

 规划能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没有适当的规划，项目或计划可

能会在错误的时间或以错误的方式执行，最终导致结果不佳。一个经典

的案例是某发展机构援助改善乡村道路条件的项目。该项目的规划过程

被该机构一手操控，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进行过咨询。道路的修

缮工作在雨季开工，而且大多数建材不适合在当地使用。该项目工期一

拖再拖，花费也大大超出了预算。在对该项目进行评估时，一名当地代

表评论说：当地确实需要这个项目，但如果能有一个适当的规划并且充

分咨询他们的意见，那么援助方就会知道最佳的施工季节以及适合的施

工材料。

 规划有助于消减和处理危机并确保顺利实施。项目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

总会遇到不可预知的情况。但是，良好的规划有助于降低不测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并有助于在不测事件发生时帮助团队做好应对准备。在规划

制定过程中，也应该对风险、假设等进行评估，对正在计划的活动可能

产生的意外后果进行通盘考虑。规划工作所形成的这些结果，对于预测

与解决问题大有裨益。（有些规划工作还包括情景规划，即预见如果情

况发生变化时“万一”出现的状况。）

 规划有助于聚焦优先任务，从而使时间、资金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更加有

效。拥有清晰的规划或路线图有助于将有限资源聚焦于优先任务，也就

是将资源配置给那些最有可能带来预期变化的活动。如果没有规划，人

们常常会因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分散关注点。与此类似，项目或计划

也常常会偏离正轨，导致无效和低效。

 规划有助于确定未来成功的景象。恰当的规划有助于个人或团队知晓所

得到的结果是否符合当初预期并对差距进行评估。当然，这需要对规划

所确定的事项进行有效的监测和评估。因此，良好的规划应包括清晰的

监测和评估策略并善加运用通过监测和评估获得的信息。

2.1 开始启动

在规划伊始，来自政府、UNDP或联合国国家小组（UNCT）的核心规划团

队应对规划工作及完成规划的路径进行讨论。对于全球性、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计



19

划以及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来说，UNDP或 UNCT的职员应该详细

询问其内部政策和程序，了解规划制定过程涉及的时间表、任务、职责、内部质

量保证和审批方面的信息。

在召开第一次规划会议之前，应搜集全球性、区域性、全国性或社区性挑战

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计划或项目开发过程中需要加以明确。这些信息既可由政府

搜集，也可由 UNDP或 UNCT搜集。可能的信息来源包括：国家发展规划、扶

贫战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报告、国家人类发展报告、性别平等文

件、独立评估与审查、国家风险评估等。

对上述搜集到的信息，应与 UNDP或 UNCT的比较优势进行关联研究。对

于政府、UNDP 或 UNCT 来说，这种关联研究的目的是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关键

议题是什么，以及 UNDP或 UNCT应对哪些领域做好提供支持的准备。这将有

助于对预期目标进行管理并确保在规划初始阶段的聚焦。

在这个阶段，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选择大的领域而非制定具体解决方案。例如，

在针对一项新的国家计划进行首次讨论时，注意力应集中于宽口径的行业领域和

相关挑战，如政府治理、安全、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在规划一个项目时，最初的

注意力应该集中在面临的挑战类型及其性质上（如内陆城市失业问题、性别歧视、

国家规划与监测能力），而非具体的解决方案（如小额财政贷款、性别意识计划）。

这样做，目的是确保所定义的工作领域与 UNDP或 UNCT的职责和能力大体一

致，避免预先设定解决方案带来的风险。第 2.3部分将详细论述问题识别与优先

排序的过程。

议题笔记（ISSUE NOTE）和工作计划草案（第 1项交付成果）

在初始阶段，核心团队应形成简要的议题笔记和工作计划草案。在后续的规

划过程中可进行完善。议题笔记应捕捉与需要关注的关键挑战相关的所有可用信

息。这是规划过程中的第 1项交付成果。议题笔记可以反映国家、区域或全球性

政策与战略文件的关键优先事项、公共和私营部门高层人员表达的关切以及各种

分析研究的发现，如国家或区域的人类发展报告、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社区需求

评估或机构能力评估等。议题笔记至少应包括三部分：

第 1部分：背景和目的

在这部分，核心团队应概括说明准备议题笔记的合理性。通常包括如下内容：

■ 建立议题笔记的背景（为何将核心团队召集起来，共同启动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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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手开展的规划工作的性质（为扶贫战略文件、UNDAF、CPD、新项目

等做准备）

■ 哪些利益相关者将参与规划制定工作（本手册 2.2部分可用来指导如何准

备利益相关者的初始名单。形成名单的过程应保持灵活性，以便在问题分析阶段

出现更多可用信息时能够增加新的利益相关者。在问题分析过程中，一旦问题更

加明确，就可以开展第二轮利益相关者分析，这有助于确定还有哪些人应纳入利

益相关者范畴。）

第 2部分：优先议题综述

■ 已确定的主要发展挑战

■ 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的群体

■ 能力约束的关键领域

可能的话，综述应突出各种问题对于男性、女性和边缘群体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 3部分：完成规划制定的工作计划

在这一阶段，核心团队应简要概括出整个规划制定过程的主要活动、进度安

排、所需资源等，以确保在新的利益相关者加入之前就已经考虑到所有重要事项。

工作计划应关注核心团队在实际启动规划制定工作之前就应考虑的诸多问题。规

划核心团队应当自问：

■ 我们为计划或项目制定规划的整体时间框架如何？

■ 为保证在预定时间内制定出规划，在规划制定过程中我们必须实现的重要

里程碑有哪些？

■ 我们要在哪个阶段完成监测和评估计划？（通常要将监测和评估计划作为

整体规划制定过程的一部分，以便相同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整个过程）

■ 在利益相关者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规划制定过程如何体现参与性？（参

见 2.2部分，这有助于确定采取的参与方式）

■ 在规划制定过程中需要什么资源？（例如推动者、场地、资源提供者、重

要发言人等）

■ 谁来负责落实规划制定过程中需要的不同活动？（如组织研讨会、邀请参

与人、联系推动者等）

■ 规划制定过程总共需要多少经费？

工作计划草案的样本格式如表 2所示。当明确具体活动的更多细节后，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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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准备并逐步完成初步工作计划的草案。

表 2 《规划制定工作计划（草案）》样本（示例）

主要步骤 组织者 发生时间 备注

招聘数据采集顾问 UNICEF 2010年 5月 10日
UNICEF准备任务大纲并与

国家规划机构共享

初始头脑风暴 驻地协调员 2010年 5月 15日
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召集各

有关方面召开第一次会议，

做好分析准备

利益相关者分析 驻地协调员 2010年 5月 15日 作为头脑风暴的一部分

邀请利益相关者
规划部部长与

驻地协调员
2010年 5月 30日

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发出邀

请，并随后电话通知

规划研讨会：

1.利益相关者引导与培

训会议

国家规划机构 2010年 6月 20日
驻地协调员办公室为国家

规划机构提供后勤保障

2.问题分析专题研讨会 国家规划机构 2010年 6月 27-28日
同上，研讨会上应包括对规

划制定过程的演示，要有对

监测和评估的思考

3.对已明确的问题补充

搜集数据
国家规划机构 2010年 7月

可 作 为 共 同 国 家 评 估

（CCA）过程的一部分

4.完成问题分析、确定

结果框架的研讨会
国家规划机构 2010年 8月 14-15日 同上

5.确定监测与评估工作

安排的会议
国家规划机构 2010年 8月 23日 同上

结果框架草案审议：

1.利益相关者审核（或

同行评议）

国家规划机构 2010年 8月 31日

2.总部审议 驻地协调员 2010年 9月 15日
准备关于结果框架的

沟通方案
沟通小组 2010年 9月 22日

由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UNFPA）沟通办公室领导

资源 资助 费用 备注

场地 UNICEF 1.5万

可能场地—Niagra 酒店和

Tunoko 酒店，这两个酒店

对乡村利益相关者来说较

便利

推进员 国家规划机构 6千
需要在参与技巧方面受过

良好培训的推进员

沟通 UNFPA 1万
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利益相

关者和普通公众的沟通策

略

资源提供人（如监测评

估专家、性别顾问、扶

贫专家）

UNCT 1万
包括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组

织的专家；联合国开发组织

各总部的专家

顾问（如数据采集） 驻地协调员 1万
设备、材料 驻地协调员 5万
其他 驻地协调员 2万

总计 5.8万



22

对核心团队来说，通过系列座谈会和研讨会而非一场规划研讨会的方式来构

思规划通常更为有益。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为计划制定规划，也可以用于为大型或

复杂项目制定规划。另外，强烈建议制定一个清晰的工作计划，并且该计划中要

明确时间进度和预算安排。

2.2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参与不充分，是计划和项目失败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因此，应尽

一切努力鼓励利益相关者在规划、监测与评估过程中积极而广泛地参与。这尤其

适用于在人们的安全感和脆弱感可能高度紧绷，以及可能存在紧张局势和摩擦的

危机情况下。在这些情况下，规划过程应确保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尤其

是那些最没有能力提高自身利益的群体），同时要创造机会让各种不同的群体以

开放、平等的方式相互听取观点。在危机情况下，这不仅是一种良好实践，而且

能从根本上确保计划至少“无伤害”，并有望缓解固有的或激烈的紧张局势。能

否认可 UNDP的中立性，以及计划或项目能否成功，都有赖于不同主要利益相

关者群体（包括与冲突各方相关的那些群体）的代表之间平等协商。在某些情况

下，召开利益相关者相互听取观点的论坛，可能是缓解冲突的一种机制。

第 1步：利益相关者分析

任何一个既定计划、项目或正在形成中的计划都可能涉及大量的利益相关

者。有效的规划制定过程需要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是能够从开发

过程中受益或其利益受到开发计划影响的那些群体。因此，对于所有的规划制定

过程来说，通常建议开展简明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有助于明确以

下内容：

 对正在制定的计划、项目或活动可能产生影响的潜在风险、冲突和制约

因素

 可开拓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与伙伴关系

提示：在准备 UNCT计划或项目的过程中，议题笔记和工作计划可以作为关键

的内容要素，并用于 UNDP的“项目合理性说明”阶段。UNDAF准备过程中制定

的参与计划和工作计划的样本，可见 UNDG网址：

http://www.undg.org/toolkit/toolkit.cfm?sub_section_id=301&topid2=on&top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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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制定规划的核心团队会出现不把某些利益相关者纳入规划制定过程的倾向。

这种情形典型地发生在含有开发政策的复杂计划、项目和工作中。边缘群体、贫困

乡村居民、少数民族群体及其他类似群体常常被规划制定者所忽视，因为规划制定

者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群体缺乏充分的知识或受过良好教育，因此无法为规划制定

做出贡献。这种想当然通常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优秀的规划制定者应该常常自问：

“在这一问题上，还未倾听谁的声音？”那些此前被忽略的利益相关者提出的见解，

经常会给规划制定者带来意外的惊喜。

 通常被排除在规划过程之外的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

通过运用各种利益相关者分析工具，可以识别利益相关者并确定其在规划制

定过程不同阶段（规划制定、执行、监测、报告、评估等）的参与方式，包括针

对简单计划和项目进行一般咨询和专题讨论，以及针对大型或复杂计划召开更为

深入的研讨会等。规划团队或管理团队应通过判断来确定采用哪种工具和方法，

并牢记运用这些工具的主要目的是正确识别出那些对规划具有强烈兴趣或影响

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对于 UNDP计划和项目来说，通常至少会有一名 UNDP官

员和一名政府官员作为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组成部分参与到规划过程中。

表 3、表 4和图 4是开展利益相关者分析经常使用的三种简单工具（为更加

清晰地说明，表 3和表 4的各栏目中包含了关于不同信息类型的示例，这些信息

与支持公众参与选举计划遇到的挑战有关）。表 3旨在识别那些对计划或项目感

兴趣的利益相关者并确定其兴趣性质。表 4评估这些利益相关者对计划或项目的

重要性和影响力。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和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不一致，因为重

要性高低取决于计划或项目服务的对象。

图 4 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矩阵

第 1组：高重要性/低影

响力的利益相关者

第 2组：高重要性/高影

响力的利益相关者

第 3组：低重要性/低影

响力的利益相关者

第 1组：低重要性/高影

响力的利益相关者

影响力

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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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关键利益相关者及其兴趣识别

备注：NGO指“非政府组织”

在兴趣性质一栏中，“+”或“-”是指利益相关者或利益相关者群体对计划或项目的态

度是支持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或者他们的兴趣对于正在计划的事项是帮助性的还是阻碍性

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兴趣可以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比如一些伞式

私营部门组织支持某一计划或项目，而同类的其他组织则可能持反对态度。

表 4 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利益相关者（举例） 重要性（从 1到 5, 最大为 5） 影响力（从 1 到 5,最大为 5）

首相办公室 5 5

大学 3 2

主要政党 5 4

宗教伞式组织 3 2

NGO群体（如“监视者”NGO） 3 3

私营部门组织 3 4

少数群体的代表 5 1

青年伞式组织 5 1

竞选管理机构 4 3

国际观察团 1 3

公民组织 5 2

女性组织 5 2

非正式政治领导人 2 4

注：NGO指“非政府组织”

利益相关者（示例） 兴趣 兴趣性质（+或-）

首相办公室 更多公民参与 +

大学 政治文化和公民行为 +

主要政党
自由而公正的选举，

更大影响力的机会？

+
+/-

宗教伞式组织 政治道德，公正 +
NGO 群体（如“监视者”NGO） 公正，更大影响力 +
私营部门组织 产生影响的机会，公正 +/-
少数群体的代表 参与机会 +
青年伞式组织 参与机会 +
竞选管理机构 保持自身中立 +
国际观察团 公正 +
公民组织 公民权利，公正 +
女性组织 女性权利，公正 +
非正式政治领袖 对其权力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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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利益相关者沟通讨论其在计划或活动中的角色时，上述表格和矩阵都是

非常有用的。

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矩阵（第 2 项交付成果）

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矩阵是规划制定过程的第二项交付成果，它是

用于确定谁应参加规划制定会议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整个过程的主要

工具。

第一组利益相关者对于活动的成功十分重要，但可能对整个规划制定过程的

影响甚微。例如，一项选举项目的成功通常依赖于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充分参

与，但这些群体对项目的设计、执行或开展选举活动可能没多大影响。在这种情

况下，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很高但影响力不大。他们可能特别重视保障其利益和

倾听其呼声。

第二组利益相关者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占有核心位置，因为他们既重要又有影

响力。他们应该是建立伙伴关系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例如，参与全国大选计划的

政党既非常重要（如开展市民动员），又具有影响力（没有这些政党支持，则大

选计划可能无法实施）。

第三组利益相关者对于一项活动而言不是核心的，他们对活动的成败影响甚

微。这类利益相关者在整个规划制定过程中不可能扮演主要角色。例如，国际观

察团对选举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他们也不是选举活动的目标受益者，不受选举结

果的影响。

第四组利益相关者对活动本身而言不很重要，但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

对于一个旨在增加投票人数的选举计划而言，一位非正式的政治领袖可能不是重

要的利益相关者，但是他/她可以通过与权力代理人的非正式关系以及发动公众

或左右舆论的能力来对选举流程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有时会为活动的

开展设置障碍或有能力让所有的活动停摆。他们即便不参加规划制定过程，规划

制定者可能也需要制定与其沟通的策略以便得到其支持。

提示：制定规划的核心团队应投入时间讨论如何使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进来。在这

方面有很多实例。例如，有些团队安排预算来资助特定利益相关者的旅费和住宿费。

有些团队会重新安排会议时间，使之更适合特定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多数情况下，高

级政府官员或联合国官员会向利益相关者发出邀请函，这有助于向利益相关者表明其

参与的重要性。制定规划的核心团队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来确定最合适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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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利益相关者、所需费用和各利益相关者所在地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应

将遴选确定的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召开一次规划讨论会或座谈会。这可以作为

制定一项 UNDAF或 UNDP国家计划或项目的第一次会议。

第 2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引导和培训

引导规划制定过程

利益相关者应知晓规划制定过程涉及的内容。无论是一项国家战略规划，还

是一项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或者全球的、地区的或国家的计划，

通常都需要历时数月，召开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和座谈会，开展问题分析、任务研

究、行动研究，讨论并确定优先事项和实现途径，形成结果框架，制定监测评估

计划。项目层面的规划制定过程也包括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并根据项目大小和复

杂程度组织召开一次或多次研讨会。

在第一次会议上，规划制定团队应向利益相关者提供议题笔记和工作计划草

案的复印件。在工作计划中，应为制定结果框架和监测评估计划留出充足时间。

同时，要考虑到在危机环境中召开利益相关者会议时可能遇到的挑战，不同派别

群体共同参会可能使得会议十分敏感且耗时冗长。

专栏 5 为联合国计划文件建立时间表

在既定国家中，发展援助框架（UNDAF）是联合国团队的主要规划文件。UNDAF
的制定要邀请政府和全国范围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在制定 UNDAF 时，

本手册所讨论的主要步骤都要在 UNDAF五年周期结束前一年的 6月到 12月之间完

成。

对于 UNDP 的国家计划来说，国家计划和结果框架草案的准备步骤通常要与

UNDAF的制定过程（6月到 12月之间）并行开展，并在 9月和下年 2月之间对UNDAF
中涉及 UNDP 的内容进行详细设计。3月份，完成的国家计划要连同评估计划一并

提交给 UNDP执行董事会。

许多计划都运用 3月至 9月之间的国家项目行动计划（CPAP）来改进其结果框

架（结果、产出和指标等）、制定监测方案、凝练评估计划等。一旦在 3月至 9月间

伙伴国家开始与 UNDP共同实施预定的具体项目，这种方法通常会得到采用，并将

获得关于产出、指标和目标方面的更多信息。然而，在其他一些规划的制定过程中，

通常在准备计划的同时就开发并完成了完整的结果框架以及监测评估计划。

在计划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将有多个不同的时间点涉及到项目规划，而且对于

何时进行项目规划没有指定时间框架。

提示：利益相关者分析可以用来勾勒出哪些利益相关者将参与到 UNCT计划当

中，或者从项目层面来说，可以用来勾勒出 UNDP在项目开发“合理性说明”

阶段所提出的提案草案中应包含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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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适的话，应就某些议题对参与规划制定过程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引导和

培训，如性别分析、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途径、冲突敏感性分析、能力建设等。

（在制定 UNDAF文件时，将联合国改革进程和援助有效性的相关交付成果纳入

规划制定过程中，有助于提高利益相关者对联合国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发展方向的

认识。）启动阶段的会议旨在提高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并促使参与者在规划过程

中采取更缜密的分析方法。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采取如下一些方法：

 邀请一名性别研究专家，为参与者总体介绍关于性别重要性和如何通过

性别视角来考虑发展计划，其中包含对性别分析方法论的介绍。

 在研讨会中将一名性别专家作为利益相关者，作为确保性别问题和女性

权力问题受到重视的辅助方法。

 邀请一名报告人，向核心规划小组重点介绍能力开发方法论，这种方法

论是提高计划有效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具12。

 邀请一名报告人，向核心规划小组介绍增进包容性以及以权利为基础的

发展途径13。

通过与开发政策局（BDP）、危机预防和恢复局（BCPR）以及联合国职工

大学的相关部门建立联系，在组织和展示这些跨领域主题时会得到专家的支持。

项目层面的考虑事项

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简要说明的方式，对计划和项目同样适用。但是，大多数

小型项目不太可能有足够资源来围绕某些主题提供专家培训。在这种情况下，规

划制定的核心团队应当从成本-效益考虑，选择提高利益相关者意识的方式。这

包括准备简短的演示稿或简要指南，并在开会前分发给利益相关者。此外，也可

以邀请那些在特定领域受过培训的人士作为利益相关者。例如，可以邀请来自人

权、女性权利或性别研究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作为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与此类

似，来自国家规划制定机构或其他伙伴机构的性别或人权分析家也可作为利益相

关者。这是确保不仅在制定规划制定的初始阶段，而且再规划制定全过程自始至

终聚焦于特定议题的有效方法。

引导对话方式

在开始制定规划时，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从同一起点开始，这是十分重要的。

12 参考UNDP关于能力建设的政策笔记：UNDP，支持能力建设：UNDP方法。见：
http://www.capacity.undp.org/indexAction.cfm?module=Library&action=GetFile&DocumentAttachmentID=2141.
13 该指南可见于 UNDG网站上的通用学习包：UNDG，基于人权的发展方式。见：http://www.undg.org/index.cfm?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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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当理解：

 为什么大家共同工作十分重要

 为什么选择他们参加规划制定工作

 规划制定的工作规则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应如何对话，尤其是在危机情况

下，不同群体可能在这些讨论会上首次听到各方的观点和发展目标。

将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们掌握着资源，而且还因为

每个利益相关者对问题的起因和问题的解决之道都有独特的见解。在设计一项计

划的过程中，一名政府官员、一名社区成员、一名社会工作者、一名经济学家、

一位商务人士、一名女性、一名男性以及UNDP职员都有可能参与进来，并且他

们对于其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希望发生的变革也都持有不同的观点。在规划制定的

初始阶段，常常会引用一些简单的事例，让利益相关者知道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同

样的问题是多么轻松容易。

规划制定的核心团队应想方设法鼓励利益相关者做到如下方面：

 规避预先判断——在制定规划之前，利益相关者不应有任何先入为主的

观念，也不应急于下结论。在得出结论之前，他们应倾听不同的观点。

 开放包容——在制定规划时，所有观点都具有平等效力，而非只是那些

被认为重要的观点。在开展规划工作的过程中，所有人（男性、女性、

边缘群体）都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利益相关者表达的观点不存在“对”

与“错”之分。

 勇于创新——利益相关者应知晓，用以往曾经尝试过的那些传统方法，

几乎不可能解决长期存在的挑战。因此，他们应该对新观点保持开放的

态度，尤其是那些乍听起来行不通或者不切实际的想法。

向利益相关者解释这些基本指南的方法，在计划和项目层面都适用。

一旦完成对利益相关者的引导，就可以进入到实际制定规划的阶段。

提示：有必要提醒利益相关者，规划的制定过程不是开发一项 UNDP或 UNCT

计划，而是开发一项关于一国或一个社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的计划，并且在规

划制定过程中，UNDP或 UNCT会作为合作伙伴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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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规划制定

规划制定过程应帮助利益相关者设计出计划或项目，以处理正确的问题，并

针对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因此，在提出目标和任务或者为计划或

项目制定规划之前，利益相关者应进行一次全面的问题与现状分析。问题分析有

时也称为因果分析，是所有 UN 和 UNDP 计划的基本要求。对于全球性、全国

性或者区域性的计划而言，问题定义和分析有助于识别特定部门发生的情况以及

全球性、区域性和宏观的政策问题。在项目层面，问题分析有助于理解一个部门、

一个地区或社区所面临的特定挑战或存在的问题。

在计划层面全面开展问题分析，可以减少在项目层面开展问题分析的需求。

一旦在国家战略、发展援助框架（UNDAF）、国家项目行动计划（CPAP）或其

他文件中对问题进行了恰当分析，不同机构就可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项目开发，

而无需另行开展问题分析。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少数利益相关者参与了计

划层面的问题分析。在其他情形下，规划制定过程中可能没有开展全面的问题分

析。在这些情况下，不应假定已经确定了项目或产出层面的所有关键问题。让更

多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那些受影响最深的群体参与项目层面的问题分析过程，通

常有助于确保更好地理解挑战、制约因素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通常来说，问题分析在以下情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表面问题乃至深层原因和制约因素的清晰理解

 确定问题的实际规模和复杂性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

 确定问题如何影响各个群体（女性、男性、边缘群体），或者对不同社

会群体的不公平对待如何引发了问题

 确定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需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干预措施

 确定为有效处理问题而必须建立的合作关系

 评估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可能起的作用

 估计解决问题及其成因可能需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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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 共同国家评估（CCA）
由联合国发展组织委托开展的共同国家评估（CCA），可作为帮助确定和分析

问题的有用工具。当政府、国内其他伙伴以及联合国国家小组（UNCT）都参与到

评估过程时，CCA将会发挥最大作用。本手册描述的问题分析过程与 CCA通常采

用的分析过程非常相似。

在缺乏足够的数据和分析证据，或者为更好地理解问题而需要额外的分析时，

通常使用 CCA工具。严密的 CCA 能够从战略层面分析一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问

题根源及其对相关群体的影响，特别是女性、少数民族群体、土著居民、移民及

流浪者等被忽视的群体。严密的 CAA分析还重视利益相关者在国家治理和项目实

施过程及结果形成中是否有自由、积极、有意义的参与机会（或障碍）。

一个准备充分的 CCA工具应为准备 UNDAF 提供充足的信息。然而，每个具

体机构在准备计划或项目时，可能需要更多的补充分析。

关于 CCA的其他信息，包括案例和工具等，可登录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
网站：http://www.undg.org/index.cfm?P=227

此外，对于利益相关者建立共识来说，问题分析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对问题

及其原因缺乏共同理解，就很难形成共同愿景和战略。

计划层面考虑的事项

对于大型计划，或缺乏足够的宏观分析数据时，建议召开一系列专题研讨会

对问题进行分析。问题分析和信息搜集常常要花费数周时间。合作伙伴可能需要

回顾以往开展的研究，或启动新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开展宏观能力

评估，对国家能力中具有优势和存在劣势的关键领域做出评价，这些能力可能需

要在计划中予以考虑。

项目层面考虑的事项

对于小型项目来说，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题讨论与咨询，就能够满足

问题分析的需求了。但通常还是建议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召集到同一地点，从而

使得整个群体可以从不同观点的交流讨论中受益。大型或复杂的项目需要召开一

系列研讨会，这一点可能与计划类似。即使在更小的项目中，也不能想当然地认

为仅仅通过在开始阶段召开一次只有少数人参加的讨论，就能明确和清晰理解所

有的问题。利益相关者常常会低估研究一项问题所需的时间。这会导致在执行过

程中出现各种各样始料未及的问题。因此，应当为咨询与研究留出足够时间。

第 1步：识别主要问题

一旦把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他们就应开始考虑那些需要关注的问题。（这

可作为 CCA研讨会的一部分，该研讨会通常先进行初始分析，而后由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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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识别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优先问题。）这一阶段的目标不是提出计划或项目作

为问题解决的方案，而是正确地识别出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利益相关者应识别出地区、国家或社区面临的问题，而不是UNDP或某

个特定利益相关者要解决的问题。（本手册后续会介绍如何对UNDP或

UNCT计划面临的挑战进行优先排序和选择。）

 利益相关者应参考此前准备的最初概念注释。

 应通过如下一些关键问题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引导：

 初始问题是否明确了需要关注的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是否充分捕捉到了男性和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们是否捕捉到了影响边缘群体以及不同群体权利的问题？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否与国家能力方面的关键问题相关？

 问题识别过程的一个关键内容，就是集中讨论当前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谁

受到了影响。讨论内容应包括：是否有特定群体的权利受到忽视，从而

比其他群体受到更大影响。

 利益相关者在开始识别主要问题时，就应对这些问题做出反映。

 尽管在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问题范围内，可能有必要将讨论限定在特定领

域或议题上，但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围绕主要问题进行头脑风暴14。

 应从负面条件或现实的角度表述问题，而不能从无法明确的特定情况来

表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问题的表述方式常常影响着利益相关者对解

决方案的考虑。例如，对同一问题可以有以下不同的表述方式：（1）

少数民族群体和边缘群体无投票权；（2）少数民族群体和其他边缘群

体未参与选举；（3）少数民族群体在选举中的参与度较低。第一种问

题表述方式是从“缺失什么”来表述——在这个例子中，缺失的东西是

选举权。这种表述方式的危险在于：它可能会导致利益相关者认为修订

法律、赋予这些群体选举权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可能导致提出一个修

订法律的项目。然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群体和其他

边缘群体的投票率，那么修订法律可能仅仅是诸多解决方案之一。事实

14 这是需要在专题研讨会上给予重视的一个实践要点，特别是在有必要识别关键问题而不是 UNDP需要解

决的问题的时候，以及在必须对讨论进行引导、以免利益相关者群体对 UNDP在计划中未关注（尽管

UNICEF或其他机构可能会关注）的那些问题进行无休止的深入分析的时候，例如 UNDP在其计划中并未

关注的教育部门存在的问题（尽管 UNICEF或其他机构可能对此有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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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果存在文化、经济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修订法律并不一定能够增

加少数民族群体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实际投票率。第二种方式和第三种方

式是陈述问题的更好方式，因为这两种方式能够引导利益相关者去分析

造成这些群体不参与选举或不投票的所有因素。总之，问题的表述方式

应有利于引导开展全面分析，而不是引导注意力偏向任何特定的议题。

 与此类似，利益相关者应聚焦于现在而非将来。不应将问题表述成“如

果我们不关注X，那么Y就有可能发生”或者“X在将来很有可能发生”。

在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分析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将有机会评估问题的既

有与潜在的影响与效果。在这个阶段，焦点是让所有人就问题本身是什

么达成共识。如果在讨论中过早地将“当前问题是什么”与“问题未来

会发展成什么”两方面内容相混淆，常常会在关注点上造成困惑。

 利益相关者应针对前述主要问题，对所有识别出的关键问题进行检视：

这些问题是否充分反映了男性、女性以及边缘群体的关切？是否强调了

国家能力方面的核心关切？

在问题识别过程中，可能识别出的问题示例如下：

 选举过程中缺少女性、土著居民和边缘群体的参与

 国家关键机构促使公众参与的电子政务能力低下

 选举方面的法律、体制和程序剥夺了选举者的权利，尤其是女性、土著

居民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选举权利

 社会组织在选举监督方面的参与度较低

 国家选举管理机构的能力低下，难以通过自由、公正的方式对选举进行

管理

这些只是与政府治理和与选举相关的具体问题示例。在环境、气候变化、教

育、经济发展和文化等不同领域或主题中，也可以识别出问题。

识别的问题清单是规划过程的第三项交付成果。虽然 UNDP或 UNCT可能

不会为伙伴国家识别所有问题提供支持，但对这些问题进行记录是重要的，这些

记录可以为将来的分析所用，也可为其他机构或个人发起行动倡议提供基础。

提示：问题清单可以作为 UNCT 参与计划和 CCA 的一部分。不同的联合国组织

将会挑选不同的问题纳入到具体国家计划之中。在项目层面，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或

多个将用于在“项目合理性说明”阶段准备最初的 UNDP项目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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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步：对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和优先级排序

在问题识别过程中，很可能会识别出若干主要问题。有些问题看起来密切相

关，有些问题看起来是其他问题的原因或结果。例如，某人可能会把“少数民族

的参与度低”作为一个问题，而其他人则可能把“少数民族没有投票权”作为一

个问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需要深入讨论哪一种表述最能反映该群体想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这一过程有助于考察某些问题是否只是其他问题的一部分，或者是

其他问题的结果。若如此，则应将之记录下来以备后续讨论。

一旦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利益相关者就需要对问题进行优先级排序。排序

的目的，首先是确保来自全球、区域、国家或社区的利益相关者都认为这些问题

至关重要，其次是确定 UNCT或 UNDP在 UNDAF以及全球、区域或国家计划

或项目中将要应对哪些挑战。

许多非盈利性公共组织采用一个简单模型对问题进行排序并明确需要解决

哪些问题。该模型通过三个维度对已识别的问题进行分析，即价值、支持、能力

与比较优势。（在UNDG准备的 CCA和UNDAF的指南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模型）。

以先前的案例来说，规划团队会写下主要问题并要求利益相关者使用图 5中的模

型来考虑这些主要问题。

提示：优先排序的问题是 UNDAF 和 CPD详尽阐述的主要问题。在 UNDP项目

开发周期的“项目合理性说明”阶段，这些问题为形成项目建议书提供了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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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利益相关者重要性和影响力矩阵

三个圆圈的重叠部分，即区域 1，通常被称为“尽管去做”区域，因为它代

表一项优先的挑战，而且 UNDP或 UNCT也拥有这方面的伙伴支持、内部能力

与比较优势。归入这类区域的问题对 UNDP来说具有高的优先级。

区域 2 常常是一个值得支持的良好区域——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为利益

相关者带来巨大价值，并且 UNDP或 UNCT也具备能力和比较优势，但可能需

要努力动员支持、建立伙伴关系并进一步提高意识。

UNDP和 UNCT通常应该避免区域 3和区域 4中的挑战。对于区域 3，应由

其他具有更大能力和比较优势的公共机构、私营机构或非盈利性机构提供支持。

例如，一个与国家级合作伙伴开展讨论的联合国组织，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或授

权去处理电子政务或教育问题，该组织可能更适合定位于调动女性和边缘群体的

力量，与电子政务相关的挑战可能需要其他合作伙伴应对处理。

区域 4中的挑战可能在 UNDP的授权和能力范围之内，因此 UNDP会尝试

去解决——但是这些挑战可能不是国家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不是关键利益相关

者充分关注的问题，或者不会给社区、国家和地区带来价值。

解决该问题将带来重大价值：

 该问题是全球、区域、国家或社

区的优先事项。

 该问题能支持国家或地区实现

MDG或形成主要发展优势。

 区域、国家或社区拥有掌控权。

价值

我们要为解决该问题提供支持：

 与我们的权限一致（执行董事会

或高管的支持）。

 我们可以依靠政府或其他伙伴。

 我们可以依赖那些有决策力和资

源的机构。

支持

我们拥有解决该问题的能力和比较优势：

 我们拥有行动授权。

 我们拥有或能够获得解决该问题的能力

（包括从总部或其他渠道获得技术支持

资源）。

 我们能比其他机构提供更有成效和更高

效率的支持。

 我们拥有独特的资源和/或特质（如中立

性、合法性、美誉度、号召力等）。

能力与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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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 UNDP或 UNCT支持的优先问题被识别出来，利益相关者就应开始搜

集关于这些问题的更多信息，以供后续工作参考。经优先级排序的问题是规划制

定过程的第 4项交付成果。

第 3步：问题分析

对于每个甄选出的优先问题，利益相关者都要进行问题（因果）分析。这通

常需要其他更多数据，包括已开展的针对该问题或事项的分析总结、关于问题的

数据或统计结果（如果可能的话，数据应该按照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群体以及

其他变量进行分解）、宏观层面的能力评估结果、机构评估或社区评估结果等。

在准备一项 UNDAF或国家计划时，所需的大多数问题分析应由 CCA提供。但

在有些情况下，上述分析可能难以获得或不够充分。同时，在项目层面可能也需

要与特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展补充分析。

如果研究成果和数据已经存在，那么利益相关者就应该以这些成果和数据为

依据。如果没有，可能有必要组织开展新的研究，以获得对特定问题更充分的理

解。利益相关者应当在开始问题分析之前，对所有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审阅。这有

助于保障问题分析的质量。在很多规划实践中，通常在问题识别的初次座谈会或

研讨会结束几周以后启动问题分析，以便为研究工作和数据搜集留出时间。

专栏 7 “项目”和“基于结果”的发展方式的差异

在某些情况下，问题可能已被预先识别出来，并且相关分析和提案也已经提交给政府、

UNDP或其他资助伙伴予以考虑。这些情况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提交给资助机构的众多

项目提案都只配有一个固定的解决方案。所提的解决方案常常只涉及某个更大问题的一部

分。这通常是因为提交提案的机构倾向于努力使其强烈感兴趣的那部分内容获得资助。例

如，一个非政府组织可能会提交一份帮助其增强对全国大选监督能力的提案。虽然这也许

是个重要项目，但它所解决的更像是某个更重大问题的一部分。

良好的、结果导向的计划要求对所有项目层面的提案开展问题分析，以确定所描述的

问题是否属于某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以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足以应对挑战。这些疑

问有时可以找到答案，尤其是当提出的项目隶属于一项已经设计好的国家计划（如减贫战

略文件、UNDAF 或国家计划）框架的时候。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更深入地讨论那

个更大问题是什么，以及不同合作伙伴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需开展的工作。询问这些问题

的目的，不是要延长项目审查和批准的进程，而是要确保问题得到恰当分析并找到适当的

解决措施。这些解决措施可能包含一些超出特定项目范围的行动。这正是项目与聚焦结果

发展方式的差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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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存在许多不同的问题分析模型，包括本手册使用的问题树模型15。对计

划层面和项目层面的问题分析来说，这些模型同等适用。运用这些模型的主要目

的是研究问题的根源和主要效果，以便更好地设计解决方案。一个构建完善的因

果问题分析示意图会使勾画开发步骤 5提到的结果图更加容易16。

运用问题树模型进行问题分析（第 5项交付成果）时，利益相关者通常会

采取如下做法：

 从一个已确定的主要议题或问题开始，将它写在问题树的树干上（见图

6）。例如，一个已确认的问题可能是“在国家或地方的政府治理与决

策过程中，公众的信任度和参与度较低”。

 对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行头脑风暴。对原因进行类别区分通常会有所帮助，

例如政策制约、体制约束、能力缺陷或社会文化规范阻碍等。

 通过询问“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发生？”，来激起关于问题起因的头

脑风暴。利益相关者应力求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他们应探究出

问题的潜在根源，这种根源可能基于排他、歧视和不平等。

 将答案附在问题树的根部（见图6）。

 对于每一个答案，通过询问“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从而进行深

入发掘。利益相关者不应止步于初级原因或起因上，而应询问在这些原

因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情况。

 针对每一项确定的原因重复上述工作。当利益相关者就问题起因穷尽了

其他可能的原因或想法之后即可停止。

 当问题树的根部绘制完成时，规划制定团队应检查一下该问题树是否提

供了关于问题起因的良好解释。要检查不同根系上是否有重复出现的子

原因，这些子原因可能正是结果框架中需要优先关注的事项。

15 开发实践者们提出了供不同群体使用的大量其他问题分析模型。当存在巨大语言障碍或教育水平差异

时，更简单的方法也许更为合适且同样有效。这些方法通常包括使用绘制的图片或图像，或者采取简单的

重点群体讨论等方法。
16 结果图有时候也称作“成果模型”、“逻辑模型”、“结果链”、“逻辑框架”、“计划模型”等。在

这一阶段，只要规划制定过程中的核心概念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与交流，使用哪个术语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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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问题树（示例）

在图 6的例子中，在树干阴影框中展示的核心问题——“在全国或地方的政

府治理与决策过程中，公众的信任度、参与度较低”，可看作是一个能够在UNDAF

和 UNCT 层面处理的、计划层面的问题。在树干之下，识别了一个更具体的问

题——“选举制度和选举流程中的地方公众信任度、参与度，尤其是女性、土著

居民和其他边缘群体对选举的信任度、参与度”。UNDP及其合作伙伴可能在国

家计划和项目中关注这一挑战。为更好地进行说明，阴影框中还识别了另一个较

低层级的问题——“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阻碍了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公共决策”。

女性、原住民的投

票率低

树枝（影响）

树干之上

在全国或地方的公共治理与决策

过程中，公众的信任度、参与度

较低

公民遵守公共政

策的比例低

政府投入于社会

发展的资金不足

树根（原因）

树干之下

政府税收

征收不足

在选举制度和过程中，公众的

信任度、参与度较低，尤其是

女性、原住民和边缘群体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决

策的渠道和机会不足

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

阻碍了弱势群体参与

公共决策过程

选举法律、制度和

程序剥夺了公民

的选举权

女性、原住民及其

他群体没有意识

到他们对国家的

权利和责任

选举管理

机构能力

不足

选举法律

已经过时

不同政党对选举法

律改革缺乏共识

关键的政府机构缺乏

电子政务能力

对电子政务投入不足

对电子政务的潜力认

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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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或者其他机构可在国家计划或项

目中应对这一挑战。选择处理哪个层级和哪种类型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参与其中

的合作伙伴及其能力、比较优势和可用资源。问题分析过程中采取的步骤对各层

级的问题均适用。

利益相关者常常会发现，展示和讨论问题带来的影响也是很有帮助的。在这

种情况下，可以在问题树上创建出树枝，以便说明问题如何影响了地区、国家或

社区。具体过程包括：

 识别问题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可以采用分析原因时用过的分类方

式，如政策制约、体制约束、能力缺陷或社会文化规范阻碍等。

 识别问题带来的主要间接影响——例如，由于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公众信

任度低，因此只有少数人会纳税。这一直接后果或影响，可能导致其他

间接问题的出现。

 讨论该问题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在讨论中，男性和女

性都应有机会发表评论意见。

 讨论边缘群体（残疾人、土著居民等）等特定群体是否会受到影响——

询问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否受到了影响。

在示例的问题树中，高层级问题带来的影响画在了树干之上的阴影框里。对

于较低层级（例如项目层级）的问题树，影响可以从与阴影框上面直接相连的框

开始着手。上述两种情况存在的共同影响是边缘群体的投票率较低。

对计划和项目进行问题树图解的主要差别在于：计划层面的问题树通常比项

目层面的问题树展示出更为广泛的问题根源。换言之，识别出的问题层级越高，

问题的原因可能就更多。例如，在图 6的计划层面问题树中，问题被表述为“政

府治理与决策过程中的公众信任度和参与度较低”。这样，原因不仅涉及到选举

流程和选举制度的问题，还涉及政府通过其他方式推动公民参与的问题。因此，

在计划层面，需要对上述两方面问题都加以分析，而项目层面的分析则只聚焦于

与选举流程有关的问题原因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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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关于问题树的说明

虽然计划层面的问题通常涉及到更广泛的根源，其问题树也更为复杂，但是，许

多大型或复杂的项目也可能会形成精细复杂的、根源广泛的问题树。即便从项目或较

低层级的问题出发，通过分析也可能识别出该问题产生的更高层级影响。

沿着问题树查寻，利益相关者可能识别出造成问题和影响的其他原因，并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针对已识别出的项目层面问题直接采取措施，可能不足以解决导致更

高层级影响的某些原因。例如，假设某个项目将“制定选举流程和选举制度的能力较

弱”作为主要问题，那么一个可以确定的影响是公众对选举过程的信任度较低。在研

究该影响的时候，利益相关者应评估其他因素对该结果的影响。为此，利益相关者可

能会决定启动一个更大的项目，或者试图促进合作伙伴与非合作伙伴采取其他行动以

解决更高层级的影响。

问题树快速核检表 是 否

√ 我们已经识别了与政策和法律环境相关的问题及原因

√ 我们已经识别了与机构能力差距相关的问题及原因

√ 我们已经识别了与文化和社会规范阻碍相关的问题及原因

√ 我们已经识别了影响男性、女性和边缘群体以及不同群体权利的问题

√ 我们可以看到造成已识别问题的多层次原因

√ 我们用最广义的用语对问题进行了定义，超越了个别机构或利益相关

者所关切的问题范围

√ 我们定义了问题及其原因，而非最初只聚焦于“某个或某几个机构有

能力通过项目实施来解决问题”的维度。

第 4步：构建未来愿景（第 6项交付成果——愿景报告书）

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应着手制定解决方案。这项工作可能只需

要将问题及其原因重新表述为正面的表述或目标。然而，在重现表述问题之前，

利益相关者首先应进行愿景规划。愿景规划的目标是将问题解决后的未来景象可

视化。在重新表述问题之前进行愿景规划的好处在于：

 愿景规划能为规划制定团队注入能量。相较于立即开始针对每项问题逐

提示：完成后的问题分析会为 CCA、UNDAF、CPD和 CPAP提供关键数据。项目

层面的问题分析应在 UNDP项目周期的“项目定义”阶段的开始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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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详尽研究，对问题解决后的未来景象进行积极思考能让规划制定团队

充满活力。这项工作能激发创造力并有助于确保整个过程不过于理论化

和方法论化。

 如果愿景规划过程不限于仅仅将问题重新表述为正面结果，那么未来愿

景规划中可能会形成一些原本不存在的思想。

 对于与结构化问题分析过程联系并不紧密的利益相关者成员来说，愿景

规划是促进其参与的一个好方法。

 达成关于未来的共同愿景，能够为集体行动奠定强有力的坚实基础。

将愿景作为我们期望实现的变革

愿景规划工作的目标是让利益相关者对某个时间段（通常是 5-10年）内期

望实现的积极变化形成清晰、现实且共识的愿景。利益相关者应思考如何在上述

时间段内改善地区、社会、社区或受影响群体的生活。恰当的问题应当是：“如

果我们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那么该地区/国家/社会在 5年内会变成什么样？”，

“哪些方面会发生变化？”，“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会看到何事发生？”等。

利益相关者应重新检查其问题分析过程并反思所形成的意见。在首次反思之

后，利益相关者成员应讨论当前形势，评估问题分析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

前的现实情况。在对当前现实情况进行审视之后，利益相关者应将未来（发展变

革）图景可视化并进行描绘。

一旦完成愿景规划，利益相关者就应通过一份或多份报告书或者使用图画、

影像等将愿景清晰表现出来。愿景应是对未来积极形势的清晰、现实的表述。以

前面所述的问题树为例，利益相关者群体可以构建这样一个愿景：“一个朝气蓬

勃的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不论男性、女性、青年和少数民族，都

拥有平等的权利并且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到影响其生活的决策当中”。这

提示：所有参与问题分析和愿景规划的利益相关者没必要都事先具有结果链或逻

辑框架模型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在问题分析和愿景规划的初始阶段，不引入结

果矩阵或逻辑框架术语（如成果和产出）是非常有益的，否则将导致对术语含义

的广泛讨论，并可能偏离问题分析与愿景规划的主要目的。在许多项目框架中，尤

其是在利益相关者群体成员之间存在语言障碍，或在教育、技能方面存在差异的情

况下，可能没必要引入结果矩阵和逻辑框架模型。相反，可以通过一些不太正式的

方式来获取同样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通过地图、图表、图画等不同形式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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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愿景可以成为传播计划或项目目标/目的的重要工具。

针对每个经过识别和分析的主要问题，都可以形成一份愿景报告书。这些报

告书是规划过程的第 6项交付成果。一旦形成了广泛的愿景报告书，利益相关者

就应准备启动下一个步骤。

第 5步：创建结果草图（第 7项交付成果）

本步骤针对如下问题提供指导：如何使用通常所称的“结果制图技术”来创

建结果草图。在本节的结尾，本手册将说明如何将结果草图转换成 UNDP 使用

的具体表格格式。

开发结果草图可能耗时较长，却是完全值得的。在规划会议上，利益相关者

应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了实现我们在特定问题领域设定的愿景和目标，必须把

哪些事项安排到位？”

创建一组积极结果

创建结果图的一个良好起点是抓住问题树树干上确认的每一个主要问题，并

将其重新表述为能够带来更长期积极结果或效果的直接积极结果。例如，假如问

题被陈述为“政府治理中的公众信任度和参与度较低”，那么直接的积极结果可

能是“政府治理中更高的公众信任度与参与度”。这可以导致更长期的积极结果，

如“公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到选举过程当中，尤其是女性、土著居民和边缘群体”

专栏 9 愿景规划指南

 不要聚焦于如何改善当前形势，或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改变当前形势。

 相反，要聚焦于未来将是什么景象：社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的生活将会如

何改变？对于男性、女性和边缘群体而言，情况会如何改善？

 针对这一问题（例如，政府治理的公信度和参与度较低），5年之内这个国家会变

成什么样？

 女性、土著居民和边缘群体的生活将发生哪些方面的变化？

 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的行为将发生哪些方面的变化？

 人们和机构的能力如何得到加强，他们是否更有效率地工作？

 男性和女性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哪些方面的变化？

 改善政府治理的公信度和参与度较低这一问题，还有哪些方面发生变化？

提示：愿景陈述有助于形成 UNDAF, CPD, CPAP，也有助于形成区域计划和

项目文件中的区域目标和国家目标以及对优先事项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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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民更广泛地遵守公共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

同样，“选举制度和选举流程中的公众信任度和参与度较低，尤其是女性、

土著居民和其他边缘群体”这一问题也可被转换为积极结果，即“选举制度和选

举流程具有更高公众信任度和参与度，尤其是女性、土著民和其他边缘群体”的

积极结果，这一积极结果将导致“公众参与选举的程度更高，尤其是女性、土著

居民和其他边缘群体”。

对结果的陈述应尽可能清晰和具体。规划团队应回头参阅愿景报告书并看看

是否有预期要实现的其他长期效果。这些长期效果应是对问题树上“效果”的正

面重述。这些效果也应类似于之前开发的更广泛的愿景报告书，或成为愿景报告

书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直接的积极结果，即问题树树干上识别出的主要问题经过重

述后得出的结果，是利益相关者集中关注的主要结果。（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关

注一些更高层级的、可能纳入某个 UNDAF或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的结果。）

有了这一直接的积极结果，利益相关者就能准备结果图了。结果图（有时也

称作结果树）本质上是问题树的反面。在有些规划过程中，利益相关者通过持续

重新表述每一个问题来建立结果图。虽然这种方法也能起作用，但更推荐的方法

是询问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我们已经识别出的积极结果，必须把哪些事项安排到

位？”当利益相关者采取这种方法时，整个规划制定过程通常更富有成果并且会

产生新思想。

开发结果图的核心原则是从积极结果倒推。利益相关者应从前述步骤所确定

的积极结果着手，即从问题树上的主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应达到的状态出发。而

后的目标是绘制一套完整的更低层级的结果（或条件或前提），这些结果必须在

完成结果图之前就已明确。创建结果图的主要任务如下：

1. 利益相关者应写下直接积极结果以及他们力图实现的所有更长期性的结

果。回到我们所举的例子，这种积极结果可能是“政府治理中更高的公众信任度

和参与度”。

2. 利益相关者应进行倒推，并将实现结果需要的主要前提条件和变革写成

书面文件。例如，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上述结果指出，为实现这些结果，国家可

能需要“在选举过程和政府治理中有更高的公众信任度”，“提高公众对民主权

利和国家责任的意识，特别是女性和土著居民”，“以自由、公平的方式提高管



43

理选举过程的国家选举机构的能力”，“政府政策要进行变革，以使女性和土著

居民更易于行使民主权利”，“对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的更大接受度、包容度和

更加尊重”。

3. 利益相关者应将实现上述变革所需的前提和条件写成书面文件。例如，

为了“提高管理选举过程的国家选举机构的能力”，可能需要“主要政党之间达

成共识，以便完善选举法律和选举管理制度”。这些下一层级的结果应与问题树

上识别出的较低层级的原因紧密相关。

4. 利益相关者应明白，这些前提条件不是 UNDP或任何利益相关者群体需

要采取的行动，而是一系列必须准备就绪的关键事项。问题应是“如果国家成功

实现了我们已经识别出的积极结果，难么在该国或在该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不是“UNDP或政府应当做什么事情？”

5. 一旦影响变革的各种前提条件被识别出来，利益相关者就应明确实现这

些前提条件的必要干预措施。这里只需提出总体性的干预措施而非具体实施细

节。例如，“实现各党派在选举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共识”可能要求“就选举改革和

管理方面的全球实践与趋势，制定对关键议会成员进行培训和提高意识的计划”，

或者“制定旨在促进党派共识的倡议计划”。同样，要实现女性、土著居民和其他

边缘群体的意识提高，可能需要制定大众媒体沟通计划、以特定利益相关者为对

象的宣讲活动等。

6. 在整个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应批判性地思考：在关注男性、女性和边缘

群体的不同需求时，可能需要采取哪些特定干预措施。

利益相关者应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需要对结果图进行更多思考和

文字描述。此外，当利益相关者获得新信息或对计划有了更好的理解、或者利益

相关者开始启动实施过程的时候，结果图都可能发生变更。因此，规划制定团队

应对结果图的再思考和修订保持开放态度。

这些结果图从开始就避免了传统的“投入—产出—结果”的线性表格，线性

表格会限制对某一机构具体产出结果的讨论。在结果图模型中，创建结果图的过

程聚焦于所有需要安排到位的事项，而不管需要谁去“生产”它们。回到我们的

例子，结果图基本样式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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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结果图的基本样式（示例）

在这一示例中，利益相关者已经开始识别必须安排到位的其他“事项”（椭

圆形方框），其中一些可发展为项目。

提示：虽然下一层级的条件或干预措施通常被称为产出，但在这一阶段，应尽一

切努力避免给它们贴上标签。如果被贴上产出或项目的标签，就可能将讨论集中

在哪个机构或合作伙伴能够产生这些产出，而不是哪些事项需要安排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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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这些模型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不仅应考虑 UNDP的贡献（干预措

施、计划和成果产出），也要考虑 UNDP的伙伴和非伙伴的贡献。这类模型在

监测和评估阶段极为有用，因为它有助于捕捉那些融入到计划设计过程中的假

设。结果草图是规划过程的第 7项交付成果。

评估结果图的快速检查清单 是 否

√ 我们已经识别了与政策和法律约束相关的结果

√ 我们已经识别了与机构能力差距相关的结果

√ 我们已经识别了与文化和社会规范相关的结果

√ 我们已经识别了改善男性、女性和边缘群体生活条件的结果

√ 我们已经识别了关注社会不同群体权利的那些结果

√ 我们可以看到多层次结果

√ 结果图提供了我们需要的、包括广阔行动领域的图景，并非仅

仅聚焦于项目或有形产出

√ 结果图展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和非合作伙伴都需要采取行动

的领域

识别意外结果或影响以及风险和假设

在精心制作结果图的同时，利益相关者还应留意的是：有时意图良好的行动

也可能导致负面结果。另外，还可能存在阻碍规划结果实现的风险。因此，必须

投入时间去充分思考各种不同的假设、风险和可能出现的意外影响或结果。

专栏 10 结果图说明

 开发结果图是一项团队工作。由一人完成结果图虽然省时，但从长远来看是没有

效果的。

 开发结果图需要时间。开发过程越仔细认真，之后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就会越容易。

 开发结果图的过程应聚焦于全面思考这一问题：为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当

下需要什么？创建结果图并非开展一项学术活动，而是一项基于真实变化的工

作，这些真实变化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包括男性、女性和土著人群。

提示：完成的结果图在 UNDP的计划或项目生命周期中，将为“计划或项目定义”

阶段提供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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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假设”通常被定义为“那些必要的和积极的条件，它们能成功解释不同层

面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当利益相关者考虑其预期的积极变革并描绘

实现这些变革的前提条件时，他们会假设“一旦这些条件到位，那么预期结果就

会实现”。在开发结果图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一些假设。这里要询问的问题

是：“如果我们说，有了 X就应当导致 Y，那么我们的假设是什么？”例如，

如果利益相关者说“政府治理和决策过程的公众信任度和参与度高”会导致“边

缘群体和土著居民的选举投票率高”，那么利益相关者就应当询问“我们的假设

是什么？”或者“什么条件下会发生此事？”通常来说，假设与利益相关者为实

现预期结果而付诸努力的背景环境相关。在假设政府为实现预期结果而采取行动

或部署资源的情况下，通常会设计出一些干预措施。还有一个经常存在的总体假

设是，在计划所处的环境中，社会、经济、政治是持续稳定的。

对假设的陈述可以指出那些应该考虑的额外结果或投入，从而丰富计划的设

计过程。假设也有助于识别风险。对 UNDP和特定计划来说，假设既可以针对

内部，也可以针对外部。当一项假设不成立时，就可能需要对结果进行调整（见

图 8）。

在结果图中最低层级建立的假设多数情况下能够实现。例如，如果利益相关

者指出“良好的大众媒体沟通计划”和“以特定利益相关者为目标对象的倡议活

动”应当会使“女性、土著居民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意识提高”，那么，利益相关

者可能已经假定合作伙伴会调动充足的资源来实施沟通和意识提升计划。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利益相关者指出“政府治理和决策的公众信任度和参与

度高”这一预期结果会带来“高投票率”，由此，利益相关者可能已假定乡村边

缘群体会配置充足的预算资源来建设投票中心，并改善通往投票中心的公路设

施。

我们可以认为，第 1个例子中关于有能力调动沟通和倡议计划所需资源的假

设和第 2个例子中实现更高层级结果的相关假设相比，前者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这是因为利益相关者对低层级结果和假设通常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另外一些关于假设的示例如：

 规划阶段的优先事项保持不变

 为实现两党共识的政治圆桌协议将如期得到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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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或地区具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支持选举过程的预算分配计划在实际中得到落实

 为实施干预而制定的资源调动目标得以实现

图 8 假设与风险

风险

风险是指超出计划控制、给结果实现带来负面影响的潜在事件。虽然风险超

出了政府或 UNDP 的直接控制，但可以采取措施来消减其影响。对风险的评估

应从可能性（可能发生）和潜在影响方面开展。如果发生风险，就会引发对整个

计划及其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如果利益相关者询问的问题是：“发生什么事情

会阻止我们去实现预期结果？”，那么风险就与假设相似。假设关系到计划实施

提示：尽管利益相关者将大多数工作聚焦于实现他们设想的积极成果，他们也必

须对预期的长期愿景和变化保持关注。假设阶段通常是询问这一问题的好时机：

“如果实现了我们所确定的积极结果，那么事实上，我们能看到预期的长期收益

或效果吗？”以及“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在对背景、环境以及合作伙伴与非合

作伙伴应采取的行动等诸多假设进行深入思考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有益的

想法，这些想法向我们展示了有助于鼓励其他人采取行动的倡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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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并且这种条件发生的可能性很高。例如，一国可能假设“政府在计划上

的投入不会缩减”。这一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利益相关者相信不缩减投入的可能

性很高。但是，风险关系到外部负面事件发生的概率，这些负面事件可能给计划

的成功造成危害。已识别风险的发生概率应为中度到高度。例如，另一国家的利

益相关者可能将“政府投入因财政紧缩而削减，从而影响税收”作为一项风险。

根据已知的信息，政府削减投入的发生概率为中度到高度。

举例而言，风险包括：

 出现种族矛盾，特别是有可能导致对少数民族的敌意

 地方政府选举结果导致对改革选举议程的政治支持降低

 内政部与首相办公室合并，导致对性别平等战略和计划的支持减少

 项目管理者离职，导致项目实施的重大延误（这种风险在项目实施阶段

可能会发生）

因此，利益相关者应再次对结果图进行评估，并力图识别出所有可能影响结

果实现的重要风险。除了每个结果层面的假设外，我们应该关注这些风险。

对于风险与假设评估来说，下面的快速检查清单将起到辅助作用。

意外结果

计划或项目可能产生意外结果。这些意外结果是另一种形式的风险。它们并

非计划或项目活动中不会发生的风险，而是会发生且会带来不良后果的风险。

验证假设与风险的快速检查清单 是 否

√假设条件超出了计划或项目的控制

√假设条件对计划成功来说十分必要

√假设条件不是能够纳入结果框架的结果

√假设成为现实的概率高

√假设是具体的且可证明的——可以号召伙伴或志愿者检验其态势

√以似乎已实际发生的口吻对假设进行陈述

√风险明确超出计划的控制

√风险不是从负面对假设进行简单的重新表述

√风险的后果十分严重，对整个计划的成功产生重大威胁

√风险发生的概率从中度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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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结果、假设和风险发生，利益相关者就应讨论任何可能的意外结果或后

果。讨论的核心内容是为确保不发生意外结果而必须采取哪些行动。这可能需要

对结果图做一些小的调整——如其他条件、前提或干预措施。没有必要将意外结

果本身纳入结果图当中。

2.4 完成结果框架（第 8 项交付成果）

在这一阶段，利益相关者应着手将结果图转化为结果框架。在很多情况下，

这一任务由少数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小组承担。但是，在准备框架草案时，可以由

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他们可以运用简单的沟通技巧，并且不必探讨 RBM

专业术语的细节和构成。

创建结果框架草案

对 UNCT和 UNDP的计划或项目文件来说，表 5提供了将结果图转化为框

架草案的起点。它表明了如何将规划会议上使用的一些通用术语和问题转换为

UNCT和 UNDP 所使用的通用计划语言。表 5 可用于与所有或多数利益相关者

共同形成初始草案。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参与的情形或对于项目层面来说，

表 5尤其能够有所帮助。

专栏 11 意外结果：我们的丈夫尚未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

某个国家开展了针对“为女性小企业家提供培训和资金”计划的评估工作。该

计划是一项更宏大的战略的组成部分，该战略旨在通过增加收入和职业机会来提高

女性权权利。评估表明该计划已经实现了预期结果：小微企业培训计划取得了成功，

并且参与该计划的女性在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都有所增长。而且，女性感觉拥有了

更多权利来为自己和家庭做决定。

然而，评估也发现许多女性在计划结束时仍未体验到幸福感，原因在于婚姻和

配偶关系方面的问题增多了，并且一些社会关系因女性权利的变化而宣告终结。一

些女性报告说，她们的配偶并未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变化。

这些女性建议，如果在计划伊始和计划实施过程中为其配偶提供一些咨询服务，以

使他们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好准备，那么问题就会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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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创建结果框架草案的简明指南

问题与通用术语
等同的 UNDP

RBM 术语

术语：愿景、目标、目的、长期效果、长期结果

问题：我们力图实现什么？我们为何要应对这一问题？我们的总目标

是什么？

影响

术语：首先、积极结果或即时结果、前提、短期和中期结果

问题：我们在 5年内想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力图改变的最直接的事

情是什么？实现目标并产生影响之前，必须把哪些事项安排到位？

结果

术语：干预措施、计划

问题：为实现短期和中期成果，需要通过项目或计划形成或提供什么？

不同利益相关者必须提供的是什么？

产出

术语：行动

问题：产生上述产出需要做哪些事？
活动

术语：测度、绩效测度、绩效标准

问题：我们如何知晓我们正在实现计划目标的道路上？
指标17

术语：数据源、证据

问题：我们需要什么信息来测度绩效？我们如何获得这种信息？成本

如何？能否对这些信息进行监测？

核验方法 17

编制明确的结果和指标

在承担这一任务时，成立一个熟悉 RBM术语的小组通常更有帮助。这是因

为，在确定了编制结果框架所需专门术语的情况下，如果由太多人一起承担任务，

可能使整个过程进展缓慢。同时也要注意，在采取小组工作方式时，应当与更大

范围的群体进行信息共享，以便进行评论和验证。在这一过程中，参与此项活动

的利益相关者应当：

 运用表6所示的版本

 参考下文关于框架不同部分的编制指南

 完成关于每项主要结果的表格。每项主要结果（效果）可能产生一个或

多个相关影响。预期影响应填入每项主要结果（效果）当中。同样，每

项结果将形成一项或多项产出。

对结果的高质量表达——即建立完备的影响、效果、产出、活动和发展指标

——对于开展适当的监测和评估至关重要。如果结果不清晰、指标缺失或表述不

当，那么监测和评估过程就会充满挑战，这将使团队和管理者很难知晓计划的进

17由于相对复杂，我们并未提出对此进行验证的指标和手段，因此在结果框架草案部分没有必要设置专门

章节阐述如何将指标和验证手段纳入结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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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以及应该何时采取补救行动。

本节使用的 RBM 术语是 UNDG 的统一术语，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

援助委员会(OECD-DAC) 的定义保持一致。

表 6 结果框架

结果 指标 基线 目标 验证手段 风险&假设

影响报告书（目标群体的

最终收益）

从影响方面测度

进展情况

从结果到影响的假设。影

响将无法实现的风险。

效果报告书（发展态势的

短期和中期变化）

从效果方面测度

进展情况

从产出到效果的假设。效

果将无法实现的风险。

产出（提交或提供的有形

和无形的产品和服务）

从产出方面测度

进展情况

从活动到产出的假设。产

出将无法实现的风险。

活动（为形成研究产出而

承担的任务）

形成产出的里程

碑或关键目标

活动实施的前提条件。

结果与结果链

到目前为止，规划工作应已创建出许多结果以及总体结果图。这些结果和结

果图可以运用标准的 RBM方法和专用术语转换为结果链和结果框架。

首先，“结果”可定义为由因果关系引起的、可描述且可测度的发展变化。

不同层面的结果力求捕捉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划工作（见 2.3节）会编制出多种

多样的结果，这些结果被标示为愿景、效果、结果、前提、条件、干预措施等。

从传统的 RBM方法来看，这些结果可互相连接并形成通常所称的结果链。这一

结果链从本质上告诉我们利益相关者想要实现的目标、他们为何有此目标以及他

们如何为实现目标而努力。这与结果图并无太大差别。现在，我们要将前述结果

转换为更特定的 RBM语言并开始增加绩效测度。

如结果框架草案（表 5）所示，结果图中建立的愿景和长期目标体现为结果

框架中的“影响”，直接的积极结果和部分前提条件体现为“效果”，更低层次

的前提体现为“产出”等。这些内容在结果链的形成过程中都有体现。在结果链

中，最低层级的前提条件被标为“投入”，最高层级的前提条件被标为“影响”，

如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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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RBM结果链

编制影响报告书

影响是以人们的幸福度为衡量标准的、人类发展方面的实际或预期变革。

影响在总体上体现了人们生活的变化。

已完成的活动本身基本不会告诉我们人们发展条件或生活方面的变化。重要

的是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影响指的是所追求的“大图景”变化，它代表发展

的根本目标。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要在考虑预期影响的背景下提出干预措施或产

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计划或项目没有明晰的、想要实现的愿景，就很难对

结果进行清晰界定。影响报告书能够解释所开展的工作的重要性，并且能够激励

人们付诸努力、迈向未来。

与效果类似，影响报告书在理想情况下要用动词过去式来表达，如“改善了”、

“加强了”、“转变了”、“增加了”、“扭转了”或“减少了”。这些动词的

使用要与人们生活的全球、区域、国家或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联系起来。

“影响”的形成通常需要在上述条件下对实质性和直接变化进行长期扩散，如减

少贫困以及人们医疗与福利、环境条件或政府治理的改善。MDG和其他国际性

的、区域性的和国家性的指标通常被用于跟踪“影响”层面的进展情况。

参考结果图中的示例（见 2.3节，第 5步），某些更为长期的影响可能是“公

众对国家和地方选举的参与度提高，尤其是女性、土著居民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

我们想要什么？怎么实现？ 为什么要？我们想要什么？怎么实现？ 为什么要？

输入

用于开

发干预
措施的

资金、
人员和

原材料

活动

通过活

动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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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干预措

施而形成
的产品、

资本商品
与服务

产出

一项干预措

施的输出所
带来的的短

期和中期效
果；发展条

件的变化

影响

以人们幸福

度为衡量标
准的、人类

发展方面的
实际或预期

变革；人们
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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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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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开展活

动，调动
投入、

形成特
定产出

产出

因干预措

施而形成
的产品、

资本商品
与服务

效果

一项干预措

施的产出所
带来的短

期和中期效
果；发展条

件的变化

影响

以人们的幸福

度为衡量标准

的、人类发展

方面的实际或

预期变革；人

们生活的改善

资源 结果

资源 结果

规划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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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群体”以及“巩固民主进程和提高所有公民对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决策的参

与度。”这些影响是“更富有活力的民主社会”这一更宏大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制效果报告书

效果是在干预措施希望实现的发展条件方面的实际或预期变化。

效果描述的是由政府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像 UNDP 这样的国际开发机

构）的干预措施所引起的发展条件方面的预期变化。效果是通过产出和不同伙伴

与非伙伴的贡献而形成的中期发展结果。效果表明的是关于全球或特定区域、国

家或社区在一定时期内已发生或将发生的变化。效果通常与个体或群体的制度绩

效或行为的变化紧密相关。效果通常无法通过某一个机构来实现，并且不受项目

管理者的直接控制。

由于效果处于投入与影响的中间地带，因此可以从不同层面的目标对其进行

界定。出于这一原因，某些文件中可能涉及到直接、中间和更长远的成果，或者

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成果。联合国使用两级关联的效果来反映不同层面的目标：

 UNDAF的效果

 机构或国家计划的效果

UNDAF的效果是联合国通过与政府和民间团体合作预期实现的战略性的、

高层次的结果。这类效果志向高远，接近“影响”层级的变革。UNDAF的效果

通过与下一层级的国家计划效果相结合才能实现。这类效果的实现，通常需要两

个或两个以上机构与政府和社会团体伙伴紧密合作。

国家计划的效果通常是个体机构与其国家伙伴的合作计划或大型项目所取

得的结果。国家计划的成功有赖于合作伙伴的承诺与行动。

效果报告书要纳入到 UNDP计划文件中，在 UNDP及其合作伙伴（以及非

合作伙伴）可以产生合理程度影响的层面，要促使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对效果进行

详细说明。换句话说，如果国家目标反映了国家层面的变革，并且 UNDAF的效

果代表高层次和战略层面的发展变化，那么 UNDP计划文件中的效果应反映出

比较优势，并且应表明 UNDP的努力能够以合理方式影响效果的实现。以 UNDP

支持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高选举管理机构的能力为例，效果不应陈述为“国

家能力的提高”，而应陈述为“选举管理机构能力的提高”。“国家能力的提高”

可能意指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都提高了能力，并且甚至意味着非政府机构的

同类能力也有所提高。如果意图真的在此，那么，“国家能力的提高”可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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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精确的效果。然而，一般原则是：政府和 UNDP 计划的效果应具体到 UNDP

的贡献情况，同时能够广泛捕捉到其他合作伙伴和非合作伙伴为实现特定变革而

付出的努力。

效果报告书在理论上用动词过去式来表达，如“改善了”、“加强了”或“增

加了”，这些动词的使用要与全球、区域、国家或地方的社会发展进程或制度紧

密相关。效果不应被陈述为“UNDP向 Y提供支持”或“为 Z提供技术建议方

面的支持”，而是应当具体说明 UNDP 工作的结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本国

公民付出的努力。

 效果报告书应避免诸如“援助/支持/发展/监督/明确/坚持/准备X或Y”之

类的语句。

 与此类似，效果不应描述“效果将如何实现”，并且应当避免诸如“通

过…改进”或“依靠支持”之类的语句。

 效果可以用指标进行衡量。形成效果报告书要考虑对与效果有关的进展

进行测度，并在效果实现时进行验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效果应

该是具体的、可测度的、可实现的、相关的且有时限的（SMART）。

 在理想情况下，效果报告书应表达出制度、个体行为或人们生活质量等

方面的变化——即使这种变化并不大。

图 10效果与影响的 SMART分析

不同层面的效果示例如下：

 改革政策、法律和管制框架，以便从根本上扩大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

（短期和中期）

 增加乡村社区贫困人口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获取（中期和长期）

 到2014年，在5个省份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行为有所减少（中期和长期）

S 具体的（Specific）：影响和效果以及产出必须运用变革语言——必须描述出

具体的未来条件

M 可测度的（Measurable）：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结果都必须有可测度的指标，

无论结果实现与否都应能够进行评估

A 可实现的（Achievable）：结果必须在合作伙伴的能力范围内实现

R 相关的（Relevant）：结果必须对国家发展框架的选定优先事项有所贡献

T 有时限的（Time-bound）：结果从不是无时间界限的——要有预定完成日期



55

 到2015年，区域和次区域的贸易量有所增加（中期和长期）

回到前面所述的选举案例，国家计划层面的效果可能是“支持自由和公平选

举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得到加强”或者“改革选举管理政策和制度，以确保选举过

程更自由、更公平并能促进边缘群体的参与”。

编制产出报告书

产出是通过项目或非项目活动形成的短期发展结果。产出的实现必须依靠

所提供的资源并在明确的时间期限内（通常少于 5年）完成。

由于产出是计划或项目活动最直接的结果，因此通常可以处于政府、UNDP

或项目管理者的最大控制中。明确界定对于实现效果可能具有重要贡献的产出，

是十分重要的。

在对产出进行具体阐述时，应关注以下问题：

 为实现既定效果，我们需要何种政策、方针、协议、产品以及服务？

 上述内容是可获得且处于我们直接控制范围内吗？

 这些产出反映了实现效果的适当策略吗？有恰当的因果关系吗？

 为消减可能阻碍效果实现的潜在风险，我们需要其他额外产出吗？

 产出符合SMART（具体的、可测度的、可实现的、相关的和有时限的）

要求吗？

在头脑中牢记以下几点是重要的：

 产出必须是各自计划周期内的交付成果。

 一般来说，效果的实现需要多项产出。

 如果大多数结果超出计划或项目的控制或影响范围，那么这种结果就不

是产出。

产出通常被表达为描述积极变化的动词名词形式，例如：

 环境与贫困关联性研究的完成

 性暴力方面的警察与司法培训

 讨论国家反贫困战略草案的国家的、参与性的论坛集会

 国家人类发展报告的完成与传播

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与“改革选举管理政策和制度，以确保选举过程更自

由、更公平并促进边缘群体参与”这一效果相关的产出有很多，可能包括：

 倡议活动的开发和实施，目的在于就选举法律和制度改革需求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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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选举管理机构中相关制度和程序的实施与能力开发

 选举管理机构“新技术在选举管理中的应用”培训计划的设计与实施

 关于女性和土著居民参与选举的权利立法修订草案的准备

 选举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

编制活动内容

活动内容描述了实现前述产出所需的行动，具体指由项目人员组织开展的

协调、技术支持、培训工作。

在 RBM背景下，执行或完成一项计划或项目活动并不构成发展结果。计划

或项目活动与形成有形商品和服务或产出的过程相关，这些商品和服务或产出反

过来有助于产生效果和影响。

在编制活动内容的过程中，应当关注以下问题：

 为得到产出，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行动的总量能确保得到产出吗？

 开展这些活动必须具备什么资源（投入）？

重要的是在头脑中牢记以下两点：

 活动方案通常要提供定量信息，并要表明行动的阶段性。

 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多项活动才能够得到产出。

活动内容通常由一个动词起始并描述一项活动或行动。在我们所用的例子

中，活动内容可包括如下方面：

 由选举法改革领域的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开发和推广针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和职业发展计划

 组织关于选举意识的研讨会和研修班

 出版关于女性和少数民族选举权的新闻通讯和宣传手册

 为选举管理部门采购设备与物资

 开展选举法修订草案的咨询工作

编制投入内容

投入本质上是为开展活动而必须投入或投资的事物。

尽管本手册不进行细节探讨，但投入确实是结果链的组成部分。投入包括工

作人员、利益相关者和志愿者的时间投入、资金投入、咨询、设备、技术以及材

料等。通常会将资金作为主要投入，因为资金投入涵盖了咨询、人员、材料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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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成本。然而，在规划的早期阶段，应在将不同资源转换为货币计量之前，先

行确定需要哪些不同资源。

上面所述的指南应该有助于准备结果框架中的第一栏内容（“结果”）

表 7 结果框架的“结果”部分

结果

影响报告书

目标群体的最终收益

效果报告书

发展态势的短期到中期变革

一般来说，影响的实现需要多项效果

产出

交付或提供的（有形或无形）产品和服务

一般来说，效果的实现需要多项产出

活动

为形成研究产出而开展的工作

每项产出通常有大量活动

专栏 12 关于结果框架的说明

当利益相关者识别出所有效果、产出、活动和投入时，结果框架就能够完成了。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满足内部要求，需要一个更具限制性的框架，该框架仅表明

与特定机构（如 UNDP）及其伙伴有关的具体效果和产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

形成更为聚焦的结果框架，同时要尽全力展示更广泛的行动议程上所列的信息，以

及合作伙伴和非合作伙伴为实现更广泛的战略文件（如 UNDAF，全球、区域或国家

计划行动计划，或者项目文件）中所述的总体效果和影响而付出的努力。战略文件

不应仅限于相关机构形成的文件。相反，战略文件应表明不同利益相关者开展的工

作如何能够有助于共同愿景和预期影响的实现。这也对监测和评估工作有帮助。

编制绩效指标

指标是发展历程中变革的标志。指标描述的是追求预期结果的方式，对监

测和评估工作来说至关重要。

良好的绩效指标是结果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特别是指标能提供以下帮助：

 为正在进行的计划或项目管理决策提供启示

 衡量进展和成就，包括不同利益相关者理解的进展和成就

 阐明活动、产出、效果和影响的一致性

 通过表明进展情况，向所有利益相关者确保合法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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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项目和工作人员的绩效18

结果链包含活动、产出、效果和影响，结果链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使用指标，

但指标的使用必须与所衡量的结果直接相关。一些关键点如下：

 “谁设置指标”是一个基本点，这不仅涉及到指标的自主权和透明度，

也关乎指标的有效性。目标和指标设置应当是一个参与性的过程。

 类型多样的指标可能更有效。对目标实现进行验证，可能意味着要聚焦

于定量或简单化指标，而不是聚焦于那些虽能更好捕捉到变革本质、但

却更进难行证明的指标。

 指标数量越少越好。对变化进行衡量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因此使用的指

标数量应尽可能少。但是，指标数量必须足以测量正在发生的变革，并

能进行交叉校验。

18 UNDP，《UNDP中的 RBM：指标选择》，2002年，第 3页。

专栏 13 关于绩效指标的说明

在指标编制中经常存在的一个不足是，人民倾向于使用一般性、纯定量的指标测度

数量或比例，例如“通过的新政策数量”。这些通常是弱指标，因为它们仅指出发生了

某件事，而没有表明所发生之事是不是衡量目标的重要标准。例如，审计报告发现了一

个商业企业存在 10个问题，其中有 3个非常严重，其余 7 个是常规问题。如果 7 个常

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如果衡量绩效的一项指标是“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数或比例”，

那么这一指标可能捕捉到了“该企业已采取了一些行动”这一事实，但却没有表明这些

行动是否重要。

一般来说，指标应直接聚焦于关键事项。例如，针对政府关于防治艾滋病的承诺，

对其效果的衡量可能有多种不同方式。

研究这样一项指标：“制定艾滋病领域战略的政府部门数量”。

将该指标与另外一项定量指标进行比较，例如“在与非政府部门利益相关者进行磋

商的基础上开发艾滋病领域战略的政府部门的数量”。

同时将该指标与另一定性指标进一步比较：“拥有强有力的艾滋病领域战略的政府

部门数量”。

通过以下方面进行测度：

 在与非政府部门利益相关者协商的基础上开发战略（X分）

 部级高官参与战略开发和实施过程（X分）

 部门提供预算以资助战略实施（X分）

在第一种情况下，战略设计可能没有利益相关者参与、没有高级管理者参与且没有

预算。简单计算参与此项工作的部门数量不能成为履行政府伙伴真实承诺和衡量效果真

实进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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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4 SMART 指标

具体的：指标对于衡量结果的进展而言足够具体吗？

可测度的：指标在测定结果方面是可靠且清晰的吗？

可实现的：指标力图表明的结果进展情况是现实的吗？

相关的：指标与预期产出和效果是相关的吗？

有时限的：为获得数据而投入的资金和努力是合理的吗？

编制绩效指标的过程应从如下问题入手：

 如何衡量我们正在实现预期结果？

 哪类信息可以证明所发生的是积极变革？

 在既有的资源和能力限制下，我们可以监测的是什么？

 能为不同的监测工作及时提供信息吗？

 数据搜集系统应是什么样以及由谁对该系统负责？

 能利用国家体系或进行扩展吗？

 能运用政府指标吗？19

定量与定性指标

指标可以是定量指标或定性指标。定量指标是依据如下方面对结果进行测度

的统计学方法：

 数量

 百分比

 比率（例如，出生率——每千人的新生人数）

 比例（例如，性别比例——男性与女性数量的比例）

定性指标反映了人们对给定状态或主题的判断、观点、认知和态度。定性指

标包括敏感度、满意度、影响力、意识、理解、态度、质量、认知、对话或幸福

感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定性指标对结果的测度主要依据如下方面：

 遵循度

 质量

 程度

 水平

我们注意到，专栏 13所列举的关于政府合作伙伴履行承诺的例子，二级指

19 OCHA，《指南：结果导向的规划与监测》，2007 年，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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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被用于评估战略的质量，具体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否有益？”，高

级管理者的参与程度，履行承诺的水平——“预算也到位了吗？”

指标应尽可能分解。平均化的方式有可能隐藏差异，若要制定出关注女性、

土著居民和边缘群体的特定需求的计划，识别差异是基本要求。指标可分解为性

别、年龄、地理区域和种族等。

好的指标关键在于可信度，而不是测定方法的数据量或数据的精确度。数据

量太大会引起混乱而不利于聚焦，与定性研究相比，定量研究不再是必须追求的

目标。指标的合适度，取决于指标本身与它所描述的结果之间如何关联。

替代指标

某些情况下，最适合表征特定结果的指标数据无法获取。在这种情形下，利

益相关者应采取替代指标。运用替代指标是衡量进展情况的不太直接的方式。

例如，在考虑“地方政府机构通过有效且高效的方式来提供固体废物管理服

务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一成果时，直接指标可能包括：

 固体废物处理车由于维修或其他问题而停止服务的小时数

 每周服务的家庭数量变化率

 每周服务的商用设施数量变化率

 过去六个月内（特定）区域固体废物的按时处理率

假如对这些指标并无系统性跟踪，替代指标或间接指标可能如下：

 开展调研，掌握客户对固体废物管理服务机构服务质量与及时性的满意

度。（该管理服务机构可能会发现，与为获得更直接指标而建立数据捕

获系统相比，开展调研的方式要更加容易。）

假设情况是：如果客户调查表明满意度增加，那么就可以合理地认定服务水

平有所提升。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也是该指标被视为替代指标而非直接

指标的原因所在。

与此类似，在缺乏关于国家范围内贪腐情况的可信数据时，许多开发机构会

运用来自调查的信息，该信息体现了许多国内和国际行动者对贪腐的感知，因而

作为替代指标。

在“人类发展指数”中，UNDP和其他联合国组织运用“平均期望寿命”作

为衡量医疗和生活条件的代用指标。这里的假定是：如果人们的寿命更长，那么

就可以合理地认为医疗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在该指标中还用“实际国内人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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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作为“可支配收入”的替代指标。

指标层次

评估结果进展情况需要不同类型的指标。在 RBM框架中，UNDP采用三种

类型的指标：

 影响指标

 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影响指标描述的是全球、区域或国家层面人们生活与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社

区层面的计划中，影响指标可描述为地方和社区层面的变化。这些影响指标展现

了一幅广阔的图景，能够说明对人们和 UNDP 至关重要的那些发展变化是否正

在实际发生。在制定国家层面规划时，影响指标通常处于 UNDAF和千年发展目

标（MDG）层面，并且通常出现在 UNDAF的结果框架中。对于全球、区域和

国家利益相关者及 UNCT高级成员的监测工作而言，影响指标是最相关的。表 8

包括了影响指标的一些示例。

表 8 影响指标

影响示例
指标示例

（即“如果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能够看到并知晓什么？”）

 国家和地方选举中公众参与度

提高，特别是女性、土著居民

和其他传统意义上边缘群体的

参与度提高

 在国家（或地方）选举中，有投票资格选民的总

体投票比例

 在选举中有投票资格女性的投票百分比

 在选举中有投票资格土著居民的投票百分比

 国内该地区的学生教育绩效得

到提高

 完成小学教育的学生百分比

 标准化学生测验的通过率

 贫困和饥饿现象减少

 贫困率

 基尼系数

 极度贫困人口所占百分比

 婴儿营养不良程度

 人们更健康且更长寿

 寿命

 婴儿死亡率

 艾滋病感染率

提示：效果指标并非仅仅意在衡量一个机构（如 UNDP）做了什么或者其贡献是什

么。效果指标是描述发展条件变化的指标，因此其层级要比该机构的产出指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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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效果指标

效果示例
指标示例

（即“如果变化正在发生，我们能够看到并知晓什么？”）

 改革选举管理

政策与制度，以

确保选举过程

更自由、更公

平，并且能够促

进边缘群体的

参与

 市民调查中，认为选举管理程序自由且公平的人数所占百分比。

（这是一项代用指标。针对经筛选的群体进行有限调查，不对市

民进行普查。）

 对女性和少数民族的调查中，意识到新的选举行政法赋予其权利

的人数所占百分比

 注册投票的女性数量所占百分比的年度增长。（这是一项间接反

映进展的指标，在“该群体的实际投票人数”这一影响指标能够

测度的情况下，该间接指标才有意义。）

 注册投票的土著居民数量所占百分比的年度增长

 乡村地区投票注册中心的人均拥有率

 改革政策与法

律法规框架，以

持续扩大ICT技
术的接入

 按性别进行划分，接入互联网的人口数量和占比。（采用这一指

标要以制度框架不变为前提。对这类指标进行跟踪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超越了直接结果并注意到了合作伙伴所关注的影响。）

 信息技术领域修订和颁布的国家核心政策数量。（例如，在知悉

有些特定法律需要改革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一指标。）

 至2015年，关键

中央政府部门

和机构的电子

政务能力得到

提高

 主要中央政府机构拥有强大的公民在线参与设施的程度。这可以

通过计算总分的方式来综合体现，具体可选取如下要点：

 主要中央政府部门已建立网站（10分）

 网站包含有效的联系信息（10分）

 网站上可以获取主要的政府政策文件和公开出版物（10分）

 网站为残疾人士的访问提供便利（或采取第二种语言）（10分）

 网站提供了其他主要政府部门的网址链接（10分）

 网站为重要政务（税收、机动车注册等）提供在线付费服务（10
分）

 通过在线付费系统收取的财产税所占百分比

 到2016年，公共

部门的贪腐程

度降低

 对贪腐的感知指数。（这通常用一项综合调查指标来衡量，即国

内、国际专家和普通公众对于本国贪腐情况的感知。）

 《独立审计办公室年度报告》中，关于贪腐方面的总体结论或政

府绩效评级。

 到2013年，针对

女性的暴力行

为减少

 已报告的国内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数量20

 认为过去五年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有所减少的女性百分比

 认为至少有一个理由可以证明殴打妻子具有合理性的男性比例

效果指标主要用于评估特定效果的进展。效果指标有助于证实预期的积极变

化实际上确实已经发生。效果指标的设计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计划的结果框架

20使用这类指标时必须谨慎。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已经实施意识提高计划的情况下，由于更多人有了报

案意识并被赋予了相应权利，已报告的案件数量可能快速增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报告案件的数量

应当逐渐减少。可采用与医疗设施相关的补充指标来对报告的暴力案件数量进行跟踪。这可能会去除一些

意识因素，并能对那些已达到需要治疗程度的受伤害者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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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它通常是联合国组织及其伙伴最有用的指标。表 9提供了一些示例。

在表 9的第二个例子中，同时使用了“政策是否正在改变”指标和“能够访

问互联网的人数”指标，目的是从广阔的、补充性的视野展现效果的总体进展情

况。为了衡量那些可归因于“干预”之外的其他原因的变化，通常使用一套补充

性的指标。另外，综合性指标可用于对进展情况提供更定性的测度。在不存在有

效的综合指标的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可同意采用自己定的综合指标。

产出指标用于评估特定产出的进展情况。由于产出是有形的、可传播的，因

而其指标更易于识别。事实上，产出本身可能就是可测度的，并且其自身就可表

明进展是否已经发生。表 10提供了产出指标的一些示例。

表 10 产出指标

产出示例
指标示例

（即“如果变化正在发生，我们能够看到并知晓什么？”）

 起草提交给内阁的

选举改革新政策

 新政策起草的进展程度（见专栏15）

 国家选举管理机构

具备开展自由、公

平选举的制度、程

序和能力

 能够运用多种方式鉴别选举人身份的选举中心的百分比

 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团队领导的选举中心数量

 接受过减少选举欺诈技能培训的办公室人员和志愿者百分比

 确信本机构更具专业性且比前一年运营更加良好的选举管理

办公室人员百分比

 街区学校中受过培

训的教师

 截至2010年底，接受过培训的教师数量

 经培训后，在下一年工作更有成效的教师百分比*

 编制和发放的《国

家人类发展报告》

 发放的《国家人类发展报告》的数量

 收到报告的国会议员的百分比

 《国家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发现和意见建议用于高层次政

策讨论的程度（可与如下一些方面一起综合考虑：国会、内

阁、社会政策部长会议等是否就《国家人类发展报告》的研

究发现和建议进行了讨论）*

 区域市民社会和社

区组织具备监测地

方扶贫战略的资源

和技能

 截至2009年底，完成贫困分析课程的非政府组织人员数量

 经过培训的、认为自己比上一年工作更有效的非政府组织人

员百分比

 拥有监测委员会的地区百分比

 拥有公民团体董事会的地区百分比

* 这些指标代表的是结果类型的指标。对一项产出而言，至少需要有两项有用的指标：一是过程指标，

它表明产品或服务是否完成或交付，另一个是结果指标，它关注已经完成的产出是否正在带来预期变化。

通过这种方式，计划或项目管理者不仅能讨论产出和活动的进展情况，还可以讨论产出和活动的质量与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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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效果和效果指标的快速检查清单 是 否

√效果及其指标是具体的、可测度的、可实现的、相关的、有时限的

（SMART）。

√效果清晰描述了机构及其伙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工作领域

√以如下方式对效果进行文字表述：什么发生了变化，为谁而发生变化（如

果相关的话）以及截止到何时发生了变化。（效果通常应当在 5 年内实现。）

√效果关注的是机构能力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应当引导国家或地区的可持

续发展

√效果要体现条件和能力的变化，而不是产品与服务的交付。

√效果指标要表明如何对预期变化进行测度。

√效果指标测度那些超越了一个机构所能产生或提供的变化，它衡量的是

国家或区域的变化，而非项目所实现的变化。

√效果及其指标提供了关于未来的非常清晰具体的景象或图景，并不是总

体上覆盖方方面面。

审查产出和产出指标的快速检查清单 是 否

√产出及其指标是具体的、可测度的、可实现的、相关的、有时限的

（SMART）。

√产出的定义是产品或服务，其实现有赖于项目提供的资源。

√用于描述产出的语言要包括名词或将要生产出的“物”，同时要包括动

词，用于描述产出完成时所发生的事。

√产出的定义是“事物”，一个或多个机构对其进行控制并负责交付。

√指标要既能对形成产出的过程进行衡量（如生产的数量），也能对产出

的质量和/效果进行衡量（如用途层次或用户满意度）。

基线与目标

指标一经确定，利益相关者就要为他们期望的变化水平建立基线并设定目

标。更好的做法通常是由一个小组来承担基线研究工作，因为利益相关者当下可

专栏 15 将“已取得的进展程度”作为一项产出指标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纠结于用何种类型的指标来测度特定效果，特别是当需

要计算可能没什么意义的数量的时候。在本手册中，我们建议：对于特定的复杂

产出而言，或者对于那些质量而非数量至关重要的产出而言，可能采用的一项指

标是“已取得的进展程度”。目标要设定为每年要实现的进展程度。进展程度指标

可以用客户满意度指标作为补充，后者评估的是人们对产出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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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不掌握所有数据。基线和目标应当与指标保持清晰一致，并使用同样的量纲

单位。（考虑到实际因素，一些指标可能需要调整，以便与已有的测度方法保持

一致，如国家调查或国家统计所采用的测度方法。）

基线数据为测度变化奠定了基础。没有基线数据就很难测度一段时期内发生

的变化或难以开展监测和评估。有了基线数据，就可以与实施干预之前的状态进

行对比，从而对取得的进展加以衡量21。

基线一经建立，就应设定目标。目标通常取决于计划所处的阶段、干预措施

和活动的持续时间。例如，以 UNDAF为例，通常设定 5年目标，以便与 UNDAF

的实施周期保持一致。同样，全球、区域和国家计划通常设定 4—5年目标。尽

管有些发展变化要经历 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发生，但在一项计划或项

目的周期内仍要设立目标，其目的是使利益相关者能够看到反映整个变化的一些

“标志”，如果缺少 4—5年的目标，那么所采用的指标可能会过高，计划管理

团队就需要找到体现中短期进展的其他指标。

在产出层面，可以针对更短的时间段来设定目标，如 1年，6个月等。表 11

给出了关于这方面的指标、基线和目标示例。

我们并非总能为第一个 5年阶段的实施设定出强有力或高水平的产出指标。

以表 10中的“接受过减少选举欺诈技能培训的办公室人员和志愿者百分比”这

一指标为例，在第二年的培训开始之前，第一年要做大量工作。因此，该指标的

目标在 2009年可以是 0。这并不意味着该指标是软弱无力的。在这样的情形中，

可以用一个“批注”区域来对目标进行解释。正因如此，我们才建议使用两个或

更多指标以捕捉不同的产出维度（针对“效果”亦是如此）。在这个例子中，关

于另一个指标——基本制度方面的“进展程度”，也可用培训材料等作为数字指

标的补充。这为设定每年的定性指标留有了空间，并且能够关注到那些需要目前

安排落实的、为未来若干年以后的活动搭建平台的事项。

核验方法

21 理想情况下，在制定一项计划的过程中，应通过利益相关者来搜集基线数据，并且利益相关者应就基线

数据达成一致。然而，对于一些正在开展的活动来说，基线数据可能当时并没有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可能需要通过运用以往的年度评估数据来大致估计计划开始时的状态。如果该数据不存在，我们仍有可

能对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进行衡量。例如，为建立关于地方治理的基线，我们可以开展一项调查并询问：“与

三年前相比，你对地方决策的参与度是更高还是更低了？”在不可能逆向追溯变革的情况下，可以建立关

于目前态势的测度方法。这至少能实现对未来变化的评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创造一项新的指标，

而该指标并没有前一年的基线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某些其他情况下，当计划管理团队要推进实施一

项计划时，就能在开发基线数据方面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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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报告书与结果指标应当符合 SMART标准。SMART标准中的“M”代

表“可测度的”，即意味着数据应当易于获取，以便确定在实现结果的过程中取

得的进展。为确定结果和相应的指标，要考虑在监测和评估过程如何获取数据，

这一点十分重要。

对于在特定制度框架下启动一项活动来说，核验方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过于雄心勃勃或仓促开发的计划，通常很难认识到获取证据过程中会面临何

种困难，而计划管理者恰恰需要用这些证据来证明其计划的成功。如果没有明确

需要何种证据来证明所取得成就，没有充分认识到获得这些证据所需的努力和费

用，那么计划设计者就将该计划的可信性置于风险之中。如果一项计划的结果和

指标并未基于可测度的、可独立验证的数据，那么该计划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的

程度就是值得怀疑的。

表 11 指标、基线与目标

指标 基线 目标

影响：参与国家和地方选举的公众日益增多，特别是女性、土著人群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边

缘群体

在国家（或地方）选举中有

投票资格选民的总体投票比

例

2006：在国家选举中有投票资

格选民的投票比例为 42%
2010：在国家选举中有投票资

格选民的投票比例达到 70%

在选举中有投票资格女性的

投票百分比
2006：占 0%（女性无权投票）

2010：在国家选举中有投票资

格女性的投票百分比为 50%

在选举中有投票资格土著居

民的投票百分比

2006：占 15%（在鼓励或支持

本地土著居民参与投票方面，

没有开展任何工作）

2010：在国家选举中有投票资

格土著居民的投票百分比为
45%

效果：改革选举管理政策和制度，确保选举更加自由和更加公平，并能促进边缘群体参与到

选举当中

相信选举管理流程的自由性

和公正性的公众占百分比

2006:30%（基于最终调查数

据）
2010:80%

认识到在新的选举管理法律

下拥有权利的女性和少数民

族占百分比

2007:20%的少数民族说他们

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由[特
定]机构调查所得；备注：女

性没有投票权）

2010:70%的女性和少数民族

意识到了其权利

女性注册投票人数百分比的

增加

2007：0%的女性注册投票（女

性没有投票权）

2010：有资格女性的注册投票

人数年增长百分比为 20%

土著居民注册投票人数百分

比的增加

2007:30%有投票资格的少数

民族注册投票

2010：有投票资格少数民族注

册投票人数的年增长百分比

为 20%
农村地区选民注册中心的人

均拥有率
2006:1个中心对应 11000人 2010:1个中心对应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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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1：起草选举改革的新政策并提交给内阁

新政策起草的进展情况
2008：主要政党就重新起草选

举法律的需求达成共识

2009：召开 5次重要咨询会议

并准备关于新政策的白皮书

产出 2：国家选举管理机构具备相应的制度、程序和能力，能够确保选举自由和公平

使用多种选民身份鉴别手段

的选举中心占百分比

2006:0%个中心使用多种选民

身份鉴别方式

2009:70%的选举中心使用两

种或三种选民身份鉴别方式，

包括指纹识别（可能设置了相

关年度目标）

由经过培训和公开招聘的专

业人员领导的中心数量

2006:20%的中心由公开招募

的专业人士负责运营（基于

[特定]机构的研究结论）

2009:80%的中心由通过公开

招募而招聘的专业人士负责

运营

确信本机构比一年前更加专

业和运营更好的选举管理办

公室职员占百分比

不存在基线；2008 年将开展

首次调查

2009:70%的职员认为本机构

比一年前更加专业且运营更

好

接受过减少选举欺诈技能培

训的办公室人员和志愿者占

百分比

2006:0% 2009:80%

确定核验方法的过程应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协调配合下开展。效果方面

的证据要由目标群体、受益者或合作伙伴来提供（影响方面更是如此）。因此，

在对计划或项目进行规划的过程中，上述利益相关者参与思考如下问题十分重

要：在活动实施过程中以及活动完成后，如何获取关于进展的证据。由此，明确

核验方法能够推动监测体系的建立，并极大有助于保障对计划和项目随时开展评

估工作。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利益相关者小组应对开发中的计划或项目的结果框架进

行提炼或总结。

结果框架的制定是一个参与式、交互式的过程。为确保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

支持并明白结果框架中所有要素的含义，关键是要保证结果框架制定过程的参与

性。在开发结果框架的过程中，新要素的定义（例如在定义效果之后形成产出，

或者在定义特定结果之后定义指标，或者在定义指标之后具体说明核验方法）应

当用于检验先前所定义要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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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具备验证手段的结果框架示例

指标 基线 目标 核验方法

影响：参与国家和地方选举的公众日益增多，特别是女性、土著人群和其他传统意义

上的边缘群体

在国家（或地方）

选举中有投票资

格选民的总体投

票比例

2006：在国家选举

中有投票资格选民

的投票比例为 42%

2010：在国家选举中有

投票资格选民的投票

比例达到 70%

选举管理办公室关

于选举的最终报告

效果：改革选举管理政策和制度，确保选举更加自由和公平，并促进边缘群体参与到

选举当中

相信选举管理流

程的自由性和公

正性的公众占百

分比

2006：30%（基于最

终调查数据）
2010：80%

2008年和 2010 年开

展专门调查，以之作

为选举辅助计划的

组成部分

女性注册投票人

数百分比的增加

2007：0%的女性注

册投票（女性没有

投票权）

2010：有资格女性注册

投票人数的年增长百

分比为 20%

选举管理办公室的

数据库

农村地区选民注

册中心的人均拥

有率

2006：1个中心对应

11000人
2010：1 个中心对应

1000人

基于与农村地区人

口（来源：国家规划

局 2010年人口普查）

相关的中心数量（来

源：选举办公室数据

库）进行测算

产出 1：起草选举改革的新政策并提交给内阁

新政策起草的进

展情况

2008：主要政党就

重新起草选举法律

的需求达成共识

2009：召开 5次重要咨

询会议并准备关于新

政策的白皮书

组织研讨会的政府

机构的报告

从公共部门信息办

公室获得的（为提交

白皮书而准备的）议

会会议记录

产出 2：国家选举管理机构具备相应的制度、程序和能力，能够确保选举自由和公平

使用多种选民身

份鉴别手段的选

举中心占百分比

2006:0%个中心使

用多种选民身份鉴

别方式

2009:70%的选举中心

使用两种或三种选民

身份鉴别方式，包括指

纹识别（可能设置了相

关年度目标）

选举办公室数据库

结果框架与 UNDPRBM系统之间的关系

在规划过程中创建的数据可能会在不同时间出现在不同规划文件中。例如：

 在开发UNDAF或全球、区域或国家计划的结果框架时，影响和/或国家

优先事项会出现在相关章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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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区域或国家计划中开发出的“影响”也会纳入全球、区域或国

家目标领域的RBM平台中（home.undp.org）。

 影响指标通常纳入国家战略文件、国家计划和UNDAF结果框架中。在

CPD或CPAP的态势分析与目标陈述中，还可以针对这些指标列出参考

文献。

 对问题原因的分析通常会体现在各相应计划或项目文件的态势分析章节

中。

 为实现目标和影响而对将要发生或需要安排之事进行的分析，连同政府

或UNDP开展的、旨在影响伙伴和非伙伴而采取的行动，都会体现在计

划或项目文件当中。在各个文件的目标和战略章节也会对上述内容有所

阐述。

 UNDP支持实现的具体效果也会纳入UNDAF的相关章节中。

 UNDAF定义的UNDP效果，将用来制定UNDP执行董事会批准的CPD文

件。

 同一效果（或基于CPAP流程，经过稍加修订的、预期目的保持不变的效

果）会纳入图表集并作为计划项目树的组成部分。而后，这些效果会出

现在RBM平台的计划规划与监督页面上。

 效果指标会纳入计划文件的相关章节，并且同样的指标（或基于CPAP

提炼而稍加修订的指标）在计划伊始就被纳入RBM平台。

 体现效果指标的基线和目标会同时纳入UNDAF和RBM平台。

 UNDAF和CPD通常包括计划预期产生的一组产出。

 当利益相关者更清晰地知晓计划实施细节时，这些产出通常会在CPAP

中被加以提炼。这可能会发生在UNDAF或CPD文件完成的数月之后。

 CPAP产出，连同其指标、基线和目标等，在项目管理系统（Atlas）中

会被创建为产出。该信息随即会显现在RBM平台中，以促进针对这些产

出的监测和报告工作。只要有可能，项目管理系统中的项目产出就应与

结果框架中创建的产出采用相同的文字表述，即便文字较长。同样，关

于产出的指标和基线应保持原样地放入项目管理系统当中。产出目标要

与项目管理系统中运用的年度产出目标相同，并且通常在办公室准备开

发工作计划和设置当年目标时就放入项目管理系统当中。关于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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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见图11。

 在计划结果和资源表的相应栏目中，应当对风险和假设进行书面阐述。

风险也应放入项目管理系统中并与Award系统（产出的汇集）链接。这

些都将反映在RBM平台上，以便开展监测工作。

 关于合作伙伴的信息要放入结果框架当中，计划文件要解释合作伙伴和

非合作伙伴在效果和影响方面作出的贡献。合作伙伴的职责履行应包含

在正式的监测评估和过程（如UNDAF联合评估）中。对非合作伙伴的

工作可以通过会议等非正式方式进行监测。

产出 2：国家选举管理机构具备开展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制度、程序和能力

指标 基线 目标

使用多种选民身份鉴

别手段的选举中心占

百分比

2006:0%的中心使用多种选

民身份鉴别手段

2009:70%的选举中心使用两

种或三种选民身份鉴别手

段，包括指纹识别（可能设

置了年度目标）

图 11 关于结果数据应在何处放入项目管理系统的说明

应将项目管理系统与RBM平台作为工具，以便将结果框架中包含的信息纳

入进来，并进行信息交换处理和监测进展情况。因此，作为该平台组成部分的开

发工作计划，就成为对全球、区域和国家计划（或者CPAP）的监测工具，因为

开发工作计划掌握了与计划有关的效果、效果指标、产出、产出指标、预算以及

关键风险。数据应由UNDP计划或项目的管理者填写，并由指定的质量官员进行

质量控制工作。（关于计划与项目制定过程中的角色与职责分工的更多信息，见

POPP。）

在规划制定过程的最后阶段，利益相关者应当提供第8项交付成果——结果

框架，其形式见表13。

这里通常应将关于产出的较长文字描述放入项目管理系统中

将其作为项目管理系

统中的产出指标

将其作为项目管理系

统中产出指标的基线

将其作为项目管理系统中

产出指标的目标，与开发

工作中的产出目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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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结果框架示例

国家目标 /优先

任务

“提高公众对于国家和地方治理流程的信任度和参与度”或“形成更

广泛的、不同背景公民参与的、更有活力的民主程序”

UNDAF效果 A1 到 2015年，有更多公民参与到国家和地方选举当中

计划效果 效果指标、基线与目标 计划产出
合作伙伴

的任务

财政

资源

1.1.1改革选举管

理政策和制度，

确保选举更加自

由和公平，并促

进边缘群体参与

到选举当中

1.1.1 公众对选举管理机构开

展自由、公平选举的能力的认

知（分别从性别、群体等角度

进行考量）

基线：截至 2008年，40%的公

众信任选举管理机构（男性占

50%，女性占 30%，土著居民

占 20%）

目标：到 2016 年，全体人口

中有 70%信任选举管理当局。

（男性占 75%，女性占 65%，

土著居民占 60%）

1.1.1 开展倡议

活动，目的是就

选举法律和制

度改革需求达

成共识

1.1.2 为选举管

理当局开展自

由公平选举而

招募充足的人

员，并贯彻实施

相关制度

1.1.3 针对新的

选举管理技术

应用，为选举管

理机构制定相

应培训计划。

UNDP、国

际开发部

（DFID）、

欧盟、美国

国际发展

局和世界

银行（这些

机构都在

为选举管

理制度改

革付诸努

力）

1.2.1 截至 2016
年，有 5 个地区

参与国家和地方

选举的女性和土

著居民人数有所

增加

1.2.1 上述 5 个地区中，有投

票资格女性注册投票的数量

百分比

基线：截至 2008年，5个地区

中30%有投票资格女性进行了

注册

目标：截至 2016年，5个地区

中60%有投票资格女性进行了

注册

1.2.1 修订关于

女性和土著居

民参与选举权

利的立法草案

UNESCO
开展与文

化相关的

交流计划，

目标对象

是女性和

土著居民。

UNDAF中涵盖了反映效果的所有相关指标，同时也包括联合国的不同组织

为促进达到这些效果而实现的产出。同样，在政府发展战略中，也有关于国家优

先任务的指标与产出。UNDP团队（包括计划团队和实施团队）应当熟知这些高

层级的结果和绩效目标，以便更好的管理自己的计划和项目的结果。

在UNDP和其他一些机构中，从规划过程中获得的信息通常不仅用于开发结

果框架，而且还用于开发计划或项目的叙述性文件。对这类叙述性文件的要求超

出本手册讨论的范围。因此在该方面，本手册的使用者应以各自机构的政策和程

序手册作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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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准备付诸实施

前面章节阐述了编制结果图和结果框架的具体步骤，该结果图和结果框架将

包含在UNDP的计划或项目文件中。为实现框架中设想的结果，必须开展沟通、

实施、监测和评估工作。缺乏有效的监测和评估，UNDP、UNDP的利益相关者

和合作伙伴就不可能知晓是否正在朝预期结果迈进，或不可能知晓是否采取了正

确的行动以支持预期结果的实现。对于计划和项目的有效实施、支持UNDP问责

与学习而言，监测和评估至关重要。第3章阐述了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的重要步

骤。本节简要分析结果框架付诸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安排。

在规划制定过程的最后阶段，利益相关者应投入时间制定战略，明确如何将

框架付诸实施以及如何朝向目的和目标推进。一项付诸实施的结果框架具有如下

特点：

 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广泛传达

 定期开展正式评估并更新

 明确谁来负责以及负责哪些内容

 用于决策制定

 与组织的激励机制保持一致

沟通与建立伙伴关系

在最后一次规划会议上，利益相关者应深思：采取何种方法来传达框架中所

包含的主要目标？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对计划的认识并促进对计划的支持。

个人或子团队应以开发沟通计划为己任。对于大型计划而言，聘请一家传播

公司来提供支持可能会有所帮助。专栏 16和专栏 17提供了沟通计划的思路，并

举了某个组织如何实施其计划的实例。

专栏 16 关于沟通计划的建议

 在某些情况下，像千年发展目标传单和视频这样的公开资料，主要是通过简明的

文字来表明主要目的与目标，随后再将这些资料分发给利益相关者。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可以针对主要目的和目标实施沟通计划（如采用广播、报纸

等）。这主要是为了让计划及其目标能够持续保留在利益相关者的头脑中，维护利

益相关者对计划的承诺并确保对共同目标的清晰阐述。

 某些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机构使用公告区和布告板来展示计划的主要目标，同时，

会议室内通常配备有白板、图示和其他工具来展示主要目的和目标。

 在许多机构内，会议过程中通常采用幻灯片来展示目标和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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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次规划会议上，讨论如何建立伙伴关系和成立工作小组以便开展下

一步工作，通常是大有裨益的。例如，在开发机构（如政府机构、国际机构或其

他机构）内部，人们倾向于将计划编制看作是规划制定小组的工作。执行团队有

时并未感到自己对计划拥有自主权，并且仅参与管理工作。这会削弱有效开展下

一步工作所需的活力、思想和支持。用一些时间进行头脑风暴，找到促使内部和

外部合作伙伴参与的创造性方法，也是非常有益的。

专栏 17 共享愿景

在一家大型的美国医院，每个布告板都展示了医院的价值观、使命和目标的关

键内容。另外，不同部门都设有大型布告板，用以展示与本部门相关的绩效指标以

及本部门针对绩效指标所取得的成果。医院在患者满意度方面一直保持最高分，并

称在患者治疗方面的误诊率是最低的。除了陈述使命和展示绩效指标外，该医院还

自豪地展示了其获得的诸多奖项和褒扬。

责任与激励

利益相关者也应当深思：框架中的不同内容分别由谁负责？采用何种类型的

激励措施或处罚手段来促进各方对框架的遵循？

责任

通常来说，结果框架或结果图一旦开发出来，规划小组就要讨论由谁负责协

调各种计划和干预措施的开发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负责这一工作的通常是一个

组织（联合国或其他组织）或者办公室的某一个人。

 利益相关者应对结果图或结果框架进行评估，以便明确需要开展工作的

具体行动领域。同时应当指定个人或机构负责领导开展这些工作。

 这些共识应当形成书面文件，并作为简版实施计划的组成部分。

 简版实施计划还应关注计划批准或政策决策等有关议题，并关注相应的

实施策略。

 可以要求一个更小的小组来研究结果框架更细节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

需要特定利益相关者的专心研究。

 第3章将关注监测和评估机制的建立。

激励与处罚

利益相关者应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来考虑促进框架实施的激励措施和惩罚

方式（如果适合的话）。另外，还可能要让一人或多人对框架进行评议，并形成

相应建议。但是，在最初阶段，广泛听取小组成员的意见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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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见应当形成书面文件并作为实施计划的组成部分。

2.6 小结：面向变化的规划

面向真实的结果进行规划，需要对预期变化和实现变化所需的要素进行缜密

思考。在这一过程中，要询问如下一系列问题：

 我们确切想要看到的变化是什么？

 这种变化将如何发生？哪些因素会促使变化发生？

·需要谁参与？

·需要什么资源？

·需要哪些条件到位，什么因素将影响这些条件？

 我们将如何对变化进行监测和评估？

 我们将如何使用从监测和评估获得的信息？

规划制定过程应当明确实现预期长期目标所需的所有支撑条件，并对正在实

现的进展程度进行监测和评估。按照这种方式，规划制定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过程，

它有助于实现以下方面：

 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和承诺

 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清晰传达预期实现的变化

 激励行动并调动资源

 更好地定义实现结果所需的所有内部和外部资源与伙伴关系

 更好地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需求和关注点，包括男性、女性和传

统意义上的边缘群体

 为监测和评估工作设定更清晰的绩效指标

 分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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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8 面向结果进行规划的关键考虑事项

 规划应聚焦于结果——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的真实的发展变化。规划不应仅是

为了迎合管理者或者指挥者的需要。

 规划应当一直被视为一个过程，实际计划只是规划的诸多结果之一。

 规划应超越仅仅关注对结果和绩效进行衡量。规划应当包含针对管理、监测与

评估工作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同时还要包含为实现预期结果而建立伙伴关系和

开展协作的成熟思路。

 规划制定过程应当是高参与度的、开放的，同时应鼓励坦诚相待，鼓励创造与

创新。

 规划必须以发展效率这一核心原则为指导。规划制定过程中不应形成中性的、

一般性的计划，而应以在开发计划过程中“什么起作用”或“什么不起作用”

的相关经验为基础，形成相应的计划。

 规划制定过程最重要的成果是：对目的、目标和未来愿景的清晰阐述；利益相

关者的责任承诺和积极性；对计划实施与管理过程的清晰阐述。规划文件可作

为对已达成共识事项的记录，以及向新利益相关者传播信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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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

第 2 章阐述了一个共同愿景和包容性的规划制定过程如何形成现实的结果

框架或“发展规划”，以便带来所需的发展变化。实现发展规划中设想的结果，

监测和评估发挥着关键作用。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应该是总体规划制定过程的组

成部分。监测和评估计划关注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流程，以确保实现发展规划的预

期结果。本章针对 UNDP框架下国家、区域和全球计划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如

何有效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以及进行准备的指南。

3.1 引言

为何开展监测和评估？

监测和评估服务于多重目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我们将难以知晓

是否正在按计划实现预期结果、是否需要做出调整以确保取得预期结果、采取的

行动对人类发展是否正在做出积极贡献等。在发展规划中，监测和评估总是与预

期结果密切相关。开展监测和评估是说明预期结果实现情况的需要，并为改进决

策提供事实基础。监测和评估作为必要的管理工具，可用于支持 UNDP实现对

结果负责的承诺、投入资源和组织学习。此外，监测和评估融入计划管理全过程，

对提高面向发展结果的管理能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22

监测与评估在预定的时间节点开展，提供了对计划的逻辑、活动和实施情况

进行验证，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的机会。单靠好的规划和设计并不能保证结果实

现，还需要对实现预期结果的进展进行监测。同样，单靠好的监测也无法纠正原

本欠佳的计划设计、规划和结果。鼓励改进或完善计划需要使用来自于监测的信

息。来自于系统监测的信息也是评估的重要基础。对一项设计欠佳、未系统开展

进展监测的计划开展评估是非常困难的。

22 引自：UNDP, ‘The Evaluation Policy of UNDP’, Executive Board Document DP/2005/28, May 2006,可在网

址： http://www.undp.org/eo/documents/Evaluation-Policy.pdf 获得；以及 UNEG,‘Norms for Evaluation in the
UN System’, 2005, 可在网址： 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norms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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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包括：

 是否正在按照规划进行并有效取得预期产出？

 为保证实现结果，我们面临或预见到的问题、风险和挑战有哪些？

 如果在后续阶段需要对原先计划的工作进行调整，需要做出哪些决定？

 规划和实际产出对于实现预想结果是否继续具有相关性？

 对于国家总体优先领域、目标和影响而言，我们预想的结果是否仍然具

有相关性和有效性？

 我们在学习什么？

与监测相似，评估是计划管理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关键的管理工具。评估是

监测的补充，对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以及有效或无效的原因提供独立和深

入的评价。在一项计划实施并对其开展了一段时间的监测后，通过外部评估对情

况进行检视是一个重要的管理规律。

评估的益处是多方面的。质量评估提供的反馈可以用于改进计划、政策和战

略。评估也能识别开发行动产生的未预期的结果和后果，这些在常规监测中可能

并不明显，因为监测侧重于反映发展规划的实施情况。评估产生的信息有助于组

织学习以及增加关于发展效果的全球化知识。

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或在新兴的、进展中的或危机后的环境中，发展规划

需要保持动态性，随时间推移不断修订和完善。在实施过程中对发展规划进行更

新时，有必要报告这些改变的理由。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是重要的，因为它通过明

智的管理决策，为这些改变提供了证据基础。

为何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

有效和及时的决策制定需要来自于常规的、有计划的监测和评估信息。在计

划或项目设计时就必须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它们务必要进行统一部署。对于

正在实施的计划或项目，监测提供了管理需要的实时信息，评估则提供了更深入

的分析评价。监测过程产生了需要评估回答的问题。同时，评估大量使用监测产

生的数据，包括基线数据、计划或项目实施的信息，并通过指标对规划结果的实

现进展进行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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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监测规划必须把评估一并考虑：除其他方面外，明确的结果或效果模型，

以及监测数据的可获得性，决定了待评估主题的“可评估性”
23
。

3.2 监测和评估框架

为系统开展监测和评估，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在规划制定阶段结束时形成一个

共识的、清晰的框架，这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框架作为监测和评估计划，应明确：

 监测和评估的对象是什么

 监测和评估需要开展的活动

 谁负责监测和评估活动

 计划开展监测和评估活动的时间（时机）

 监测和评估如何开展（方法）

 需要哪些资源，它们在何处采集

此外，在按计划开展监测和评估活动时，应认真考虑、预测相关风险和假设，

并纳入监测和评估（M＆E）框架中。

一般情况下，M＆E框架有三个主要部分：

1. 叙述部分──这部分说明合作伙伴将如何着手开展监测和评估，以及如何

履行分配给不同个人和机构的职责。例如，在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

或国家发展结果层面，有必要与国家监测委员会或关注效果层面的组织（如在部

门层面设置的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机构间监测工作小组进行合作。如果不存在

这些组织，那么可能需要为有效开展监测和评估而建立这样的组织机构。此外，

叙述部分还应该体现：

a. 为加强国家或国内地区监测和评估能力而制定的计划

b. 现有的监测和评估能力，以及对计划实施所需人力、财力和物质资源的

估计

2. 结果框架──应在第 2章描述的规划制定阶段准备好。

3. 设计监测和评估矩阵──这是策略性的，为方便查阅而将监测和评估所需

的信息进行合并。

23 “可评估性”可以通过以下方面来界定：评估主题的目的明确性、充分的可测度指标、获得可靠信息来

源、以及没有什么重要因素阻碍评估过程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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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中设计的监测矩阵是 UNDP的示例，该矩阵可以用于国家、区域和全

球层面的计划，以确定需要对哪些方面进行监测。（表 15给出了关于表 14的完

整举例）。我们需要根据当地的环境和条件决定是否采用该矩阵。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对矩阵中的纵列进行修改，以便分别列出各类结果要素，如效果、产出、指

标、基线、风险和假设。

对一项计划而言，在计划和项目层面都需要建立M＆E框架。因此，在计划

和项目的规划制定阶段，都应开发M＆E框架。项目层面的M＆E框架应由计划

层面的M＆E框架逐级分解而来，并包含具体针对各项目的、更详细的监测和评

估任务信息。反之，计划层面的框架建立在项目层面的框架基础之上。监测和评

估活动应被视为计划和项目管理的组分部分。监测和评估贯穿于计划和项目全周

期，并应定期总结和更新（至少每年一次，例如在年度检查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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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监测矩阵设计24

预期结果（效果

&产出）

指标（包含基线 &

指标化的目标） 和

其他需要监测的关

键领域

包含数据搜集方

法的M&E事项

时间或日程表，以

及频次
责任方

核验方法：数据来源

和类型
资源 风险

从发展计划和结

果框架中获得

来自结果框架

指标也应抓住关键优

先领域，如能力建设

和性别。

此外，也需要监测其

他关键领域，如在规

划制定阶段识别出的

风险，以及其他关键

管理需求。

数据是如何获得

的？

例如：通过调查、

审查或利益相关

者会谈等方式。

详细程度将取决于

实际需要。

在UNDP，这一信息

也可以从项目管理

系统（Atlas）上的

项目监测进度计划

获取。

谁来负责组织数据搜

集、验证数据质量和来

源？

获得准确和必要数据的

系统来源或地点，如某

个国家机构和发展信息

系统（DevInfo）。

估计开展监测活

动需要和承诺的

资源。

开展监测活动的风

险和假设是什么？

这些因素将如何影

响监测结果和数据

质量？

24 表 14中的格式主要用于计划层面的监测。希望 UNDP国家办公室能将上述信息表附加至它们的 CPAP中，这是实施国家计划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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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监测矩阵设计举例：提高选举管理机构的能力

预期结果（效果&产出）
指标（包含基线 &指标化的目标） 和

其他需要监测的关键领域

包含数据搜

集方法的

M&E事项

时间或日程

表，以及频次
责任方

核验方法：

数据来源

和类型

资源 风险

效果1: 选举管理机构管理自由

和公正选举的能力得到提高

1.1.开展宣传动员，建立关于选

举法律和选举制度需要进行改

革的共识。

1.2. 选举管理机构具有足够的

人员和相应制度来管理自由和

公正的选举

1.3. 就使用新的选举管理技

术，设计和实施选举管理机构

工作人员培训计划。

公众对选举管理机构管理自由和公平

选举能力的认知（根据性别、人群等进

行分类）

基线: 截至2008年，40％的公众信任选

举管理机构（50％男性，30％女性，20％
的土著居民）

目标：到2016年，总人口的70％信任选

举管理机构（75％男性，65％女性，60％
的土著居民）

1. 调查

2. 年度进

展审查

3. 对5个地

区开展联

合实地考

察

4. …

1. 全部活动

结束前6个月

完成所有调

查

2. 对所有相

关产出完成

情况的评价

将在第四季

度共同进行

3. 在最终调

查完成前开

展2次实地考

察，之后开展

其余3次实地

考察

4. …

1. 国家统计办

公室将委托开

展调查；外部合

作伙伴、

UNDP、世界银

行通过能力建

设援助提供所

需的技术资源

2. 选举管理局

组织开展进展

评价

3. 选举管理局

将组织实地考

察；选举管理局

将确保与跨部

门的利益相关

者会谈；至少两

个外部合作伙

伴将参加一个

特定的联合实

地考察
4. …

1.1 调查数

据和分析可

在（a）公开

报告和（b）
全国统计办

公室和选举

管理局的网

站获得

2.1 年度进

展报告

2.2 年度进

展评价备忘

录

3. 联合实地

考察记录在

选举管理局

的网站可以

获得
4. …

1. 由欧盟

提供约20
万美元的

支持经费

2. M＆E活
动的经费

将纳入世

界银行的

援助项目

3. 外部合

作伙伴的

参与成本

将由各自

的合作伙

伴负担。其

他物流成

本的资金

来自世界

银行项目
4. …

1. 我们

认为，国

家统计

办公室

开展调

查所需

的能力

建设将

在实际

开展调

查的前

一年完

成；如有

延误，可

与一家

私营公

司签约

开展调

查

效果2：至2016年，在五个区域，

更多妇女和土著居民参与国家

和地方的选举过程

2.1.准备妇女和土著居民参加

选举权利的法律修订草案

在五个地区，有投票资格妇女注册投

票的百分比

基线: 截至2008年，在五个地区，有

30％有投票资格的妇女进行了注册投

票

目标：到2016年，在五个地区，有60％
有投票资格的妇女进行了注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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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评估计划

评估题目
参与者

（联合评估）
战略规划的结果领域 CPD/ CPAP 效果 计划的完成日期 评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评估活动的资金
来源

是否属于强制性评估

(是/否)

效果评估

减贫计划的中期效
果评估

N/A 减贫 &MDGs 1 2010年6月 规划部、民间社会团
体、捐助者、UNDP、
社区

M&E项目 是

治理计划的中期效
果评估

DFID (捐助者) 民主改革 2 2010年6月 选举管理局、法律部、
DFID、UNDP

DFID、UNDP
相关项目

是

效果评估：能源和
环境系列行动

环境部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3 2011年12月 环境部、非政府组织、捐
助者、UNDP、社区

生物多样性项目、

可持续能源计划

是

项目评估

小额信贷业试点
项目

UNCDF 减贫: 促进包容
性增长

1.3 2010年3月 Apex的小额信贷组织、
财政部、资本开发基金
（UNCDF）、儿童基金
会（UNICEF）

项目预算 否

生物多样性项目
（全球环境设施）

N/A 环境：调动环境
融资

3.2 2011年5月 环境部、非政府组织、捐
助者、UNDP、社区

项目预算 是

加强选举流程项
目

N/A 民主改革： 包容
性参与

2.4 2009年9月 选举当局、捐助者、开发
计划署、公众

项目预算 是

减少主要灾害风
险项目

N/A 预防危机和重建 4.2 2011年6月 灾害管理部、执行非政府组
织、欧洲共同体（捐助者）、
UNDP

项目预算 是

其他评估

UNDAF中期评估 所有常驻联
合国组织

N/A 所有的 2009年12月 政府、联合国组织 M&E 项目 否

注：DFID代表英国国际开发部；UNCDF，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83

制定评估计划的具体考虑

UNDP必须将一份评估计划，连同待批准的各国家、区域和全球计划文件一

起向执行董事会提交。评估计划是M＆E框架组成部分，应包括一项发展计划的

规划制定阶段结束时可以预见的评估活动。评估计划应该是战略性的，包括选出

那些将为UNDP及其合作伙伴的决策制定提供最关键和最有用信息的评估活动。

最初的评估计划至少应包括所有强制性评估。对于UNDP的计划管理单位，

如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协议的成果评价和项目评估都是强制性的。评估计划不是一

个不变的文件，它应作为M＆E框架的一部分并在发展计划实施过程中根据需要进

行修改。例如，当设计出了新项目并确定了评估需求时，这些新的评估活动应被

纳入评估计划当中。

一项国家、区域或全球性发展计划得到批准后，针对各发展计划的评估计划

将被纳入评估资源中心（ERC）以便跟踪
25
。作为行使监督职责的单位，各区域

局使用各计划管理单位提交的评估计划作为遵守评估承诺的基础。在年度评估报

告中，评估办公室直接向UNDP执行董事会报告评估职责的履行情况。

UNDP的计划管理单位需要选择并委托开展评估活动，以便为决策提供重要

信息。在确定评估内容时，计划管理单位应首先明确评估目的，以及可能会影响

评估相关性和使用的其他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出于问责目的，至少应将全部计

划的20％至30％作为评估对象。

评估通常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因此，每一项评估必须是合理的，并以最

优方式使用。在制定评估计划时，计划管理单位和关键利益相关者应考虑以下几

点：

 用途、评估目的和时机——只有当委托任务的计划管理单位和利益相关者对

为什么评估（目的），信息需求是什么（对信息的需求），谁将使用的信息，

以及信息将如何被使用等内容都开始清楚的时候，才应当提出评估。这些信

息可以来自于关于成功的共同愿景，正如在规划制定阶段的结果或效果模型

所表示的那样。目标用途决定了评估的时间选择、评估的方法框架、利益相

关者参与的程度和性质。评估的时机应该直接与目的和使用相关联。为了确

25评估资源中心（ERC）是 UNDP的信息管理系统，用以支持评估的管理问责。可在网址:
http://www.erc.undp.org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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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项评估的相关性和评估信息得到有效使用，评估应及时开展，从而可以

基于评估证据做出明智决策。
44

 资源投入——由于对 UNDP已投入大量资源的领域（专题或计划领域、效果

或项目）可能有较高的问责要求，因此可能会接受评估。

 未来在同一领域设立计划的可能性——评估是对未来工作形成指导建议的

一种重要手段。一项评估可以帮助计划管理单位检视产出对于效果是否做出

了贡献，以及 UNDP 是否已制定了有效的伙伴关系战略。当选择了一项将进

行评估的计划时，就要在 UNDP 将继续支持的领域中也寻找一项动议进行评

估。

 预期问题——评估可以帮助防止问题产生，并从独立视角对现存问题进行分

析。当选择一项效果进行评估时，就要寻找那些存在问题的或可能出现纠纷

的地方，因为效果存在于有众多合作伙伴的敏感区域。

 学习经验的需要——需要哪些经验来帮助指导在该国或该区域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活动？

 一致和协调——计划开展的评估应与国家、区域和全球的优先发展领域，以

及 UNDP的优先事项（如 UNDP战略计划）相一致，并应与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和其他国际伙伴的评估相协调。这确保了提议开展的评估将产生重要信

息，帮助 UNDP及其合作伙伴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开展面向结

果的管理。应积极寻求与政府和合作伙伴开展联合评估的机会。受 UNDP委

托开展的评估对于国家合作伙伴而言应是有用的。在确定开展一项评估的时

机方面，UNDP应考虑合作伙伴政府的多个决策点，如预算决策、发展框架

或战略设定，以及现有的发展计划和项目评审过程。举例来说，如果政府正

在开展一项国家发展战略或框架的评估，UNDP项目也在其中做出了贡献，

那么 UNDP管理的评估应提高互补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工作。

一旦选择对效果进行评估，计划管理单位会识别出那些用于实现该效果的项

目，并将它们标示为要评估的相关项目。这样就提醒了这些受到关注的项目，使

44 当决定何时开展效果评估的时候，铭记这样一点是非重要的，即在新计划提交执行董事会批准之前，评

估办公室被授权开展全球和区域计划以及选定国家计划的评估（发展结果评估）。评估过程通常在计划实

施的第四年开始。由于计划单位委托开展的效果和项目评估为独立评估提供重要基础，因此他们应在计划

执行周期的早期到中期阶段，在评估办公室开展独立评估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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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制定监测和工作计划时考虑效果评估。同时，这也有助于 UNDP 计划官员和

有关国家合作伙伴在效果监测中为效果评估做准备。

选择效果评估的准则应同样适用于选择项目评估。一些合作协议要求对其相

关项目进行评估。出于问责和学习之需，强烈推荐对推广或规模扩大之前的试点

项目、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项目，以及实施五年以上的项目开展评估。作为定期

更新评估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新提出的项目评估应被列入计划之中。

在危机背景中，应给评估留出更多时间，以保持应对情况不断变化的灵活性。

这意味着如果不同群体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在安排实地考察和访谈时要具有灵活

性，并预测到数据搜集可能延迟，数据搜集方法在“最后一分钟”也有可能改变

等。此外，当与弱势群体和受冲突影响的人群一起工作时，需要做好更多准备，

因为这通常需要更多关怀和伦理方面的考虑。

3.3 监测和评估所需的资源

资源不足会导致低质量的监测和评估。为了确保有效的和高质量的监测和评

估，关键是在规划制定阶段预定足够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监测和评估所需的财力

和人力资源应在实现公认结果的总体成本内考虑，而不能作为附加成本。

监测和评估所需的财力资源应在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时进行切实估计。尽管

财力资源对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非常关键，但监测和评估两项功能所需的财力资

源应分开计算。在实践中，每个项目都应对监测和评估分别进行预算。这有助于

UNDP及其合作伙伴的预算更加切合实际。这也将减少评估资源流失的风险，该

情况在项目实施末期经常发生。

确定与项目相关的监测和评估费用相对容易，这些费用可按照合作伙伴之间

的事先约定，可通过包含在合作伙伴签署的项目预算或年度工作计划（AWP）

之中，可直接计入各自的项目预算。

但是，为效果或计划层面的监测和评估寻找资金来源，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挑

战，因为这些费用不能从任何某一个项目中直接支付。最常见的融资机制是从若

干相关项目中一起来筹集资源。一些额外的可能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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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某类效果或某项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监测和评估基金、机构或项目，

由涵盖的项目都划拨一些项目资金。该机构可设立于效果或计划管理的同一

实体中。

 直接从合作伙伴那里为效果或计划的监测和评估机构筹集资金。

 以预计的监测和评估成本为基础，从计划的整体预算中为每项效果按年度分

配所需经费，投入到监测和评估机构或基金中。

合作伙伴要考虑监测和评估所需要的资源，并同意为相关活动提供资金的计

划安排，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安排应在计划开始时记录下来，以便使合作伙伴

能够按照各自程序提供必要的资金，这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

人力资源是有效开展监测和评估的关键因素，即使在已确保充足财力资源

的条件下，仍然要重视人力资源的关键作用。高质量的监测和评估应该具有：

 专职人员的工作时间——对于有效的监测和评估，工作人员应实现专职化。

监测人员配置在组织间是有差异的。一些 UNDP国家办事处建立了监测和评

估机构，并有具体的任务大纲（ToRs），有专业人员、工作计划和其他资源。

 专业人员——接受委托开展监测的工作人员应在该领域具有所需的技术专

长。一些 UNDP国家办事处都设有一位专职的监测和评估专家。专业人员应

根据需要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办公室有必要为专业能力建设持续投入。

在项目、计划或效果等不同层面开展监测和评估的每个实体，都应有一个明

确的任务大纲来列出其角色和责任。通常而言，这些职责应包括：

 建立系统的监测框架和制定评估计划

 与主要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定期举行会议，对结果实现进展进行评价

 开展联合实地监测和评估活动，对成绩和困难进行评价

 总结经验或良好实践

 反思正在取得的成果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性别歧视、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

群体的利益和权利问题

 确定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能力建设方面的更多需求

 就特定结果领域向领导个人或机构定期报告，并寻求机会来影响政策和决策

过程

 确保监测和评估工作的质量，根据需要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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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新兴的优先发展事项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定期对M＆E框架的相关性进

行评估

对评估预算和资金的具体考虑

在评估计划中，计划管理单位应估计并表明每项评估的资金需求和筹资方

式。当估算一项评估的成本时，应考虑该项评估的时间和范围。一项评估的持续

时间取决于其目的。在计划实施早期阶段开展的评估更侧重于关注计划或项目的

设计，通常不那么复杂，涉及范围较小，比在项目或计划实施周期末期开展的“分

量更重”的评估需要更少的数据。一项评估的复杂性越高，涉及范围越广，评估

小组就需要更长时间和更细致的工作来搜集数据。这可能会增加评估的总费用。

计划管理单位应结合可利用的资源情况，从实际出发来考虑评估的范围和复杂程

度。

此外，一手和二手数据（监测、定期报告和评估）的可用性和可获得性，以

及数据搜集方法也会影响评估工作的费用。在缺少可靠数据的情况下，评估者需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找到或形成信息材料。应根据拟委托的外部评估者所

提交的工作方案，对外部评估者和评估所需资源配置的适当性一起进行估计。

如果计划管理单位与政府或捐助者在一个更大的效果或政府评估框架下联

合开展一项评估，那么开始就应该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与潜在捐助者或对口的政

府部门达成一致。专栏 19列出了评估需要的主要条款。负责评估的计划管理单

位应确认考虑到了每一条款。

专栏 19. 测算一项评估的费用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评估专家和外部咨询专家，与其职责有关的费用

评估顾问和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如果有）

 一位评估专家还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有多少人？由哪些人（国内或国际）

组成？

 每位顾问和咨询专家需要工作多少天？

 小组中每位专家每天的费用区间是多少？

 是否需要准备佣金？

 是否需要向咨询小组成员付咨询费（每日费用，酬金）？

差旅方面的需求

 将产生何种类型的差旅费？例如，团队需要前往该国家或实地调研多少次？

对于与 UNDP 办事处面谈、访谈利益相关者、数据搜集、利益相关者座谈会等

活动，存在哪些差旅方面的需求？



88

 旅行选择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什么（飞机、项目车辆等）？出于可获得和安全

方面的考虑，是否需要特别的交通方式？

 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少津贴？

 向利益相关者进行咨询的需求

 是否与督导委员会成员定期举行会议讨论评估进度？需要与更广泛的利益相

关者座谈讨论评估发现和建议吗？多少人和哪些人会被邀请参加座谈会？租

用场地、邀请利益相关者的相关费用（津贴和差旅费）及茶点的成本是多少？

 数据搜集和分析的工具和方法

 搜集数据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使用调查和/或问卷，调查覆盖的目标对象和地

区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统计人员的劳务费，包括差旅费，等等） ？

是否需要研究人员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

 任何所需的物资？例如，办公用品，进行数据分析所需的计算机软件等。

 通讯费用

 电话、网络和传真的使用需求？

 如果进行调查或发放问卷，如何开展调查（邮件、网络、电话等）？

 评估报告及其他产品的出版和扩散，如果需要翻译，还包括翻译费用。

 是否还需要其他用于应对偶然事件的资源？

 是否有评估合作者？本次评估的费用是否可共同承担？UNDP的成本是什么？

3.4 监测和评估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在监测和评估阶段，规划制定中列出的和 2.2节中描述的利益相关者仍然继

续相关，这是因为：

 利益相关者在规划制定阶段设定了愿景和实现愿景所需的优先结果，他们对

于如何使结果继续保持相关性具有最好的想法。因此，他们必须参与确认计

划实施中所需的信息或反馈意见，这决定了监测和评估使用的各种参数。

 如果设定好了愿景、优先结果、监测和评估的初始参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

最佳定位是，确保计划开展的行动以预期的方式实现预期目标。

利益相关者参与监测和评估，可就各种各样的其他目标进行有效沟通。这些

包括：与“早期赢家”进行沟通以获得更多支持，并促进那些尚未加入的人早日

参加进来，确保目标受益者更早获得预期的产品和服务，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填补

资金缺口，确保在未来决策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

利益相关者参与整个计划周期确保了自主权、学习和结果的可持续性。利益

相关者参与监测和评估不能停留于设想，而必须制度化。必须在计划和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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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中建立具体措施，以确保利益相关者持续和有效参与。专栏 20中总结了

UNDP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度化方面的实践情况。

3.5 监测和评估能力

在 UNDP援助计划中，国家合作伙伴与 UNDP共同负责实施预定的监测和

评估活动。与“面向发展结果的管理”（MfDR）、国家自主权和使用国家系统

的原则相一致，UNDP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应尽可能利用、结合和建立在现有的国

家监测和评估制度及能力基础之上（见专栏 21）。在适当的时候，UNDP的监

测和评估工作应说明哪些支持需要进一步加强，其中包括国家制度。与现有的数

据来源和质量相比，规划分析过程和所用数据为辨明未来的监测和评估需求提供

了最早的契机和见解。这也会根据国家合作伙伴的需求，确定可以进一步提高监

测和评估能力的领域，以及相应的时间段。

专栏 20. 利益相关者参与监测和评估：UNDP的实践

UNDP设计使用的计划管理方法，目的是确保：一项计划要为实现该计划包含的

效果做出贡献；计划和项目要与国家发展框架相协调；产出是通过项目和计划资金资

助产生的。这里涉及三个层次：计划层面，包含一项或多项成果，并提供了与国家总

体发展结果的关联；部门或效果层面；以及项目层面。项目层面涉及到利用资源开展

活动，并交付产出的操作层面。在不同层面，监测和   评估的责任是不同的。（有

关详情请参阅第 4章）。

在计划、部门/效果和项目层面，董事会或委员会的管理制度中建立了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制度。这些董事会或委员会不应复制现有模式，而要利用现有的国家架构和机

制。如果没有现成的机制，应先致力于建立履行这些职能的组织。每个董事会或委员

会应包括所有者、受益人和技术服务供应商的代表。

部门或效果层面：需要协调 UNDP为效果做出贡献，并反馈至 UNDP总体项目管

理中。UNDP常常参与国家部门协调机制，以便明确 UNDP 的贡献和国家发展优先领

域之间的联系。部门或效果层面协调机制的作用是：促进伙伴关系，汇集共享同一效

果的所有项目；面向结果，确保伙伴之间的协同和强化共同战略；监测取得的效果。

此外，UNDP的计划管理者应确保 UNDP 支持的产出与效果层面是协调的。

计划和项目董事会：计划和项目董事会每年至少碰一次面，审查结果的年度进展，

就需要的调整达成共识，并设置新的年度目标。这些董事会是 UNDP 计划的管理实体，

他们重点关注 UNDP对国家发展结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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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高的结果层面（国家目标、部门目标和结果），关键的利益相关者通常

应围绕每项主要效果或领域，形成广泛覆盖各部门或跨机构的组织。只要存在现

有的国家组织机制，如多部门协调机制，联合国和 UNDP理论上都应召集他们

共同参与这些组织，而不是建立另外的平行系统。领域或效果层面的协调机制不

应该由联合国或 UNDP管理安排，而是依托国家现有的组织机制，这在一个国

家从发展角度已经建立的部门协调机制。这些组织应有足够能力负责以下工作：

 同意效果监测与评估（M＆E）框架，并监督其实施。他们要确保连续开展

效果评估，并促进取得面向结果的进展。

 在一个共享的效果框架下促进伙伴关系和协作。必须将所有正在为效果提供

产出的项目纳入进来，以确保可以开展广泛讨论。这为合作伙伴绘制了不同

项目或产出为效果做出贡献的共同愿景。

 通过强化合作伙伴的共同战略，确保为实现共同结果进行协同和协调。

 在适当情况下，对效果的实现情况和这些效果对国家发展目标的贡献进行监

测和评估。效果层面的评估机制需要确定这样一些内容：谁来负责监测和搜

集数据，多久搜集一次？谁将得到数据以及数据的形式是什么？结果框架和

M＆E框架可作为这些组织开展联合监测和评估的基础。

 开展和参与项目、效果、专题及其他类型的审查和评估，并确保这些活动的

整体质量，确保程序和产品符合国际标准。

 确保在未来规划和决策改进中，监测和评估信息能够得到有效使用和扩散。

像大多数技术领域一样，监测和评估能力存在于三个层面：支撑环境、组织

层面和个人层面。这些层面的能力相互依存，并通过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相

互影响。能力改变通常发生在四个领域：制度安排（包括适当的资源和激励）、

专栏 21. 举例：与国家的现有系统相一致

 国家预算程序

 国家中期或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或框架

 行业战略、政策、计划或项目，以及负责协调此类活动的国家协调机构

 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或框架，以及某一部门战略、政策、计划或项目的国家

M＆E系统

 现有的审查机制（减贫战略评议、非洲发展的新伙伴关系[NEPAD]、同行评

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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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知识和问责机制。如果在一项计划或项目中只专注于这些层面或方面的其

中之一，将不太可能引导提高可持续的监测和评估能力。因此，一个针对特定效

果的组织需要以更全面的视角，来理解和建设对结果的监测和评估能力。

通过开展一项高层次的或初步的能力评估，来了解特定主体现有的和所需的

监测和评估能力
27
，是建立相关部门或效果层面协调机制的开始。为上述三个层

面和四个领域建立基准是有局限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列出供初步评估参照的问题

清单。通过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产生的洞见，可以帮助一个计划团队形成关于

能力开发的响应。

制度安排

 机构或部门是否有成文的计划监测和评估政策，其中对监测和评估机构以及

计划和项目团队在数据搜集和管理中的任务、职责和问责措施是否明确？

 机构和部门的政策是否要求：建立标准化工具和模板，将组织数据与国家数

据的搜集和管理相统一，明确监测和评估的技术标准，并确保开展适当的培

训？

 每个监测和评估实体的监测评估活动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包括熟练的人员

和财政资源？监测人员是否具有适当的统计和分析技能来汇集和分析样本

及抓取数据？

 是否有一个独立的评估实体？负责评估的机构是否真正“独立于”管理，而

只进行评价？那些评估负责机构的报告程序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机制来保

证评估职能的独立性？

领导

 高层管理支持组织内基于证据的决策吗？

知识

 高质量的信息是否能按照相关因素（如性别、年龄和地理）进行分解，以便

评估进展和分析绩效？

 各监测和评估实体是否能够获得要搜集的计划或项目信息？利益相关者是

否能访问所搜集和分析的数据（例如通过互联网）？

 监测和评估机构是否有直观简洁的格式进行数据搜集和形成报告？在数据

搜集、分析和汇总的各个层面，是否建立了系统的、书面的质量控制程序？

27 关于 UNDP 能力评估方法的全部讨论，参加 UNDP, ‘Practice Note on Capacity Assessment’, Octo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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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体系中是否有足够的评估专业知识？是否有国家专业评估协会？

问责

 是否将来自监测和评估主体的信息及时提供给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从

而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

以上述考虑和通过高层次能力评估得到的见解为基础，可从四个广泛的方案

中选择一个，以满足结果监测和评估的要求（参见图 12）。这种高层次能力评

估也可能引导对特定领域开展更深入的能力评估。

对于部门或效果层面的组织来说，用一个简单的能力建设矩阵来表达图 12

中的分析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见表 17）。这个矩阵可以帮助确定国家的合作机

构具备哪些可用的监测和评估设施，并找出差距。最后一列可以用来表示当相关

国家提出要求和需求时，如何通过 UNDP的计划支持能力建设——包括详细的

能力评估。

图 12. 对能力建设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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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监测和评估的独立机构，如监测和评估部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表 17. 监测和评估能力矩阵

为结果做出贡

献的一组效果，

主要合作伙伴

或利益相关者

与合作伙伴直

接相关的结果

或效果的特定

组成部分

合作伙伴现有的

M&E机制和能力

(制度安排、领导能

力、知识、问责)

合作伙伴在潜

在领域建设与

其任务一致的

M&E能力

为发展M&E能力推

荐的做法

选举管理局 组织进展评价，

实地调研

搜集和分析数据

报告

只限总部一级。 现场监测，尤其是

在区域层面评估

中包容弱势群体

和偏远地区人群

的能力。

对能力建设的最初支持应

集中于开发与结果实现相

关的监测技能。在效果范

围内可获得的资金也可以

为选举管理局开展能力评

估。

国家统计办公室 由国家统计办公

室完成所有的调

查

国家统计办公室是一

个重要的国家级机构，

提供高质量的全国性

调查、分析并报告结

果。

国家统计办公室的

能力建设是国家的

优先发展事项。

效果小组（the Outcome
Group）应推动国家提高统

计办公室进行调查、分析

和报告的能力。

监测和评估部、

规划部

负责在效果层面

监测和评估重大

发展项目、协调部

门监测和评估活

动（包括选举项

目）的政府机构，

并建立国家监测

和评估能力。*

监测和评估部门在行

政上是独立的，并由专

职的公务员主管监测

和评估。

关于这一特定领

域的监测和评估，

监测和评估部门

从不直接与选举

管理局和国家统

计办公室的团队

成员一起工作。这

在政治上具有高

风险性。

支持监测和评估部为选举

管理局的工作服务，在具

体指标、基线、目标和数

据搜集方法等方面，培训

选举管理局的选举委员会

成员和国家统计办公室人

员。支持监测和评估部门

为提升选举管理局的评估

文化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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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面向结果的监测

前一章为如何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提供了指导，包括如何设计监测和评估

（M&E）框架，以及如何有效解决制定计划的其他需求，如为监测和评估活动提

供资源和能力保障等。本章就如何按计划执行监测活动提供分步指导，并将介绍

有效开展监测的方法和技巧，及如何将监测证据用于决策。

本章内容按照实施监测的一般步骤展开：

1、在以下方面达成明确共识：

a. 适用于各自监测对象的监测政策

b. 相关角色和职责，以及他们在效果和产出监测，以及项目和计划管理监

测中如何发挥作用

c. 常用的监测手段和方法

2、精心设计初始监测框架（见第3章）和开展监测活动所需的详细信息，包

括定期监测的最终参考点，如指标、基线、风险和年度目标，并将它们纳入监测

信息系统。

3、实施监测活动：组织、计划并开展监测活动，使用已有监测方法搜集分

析数据，形成报告。

4、利用监测数据为管理行为和决策服务。

这些步骤如图13所示。

图13 实施监测的一般步骤

没有一种监测模板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形。一个组织在某种情形中使用的监测

方法——如在国家、区域或全球的计划中，或在开发项目中——取决于许多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对机构的问责要求（既有组织自身的要求，也有发展的要求）、所

政策与实施环
境评估，明确
角色和职责

完善初始 M&E
框架，做好监

测准备

监测—搜集分

析数据，形成
报告

在管理与决策

中使用监测数
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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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结果的复杂性、范围及背景。监测的重点，以及UNDP及其下级机构、计划

和项目等监测中使用的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构的监测政策。本章以UNDP

的实践操作为背景来介绍这些因素。

4.1 UNDP 的监测政策，监测的操作环境、角色和责任

监测的政策背景

任何为实现发展结果而奋斗的机构，都需要一个稳健、具有连续性、有效的

监测体系。这一要求与UNDP尤为相关，因为该组织追求这样的发展结果：国家

自主并成为多个利益相关者框架（如UNDAF或国家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覆

盖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通过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来定义和完成；必须负起

责任。UNDP致力于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程序和制度来建立一个稳健的监测

体系，使其能应对监测面临的多重挑战。

UNDP的监测政策在POPP手册中是这样阐述的，无论预算多少和期限长短，

UNDP为之贡献的所有结果——效果和产出——都必须得到监测。对UNDP支持

的每项计划都必须进行监测，以确保：

 每项计划（国家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及其组成项目的预期效果都将实现。

这是UNDP及其合作伙伴的共同责任。然而，为了确保UNDP援助的产出对

效果产生贡献，UNDP负责对这些贡献进行监测。

 各项计划的组成项目按照总体发展规划和相应的年度工作计划，以有效的方

式产生预期产出。这是UNDP的一项具体责任。

 计划和项目的决策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

 学习经验，系统掌握知识，并改进未来的计划和项目。

《UNDP战略规划（2008-2011年）》中，进一步强调了效果必须服务于国家

提示：监测是计划或项目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管理的附加产品。监测不应当被

视为仅仅是管理和报告的要求，相反，应把它作为实现以下方面的机会：

 促进受益者参与，从而使其感受到对预期结果的自主权，并有动力使这些结

果持续下去。

 展示发展成果的成就，表明将如何使目标人群受益，同时在受益人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之间协调平衡，来解决操作中面临的任何挑战。

 培育包容性的、有意义的监测文化，让执行和管理既有效又有趣，使反映成

绩的客观数据和证据采集更容易，支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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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因此应由国家承担首要责任。UNDP将为这些效果做出贡献。因此，UNDP

的主要责任是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对UNDP基本绩效的评估必须基于监测和评

估数据，首先在国家层面作为与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联合执行的一部分进行评

估，其次是在企业层面，由高级管理层和执行董事会进行评估。对于企业服务，

以及支持国家计划的全球和区域计划而言，UNDP负有直接责任。

监测的操作环境

监测的主要依据是每个计划的监测和评估（M&E）框架（详见第3章）。其

中，相应的规划文件——如UNDAF、全球计划文件、区域计划文件、CPD和所

包含的项目文件——的结果框架（有时被称为“结果和资源框架”），对监测内

容作了进一步说明。结果框架对有关内容作了阐述：UNDP资助产生的国家、区

域和全球发展的结果，包括联合国层面的效果（基于UNDAF)）；在国家层面（在

CPDS中）、区域层面（区域计划文件中）和全球层面（全球计划文件中）由UNDP

支持产生的更为具体的效果；与每项效果相关的产出。结果框架也给出了与每项

效果与产出相适应的指标、基线和目标。

尽管UNDP监测的主要对象是结果的实现，同时也需要对各个层面资源的合

理使用情况进行监测。UNDP开展三个层面的监测：产出和项目、效果、计划。



97

效果 效果

效果

如UNDAF

产出 产出 产出产出产出

项目 项目项目 UNDP项目 UNDP项目

次级

效果

国家计划

效果

国家目标
报告和战略规

划的效果

UNDP
计划 监

测

次级

成果

规
划

图 14 成果-产出-项目关系图

图14描述了以下关系：

 结果谱系：效果和产出

 项目和计划的管理安排及实体

 项目、计划和结果（包括效果和产出）三个层面的相互关系

根据图14可知：

项目和产出层面

项目是利用投入和资源，并将其转换为活动和产出的载体，也是监测活动开

始的实体。项目产出总是与效果直接相连。28UNDP项目通常在复杂的发展环境

中运行，因此明确每个项目的角色、交付成果和产出，以及和其他项目的联系是

很重要的。

在单个项目层面的一个关键职责是，通过精心策划一系列有效活动来实现规

划的产出，并恰当地使用为这些活动配置的资源。这些方面都是需要监测的。在

项目或产出层面，监测的主要负责人是项目管理者。UNDP在项目层面使用的主

28 在某些情况下，一项产出可以与多项效果关联，例如，某一个项目建立的流浪群体数据库，不仅可以作

为流浪人群安全性的效果，而且也与他们的教育、营养和健康标准等其他相关效果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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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监测工具和方法是：项目管理系统（Atlas）；实地考察，利益相关者座谈访谈；

年度（季度）项目报告；年度项目评审。

效果层面

效果是通过项目（和其他相关的活动，如宣传）产出实现的，这些项目及相

关活动由UNDP或其他组织支持。

在联合国和UNDP的操作环境中，通常有一个以上的效果等级：UNDAF的

效果和UNDP国家计划的效果。在图14中，更高层次的效果用椭圆形表示，如

UNDAF或国家效果。国家计划的效果用钻石形表示，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更高

层面的国家或UNDAF效果的次级效果。

在某一效果层面的监测，需要清楚了解所有参与方对效果做出贡献的全部产

出，以及次级效果与其他层面效果之间的联系。每个参与方对自己为效果做出的

贡献负责，但监测整体效果的责任由所有参与方共担。为了实用，应指派某一参

与方负责总体协调。假设把全部发展结果的国家自主权放在首位，在效果层面开

展监测的责任主体应是政府或国家机构。UNDP支持国家机构的监测职能，并重

点发展他们的监测能力。这一重点可以扩展到发展国家监测体系。然而，这样的

能力建设活动应按照UNDP的能力建设方法，纳入总体能力建设的范畴29（参见

第3章）。

在效果层面，UNDP使用的主要监测工具是：公司成果管理系统（RBM平台）；

实地考察，利益相关者座谈访谈；项目和计划监测的发现；年度报告；年度计划

和UNDAF审查。对于效果监测，UNDP系统应增强与国家系统和其他发展援助

伙伴的联系，UNDP应寻求将现行的国家程序纳入这个体系。

UNDP计划层面

29 UNDP, ‘Supporting Capacity Development: The UNDP Approach’, and UNDP, ‘Practice Note on Capacity
Development’.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撑能力建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做法”，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能
力建设的操作事项”。

提示：可能有许多与广泛的国家成果或UNDAF成果有关的次级成果，它们的意义在

于方便交流和表达，特别是在复杂的结果框架，和类似联合国和UNDP等多个机构管

理的环境下。次级成果可以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可称为“中间成果”。还应注意，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不需要次级成果。例如，单一国家机构或单一援助机构的产出（如世界

银行）可以直接指向国家层面的成果，不需要到次级成果层面。次级结果或国家计划

成果，鼓励UNDP在解决UNDAF或国家成果时，继续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和比较优势。



99

如图14中描绘的交叉形状所示，UNDP计划支持了若干项目和效果，计划层

面的监测要求：

 监督所有的组成项目

 监测由计划资助的每项效果

 对UNDAF的计划问责，为国家结果做出贡献，实现战略规划中的效果

UNDP计划层面的责任主体是计划管理者。UNDP在计划层面使用的监测工

具与效果层面使用的监测工具通常是一样的。

重要的是认识到，产出和效果是结果链的内在要素，而项目和计划实际上是

用来管理产出和实现效果的安排，UNDP开展的监测涵盖了以上所有要素。

监测的角色和责任

发展结果监测有不同层面——典型的有国家、计划、效果和项目产出层面，

在合作组织的每个层面，都有特定的个人或集体作为监测责任主体。

虽然某些监测职能可以分配给特定单位或职能人员，如项目或产出层面的项

目管理者，但在效果和更高的结果层面，监测责任主体是集体。成功的监测和结

果实现依赖于每个成员清楚他们自己和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责任。表18表明了每个

监测点的角色和职责，以及它们如何用于UNDP的计划和项目。

表 18 监测的角色和职责

谁来监测：参与人及职责 监测什么：角色和职责 如何监测：时点及方法

国家权威机构

主要职责：

 领导和检查国家计

划，以确定预期目标

的实现进展

 确定并管理合作伙伴

计划层面的结果监测

 确保国家自主决定的、基于结

果的监测和评估

 为决策制定提供清晰的基础，

并指导发展计划

 基于参与者各自的比较优势，

采用合作监测体系

 将结果与资源相关联，确保对

资源使用的问责

 确保质量，确保对监测证据和

经验的恰当使用

 解决执行过程中的主要瓶颈，

以提高结果（效果）实现的可

能性

1. 在初始规划阶段

 积极参与国家计划和联合

国发展援助框架计划

（UNDAF）监测评估

（M&E）框架的开发和论

证

2. 对结果进展进行年度评估

 对年度评估文件中给定结

果的实现进展、问题和趋势

进行评估

 必要时，作出决策调整

 批准包括监测评估（M&E）
在内的后续工作

3. 参与联合监测（按照与合作

伙伴之前的协议做出选择决定）



100

UNDP计划的高级管理者

主要职责：

 与各国政府、联合国

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

一起，领导、实施国

家计划，并监测进展

 与成员国合作，确定

UNDP对国家援助的

重点和预期结果

 确定并管理合作伙伴

 评估UNDP对国家援

助的总体绩效（预期

结果的实现进展）

 确保UNDP资源得到

战略性和高效利用

计划层面的结果监测

 为实现结果建立稳固的联盟

 为决策制定提供清晰的基础，

并指导发展计划

 确保积极的、以结果为基础的

监测

 确保质量，确保对监测证据和

经验的恰当使用

 解决执行过程中的主要瓶颈，

以提高结果（效果）实现的可

能性

 将结果与资源相关联，确保对

资源使用的问责

 必要时，可调整UNDP援助以应

对出现的变化

 UNDP在国家发展合作框架中

的战略定位

 与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AF）和国家监测评估计

划相一致，批准计划的监测评

估框架（UNDP CPAP监测评估

规划）

 使用项目和效果层面的监测数

据，并纳入计划讨论

1. 在初始规划阶段

 积极参与监测评估（M&E）
框架的开发和论证

2. 参与联合监测（见上文）

3. 年度评估之前，

 通过效果小组评议和年度

项目报告综述，确定计划对

结果的战略贡献

 必要时，决定计划结果和资

源的战略转型

 以证据为基础，确定计划的

总体贡献

4. 参与年度评估

UNDP系列计划的管理者

主要职责：

 负责部门/效果层面

的协调机制

 管理UNDP在某专题

领域的系列计划和项

目，如治理或贫困专

题，换句话说，管理

UNDP对效果的贡献

在效果层面

 分析结果实现的进展

 评估合作战略的效力，并采取

相应行动（如，与合作方进行

更好的协调）

 监测战略实施在突破结果（效

果）实现的约束因素方面的有

效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使资源

配置最大可能的保证结果（效

果）实现

 了解并促进监测评估的能力建

设

 使用项目层面的监测数据，并

纳入效果层面的讨论

1、在初始规划阶段

 积极参与各项效果监测评

估（M&E）框架的开发和

论证

2、在整个计划周期开展监测和

联合监测活动

3、在年度评估前，确定：

 效果实现的进展

 合作战略的进展

 资金利用率和利用效率

 年度评估中需要确定的问

题

 计划评估和年度评估的投

入

4、参与效果层面的年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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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者和职员

主要职责：

 管理UNDP的援助项

目，实现项目产出

 为项目管理和项目绩

效做贡献

在项目层面，监测产出

 在更大范围内挖掘项目

 采取步骤完成产出目标

 确保与合作方有效合作

 接触受益人

 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

 将项目数据信息纳入更高层面

的监测（效果和计划层面的监

测）中

1、在初始规划阶段

 通过一个包容性的过程，开

发项目监测评估（M&E）
框架，并达成一致

2、在整个计划周期开展与项目

相关的监测活动

3、在年度评估前，确定：

 项目产出和对相关效果做

出贡献的进展

 资金利用率和利用效率

 年度评估中需要确定的问

题

 项目年度报告中计划评估

和年度评估的投入

4、确保把握项目的年度评估

4.2 完善初始监测评估计划，为监测做准备

对监测政策、操作环境、角色和职责有了明确的认识，就可以准备实施监测。

实施监测的第一步是确保监测评估框架是最新的。要在制定计划或项目规划的最

后阶段（详见第3章）准备监测评估框架，这是实施监测的基础。必要时，需要

对监测评估框架进行认真评议和精心设计。

设计监测评估框架没有人为的固定时间限制，但应在计划执行之前制定，并

尽可能地接近计划实际开始执行的时间。对于UNDP的国家、区域和全球计划而

言，在计划层面的详细监测评估框架，应在将各计划文件提交执行董事会待批后

准备好。

计划执行周期开始前的六到九个月，通常是设计监测评估框架的时间。对国

家计划来说，当国家计划执行方案（CPAP）和组成项目，以及年度工作方案

（AWP）就绪后，应进行监测评估框架设计。这样有助于在计划和项目间建立

更好的联系、相互巩固，因此既提高了计划的整体一致性，而且也使监测聚焦在

一组具有一致性的计划活动和目标上。

正如第3章指出的，监测和评估框架由三部分组成：叙述部分、结果框架和

监测评估矩阵。叙述部分所需的任何改变，都不太可能是实质性的，对该部分内

容进行升级更新会相对简单。然而，基于具体项目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或更

精确的）信息，可能需要细化结果图和监测评估矩阵。在整体计划的初步规划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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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后，国家项目行动计划（CPAP）及其具体组成项目进入开发阶段。在此阶

段，关于效果、产出、相关指标、基线、风险和假设的详细信息变得更加清晰。

在项目具体执行阶段出现的数据，能显著改进对产出、指标、基线、风险和假设

等最初的描述，从而提高监测的效率和质量。此外，监测评估框架要在规划制定

过程结束后马上准备好，该阶段的重点是面向结果的规划。关于执行或监测的细

节信息（例如，监测事件的类型和时间安排、使用的方法，等等）在当时可能不

容易理解或准确预测。因此，在项目执行阶段应对细节信息进行仔细检查并吸收

利用。

对监测评估框架进行细节上的完善，可使该框架成为更加现实而有效的监测

工具。表14中提供的监测矩阵例子，是基于第2章中讨论的提高选举管理机构能

力的样本结果表格。

对于UNDP而言，在国家层面，国家项目行动计划（CPAP）是成果管理的

总体工具。对国家项目行动计划的监测评估框架应与国家项目行动计划同时准备

和定稿，并理应是后者的组成成分。同样，对于区域和全球计划，监测评估框架

应准备好，并能真实反映执行董事会批准的相应计划。

更新监测评估框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对结果框架的每次重要改变都会影响

监测评估框架，例如当现有项目完成或国家项目行动计划中新增加项目时，国家

项目行动计划和监测评估框架都应做出修订和批准。年度工作计划是与持续更新

国家项目行动计划和监测评估框架最相关的一点。

确定国家项目行动计划和监测评估框架是启动监测的关键，在此阶段应开展

以下四项工作：

 在单个项目层面，依照项目的具体产出开发详细的监测评估框架。项目层面

的产出应与计划总体规划文件（国家计划文件、国家项目行动计划、区域和

全球计划文件）和监测评估框架中的产出相同。此外，项目结果矩阵和监测

评估计划要与计划及其监测评估方案保持同步。监测所需的初始数据应在每

个项目的规划阶段搜集。项目成果和监测数据应输入相关国家、机构、项目

或计划的管理信息系统（对UNDP来说，这就是项目管理系统Atlas）。

 作为年度工作计划中实施的项目，设定项目产出的年度目标，并把年底监测

明确写入年度工作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年度工作计划的详情见4.3节。）与

效果不同，每个合作伙伴都必须产生其所负责的全部产出，从而对实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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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贡献。因此，对于项目层面的监测而言，最关键的是以明确的方式显示

按照年度目标产生的全部产出的进展。

 一旦意见达成一致，在任何现有国家或机构的结果管理或效果监测系统中，

要在年度工作计划中为开展绩效监测锁定年度产出目标。对UNDP来说，年

度工作计划中的年度产出目标，也将作为机构效果监测系统中的参考点，因

此它们是最早进入项目管理系统（Atlas），然后进入基于结果的管理平台。

 在计划层面，确保建立完善的计划及其涵盖项目的监测评估框架，涉及到从

产出到成果（结果逻辑）、从项目到国家计划（管理实体）。

完成了上述工作，就可以系统开展监测活动了。

4.3 监测：数据搜集、分析和报告

监测的范围

监测旨在对结果实现的进展作出判断，促成提高结果实现可能性的决策，加

强问责和学习。监测应至少回答如下问题：

 结果实现的进展——需要定期分析预期结果实际上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的

程度。

 促进或阻碍取得效果的因素——必须监测国家背景、经济、社会、政治和同

时发生的其他进展，这与风险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单个成员通过产出对效果的贡献——这些产出可以通过计划、项目，政策建

议、宣传和其他活动产生。监测和评估需要分析产出是否正在按计划取得，

产出是否对效果有贡献。

 伙伴战略——需要评议现行的合作战略及其作用，以及是否需要建立新的合

作关系。这有助于确保关注某一效果的伙伴成员对问题和需求有共同评价，

并实现战略同步。

 学习经验教训和创造更为广泛共享的知识产品。

合作伙伴可以在现实可行的能力范围内，根据管理和分析需要增加更多元

素。监测通常提供原始数据，在提交用于决策的报告之前，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综

合。通过使用来自于监测的信息，计划管理者必须进行分析并对计划和项目采取

行动，以确保能够实现预期结果——即在共识的结果和资源框架中明确的结果。

计划管理者也要监测和记录那些“软”发展倡议和战略伙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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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监测

在实践中，有必要区分监测的优先次序，两个因素有助于确定监测的优先级：

UNDP对于取得整体结果做出贡献的关键性、面临风险的严重性。当一项行动的

关键性和面临风险的严重性发生变化，其监测的优先级也将随之改变。

一个UNDP项目或行动被认为具有较高关键性的条件是：与一项时间限制强

的国家优先事项相关；实现预期结果严重依赖于UNDP的比较优势、专门知识和

能力；或者受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委托承担着关键的协调作用。

结果框架制定之初就要识别风险及其潜在影响。然而，在计划和项目实施过

程中，不断变化的实施环境（如危机）可能会带来额外风险，这是在确定监测的

优先次序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如图15所示，基于关键性和风险两个指标，可以从四大类别来确定监测的优

先级，也可以确定应该更遵从哪个方面。

危机环境下的监测

为了适用于危机情况，需要对“常规”发展背景下规划、监测和评估的标准

过程进行修改。在危机情况下，监测方法和过程应包括：

 在开展监测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监测评估框架中提出的冲突敏感措施。这些活

动应该从对给定计划或项目的现状分析开始。

图15. 监测的优先次序

 监测信息应不断反馈到总体冲突分析中，以便真正理解危机升级。监测也应

需求较高。重点监测对

效果的贡献

需求较小。监测贡献和

测度风险

需求很高。需要测度

风险和产出对效果的

贡献

需求较高。重点监测

风险

对成功的关键性高

对成功的关键性低

高

风

险

低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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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结果图所需要的任何变化。

 危机情况通常是不固定的。因此，监测应对环境变化敏感。例如，我们可能

需要对监测进度和数据搜集方法不断进行评议并作出改变。

 采取额外措施使监测过程包含最脆弱的群体。要全面分析通过访谈、实地考

察、文献研究等采集到的所有信息，尽可能防止偏见。此外，应当定期向官

员们咨询，以体现和确保他们对结果的自主权，并保持监测的可信性和平衡。

 监测应该分析由于发展行动造成的群体间差异----特别是性别差异。这尤其适

用于弱势群体，如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少数民族和土著群体。应特别注意分

解性别、年龄、地域等监测数据，以确保计划的措施能够满足被忽略的人群，

特别是妇女、青年人和老年人。

 即使在危机情况下，也应加强监测能力建设。然而，即便所需的能力开发未

达到预期目标，也要执行监测。

 如果在危机情况下，很难或不可能对项目进行直接监测，应当认真考虑当地

合作伙伴和民间社会组织监测能力的发展。当项目人员不能定期进行实地考

察时，仍应使用可靠调查人员的二手数据来进行监测。然而，使用这种方法

应明确陈述采用的是报告数据，而不必透露调查人员身份，因为那可能给调

查人员带来风险。

 监测也应考虑安全风险因素，建立充分的预警措施并配置资源来管理风险。

选择监测方法和工具

有一系列方法和工具用于监测项目、计划、效果和其他活动。计划和项目管

理者必须确定对每个项目、计划或效果选择正确的监测工具和方法组合，确保监

测活动在以下方面保持适当平衡：

 数据和分析——需要获取并分析提供了进展信息的项目文件。

 验证——需要检查或验证报告的进展是否准确。

 参与——需要获得合作伙伴和受益者对进展和建议的反馈。

表19列出了各种常见的监测工具和组织机制，根据其主要特征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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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选择恰当的监测机制组合

目的

数据和分析 验证 参与

 监测评估框架

 年度工作计划

 产出进展和季度报告

 项目年度报告

 项目提交的报告和合并提交的报告

 效果实现的进展报告

 实地调查

 抽样调查

 其他合作伙伴的

评议和评估

 客户调查

 评估

 评议和研究

 部门及效果群体和

组织机制

 指导委员会和组织

机制

 利益相关者会议

 重点专题会议

 年度评议

学习过程贯穿于所有监测工具和组织机制中

期望使用一种监测工具或组织机制满足所有需求是不现实的。不同的利益相

关者可能使用不同的工具，或用不同的方式使用同一工具。对积极参与结果管理

的合作伙伴来说，监测数据和信息搜集从项目层面开始。年度工作计划、实地考

察和年度项目报告（APR）是合作伙伴用于项目系统监测、数据搜集和报告最常

用的工具。效果监测通常需要不同的工具组合，这与传统上用于项目层面的不同。

例如，由于给定项目的范围过窄或合作伙伴的范围有限，项目调查或双边会议等

工具可能是不够的，更有用的工具包括效果群体评议、分析和调查等。（有关这

些工具的更多信息在第5至第8章介绍。）

年度工作计划（AWPs）

年度工作计划描述了计划或项目应完成的活动——包括谁负责什么、时间期

限，预计投入和资金来源——从而实现与效果有关的产出。年度工作计划对监测

年度的后续工作推进也是很好的参考。因此，年度工作计划和附属的监测工具是

最重要的监测依据之一，这对于跨年度、多方参与的计划和项目尤为重要。为了

对特定期限（通常是一个自然年）的计划进行规划、管理和监测，大多数合作伙

伴——包括UNDP——使用年度工作计划30。年度工作计划有多种格式和方法，

通常在年度开始时作为一种规划工具，而相应的监测模板会在当年晚些时候独立

制定。表20所示的是一种可行的年度工作计划格式，它兼有年度计划和报告的优

点，除最后两列之外的所有信息都应在年初时填写，最后两列应在年底完成。

30 年度工作计划涵盖的时间周期不应超过 12 个月。事实上，在计划启动时，其实际执行时间通常也不会超

过一年。



107

负责提交产出的项目管理者应该准备年度工作计划。根据期望结果的复杂性

和性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需要集体努力共同完成。项目的管理制度应确保预期

结果符合目标受益者的期望，从而提高所有合作伙伴拥有自主权的感受。在准备

年度工作计划的过程中，项目管理应有助于增强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

年度工作计划在监测中有多种用途：

 了解由合作伙伴制定并达成共识的年度目标，以透明的方式实现预期结果

 对照计划审查当前进度，找出瓶颈

 作为年终报告的基础（年度报告），规划未来的工作

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对任何以实地为基础的项目都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做好实地考察计

划，以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以下几点对制定有效的实地考察计划很有帮助。

 实地考察的目的是什么？——实地考察以验证为目的，验证计划和项目报告

的结果。对于体量大、关键、对效果必不可少的计划和项目来说，实地考察

特别重要。实地考察涉及对进展、结果和存在问题的评价，也包括考察项目

管理或高级管理者。

 时间——实地考察可以选在年内的任何时间进行。如果在年度检查后的上半

年开展，就可以对结果进行验证。如果是下半年开展，实地考察应当为年度

检查和效果评议提供最新的进展信息。实地考察报告应及时并且简洁，在返

回办公室一周内分别提交给项目管理部门、计划管理部门和效果管理部门作

为参考，在需要时可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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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年度工作计划格式（含监测）例表

效果：

预期产出 计划活动
时间安排

责任方
预算 监测框架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资金来源 预算内容 数额 支出 产出进展

产出 1

目标：

目标实现的进展状态，

对国家的贡献，

计划的效果

产出 2

目标：

产出 3

目标：

合计

注：

1、上表仅是说明性的，实际应用中可以适当调整。

2、基于UNDG年度工作计划的格式及相关的监测工具（目前作为两种独立格式使用）。

3、第1列中的产出也应填入适用的基线、关联指标和年度目标。

4、当年开展的面向产出的所有活动，包括监测评估在内，都应填入活动栏。

5、对应已开展活动的实际支出应填入支出栏。

6、最后一列应使用年度指标目标数据，来描述实现产出的进展程度。相应地，促进或制约取得结果的因素包括：在国家计划监测评估框架中识别的风险和假设是否出现，或是否

出现新的风险；内部因素如投入和活动时间、产品和服务质量、协调与其他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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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应该参加考察和参与接受考察？——实地考察越来越成为几个合作伙伴

对面向同一效果或结果的计划和项目群进行联合监测时开展的工作。联合考

察也支持结果的自主权。来自单个或多个合作伙伴的考察团可以调查面向特

定效果的项目，或到特定地理区域，调查解决面向特定发展问题的项目，如

流离失所者、自然灾害后的幸存者或弱势群体。这种联合考察往往是对进展

全面审查的有效途径。在制定实地考察计划时，聚焦于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确保有关国家合作伙伴和受益者能按照要求参加，这是至关重要的。

 对话和咨询——重点应放在观察和确认结果实现进展的可靠信息，以及这些

信息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上——包括产出和效果。实地考察也要辨别其他举

措，如软援助或需要弥补的战略缺口。实地考察不宜对执行情况的细节做长

时间讨论。如果在实地考察中发现这样的问题，需要向能够解决这类问题的

合作伙伴提出并进行讨论。

 实地考察的发现——应发给恰当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以采取有效行

动。附件2是实地考察报告的格式。

专栏 22. UNDP的实地考察政策和良好实践

对于国家计划文件和国家计划行动的规划中为结果做出贡献的每个计划和项目，

UNDP国家办事处的代表每年必须至少实地考察一次。实地考察可以由计划管理者、

政策顾问或政府办公室人员开展（特别在处理复杂效果时）。我们也鼓励常驻代表和

国家办事处的其他管理人员进行实地考察。

年度项目报告（APR）

年度项目报告是项目管理的自评估，是评估计划和项目产出对预期成果所做

贡献的基础。年度项目报告应准确提供项目取得的最新结果，确定主要约束条件，

提出未来发展方向。作为项目管理者提交给政府办公室的自评估报告，可以用来

促进与合作伙伴的对话。

年度项目报告的内容、格式和准备

基本的年度项目报告应反映对先前讨论的年度工作计划的评估。年度项目报

告是一份来自于项目的报告，通过董事会或指导委员会递送给其他利益相关者。

年度项目报告应该是客观的，并反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年度项目报告

应该简洁，并包含结果评价、主要问题和建议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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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的项目绩效，包括产出，还可能有关于效果状态的信息

 结果实现的瓶颈，即问题、风险和原因

 经验教训和如何吸收这些经验教训的说明

 未来应对这些主要挑战的明确建议

除了基本要素，项目管理者或其他合作伙伴还可要求增加更多要素。本着统

一和简化的原则，合作伙伴应同意统一报告格式，（尽可能）消除重复的报告，

减少工作量。从监测的角度来看，年度项目报告遵从年度工作计划的流程，服务

总体监测评估框架的目标，从而实现预期结果，这是至关重要的。

项目管理者负责编制和提交年度项目报告。年度项目报告由项目成员准备，

特别关注产出，并受到捐助者、其他合作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因为项目成员

通常是各自领域的专家，项目层面的监测可能还需要对效果的进展状况开展一些

专家评估。

项目质量保证人员（见专栏23）应对采集的项目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可靠性

和质量进行审查和观察，并按项目汇编。

年度项目报告的使用

年度项目报告是项目监督和监测的一部分，是年度审查的一个关键构成要

素。通常情况下，年度项目报告也反映在捐助伙伴关于其资助结果的年度报告中。

专栏 23. 质量保证的角色

UNDP引入计划和项目质量保证的概念，就像其他领域一样，这将提高监

测的质量。计划和项目管理者对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高质量负有主要责任。

质量保障作用是额外的，是计划和项目委员会的责任之一，如第3章专栏20所述。

质量保证通常委托给不直接参与项目或计划管理的UNDP人员。通常，计划质

量保证的角色会委派给办公室的监测评估小组，项目质量保证的角色会委派给

一个计划官员。质量保证功能在计划和项目制定、实施和终止的各个阶段都起

作用。对于监测，保证有以下作用：

 坚持监测和报告的要求和标准

 确保在管理信息系统中，项目结果的要素是明确和可获得的，便于监测

和报告

 确保准备和提交高质量的定期进度报告

 执行监督活动，如定期监测考察和抽样调查

 确保项目和计划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的决策得到遵守，对变化的管理符

合必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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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年度报告已经准备好并发布，下一步就是要征求意见，可能是项目委员会或

指导委员会的意见，或者是来自合作伙伴的书面意见。根据内容和方法，年度项

目报告可用于以下方面：

 绩效评估——当使用效果委员会、小组或指导委员会等机制审查项目绩效

时，年度项目报告可能提供了建立共识、共同决定未来行动的基础。年度项

目报告中的关键要素将为更高层的评价提供材料，如UNDAF的年度审查、

部门审查和对国家发展结果和规划的审查。年度项目报告应作为项目绩效反

馈的基础。

 学习——年度项目报告应提供什么做得对或做得不对的信息，以及导致成功

或失败的因素。这应当纳入年度审查、学习和实践者网络、知识库和评估之

中。建议项目最后一年的年度项目报告要包括关于经验学习和可持续性规划

（退出机制）的专门章节。年度报告可以在最佳和最差实践、成功的可能性、

后续行动建议等方面提供经验教训。年度报告也可以用来与受益人、合作伙

伴和利益相关者分享结果和问题，并征求他们的反馈意见。

 决策——合作伙伴可以运用年度报告来规划未来行动和执行战略，跟踪产出

的进展，采用“软援助”，以及发展合作关系和结成联盟。年度报告允许项

目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和合作伙伴寻求对实现预期结果主要制约因素的解决

方案。作为协商过程的结果，可以对规划文件中的项目总体设计和相应的总

体结果框架进行必要的修改。

联合监测

发展结果的监测不能孤立或临时开展。只要有可能，监测应在关键利益相关

者之间联合或协同进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应尽可能参加——包括面向给定结果

的多个联合国组织、确定的受益群体和关键国家合作伙伴的代表。这样的联合监

测也应体现在联合实地考察方面。在理想的情况下，联合监测应通过国家效果小

组或部门层面的机制进行组织和协调。联合监测应带来联合分析并促成决策，例

如，可以在年度审查中正式达成一致。

当国家机构领导的联合监测有局限时，UNCT可以围绕每一项联合国发展援

助框架的效果组建跨机构团体。这些团体将使用结果矩阵和监测评估框架作为与

相关计划合作伙伴开展联合监测的基础，监测结果将向UNCT报告并用于联合分

析。这些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效果小组应该增加由联合国组织和合作伙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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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监测信息。

实际上，联合监测将包括以下内容：

 定期与合作伙伴召开会议，分析评议监测评估框架中提出的结果的进展，共

享一个或更多合作伙伴搜集的信息

 制定和实施联合实地监测任务，衡量成就与局限

 识别经验教训或良好实践并分享，促进合作伙伴使用，提高知识产出

 识别合作伙伴之间的能力建设需要，特别是涉及数据搜集、分析、监测和报

告方面的能力

 定期向各利益相关者、指导委员会或董事会报告

 总结提出教训和良好实践，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通过效果审查和年度审查，为形成年度进展报告做出贡献

提示：在为计划制定规划的早期就应考虑监测数据和监测能力，等到实施阶段考虑

就太迟了。

获得可靠的监测数据和信息

监测是计划全面实施的一部分，开始于对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通常，规划

制定之前的分析阶段提供了关于监测的早期见解。例如，开发一个新计划或项目

时，分析所需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表明了利用现有能力和资源开展监测的范

围和可能性。它也表明为确保未来有效开展监测，当前需要加以解决的关键差距。

因此，必须认识到规划制定之前的分析阶段是一个重要时机，可以确保在计划实

施周期的后期有效开展监测。

理想情况下，监测数据应从国家数据来源中产生或搜集。然而，这依赖于数

据来源的可用性和质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分析数据来自于国家发展信息系统，

该系统也是重要的监测数据和信息库。外部合作伙伴应确认并以国家已有的数据

和系统为基础。在国家统计和监测系统中，应特别注意建立基线、确定趋势和数

据不足，重视局限性。许多UNDP国家办事处已协助建立数据采集系统，专栏24

中给出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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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4. UNDP资助数据采集的良好实践

UNDP巴基斯坦依托俾路支省（Balochistan Province）的一个制度和能力建设项目，成

功支持建立了被称为“参与式信息系统”的数据采集系统。该系统有两个突出特点：由社区

成员成立社区信息委员会，通过社区信息委员会搜集家庭和服务信息；该系统将向社区成

员提供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图表，促进规划制定者和服务提供商弥补服务差距，不断改进服

务。搜集的信息类型应有利于监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第一个“巴西人类发展地图”于1998年推出，开创了在城市层面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先

河。这是第一次采用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子指标对一个国家的所有城市进行计算（巴西当时

有4491个城市）。2003年，巴西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发布了新版的人类发展地图

（仅在葡萄牙适用），可从http://www.pnud.org.br/atlas/，点击链接“Clique aquipara instalar
o Atlas de Desenvolvimento Humano no Brasilemse u computador.”下载。（ “点击安装巴西

人类发展地图到您的计算机。”）
人类发展地图采用多维方法测度人类发展，它提供了如获得基本服务、接受教育、社

会弱势群体和其他主题等一系列指标。专门开发的地理参考软件，使数据库操作变得简单，

目前的版本包括200多个指标，用于巴西的5500多个城市。该软件具有复杂查询、创建专

题地图、生成事实表格，以及一些简单的统计功能（如创建柱状图、相关图和描述性统计）。

该软件在成功绘制人类发展地图中起到关键作用，使未接受过统计学培训的人可以做出自

己的分析。

此外，UNDG可提供与DevInfo31有关的资助，这是一个用于监测人类发展的

数据库系统。这个数据库以统一的方式来组织、存储和提供数据，是促进国家层

面跨部门、联合国机构和发展伙伴之间数据共享的工具。2004年，UNDG 签署

使用DevInfo，协助各国监测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目前，超过100个国家使用

DevInfo平台，开发国家社会经济数据库，超过80个国家的统计机构和其他机构

已经正式采用符合他们特定用户要求的DevInfo数据库。该软件是免费的，有一

个DevInfo支撑组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支持各国提升能力的努力。

应预先商定报告结果的内容安排和格式，以满足合作伙伴的需求。如果可能，

所有合作伙伴，特别是国家合作伙伴，应采取共同监测的方式，以减少工作量，

并满足国际论坛上通过的简化和一致的承诺。

联合国组织已经开发出多种统一的报告格式。包括：

 带有监测框架的年度工作计划格式，可用于项目层面的报告（如表20中所述）

 一些联合国组织将“标准进展报告”32格式用于进展和援助报告，以显示资

31 详见 http://www.devinfo.org for more details on DevInfo.
32 UNDG, ‘Standard Progress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undg.org/index.cfm?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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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如何使用和结果如何实现。这可以用于效果层面，与联合国组织使用的其

他标准格式进行关联，如AWP、CPAP、CPD和UNDAF结果矩阵。

以上为采用通用报告格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合作伙伴也可以根据特定需求

进行调整。

4.4 在管理行动和决策中使用监测数据

关于结果进展的数据和信息将在项目、效果、部门和计划层面得到汇总、审

查和使用。这些层面相互关联并相互加强。它们之间存在双向的信息流动，以达

到以下共同目标：

 澄清并分析进展、问题、挑战和经验教训

 促成行动和决定，包括影响规划中要实现的改变和所需资源

项目层面

监测数据通常从项目层面汇集到更高的结果层面。在项目层面，对监测信息

的使用可以概括如下。

项目层面开展的第一项监测活动，是要明确对具体项目结果的预期，以及监

测要做什么。在开始时，项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在项目执行中进一步明

确）；预定交付的产出并预测这些产出如何贡献于更高层面的结果；确保年度目

标的叠加足以产生预期产出；确保在约定的时间内交付预期的产出。这些信息最

初应体现在项目结果框架及监测评估框架中。这个过程应在每年的项目评议时重

复进行，以不断确认相关产出按计划进行，并保持相关性。如果不是这样，应通

知更高层的董事会或委员会，讨论修正总体预期结果、新的时间框架和投入等事

宜。

监测数据应根据年度工作计划搜集，UNDP则利用项目管理系统搜集季度进

展报告。应对项目数据进行审查，以达到：

 根据实施经验和证据，验证项目和计划的结果逻辑是否仍然有效。

 辨别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有可预见的风险和假设吗？有其他不可预

见的挑战、机遇和风险吗？这些有没有得到管理？

产出进展及其与效果和问题的持续相关性，应综合起来并提交给项目报告机

构，以及各个效果或部门监测机构。在监测数据的基础上，项目管理层和董事会

或委员会应再次确认产出正按计划交付，项目正在对预期效果起作用。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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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该确定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如果需要修改规划，那么项目管理者应起草修

订，包括带有新的成本估算、年度目标等的结果框架，以促进更高层面的决策。

这些信息应在固定的时间段提交，如季度、半年度、年度或根据需要按时提交。

效果层面

部门和效果层面的协调机制在结果监测和监测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它们围绕合作伙伴支持的行动结成伙伴关系，致力于实现共同结果，从整体

视角开展监测，使国家制度和国家发展目标相联系，并提升监测能力。

在计划或项目实施之初，应对效果层面的监测和监督机构进行考核。如果这

种机制不存在，则应尽快做出安排，通过国家合作伙伴的参与建立这样的组织。

作为临时措施，可以依照UNDG（CCA和UNDAF）的指南成立联合国专题小组。

效果和部门的监督机制应采取以下行动：

 确保所有那些为效果作出贡献的成员都加入小组。对UNDP来说，应回答

UNDP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合作伙伴来交付产出和实现效果。

 就定期互动和行动规划达成共识，以确保协调和监测机制的效率和有效性。

 审查效果的组成（产出和其他活动），确保要实现的产出足以带来效果并维

持收益。

 确保结果规划中的效果指标、目标、风险和假设是有效、适当和可管理的。

 促进国家监测能力建设。

 就效果小组的组建安排达成共识。理想的情况下，效果小组应当由国家的实

体领导，但UNDP也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部门或效果协调机制应连续评估产出状态和合作伙伴的相关行动——所有

这些都有助于预期效果的实现。这项工作将检查所有相关项目、国家报告、援助

报告和其他来源的信息。作为保存记录文档和传播经验教训的载体，它应审查季

度和年度报告中关于效果的发现，确认经验教训并反馈到计划制定过程。它也可

以开展效果评价专题研究。具体而言，它应该：

 审查和评估有关联的项目，将收到的相关报告——特别是来自每个做出贡献

的项目的年度报告——向所有相关合作伙伴反馈。

 考虑各个组成项目和实现效果的整体方案需要作出的改变，考虑改变的后

果，并采取适当措施来确保效果的实现。

重要的是牢记，效果和部门层面的协调机制比联合国和UNDP的计划“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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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为它们聚焦于实现国家效果。因此，联合国和UNDP是对实现这些效果

作出贡献的成员之一。理想情况下，效果和部门层面的协调机制不应是联合国或

UNDP的管理安排，而是负责在国家背景下进行部门协调的现有的国家架构。

计划层面

对一项或多项效果做出贡献的每一个合作伙伴（如UNDP）通常都会做出自

己的安排，规划、实施和监测自己对结果的贡献。对于UNDP的国家层面，这是

国家项目行动计划（CPAP）及其监测和年度评议的功能。监测评估框架，也是

国家计划行动规划的监测框架，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基础。

在计划层面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UNDP作为合作伙伴，能在约定的合作安

排内确保其计划有效地为UNDP国家项目、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和国家结果做出

贡献吗？同样的原则适用于UNDP的区域计划、全球计划和战略规划。此外，还

应确定国家计划、区域计划和全球计划是否对实现战略规划的目标和预想效果做

出贡献。

以下是组织开展计划层面监测的必要步骤：

 通过季度进展报告（如果使用了季度进展报告）、年度项目报告和其他相关

活动，如与特定效果相关的软援助、对每个UNDP资助项目的监测信息等。

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相关时期内，UNDP在约定的国家计划行动的产

出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面向实现国家计划行动的效果，UNDP在整体上取

得了哪些进展？计划层面需要采取的行动是什么？作为一项计划，我们正在

学到什么？

 确定UNDP支持下正在产生的产出是否有效，并有助于实现相应的效果。

 与效果、部门和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

 确定其他合作伙伴是否正在做出预期的贡献，找出需要弥补的差距，发现打

造强有力伙伴关系的机会。

 多角度衡量监测信息，以更客观地评估UNDP对每项效果的贡献。找出在各

效果监测机制层面需要进一步对话的问题和变化。分析UNDP对关键议题的

整合到了什么程度，如能力建设、性别平等、国家自主权和南南合作等。

 为形成年度项目评议报告和决策制定，从总体上概括计划的关键要点。

 如果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年度评议能够包括UNDP计划的问题和有关决策，

就没必要单独开UNDP国家计划的年度评议会议。在年度评议时，举行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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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联合国计划评议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半天时间集中讨论联合国发展

援助框架（UNDAF），半天时间集中讨论各机构的计划。

 执行年度评议中通过的必须做出的改变。

同样的分析工作应为学习和报告提供支持。对于UNDP而言，这意味着国家、

区域和全球计划的管理者应把分析发现放到基于成果的管理（RBM）平台上，

来报告战略规划的实施进展。

关键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年度评议

在国家计划或联合国发展援助层面，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年度评议是

一个重要监测事件，是一年中始自于项目层面，经过效果和单个合作伙伴计划层

面的监测活动的顶点。年度评议有助于高级管理者之间就结果进展评估（产出和

效果）进行对话。它也是一个论坛，在与实现预期结果直接相关的问题和重要的

高层决策方面，促进合作伙伴建立更深的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年度评议最好在

年底举行，相关讨论将会指导对下年度规划的批准。

年度评议必须精心策划以达到最佳效果。在准备年度评议时应考虑以下内

容：

 至关重要的是，开展年度评议应基于由所有相关项目准备、利益相关者协商

后确定的客观监测数据和分析（如年度项目报告）。以下行动可能有所帮助：

 基于年度项目报告、项目委员会或指导委员会、效果小组或委员会的发

现和建议，每个合作组织应归纳提出自己的关键要点——包括评估其对

结果的贡献，及其他需要在年度评议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这些归纳应该

简洁，在会议之前发给年度评议的参与者。

 给定年度评议会议的时间限制，如有必要，可以事先组织相关合作伙伴

进行讨论，以确保在年度评议上的商议是有效率的，避免潜在冲突，引

导决策，明确下年度工作计划的后续行动。

 年度评议应由相关国家合作伙伴以包容和务实的方式进行。根据国家的能

力，并咨询主要国家合作伙伴的领导，其他合作伙伴（如UNDP）可以组织

或协助组织年度评议。年度评议的参与者应是各参与国的决策层，其成功往

往取决于合作伙伴对要讨论的问题参与引导、进行提示的程度。理想的情况

是，许多将在年度评议时解决的问题应该提前讨论过，例如，在定期监测的

实地考察中讨论过，或者在项目或效果层面的年报中讨论过。建议年度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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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集中的方式来解决关键问题和达到效果。在这方面，以下行动可能有所

帮助：

 精心准备年度评议会议的议程，优先讨论那些需要由合作伙伴集体评议

和决策的议题。要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对话，并提前为每个议题准备

背景信息。

 确保年度评议将指导决策，并在以下方面达成一致：预期结果的实现状

况；总体结果框架的改变；更新的下年度工作计划。

UNDP 的全球和区域计划

对于全球计划和每项区域计划，至少要进行一次年度评议。这些年度评议依

托各种不同的信息来源，包括计划组成项目的年度报告。

专栏 25.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年度评议的典型程序和经验学习

在国家层面：

UNDP年度评议过程与UNDAF年度评议联系在一起，对所有机构和国家合作伙伴来说，

这是每年一次的机会，审查UNCT为实现基于UNDAF结果矩阵的国家目标做出的贡献。在

与国家合作伙伴协商后，UNCT将确定参会人员的范围和会议方式。

UNDAF的年度评议应为UNCT和国家合作伙伴提供：

 对照UNDAF结果矩阵，对总体进展进行年度更新

 验证将纳入年度计划的结论和建议

UNDP通过国家项目行动计划（CPAP）的年度结果报告，为UNDAF年度评议提供支撑。

国家计划行动的年度报告来自于以下方面：项目年报和项目委员会的分析；部门或效果协调

机制（包括国家协调机制和联合国专题组）对每项效果的评论，反映在效果层面取得的进展；

本年度开展的项目和效果评估或任何其他相关的效果和项目评议，包括由其他合作伙伴开展

的评估。

实质上，UNDP为UNDAF年度评议——国家计划行动年度报告的综合——提供的支撑

包括：简要评估与实现UNDAF效果相关的所有UNDP资助活动的年度目标实现情况；国家

项目行动计划执行的操作问题；与非UNDP合作伙伴商议，对现有国家计划行动的规划进行

修改。

基于所罗门群岛的实践，开展UNDAF年度评议的一些普遍经验：

 利用政府的国家发展规划作为评议的组织原则——将国家发展规划作为汇报和详

细研讨的基础。这可能需要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开展一些额外工

作，但这些额外努力一定要根据是否提高了国家自主权来进行评价。

 战略性——介绍单个联合国组织的计划会很无趣。要避免单个合作伙伴产出的长篇

列表，这些信息可以作为背景文件在会上参考。要重点关注有关发展指标可能发

生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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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使事情变得简单——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报告格式、时限和术语。起先，许多

机构很难合作编制年度规划和实施评议。经过不断重复促进协调的努力，合作就

会变得更容易。

 在尽可能最早的日期设计和讨论标准格式——尽管重点更多地放在会议结构和议

程上，但定稿年度报告和年度工作计划，构成了年度评议最大的工作量。因此，

这一工作越早开始越好。

 降低交易成本——利用视频或网络会议向联合国合作伙伴进行咨询。

 联合国一起行动比分别行动更强大——作为一个整体，联合国系统在一个国家的

集中支持，将相当于与其他主要外部合作伙伴联合。这提高了联合国系统的地位，

也巩固了一致性原则。

年度评议的后续工作

 应记录年度评议会议的议程和内容，发给所有合作伙伴并得到认可。

 根据年度评议的决定，修改年度工作计划。应该最好以书面形式，由所有参

与的合作伙伴，特别是项目委员会层面批准。为了下年度开展监测，随后应

准备好计划（国家计划行动规划）和项目层面的监测评估框架，以及相应的

年度工作计划的监测工具。

 对UNDP来说，当年度评议结束，对下年度新的工作目标达成一致后，将启

动以下程序：定稿更新了年度目标的项目年度工作计划并签发；在以结果为

基础的管理平台（RBM）上更新年度评议结果，供形成年度报告使用；使用

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平台，为后续年度评议设定新通过的目标。

 就发生的变化与效果或部门层面的委员会协商，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都知道

发生的变化。

将监测数据用于评估

有效的监测能为评估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出于便于进行评估的考虑，应该

保留好有关数据、报告、基于监测证据的分析和决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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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面向结果的评估

为了帮助计划管理单位及合作伙伴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制定关于评估的战

略决策，本章给出了 UNDP 评估的整体图景。本章首先介绍了评估为什么对

UNDP很重要，以及应如何使用评估信息；然后简要陈述 UNDP 的评估政策、

UNDP通常开展的评估类型、评估中的关键角色和责任，以及评估政策中规定的

评估要求。

5.1 为什么评估？评估的使用

评估对于 UNDP 在促进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非常关键。通过产生“证

据”和客观信息，评估能够使管理者作出明智的决策和战略性规划。UNDP的成

功部分地有赖于 UNDP及其相应机构有能力开展可信的评估，并由此作出基于

证据的决策。评估的有效实施和使用评估结果需要充足的人力和财力，需要对评

估有正确理解，最重要的，需要一种结果导向、学习型、质询式、基于证据的决

策制定的文化。UNDP 的每位成员及其利益相关者，必须共同持有这一相同观念

并可以接受改变。

当评估得到有效使用时，能够为计划改进、知识生产和问责提供支撑。

为计划改进提供支撑——计划是否得到有效实施，原因何在？如何采取不同

的做法以产生更好的结果？

为此开展的评估活动，主要关注计划是否得到了有效实施，为什么以及背景

是什么。决策制定者（如管理者）使用评估对计划实施方式或战略作出必要的改

进和调整，并决定是否需要另择他路。要解决这些问题，评估需要具体表明如何

做出改进，或者是否存在其他选择。

为普遍的和更广泛的应用建立知识基础——从评估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

我们如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其他情形？

循此目的开展的评估活动，主要关注为全球性应用和在其他情形下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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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发知识。当关注产生知识时，评估通常要运用更加严格的方法，以确保评估

中的准确性达到更高水准，且产生的信息能够进行普遍和更广泛地应用，而不只

是用于特定情形。

评估不应被视为一项事件，而是产生和应用知识的连续过程的组成部分，不

同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其中。UNDP的管理者，连同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决定谁参加这个过程的哪个部分（如对发现和经验的分析、对评估做出管理上的

响应、传播知识等），以及参加的程度（获得信息、提供咨询、积极参与、作为

对等合作伙伴或者关键决策者）。对于直接从评估发现中学习的 UNDP 管理者而

言，这属于战略性决策。一个关注产生知识、推进学习和指导行动的评估框架，

是促进能力建设和实现结果可持续性的重要方式。

为问责提供支撑——UNDP 是否在做正确的事？UNDP 是否在正确地做

事？UNDP是否做了它要做的事？

为此开展的评估活动，主要关注一项行动的优点（或缺点）和价值，以及行

动的质量。有效的问责框架需要可信和客观的信息，而评估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

评估有助于确保 UNDP的目标和行动与《千年宣言》、《千年发展目标》（MDGs）

以及全球、国家和社区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并提供支持。UNDP有责任提供评

估证据，表明 UNDP 为某一国家的发展结果做出的贡献，并提供基于人类发展

原则的服务。通过提供这种客观和独立的评价，UNDP的评估活动支持其执行董

事会、捐赠者、政府、国家合作伙伴和受益者对它的问责。

一项评估的预期使用决定着其开展时间、方法框架、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层面

和性质。因此，在规划制定阶段就要确定评估的使用。专栏 26列出了一组问题，

用以引导 UNDP 及其利益相关者对评估的潜在使用进行分析。

专栏 26 对一项评估的使用进行分析

需要什么信息？例如：

 与预期产出或者效果、结果框架和结果地图有效性相关的信息

 关于效果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

 关于 UNDP 合作伙伴战略有效性的信息

 关于项目实施状态的信息

 相对于可预见收益的计划成本信息

 关于经验教训的信息

谁将使用信息？评估的预期使用者是与评估结果利益攸关和基于评估结果作出决策或

者采取措施的某些个体或者团队。评估的使用者是多种多样的，但在 UNDP 的背景下，
一般包含以下人员类型：



122

 UNDP计划或项目官员和管理者，参与设计和执行的其他人员
 对应的国家政府、政策制定者，战略规划者

 发展合作伙伴

 捐赠者和其他资助者

 公众和受益者

 UNDP 执行董事会和其他国家监督机构

信息将如何使用？例如：

 设计或验证一项发展战略；

 用于中期调整

 改进项目或者计划的设计和实施

 确保问责

 支持做出资助决策

 对于旨在促进人类发展的计划和项目，增加关于其收益和挑战的知识和理解

评估通常具有多种用途，这些用途并不互相排斥。在整个评估过程中，经

常需要对已经确认的用途进行重新审视和界定，如有必要，要与利益相关者进行

协商。这个包容性的过程确保了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可信性和自主权，评估也由此

才能得到最佳使用。

5.2 评估政策：原则、规范和标准

2006年采用的评估政策强化了 UNDP的评估职能。该政策中的指导原则、

规范标准和联合国评估小组（UNEG）的《联合国系统的评估规范和标准》33，

指导着 UNDP的评估实践和应用。专栏 27简要概括了评估规范，即要达到要求

的质量标准和预期作用，评估应该如何实施。

专栏 27 评估规范

 UNDP的评估应该是：

 独立的——管理不能对评估报告的范围、内容、意见和建议强加限制。评估者必须

是无利益冲突的。

 有意图的——从开始就应该清楚一项评估及以此为基础进行决策的理由。

 透明的——向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意义的咨询，对于评估的可信性和可用性至关重要；

 符合伦理的——评估不应该反映个人或者部门利益。评估者必须具备职业诚信，尊

重机构和个人的隐私信息，尊重本地社会的信仰、习惯和文化环境；

 公正的——消除偏见和保持最大的客观性，对评估的可信性和知识贡献是关键的；

 高质量的——所有的评估应该满足评估办公室定义的最低质量标准（见附录 3）；
 及时的——评估必须及时设计和完成，以确保评估发现和建议的有用性；

 可用的——评估是一种管理学科，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为增强
评估发现和建议的有用性，关键利益相关者应该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评估过程中。

数据来源：UNDP,“UNDP评估政策”，执行董事会文件 DP/2005/ 28, 2006年 5月。参见：

http://www.UNDP.org/eo/documents/ Evaluation-Policy.pdf
本手册关于评估的其余内容，目的是为在整个评估实践过程中应用这些准则

33联合国评估小组（UNEG），“联合国系统的评估规范”，2005年，参见：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norm;
和 UNEG,“联合国系统的评估标准”，2005 年，参见：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standards.

http://www.undp.org/eo/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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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则提供指导。

5.3 UNDP 的评估类型

独立评估和分散评估

UNDP提供的支持和服务包括计划、项目、合作关系和“软援助”，如宣传

倡议、政策建议和协调支持，这些可以体现在也可以不体现在一个项目框架内。

计划和项目的结果框架要在产出和效果层面详细描述。UNDP开展的评估要全面

覆盖 UNDP的行动，以评价这些行动的价值和绩效，支持组织学习和问责。因

此，UNDP评估的制度安排符合 UNDP的计划结构及其组成要素。

UNDP的评估有两种类型：独立评估（independent evaluations）和分散评估

（decentralized evaluations）。UNDP评估办公室由执行董事会任命，负责开展独

立评估。之所以称为独立，是因为评估办公室独立于计划管理，并且不属于与

评估主题有关的后续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按照执行董事会批准的工作计划，评

估办公室也要开展国家计划评估（被称为“发展结果评估”或者 ADRs），区域

和全球计划评估，以及专题性评估。

计划管理单位执行各种类型的分散评估，必须确保他们提供充分信息，反映

既定背景下 UNDP支持的整体绩效。开展这类工作，计划管理单位要借助一系

列不同类型的评估，这些评估以国家、地区或者全球层面发展援助的业务单元为

基础。这些包括：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国家、区域或者全球计划，

效果，专题领域，项目。最常见的分散评估是项目和效果评估。计划管理单位自

己不组织实施这些评估，而是委托外部评估咨询承担该类工作。

综合起来看，这两种评估类型是为了提供关于 UNDP在项目、计划、公司

和联合国系统层面绩效的全面信息，支持对 UNDP行动计划和战略方向的良好

管理。

独立评估和分散评估的关系

尽管独立评估和分散评估的制度安排——包括委托关系、责任承担和操作模

式——是不同的，但它们互为补充、相互支持。例如，在一个国家开展的分散评

估，尤其是效果评估，为评估办公室开展国家计划独立评估或发展结果评估

（ADRs）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效果评估及有关项目评估应该在 ADRs 之前

完成。此外，在围绕某一专题开展国家案例研究或者开展区域计划评估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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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可以运用元评估方法34，广泛借鉴具体国家或区域开展的分散评估。在缺

乏足够和可信的分散评估时，独立评估的基础可能是有限的，这样就需要更多的

时间搜集必要的证据。同样，分散评估的评估者可以使用独立评估的分析和案例

研究作为其组成部分。表 21表明了 UNDP开展的主要评估类型，包括被授权开

展评估的责任方和评估的主要用户。

效果评估

UNDP的效果评估要对 UNDP在效果实现方面的贡献进行评价。UNDP的

行动计划所要实现的这些效果，通常在项目或计划的结果框架中得到确认。

开展效果评估是为了：

 提供计划问责的支撑证据，并满足投资者对 UNDP的问责要求；

 提供 UNDP对效果做出贡献的证据；

 在当前全球、区域和国家计划范围内，通过识别当前地区的优势、劣势

和差距，指导提高实施绩效，尤其关于下述问题：

 UNDP合作战略的恰当性

 实现效果的障碍

 中途调整

 为下一个计划提供经验教训

 为更高层面的评估提供启示，如发展结果评估（ADRs）、区域和全球计

划评估、后续规划；

 支持 UNDP关于效果评估的学习活动。

34元评估是对评估的评估。它利用一系列评估发现并需要强大的质量保障机制，确保评估作为二手数据使

用是可信的，且具有良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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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评估办公室和计划管理单位执行的不同评估类型

授权的评估
责任

评估类型

战略
规划

计划领域
（如治理；
南南合作）

专题领域或
主题（性别、
能力、建设、

RBM）

计划评估 全球、区域或
国家计划的

效果

“联合国发展
援助框架”效果

项目
全球计划 区域计划 国家计划

评估办公室组织实施的评估*

评估办公室 专题评估 全球合作框架评估 区域合作框架评估 发展结果评估

主要用户 执行董事会，UNDP 管理
执行董事会，

UNDP 管理，开发政策
局（BDP）

执行董事会，UNDP

管理，区域局

执行董事会，UNDP 管理，国

家办公室，国家合作伙伴

计划单位委托的评估**

开发政策局
（BDP）

交叉计
划领域
评估

结果或结
果导向的
专题评估

效果或效果
导向的专题

评估

中期评估

效果或效果
导向的评估
（参见 5.3）

项目评估
危机预防和
恢 复 局
（BCPR）

区域局 中期评估

其他单位***

国家办公室 中期或周期结束评估
项目评估（如，
全球环境设施定

期评估）

UNCT
联合国发展援
助框架评估

主要用户 管理者和合作伙伴
管理者和合
作伙伴

管理者、合作伙
伴和捐赠者

注：*评估办公室必须开展由执行董事会批准的工作计划中列出的所有评估；**计划管理单位必须执行评估计划中列出的所有评估；***其他对计划负有责任的单位，如管理局和

合作局等相关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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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评估是战略性的，它关注这样一些内容：与发展的广泛联系；跨机构合

作；在总结成功经验时对本地、区域和全球环境进行分析；UNDP 的比较优势和

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效果评估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明确认识到合作伙伴在

实现效果和提供关键信息方面的作用，这可以超出某个特定项目或计划，提高发

展效果并帮助形成决策和政策。效果评估也为更高层面的评估（如联合国发展援

助框架）和评估办公室组织实施的独立评估提供重要基础。因此，在项目周期内

开展效果评估对 UNDP的所有计划管理单位都是强制性的。

由于 UNDP 的工作处于广泛的发展背景和发展状态中，因此对效果评估的

要求可以通过不同的安排履行。举例来说，面向规划文件（如国家、区域和全球

计划文件）中预先界定的特定效果，聚焦于专题、大型项目或地区的联合评估，

可以被认为是履行了效果评估的要求。

无论如何安排，为了满足效果评估的要求，评估必须是效果导向的。效果评

估必须满足评价下述内容的目标：

 面向实现效果取得的进展，包括与效果有关的活动产生的未预期的影响；

 对效果有贡献的因素；

 UNDP对效果做出的贡献；

 合作伙伴战略在实现效果方面的有效性。

经与合作伙伴磋商，UNDP的计划管理单位可以决定评估哪项效果和采用何

种评估模式。已有合作伙伴、计划的性质、合作伙伴和政府打算开展的评估（为

了寻求联合评估的机会）以及其他具体因素，可能影响这样的决定。更为详细的

内容，请参见效果评估纲要。

项目评估

UNDP 的计划管理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对各自的项目进行委托评估。作为起

点，面向结果的管理需要对项目有良好的了解，包括它们的有效性、影响有效性

的内外部因素、附加价值和对更高层面效果的贡献。项目评估要对一个项目实现

预期结果的绩效进行评价。它产生关于项目实施安排和产出成绩的有用信息。如

果在计划和产出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链，那么在项目层次上可以找到直接原因和

归因。

项目评估的主要目的是为一项举措做出改进、继续实施或者扩大规模提供依

据，以及评价该项目在其他背景下的可复制性，或者考虑是否存在替代方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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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尽管项目评估只有在合作协议中有要求时才强制实施，但我们强烈建议计划

管理单位要委托评估，尤其对试点项目、准备复制或者扩大规模的项目、将进

入下一阶段的项目、执行期超过 5年的项目等。在捐助者和参与项目资助的政府

对项目的问责中，项目评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出于自身问责的原因，捐

助机构和分担成本的合作伙伴35可以要求 UNDP把评估列入 UNDP-捐助者合作

协定的要求中。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中期评估和结束评估是项目评估的典型案

例，因为它们是在明确界定的单个项目范围内开展的评估36。

当与其他发展行动者合作实施一个项目时，评估需要考虑目标、投入和每一

个合作伙伴的贡献。总体评估结论需要强调，这些不同的要素如何整合到一起实

现预期产出，以及从合作的附加值中可以学到什么。因此，UNDP与合作伙伴在

项目中一起工作，表达他们的期望和问题，从规划制定到整个过程都开展评估，

这是至关重要的。

项目与效果评估比较

项目评估和效果评估有许多重要的区别，如表 22 所述。

表 22 项目评估和效果评估的区别

项目评估 效果评估

重 点 一般而言，投入、活动和产出（项目产

出是否以及如何在一个部门或者地区
实现，是否产生了直接结果，是否可以

归因于该项目）*

效果（效果是否、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

UNDP 对改变某一发展现状的贡献）

范 围 具体的项目目标、投入、产出和活动；

也考虑与效果的相关性和持续联系。

广泛覆盖效果，计划、项目、软援助、

合作伙伴的举措以及合作伙伴的协同在
多大程度上促使目标实现

目 标 改进项目实施；在同一地区引导未来的
项目；或者考虑扩大项目规模

提高发展的有效性，辅助决策和政策制
定，重新定位未来 UNDP 的援助，将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方法系统化

数据来源：UNDP，评估者指南，2002年

*大项目可能具有可被评估的效果。而且，小项目也可以对实现国家计划文件（CPD）的效果或者具体的项

目效果做出实际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这些项目评估履行了效果评估的要求。

UNDP 对效果评估的关注不断增强，并不意味着效果评估可以代替项目评

估。许多计划单位继续开展项目评估，因为项目评估产生了关于项目实施安排、

管理架构和产出的有用信息。而且，项目评估为效果和计划评估，以及评估办公

室组织实施的计划和专题评估，乃至学习和知识共享中的经验凝练提供基础。

35详见强制性评估部分，142页。
36全球环境基金，“监测和评估政策”，2006年 2月。可参见：http://www.undp .org/gef/05/documents
/me/GEF-ME-Policies-and-Precedures-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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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评估信息的相关性和有效使用，应及时开展评估，以便于决策制定者

能够根据评估证据作出决定。

专题评估

除了项目和效果评估之外，计划管理单位的高层管理者可以委托开展专题评

估，评价在关键领域 UNDP 对发展结果做出持续贡献的绩效。专题评估可以超

越特定项目或者计划，而聚焦于一个或者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交叉主题。由计划

管理单位委托的专题评估的例子，如对 UNDP 在一个特定结果领域采取行动的

评估（如民主治理），对交叉主题的评估（如 UNDP在某国促进能力建设或者性

别主流化的计划）等。

国家、区域或全球计划评估

国家办公室可以委托开展国家计划评估，以评价 UNDP 在一个国家预期结

果的实现状况和对国家发展结果的贡献。评估要审查与 ADRs类似的关键问题，

比如 UNDP取得和影响发展结果的有效性、UNDP 的战略定位等。国家计划评

估有助于在更高层面对 UNDP问责和在国家层面为 UNDP行动计划提供质量保

证。就像在 ADR中那样，国家计划评估的发现和建议可以反馈到后续计划的设

计中，能够促进与政府和其他国家合作伙伴的对话，也可以为政府援助管理工作

及与其他发展伙伴之间的关系建设提供经验教训。尽管有大量的相似之处，但是

由国家办公室委托的国家计划评估与 ADRs 评估在评估范围和管理安排方面是

截然不同的。国家计划评估通常聚焦于一个既定的计划周期，更注重项目层面的

绩效。而且，分散的国家计划评估由那些计划管理者进行委托，而没有独立的评

估办公室。

类似地，区域局、政策与实务单位可以决定对各自的区域和全球计划开展中

期评估。这些中期评估允许对计划进行调整，也为由评估办公室在计划结束时授

权开展的区域和全球计划评估提供素材。

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是关于一项发展行动(如计划或项目)对家庭和机构、以及环境效应

的评估——积极的或消极的，预期的或非预期的。这类评估关注效果层面的最终

（长期）影响以及（中期）效应。

通过确定发展援助是否有效，影响评估也服务于问责功能。因此，影响评估

与 RBM和监测发展援助对满足“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是一致的。在下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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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影响评估将发挥作用：

 项目或计划产生作用的时间足够长，能产生可见的影响；

 项目或计划的规模足以需要开展一项更彻底的评估。

影响评估不是简单地衡量目标是否实现或者评价对预期受益者的直接影响。

它包含了成果链上所有层次的、全部范围的影响，包括对家庭、居民和社区，对

制度、技术或者社会系统，以及对环境产生的涟漪效应。按照简单的逻辑模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多项中间（短期和中期）效果，它们将最终导致产生影响。

这些效果的某些或全部都可能包含在某一具体时间开展的影响评估中。

这种定义强调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理解发展行动产生的后果。与影响评估相

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归因——即，确定一项举措在何种程度上对所观察到的影

响起了作用，而不是其他外部因素的作用。处理归因问题可以采用很多方法。重

要的是，在一项行动的设计阶段，以及评估任务大纲的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归因问

题37。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评估38

UNDP的计划、项目和活动共同支持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下国

家优先领域的目标和效果。UNDAF描述了联合国在一个国家所有活动的集体响

应。尽管 UNDP 的效果评估聚焦于国家计划文件（CPD）的效果，UNDAF 的评估聚

焦于 UNDAF 的效果，但它们都对国家优先领域做出贡献并和联合国国家小组

（UNCT）的支持保持一致。应及时开展 UNDAF评估，以便为各机构准备下一

轮 UNDAF、国家计划和项目提供支撑。UNDAF的评估应该在计划周期倒数第

二年的年初开展，并且要以 UNDAF年度审查以及由个体机构已完成的主要研究

和评估为基础。尽管 UNDAF评估的结果理所当然地有助于面向结果的管理，但

它是一项应该从计划管理中分离出来外部功能。UNDAF的监测和评估应该与国

家现有的监测和评估体系保持一致，如果国家现有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尚不成熟或

缺失，那么 UNDAF应重视促进其发展和制度化。

UNDAF评估的范围要根据在一个计划周期内已经开展的评估和研究，也要

根据 UNCT在一个国家的性质来确定。UNDAF评估由联合国组织和国家政府联

37关于影响评估的更多素材可以参考世界银行网站上关于影响评估的部分

(www.worldbank.org/impactevaluation)和影响评估网络的网站（www.worldbank.org/ieg/nonie/）
38 UNDG, ‘CCA/UNDA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Guidelines’,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undg.org/
index.cfm?P=259.

http://www.worldbank.org/impactevaluation
http://www.und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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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委托和管理。这些评估由外部咨询专家开展，这些专家由联合国和国家政府通

过透明且全面的选择机制来协商遴选。在此方面，可以从 2007年的共同国家评

估（CCA）和 UNDAF 指南39获得更多信息。

专栏 28 根据时间的评估分类

评估可以按照 UNDP的不同支持方式来区分，比如项目评估和计划评估，也可以按照

结果的不同层次和框架来区分，比如效果评估、UNDAF评估和专题评估，还可以按照评估

开展的时间来区分：

事前评估：对政策、计划和战略等新的行动举措和支持活动未来可能影响的前瞻性评价。

中期评估：在行动执行的中期阶段开展，通常具有形成性的性质。形成性评估目的是提

升绩效，经常是在计划或项目的实施阶段开展。

结束或者最终评估：通常服务于总结性评估目的，因为它在计划或者项目实施的结束阶

段开展。总结性评估是在行动计划结束时（或结束的一个时间段）开展，以确定预期效果实

现的程度。总结性评估的目的是提供关于项目价值的信息。

事后评估：是在一项行动计划完成之后开展的一种总结性评估；通常在完成之后两年及

更长时间开展。事后评估的目的是研究行动（计划或项目）是否很好地服务于其目标，评价

结果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并为未来类似的行动计划提供可借鉴的结论。

按照发展行动计划的方式或结果的层次来区分的评估，也可以进一步按照时间来区分。

例如，计划管理单位可以开展项目最终评估或中期 UNDAF 评估。

实时评估

实时评估经常在一项行动计划的早期阶段开展，目的是向管理者及时提供反

馈，以便及时对行动做出调整。它们通常应用于人道主义的或者后冲突的背景下，

使实施人员能够分析初始响应或者恢复计划对于所需的结果和机制而言是否恰

当。实时评估也用于危机背景下，这种情况下开展更长期的评估可能存在许多限

制条件，包括缺少基线数据、由于人员快速流动导致数据搜集工作受到限制（如

缺乏机构的记录），以及由于安全问题导致面访和调查困难等。

联合评估

联合评估是由不同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一种评估模式。任何评估都可以以联

合评估的方式开展。UNDP开展的联合评估不断增多，“联合”的不同程度取决

于单个合作伙伴在评估过程中的合作程度、评估资源的融合程度，评估报告的合

并程度等40。

39 同上
40 OECD,“评估和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关键术语汇总”，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法国巴黎，2002年。参

见 http://www.oecd.org.org/dataoecd/29/21/27548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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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年代，随着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提出发展援助评估原则，使

用联合评估方法的方法开始盛行。该原则指出“应该促进对联合资助的评估，以

提高对各自程序和方法的相互理解，减少接受者的管理负担”41。巴黎宣言也强

调了联合评估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发展机构和合作国家委托，发现更高效的共同

工作方式42。通过列举收益和挑战，可以表明联合评估的特点，如专栏 29所示。

专栏 29 联合评估的获益和挑战

获益：

 加强评估协调和能力建设：分享好的实践，创新和改进计划；

 减少业务费用和管理负担（主要对伙伴国家）；

 提高捐助者的协调一致性：增加捐助者对政府战略、优先领域和程序的理解；

 客观性和合法性：支持更具多元化的视角和必须达成共识；

 更加广泛的范围：能够触及更复杂和更宽广的主题领域；

 提高自主权：更广泛地参与；

 更好的学习：通过提供将更多利益相关者聚集到一起的机会，从评估中的学习会

比简单的组织学习更加广泛，并包括增进发展方面的知识。

挑战：

 评估主题的难度更高（如复杂、多个合作伙伴等）；

 需要协调大量参与者，达成共识可能存在困难；

 某些参与者委托的评估可能是低层次的

数据来源：采用 OECD，“DAC 联合评估管理指南”，法国巴黎，2006年；Feinstein O and G lngram，“从世

界银行在联合评估的经验中学习”，OECD，法国巴黎，2003年。

在国家层面，UNDAF评估是最典型的联合评估案例之一，许多联合国组织

和政府参与其中。此外，UNDP的国家办公室可以和合作国政府或捐助者联合组

织开展效果评估，各方在评估中负有相互且平等的责任。关于如何组织和管理联

合评估的指南，参见第 6章。

5.4 评估中的角色和责任

UNDP的评估政策列举了评估中关键组织部门的作用和责任。位于总部的计

划管理单位和 UNDP 评估办公室组织开展不同类型的评估，目的是客观评价

UNDP对发展结果的贡献。

计划管理单位的高层管理者在他们负责的计划实施地区委托开展分散评估，

41 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展援助评估指南”，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法国巴黎，1991年，p.8。参

见 http://www.oecd.org.org/dataoecd/21/32/41029845.pdf.
42 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联合评估管理指南”，发展援助委员会，法国巴黎，2006年。参见
http://www.oecd.org.org/dataoecd/28/14/374847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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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面向结果的管理中使用这些评估信息。为了提高分散评估的公正性和客观

性，计划管理单位聘请外部专家和机构执行评估。分散评估有助于确保 UNDP

保持对实施计划的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以最相关和最高效的方式对发展结果负

责。

在计划管理单位，专门的监测与评估（M&E）专家数量已经有所增加，他

们帮助提高了分散评估层面的监测和评估质量。在以结果为基础的计划管理中，

在不同阶段和层面都有各种参与者，包括 UNDP 国家管理办公室、计划和项目官

员、对应的国家机构、合作伙伴、联合国组织、区域局和评估办公室等。一项成

功的评估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需要与这些参与者密切沟通和协作。在单个

项目和计划层面，制定监测评估计划并组织实施的首要责任者是项目和计划的实

施者以及 UNDP的计划官员。监测评估专家被期望为那些负责制定监测和评估

计划、组织实施并采取后续行动的人提供技术指导，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在

评估的意义上，为了加强评估的独立性和技术严格性，建议监测评估专家与负责

评估的计划管理人员密切磋商，从而对评估进行管理。

由于在分散层面存在不同的组织和计划结构，因此不能将组织关系普遍化，

并预设所有计划管理单位均如此。然而，为了确保评估功能的有效一致、和谐和

独立，建议监测评估专家要向主要管理者报告评估的相关事宜。

UNDP的监测评估官员、计划官员、合作伙伴、利益相关者和评估者在评估

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各自的作用和责任在第 6章的相关部分描述。

在由评估办公室组织实施独立评估的情况下，通常期望涉及的计划管理单位

（例如，一个隶属于 ADR的国家办公室或者一个专题评估的研究案例）发挥一

定的作用，如提供必要的文献资料、安排会议、提供后勤保障和对评估报告草稿

提供反馈意见等。

作为评估功能的管理者，UNDP评估办公室组织实施独立评估（参见 5.3节）；

设立标准和指南；管理质量保证体系、制定并运用评估计划，比如建立评估资源

中心（ERC，参见专栏 30）；开发组织学习、知识管理和评估能力建设的产品。

评估办公室也参加 UNEG（United Nations Evaluation Group，联合国评估小组），

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强化整个联合国系统评估功能的客观性、有效性和可视化。评

估办公室设有 UNEG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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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0 评估资源中心（ERC）

评估资源中心，可以在网址 erc.undp.org查询。ERC是 UNDP 的信息管理系统，支持其

对评估的管理责任。它及时提供关于评估计划中的评估活动、管理层回应和后续行动的

数据。评估办公室在提交给执行董事会的年度评估报告中，利用 ERC的数据报告开展的

评估实践及与计划的相符性。区域局和其他监督单位也使用 ERC 的数据。ERC 是一个

可公开的网站。

表 23详细列出了分散评估中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和责任。

表 23 分散评估中的角色和责任

谁（who）：行动者和问责 什么（what）：角色和责任
何时

（When）
计划管理单位的高层管理者

 UNDP对国家目标的贡献；

 实现 UNDAF 层面和计划结果

的进展、问题和趋势；
 资源使用的模式和效率

 将评估知识用于学习和问责

 制定评估计划（参见第 3章）；

 促进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联合评

估工作；

 确保 UNDP 行动计划的可评估性，设定好清
晰和全面的结果框架，开展有效的监测；

 保护评估活动的独立性，确保评估质量；

 准备对所有评估的管理层回应，确保实施管
理层回应中承诺的行动。

规划

规划和监测

委托评估
后评估和后

续行动

专题领域的领导和计划官员/项目

人员
专题领域的领导：

 UNDP在一个专题领域的系列
计划和项目——UNDP在一个
计划中对特定效果的贡献；

计划官员或项目人员：

 产出和效果的进展和实现情

况；

 与执行有关的议题和难题；

 与合作伙伴在项目层面的合
作，对其贡献的监测以及资源

调动；

 利益相关者参加评估计划的制订过程；

 确保在一个专题或者结果领域 UNDP的行动
举措具有可评估性；

 促进和确保准备并履行相关管理层回应；
 促进和确保在计划中共享知识和使用某一部

门或专题评估的信息。

规划

规划和监测

后评估和后
续行动

监测/评估（M&E）专家/顾问和
区域评估顾问

 具备一致的 M&E 框架和体

系，在计划和项目层面执行；

 提高规划、监测和评估的质量

 通过促进开发一致的结果框架和监测体系，
并为计划和项目人员提供工具、指导和培训，
从而支持计划的可评估性；

 支持评估计划，并在评估资源中心（ERC）
上传和保存评估计划；

 为起草评估任务大纲、选择评估者、描绘利

益相关者、审查评估报告草稿、确认评估问
题和方法等提供指导；

 帮助及时准备对所有评估的管理层回应；

 确保管理层回应进入评估资源中心（ERC），
支持M&E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

规划

规划和持续

实施

后评估和后
续行动

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  积极参与 UNDP评估计划的制订；

 作为顾问组成员参与相关评估
规划
实施和后续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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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单位：
区域局和行政办公室

 区域局：提供监督，确保相关国家办公室履
行上述列出的要求43；

 执行办公室监督区域局和其他合作单位（如

开发政策局 BDP、危机预防与恢复局 BCPR
和合作局）开展的评估。

规划，
监测，
实施和后续

行动

评估办公室  提供规范、标准、指南和工具，支持提高评
估质量；

 维护和提高评估管理系统，即“评估资源中
心”（ERC）

5.5 对项目单位的强制性要求

自从“结果监测与评估手册”（2002版）发行以来，对评估实践的要求已经

以很多方式进行了调整。表 24列举了 2006年评估政策采用前后的政策要求。如

第 3章的讨论，每个评估计划至少应该明确要开展的强制性评估。对于评估计划

和管理层回应中承诺行动的实施状况，将由评估资源中心（ERC）负责监督的单

位来监测。

表 24 强制性评估相关的要求

工 具
采用评估政策之前
（2001-2006.5）

采用评估政策之后
（2006.5-）

项目评估 可选择 只有在合作协议（包括全球环境基金）和项目文

件中有要求时才是强制性的。强烈建议为了问责
和学习，要对复制或扩大规模之前的试点项目、

将进入下一阶段的项目、实施周期超过 5 年的项
目进行评估。

效果评估 根据计划的总体规模，
要求在计划执行期间

开展一定数量的效果
评估。

在评估规划中提出效果评估或者效果导向的评
估。关于效果评估的更多信息，参见《计划与操

作政策及程序》（POPP）的评估部分。

评估计划 国家层面的评估计划

由国家办公室准备电
子版，提交评估办公室

批准。

要求所有计划管理单位对项目执行准备一份规

划，在计划文件获得批准之前一起提供给执行董
事会。该规划要上传到 ERC，以监测和报告评估

活动是否符合规划。评估办公室不再审查或批准
评估计划。

管理层回应 可选择 所有评估都要求管理层回应。管理层回应要放到

ERC 中，以监测和报告管理承诺后续行动的实施
状况。

ERC 信 息
公开

包 含 评 估 计 划 和
UNDP 国家办公室的

报告。拥有 UNDP 的账
号才可以进入。计划管

理单位可选择上传的
信息。

要求计划管理单位上传评估计划、任务大纲、报
告和管理层回应。ERC 也包含每个计划管理单位

的总结报告和评估的重点信息，以及所有计划管
理单位的各种报告工具。ERC 是一个可公开访问

的网站。

43评估资源中心（ERC）提供及时的信息以支持区域局在评估中的监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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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基金和计划的评估要求

联合基金和计划的评估单位包括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联合国妇

女发展基金（UNIFEM）和联合国志愿者组织（UNV）等，它们的计划管理单位，

比如区域、子区域和国家办公室，还有以总部为基础的专题组对各自的行动计划

进行评估。表 31列出了他们各自的强制性评估要求。

专栏 31 对 UNDP 联合基金和计划的强制性评估要求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所有执行期为 5 年及以上，以及预算为 250万美元及以上，

或者在合作协议中有约定的计划，要开展中期评估和最终评估。UNCDF资助项目（或

者 UNCDF 和 UNDP 的联合项目）的评估应该包含在 UNDP 相关国家办公室的评估计

划中。UNCDF也开展战略、专题和效果评估。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预算在 100万到 300万美元的所有计划，每两年开展一次专

题评估，在生命周期内开展一次评估。所有预算在 300万美元及以上的计划，要开展

中期评估和最终评估。

联合国志愿者组织——通过“特别志愿基金”资助开展计划评估，根据组织的优先领域开

展专题评估，根据合作协议的要求开展项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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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评估的启动和管理

本章介绍了 UNDP各计划管理单位准备和管理评估的关键步骤，这些计划

管理单位负责就各自评估计划中的任务进行委托。本章提出，利益相关者和合作

伙伴参与评估是 UNDP评估的指导原则之一，描述了他们对于确保评估自主权

和评估质量的重要作用，并探讨 UNDP 如何确保他们以有意义地最优方式参与

这个过程。本章还介绍了任务大纲（ToR）、评估报告模板和质量标准等工具，

以帮助计划管理单位有效执行他们的任务。最后，本章讨论了联合评估过程的关

键要素。

6.1 利益相关者与合作伙伴在评估中的参与和角色

评估过程应该涉及到关键的政府部门、捐助者、民间组织和联合国组织，以

及行动计划的受益者和与评估主题并非必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信息提供者”。

国家利益相关者如此广泛地参与不仅能提高结果的自主权和相互问责，而且提高

了评估活动的可信度和透明度。

6.2节描述的评估过程遵循国家自主权原则（见专栏 32）。所有相关方都应

是被咨询的对象，并参与该过程每个关键步骤的决策。通过绘制利益相关者关系

图确定的利益相关者应接受咨询，并参与制定评估计划、起草评估任务大纲

（ToR）、对评估人员选择做出评价、向评估人员提供信息和指导、审核评估报

告草稿、准备和实施管理层回应，以及将评估中产生的知识进行传播和内化等工

作。

在存在冲突的背景下，以包容的方式开展评估，将不同群体召集在一起相互

听取观点，同时保持透明并确保在不同群体间展示一种平衡的观点，这是非常关

键的。这使 UNDP 保持了透明度，并确保某个群体不会感觉（正确或错误地）

受到排除或歧视，从而缓解紧张局势或脆弱性。在冲突背景下，保持这种包容的

方式可能很难，因为人员的变动性和流动性非常高，而决策管理对结果的快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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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使得“更易于”开展没有其他人参与的评估，即不必花时间去让更多国家合作

伙伴参与。然而，尽管面临挑战，通过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方式提高能力是从冲突

中恢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栏 32 国家在评估中的自主权

UNDP 强调国家自主权在评估中的中心地位。效果的实现依赖于包括 UNDP 在内的

一系列合作伙伴的贡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在制定评估计划、

评估管理、评估实施和评估使用中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在评估

过程的不同阶段会有所差异。有些人只需要得到关于进程的通知，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

参与到决策中将是重要的。在每一次评估中都要进行一次全面评价，以确定哪些人是利

益相关者，以及他们如何参与到评估过程中。以下是开展评估的几种方式，反映了不同

程度的国家自主权：

 国家主导的评估是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监测和评估体系中的独立评估机构主导的评

估活动。

 由独立的非政府国家实体（例如研究机构、思想库或学术机构）单独对 UNDP 的贡

献开展的评估。

 UNDP与政府和/或其他国家合作伙伴进行联合评估，其中 UNDP和合作伙伴对评

估工作负有相互且平等的责任。

 UNDP与政府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或伙伴联合，委托国际的，或国际与本国组合

的机构和顾问开展评估。

为了实施这些不同方式的评估，UNDP 的计划管理单位和关键合作伙伴应当在必要

的时候首先评价和开发现有国家监测和评估体系的评估能力，并确定独立评估机构的角

色。这些是确保评估活动的独立性和提高可信度的必要步骤。通过开发政府和国家机构

的数据和统计能力，UNDP 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他们的评估能力建设，包括在扶贫战略和

千年发展目标（MDGs）背景下建立绩效测量方法和基线，以及提高数据搜集系统的能力。

同样，UNDP支持地方和社区一级的评估能力建设，以描绘和监测贫困发生率和脆弱性，

并将结果与规划和预算程序相关联。UNDP 这种有计划的支持对于评估能力建设具有额

外优势，它为在国家和地区层面未来开展具有更大自主权的评估提供了可能。

6.2 分散评估的关键步骤

计划单位委托的分散评估过程包括以下关键步骤（见专栏 33和 148页的清

单）。



138

专栏 33. 分散评估的步骤

第一步：评估前：启动评估过程

 检查“可评估性”，或准备就绪程度

工具：评估计划模板（见第 3章）

第二步：准备

 对于评估的管理架构及各类角色和职责达成共识

 起草任务大纲（ToR）

 编写相关文件

 选择评估团队

工具：ToR 模板和质量标准（附件 3），选择评估者（附件 5）

第三步：对评估进行管理（在外部评估者实施评估时）

 简要介绍并为评估团队提供支持

 审阅评估团队准备的初期报告

 审阅评估报告草稿

工具：评估报告的模板和质量标准（见附录 7）

第四步：评估的使用：管理层回应，知识分享与扩散

 准备管理层回应并采取后续行动

 准备和扩散评估结果并组织知识分享活动

 在制定新的规划前对评估进行总结

工具：管理层回应模板（见附录 6），开发知识产品与扩散的实际步骤。

第一步：评估前：启动评估过程

检查“可评估性”，或评估准备的就绪程度

在正式启动一次评估之前，UNDP的计划管理单位和参与制定评估计划的利

益相关者（第 3章）应该评价一下是否为评估准备好了主题。这需要确认：拟开

展的评估是否仍然像评估计划中设计的那样具有相关性和可行性？是否对以前

的分析有补充作用？是否有可能增加现有信息的价值，或增加政府及其他合作伙

伴计划开展的其他评估的价值？

此外，UNDP的计划管理单位和利益相关者应该对评估结果矩阵进行回顾，

这构成了评估的基础。评估模型是在规划制定阶段设计完成的（见第 2章），而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发展背景或合作战略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正式委托评

估之前，计划管理单位和关键合作伙伴及利益相关者可以修改和更新评估模型，

并增加反映在计划执行期间出现的变化的新信息。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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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也应该更新，这样能够帮助评估者和其他人更好地理解效果、发生的变化和

被认为对效果有贡献的因素。

下面的检查表旨在帮助 UNDP 的计划管理单位和利益相关者确定评估的准

备程度。

评估准备就绪程度的快速检查清单 是 否

√对于评估主题是否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结果地图？关于要评估的行动

计划是否有共同认识？

√对于要评估的行动计划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框架？目标、效果、产

出、投入和活动是否都已明确界定？指标是否符合“SMART”原则？

√行动计划的管理者是否有足够能力提供评估所需的数据？例如，是否

有基线数据？是否有关于系列目标的充分的监测数据？是否有记录完

整的进程报告、实地考察报告、评审和以往的评估报告？

√随着环境的变化，计划开展的评估工作是否仍然具有相关性？换句话

说，是否仍然有必要开展评估？评估目的是否明确界定并得到利益相关

者的共识？

√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因素是否允许设想的评估有效开展和使用？

√是否为评估配置了足够的资源（人力和财力）？

如果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团队以有意义的方式开展评估，那么 UNDP

的管理部门和国家利益相关者可以决定等待，直到确保出现一个有利于开展评估

的环境。在存在冲突的背景下，做出这种决定应当以对环境的认真和即时分析为

基础，从而评估工作将保持与瞬息万变的危机环境的相关性。对于安全形势（如

评估人员、UNDP参与人员和受访人员的安全性）等因素，以及评估对现有紧张

形势的影响等，都应当认真评估。

如果需要改进结果地图或结果框架，UNDP 可以与利益相关者组织一次会

议，审查和明确阐释预期效果、产出和指标，同时可以启动快速调查获取数据并

开展案头研究，从而对结果进行改进。这也为建立基线数据提供了机会，因为基

线数据在规划制定阶段可能还没有建立。

如果做出了开展评估的决定，就应该通知相关各方，以保障评估的可获得性、

可信性和透明性。在存在冲突的背景下，让官方在评估过程的开始就参与、观察

和了解，是保障对未来评估过程自主权的关键。

第二步：准备

就评估的管理架构及角色和职责达成一致



140

一项评估应该有明确的组织和管理架构，关键参与者都要有固定的角色和职

责。表 25列出了评估过程中委托方（UNDP）、合作伙伴、评估者和利益相关者

的关键角色和职责，图 16显示了评估的管理架构。

表 25 评估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及职责

个人或组织 角色和职责

评估委托方（UNDP）  决定应该评估哪些效果和项目，以及何时开展评估

 在开始时向评估管理者提出如何使用评估发现的明确建

议

 准备对评估的管理层回应，恰当地使用评估发现

 在评估过程中对各评估领域以及评估自身有学习责任

 维护评估工作的独立性

 为评估提供充分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评估的共同委托方

（在联合评估的情况下，

政府部门、其他联合国组

织、发展合作伙伴等）

与评估委托方相同

评估管理者

由委托方及其合作伙伴任

命；一般是 UNDP的计划

官员或者在可行的情况

下，由监测评估专家担任

 领导开发评估任务大纲（ToR）
 管理外部评估人员的选择和聘用

 管理合同准备、预算和参与评估的人员

 为顾问组提供执行和协调方面的支持

 为评估者提供行政支持和所需数据

 联络和回应评估委托者和合作委托者

 为评估团队与更多计划管理单位、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的

评估相关人员建立联系，保证评估的充分包容性和透明度

 审阅初期报告和评估报告草稿，确保最终的草稿符合质量

标准

利益相关者代表

包括组成顾问组的受益者

 限定或确认评估管理者和合作管理者（在联合评估的情况

下）的概况、能力、角色和职责；特别是在联合评估中，

明确适合于这一角色的人选。

 参与评估任务大纲的起草和审阅

 帮助搜集所需数据

 对评估进展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审阅评估报告草稿，确保最终的草稿符合质量标准

评估团队

（咨询顾问）

 按照联合国评估小组的规范、标准和道德准则，履行合同

安排；包括在初期报告中建立一个评估矩阵、起草报告，

根据需要向评估委托方和利益相关者简要汇报进展、主要

发现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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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专家组成员

评估工作的外部人员，可

以是区域中心的监测评估

顾问、局室或国家的评估

专家（见附录 4 – 国家评

估协会一览表）

 根据要求审阅文件，提出关于评估质量的建议和改进的选

择，包括为其他评估提供参考。

 成为关键朋友

*在联合评估的情况下将会有共同委托方

图16 评估管理架构建议

UNDP和评估的利益相关者应委任一位评估管理者，其日常职责是管理评估

工作并作为核心人员联络其他关键参与者。在可能的情况下，计划管理单位的监

测评估专家应该承担这一角色，这可以使评估工作更加独立于那些对评估主题直

接负责的人。为了确保被评估的计划或项目与评估工作保持实质性联系，指定的

评估管理者应该和相关计划或项目人员密切合作。如果没有专家可以担任，那么

UNDP的计划官员也可以担任这一角色。

国家自主权意味着关键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从评估过程开始就应该成

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每一次评估，都应该有一个由主要利益相关者组成

的顾问组与评估管理者紧密合作，对评估过程进行引导。在大多数 UNDP 管理

的计划和项目中，现有机制和结构已经能够保障国家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参与

的充分程度和自主权。如果已经有这样的组织——比如控制组、计划和效果或项

目董事会、专题小组等，那么这些组织的成员和某一特定评估的其他关键利益相

关者可以组成一个评估的利益相关者小组，即顾问组。只要现有的结构能够保证

利益相关者在评估过程中的充分参与，就没有必要创建新的结构。如果不存在这

样的结构，就应该开展绘图分析工作，以确定某一评估工作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UNDP 共同委托方*

评估团队 评估管理者 顾问组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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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背景下，这种正式的功能结构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想在这种背景下创建

这种结构，那么确保各方的平衡非常重要，这样才能避免某一特定群体的人员在

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从而避免加剧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现有的紧张态势。

对于每一项评估，都应该有确保评估过程与产出质量的机制，例如评估任务

大纲和评估报告的质量。UNDP计划管理单位的高级管理者最终对评估过程和产

品的质量负责，并作出解释。相关专家可以从 UNDP 的区域中心、驻在国或相

邻国家的联合国系统内、区域或国家评估协会和研究机构的评估顾问中选出（见

附录 4）。

起草任务大纲（ToR）

任务大纲定义了评估的范围、要求和期望，并作为评估过程的指南和参照。

虽然最初起草任务大纲通常由委托评估的办公室来负责，但正式的评估任务大纲

应该通过向关键利益相关者和评估合作伙伴咨询后再形成，这样可以确保他们所

关心的关键问题都能够得到关注，并保证评估的重要用户认为评估结果将是有效

的和有用的。地方评估顾问和其他具有必要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以对任务大纲草稿

发表评论，以确保其符合质量标准。

一份优质的任务大纲应该内容明确且重点突出，并且应该清晰描述评估团队

的责任，即说明评估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评估这些内容，哪些人应参加到评估过

程中，以及预期产出是什么。每份任务大纲都应专门适用于特定环境和评估目的。

由于任务大纲对于建立质量标准和使用评估报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

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来编写。第 7章对此有更详细的指导，附录 3提供了一个模板。

任务大纲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评估所选择的效果、项目、专题领域或任何其

他行动计划，以及评估的时机、目标、周期和范围。然而，由于一项评估不能解

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任务大纲需要选择评估策略，明确评

估的特定重点、参数和产出。

编写相关文件

一旦界定了评估的范围，评估管理者就要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帮助下，着手

搜集提供给评估团队的基本资料。初步开展的案头工作是搜集关于合作伙伴的活

动和产出、UNDP先前的相关援助活动、项目、计划或效果的当前状态等方面的

信息。表 26列出了不同信息来源，这对于评估团队可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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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评估团队的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 信息描述

国家、区域和全球计划

的结果框架

关注UNDP计划在 3-5年内达到的主要效果。国家计划文件（CPD）
还提供背景信息和 UNDP对于特定国家发展的观点。

监测（定期报告，审查

报告）和评估报告

包括由 UNDP 评估办公室、计划管理单位、政府、或者其他发展

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委托的相关主题的评估报告；季度进度报告；

国家计划行动方案（CPAP）年度报告；实地考察报告；其他效果

和重点计划或项目文件。可以利用评估资源中心（ERC）搜索

UNDP其他单位对类似主题进行的相关评估。

官方来源的数据

面向效果实现的进展信息可以从政府、私人部门、学术研究机构

以及国家、地区和国际研究机构，包括联合国系统的研究机构等

来源获得。在许多情况下，国家采用的发展信息平台和国家官方

统计网站是国家统计数据的良好来源。

研究论文
与所评估效果相关的主题在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

学术机构的研究论文中已经受到关注。

国家，区域和全球报告

在许多报告中都可以找到有用的数据，比如国家人类发展报告、

国家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以及由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国际

金融机构和联合国组织发布的其他报告。

金融和管理信息（项目

管理系统，平衡记分

卡，审计，ERBM平台

等）

许多分析工具可以提供与评估相关的金融或者其他管理信息。这

些信息包括交付成果、资源调配和人力资源管理等。

国家层面的其他信息来源

相关区域或次区域的

项目与计划报告

这些报告表明这些项目和计划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UNDP及其合

作伙伴为效果进展做出的贡献。

国家办公室的计划行

动方案（CPAP）和结果

导向的年度报告

在理想的情况下，CPAP 和结果导向的年度报告应该识别出对每

项效果做出贡献的所有项目、计划、子计划和软援助。还应该包

括关于关键产出、战略合作伙伴、合作战略、以往年度报告过的

进展程度、效果指标的质量、未来工作的需要和基线信息。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AF）的年度审

查报告

这些文件包括国家发展状态的基线信息，UNDP 和其他联合国组

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及联合行动。

选择评估者

评估者的选择对评估质量是重要的。正如在 6.1节中讨论的，UNDP和评估

利益相关者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聘用国家现有监测和评估体系中的独立评估

机构来开展评估，其中包括非政府的机构或评估者。在委托开展评估之前，应当

梳理出国家评估体系中的关键行动者并对他们的能力进行评价。采用这种评估方

式，有必要做出一些安排来解决能力差距并确保评估的最终产品符合约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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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这些安排包括与经验丰富的国际评估者或评估机构合作、将能力培训作为

评估的组成部分等。

UNDP 按照组织采购的规则和条例，通过竞争和透明的过程并来选择评估

者。团队组成的专业知识领域包括以下：

 从事评估的成熟经验和专业知识

 在 UNDP专题领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这里的专题领域具体要根据评估

重点和交叉议题，比如性别、基于权利的发展途径和能力建设。

 关于国家状况和背景的知识

 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RBM）的专业知识

 如果评估涉及到政策建议和政策对话，需要熟悉政策制定过程（政策设

计，政策采用和政策执行）

外部的评估机构、公司或者独立评估者可以是本国的或者国外的，或是两者

的结合。附录 5对聘用公司和个人作为评估者进行了优劣势比较。一个评估团队

中至少要包含两个评估人员，这是比较明智的。这样，团队成员可以相互印证记

录、确认搜集和记录信息的准确性、分别面访更多的人、互相激发观点等。另外，

评估团队在性别和地域方面也应该尽可能平衡。

除了评估人员的能力以及评估团队的性别和地域平衡之外，还应该考虑评估

工作的安全保障和独立性。独立性包括公平公正性以及无利益冲突。潜在利益冲

突可以在选择评估团队成员的时候加以避免，公平公正性可以通过整体评估设

计、分析和实施来保障。选择评估者时的利益冲突可以界定为这样一种情况，即

由于一个人的工作经历或未来从事相关工作的可能性，其发表咨询意见时难以对

评估对象提供客观公正的分析（见专栏 34）。

提示：评估办公室在其内部网站上提供了经过审查的评估专家名册。

（intra.undp.or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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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4. 避免和消除评估中的利益冲突（事例）

事例 1：由于以前参与而产生利益冲突

作为通用规则，UNDP负责部门不能委任之前参加过设计、实施、决策或者资助工作

的咨询顾问参与相关项目、计划、部门和专题、战略、企业流程或者政策的评估工作。按

照这一原则，UNDP的工作人员——包括区域中心和总部的顾问、公务人员或非政府组织

的雇员，其中有可能或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与计划或项目有联系的人，就不应该被纳入评估

团队中。如果需要考虑一名前任工作人员，那么要对其过去在所评项目中的参与情况进行

专门的详细审查。

事例 2：由于未来潜在参与而产生利益冲突

计划管理单位必须确保评估者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为被评估项目或计划的执行机构提供

任何服务（无论提供的服务是否与评估对象相关）。比较好的情况是，在评估者参与被评计

划或项目的实施之前，应该有至少一年的“冷却期”。例如，UNDP 选民支持项目的一个评

估者应该在至少一年之内避免担任国家选举的技术顾问工作。

事例 3：由于参与多项任务而产生利益冲突

如果一个顾问同时申请参与两项相关任务，需要他/她对其选择排序。UNDP计划管理

单位应该考虑，一个人同时承担两项任务是否会产生利益冲突，以及是否需要采取必要措

施来减轻冲突。

从评估者的角度来说，他/她必须告知 UNDP 及利益相关者任何潜在或者实际的利益冲

突。评估报告必须关注任何潜在或实际的利益冲突，并且说明为减少其负面影响采取的措

施。如果在评估过程中发现或新出现利益冲突，组织应该决定是否要解雇评估者或者终止

评估工作。

资 料 来 源 ： 联 合 国 评 估 小 组 （ UNEG ）， “ 联 合 国 系 统 的 评 估 规 范 ” ， 2005 ，

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norms ； UNEG ， “ 联 合 国 系 统 的 评 估 标 准 ” ， 2005 ，

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standards；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顾问的利益冲突和评估专家库”；
亚 洲 发 展 银 行 ， “ 评 估 运 行 部 门 在 独 立 评 估 中 避 免 利 益 冲 突 指 南 ” ， 2005 年 4 月 ，

http://www.adb.org/documents/guidelines/evaluation/independent-evaluation.pdf；世界银行，“顾问服务手册

2006 ： 关 于 选 择 咨 询 顾 问 的 全 面 指 南 ” ， 华 盛 顿 ， 2006 ，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ROCUREMENT/Resources/2006ConsultantManual.pdf.

在正式确定评估成员之前，将潜在候选人的简历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合作

伙伴分享是好的做法。这将有助于确保评估成员的选择不存在潜在利益冲突或敌

对立场。在确证候选人能否胜任评估之前，要通过与其同事或合作者交谈来进行

背景调查。

第三步：对评估进行管理

向评估团队简要介绍并提供支持

维护评估的独立性经常被误解为不干预评估团队的工作。恰恰相反，评估工

作的成功依赖于委托部门向评估团队提供的合作与支持程度。委托方和任务管理

者的主要角色包括：

 向评估者简要介绍评估目的和范围，并根据对评估过程和结果的质量标准要

求，解释 UNDP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向评估者提供相关的评估政策指南，

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norms
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standards
http://www.adb.org/documents/guidelines/evaluation/independent-evalu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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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评估报告的质量标准、UNDP的评估政策、联合国评估小组关于联合国

系统的评估规范和标准44。具体来说，评估者必须签署联合国系统评估行为

守则，理解这些要求，遵守 UNEG评估者道德准则中表述的道德标准45。

 确保所有信息对于评估者都是可获得的。如果他们在获取评估关键信息方面

遇到任何困难，要尽可能提供必需的支持。

 如果评估者提出要求，要提供他们应会见的利益相关者名单和联系信息。然

而，要会见哪些人最终由评估顾问负责决定，UNDP不能干涉。

 组织一次讨论会，把评估团队介绍给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促成他们的最

初接触。评估团队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信息，帮助形

成评估问题、明确任务大纲的要求、并就评估的实施方式交流观点。

 安排面访、会议和实地访问。

 对评估团队准备的包含了详细评估方法的工作方案和初期报告（如果有的

话）进行评论并确认质量。

 确保评估顾问、利益相关者和 UNDP有关工作人员的安全，特别是危机背景

中。评估团队成员应当通过联合国的相关安全考试，并且熟悉和符合相关的

安全协议。

审阅评估团队准备的初期报告

以任务大纲、与 UNDP 计划管理单位或评估管理者初次会见、案头研究等

为基础，评估团队应形成一份初期报告。对评估对象的描述表明了评估者对计划

行动如何发挥作用的逻辑或理论上的理解，这些计划行动包括战略、活动、产出、

预期效果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初期报告应该包括：

 评估目的和范围：对评估目的的清晰阐述和待考察的行动计划的主要方面或

要素

 评估准则和问题：评估将用这些准则和问题来评价绩效和合理性

44 UNEG，“联合国系统的评估规范”，2005，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norms。 UNEG，“联合

国系统的评估标准”，2005，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standards。
45 UNEG，“行为守则”，2008年6月，http://www.uneval.org/search/index.jsp?q=code+of+conduct。

提示：在为评估提供充分支持和维护评估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关系。虽然

UNDP被期望组织会谈和访问，但负责项目或计划的 UNDP 或政府官员不应该参与

这些活动，因为他们在场时，受访者和参与者可能会感到不方便畅所欲言。

http://www.unevalu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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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方法：描述数据搜集方法和数据采集的来源，包括选择这些数据的理由

（他们将如何对评估有启发作用）及其局限性；数据搜集工具、手段和协

议，并讨论它们对评估而言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抽样方案等。

 评估矩阵：确认关键评估问题以及将选择何种方法来回答它们（见附录 3）

 经过修订的关键活动事项日程表，以及交付成果和责任

 与工作方案中详细列出的评估活动和交付成果相关的详细资源需求

审阅评估报告草稿

评估报告草稿第一稿一旦提交，评估任务管理者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应当确保

报告的质量并提出评论意见。UNDP计划管理单位可以请评估专家或顾问组对评

估的技术严谨性进行评价。评估报告应该逻辑结构严谨；包含基于证据的发现、

结论、经验和建议；提供的信息应该便于阅读和理解。评估报告草稿应当符合专

栏 35中列出的标准。

专栏 35. 评估报告的标准

一份高质量的评估报告应该：

 结构良好且完整

 描述了评估对象及评估缘由

 确定了用户关心的问题

 解释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步骤和程序

 提供了基于可靠证据支持的发现以回应问题

 认识到评估的局限性

 得出关于基于证据的发现的结论

 从结论中得出具体和可用的建议

 撰写时要铭记报告用户及他们如何使用评估

来源：UNEG，“联合国系统的评估标准”，2005，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standards

附录 7中给出的评估报告质量标准可以作为对报告质量进行评价的基础。如

果报告存在缺陷且在方法的严谨性上出现了问题，UNDP计划管理单位应该要求

评估者对报告加以改进。

根据评估发现的复杂程度，计划管理单位应当考虑组织一次利益相关者会

提示：良好实践——委托单位和关键利益相关者应该审阅并确保初期报告的质量。初

期报告在评估工作早期阶段提供了一个澄清事实的机会 ——比如资源需求和交付时间

表，并确保委托方、利益相关者和评估者就如何开展评估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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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评估者向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做一次报告。这有助于确保各方对评估发

现的共识，便于对报告草稿的反馈，并促进对评估的自主权和未来使用。向利益

相关者征求意见时，必须谨慎地维护评估中判断的独立性。评估是一项独立的工

作。发表评论应该限于运用的方法（见第 7章关于评估设计的更多指导）、事实

性错误和遗漏方面的问题。

此时，计划管理单位应该开始与主要利益相关者讨论管理层回应的准备，例

如，谁将参加准备工作；何时参加，如何参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参加；应该突出

什么问题等。

第四步：评估的使用：管理层回应，知识分享与扩散

为分散评估准备管理层回应

作为确保有效使用评估的一种方式，UNDP建立了制度化的管理层回应系统

（附录 6提供了一个模板）。计划管理单位负责准备对评估关键问题和建议的管

理层回应，并确定关键的后续行动、实施这些行动的责任单位及预计完成时间。

为了促进学习和知识分享，评估的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都应当参与形成管理

层回应的过程，反思关键议题、发现和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后续行动及相关责

任机构和时间期限需要得到集体确认和共识。在准备回应的过程中，UNDP、合

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应当不仅着眼于内部管理问题，如交付成果以及投入和

产出的时间，还要就 UNDP对发展结果的贡献做出回应，并重点关注战略议题。

准备管理层回应的工作不应该被视为一次性的活动。应当对形成管理层回应

过程中产生的知识进行记录，并在设计新项目或计划，或定义效果的时候反映出

来。对于项目执行完成时开展的最终评估，经常缺少准备管理层回应动力。但是，

为项目最终评估准备管理层回应的过程能够使主要利益相关者反思项目结果并

产生不限于该项目的经验教训，而且通过对评估发现的回应和负起采取后续行动

的责任，也支持了对 UNDP 的问责。基于这些理由，评估政策要求无论评估的

行动计划处于何种状态，必须对所有评估进行管理层回应。

提示：良好实践——为了保证透明和问责，管理层回应一旦完成并得到利益相关

者认可，就要在评估资源中心（ERC）上公布以便于公众查阅。计划管理单位负责

定期更新实施状态。承担监督责任的单位（比如负责国家办公室评估的区域局）负

责监督 ERC中后续行动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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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享和扩散

评估报告完成时，评估过程并没有结束。事实上，积极学习和运用评估中产

生的知识是评估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计划和项目设计的开始，就应该为有效

的后续行动和学习分配所需时间和资源。

在制定新的规划前对评估进行总结

从评估中吸取的经验和产生的知识应该由国家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一起

审阅，确保这些经验和知识能够吸收到新计划和项目的设计中。对评估产生的知

识进行系统应用，是发展结果管理的一个关键要素。关于知识分享和从评估中学

习的更多指导，参见第 8章。

6.3 联合评估过程的关键要素

通常来说，设计和实施联合评估的步骤与任何管理良好的评估过程是一样

的。不过，联合评估过程也有许多特定问题需要引起更大关注。

一项联合评估的决策—— 是否需要？

评价一个计划或项目是否需要进行联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要进行该评价，

需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计划的重点是否在于跨部门和跨机构的效果？

 计划是否是由多个合作伙伴共同出资？

 评估的主题是否存在争议，并因此需要采用一种平衡的方法？

此外，围绕计划评估目的开展讨论也是必要的。比如，如果计划评估目的是

为了问责，那可能不需要开展一项全面彻底的联合评估。对评估报告完成的时间

限制也是一个问题。联合评估一般过程更长，需要更多协调工作。关于联合评估

的其他优势和劣势，应该在内部以及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见专栏 29关于联

合评估的益处和挑战）。

确定合作伙伴——谁是关键人员？

与其他评估一样，联合评估依赖于国家自主权，并应尽可能起到促进利益相

关者能力建设的作用。联合评估也应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发表意见，并帮助合

作伙伴一起评价计划或项目的贡献。不过，尽早确定合作伙伴是非常必要的，这

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参与和自主权。可以通过关注“资金来源是什么”、“执行伙伴

都有谁”这样的问题来确定合作伙伴，或者可以研究一下还有哪些其他机构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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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近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总体发展目标或效果可能是有贡献的。在这一阶段，

评价合作伙伴的潜在贡献也很重要。例如，如果一个合作伙伴有许多其他任务或

者有活动限制，那么最好不要让他参与进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合作

伙伴是否存在客观性，以便保证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和避免强烈的偏见。

选择管理架构和工作分工

有效的管理架构和沟通系统对于联合评估有效发挥作用至关重要。从评估领

域的各种来源中，可以提炼归纳出以下建议：46

 就管理架构达成共识——推荐采用两个层级的架构，由指导组监督整个评

估过程，由规模更小的管理组确保顺利实施。指导组通常由每个合作伙伴

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代表组成。指导组在专门时间开会，批准任务大纲和评

估组的构成，确保对评估的监督，平衡最终的评估判断，并对结果的使用

负责。根据联合评估的范围，应该成立由来自于相关组织或政府机构的技

术代表组成的管理组。管理组通常任命一个机构或者个人作为评估管理者

承担招募和管理评估团队的工作。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架构最有效，最终还

是由评估委托方根据特定背景来决定。

 就管理组内部分工达成共识—— 在评估工作开始时，UNDP计划管理单

位的高级管理者应该就与合作伙伴的决策权力分配和工作分工达成共识。

这涉及到决定在评估的各个后续步骤，管理组的哪个人员将发挥领导作

用。还要确定冲突解决机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就工作范围达成共识

在联合评估中，所有合作伙伴一起讨论评估范围并达成共识，这通常更为有

效。这里需要理清的事项包括评估范围、涵盖的议题和时间框架。然而，由于开

展评估的动机通常已经确定，如学习经验、为重要的重新定位或投资调整提供事

实基础、满足出资国家的政治考虑、履行制度要求（尤其是大型项目）等，因此

专栏 36. 一个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联合评估的管理架构案例

在典型的 UNDAF评估中，各机构首脑和主要政府官员可能参加到指导组中，

为评估过程提供总体指导并指引方向。管理组中的监测评估官员和技术官员负责共

同起草任务大纲，管理评估者的选择并与评估者定期交流互动。驻地协调员办公室

或者其他联合国组织可能被委任为评估管理者，负责评估过程的日常管理和参与机

构之间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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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合作伙伴一起讨论并不总是可行的。

 起草任务大纲—— 实际情况通常是由一方牵头起草任务大纲，任务大纲

定义了工作的范围。形成草稿后，应该由合作伙伴组织来共同讨论并达成

共识。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满足任务大纲中涉及的各方利益。应该考虑建

立一个对优先领域进行考虑的通用议程，实现自主权和可行性之间的平

衡。

 确定采用谁的程序 ——由于不同组织采用了不同的评估方式，因此允许

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来适应和留出额外时间来处理由于差异造成的时间延

误，这是很重要的。管理该问题通常有两种方法：或者同意使用某一机构

的系统和程序来管理评估，或者将评估分成几部分并决定分别由谁的系统

来管理。

选择资助方式

对联合评估的资助有许多方式。如果是 UNDP牵头组织的评估，首选的方

式应该是将所有合作伙伴的资金支持汇集为一个基金（类似于信托基金），然后

交由一个机构管理，经费资助要涵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全部成本。第二种方式是

由各个合作伙伴分别资助评估的特定部分，其余部分由 UNDP 自己解决（类似

于平行融资），我们不太推荐使用这种方式，因为它会增加交易和协调成本。

专栏 37. 协商联合评估的资助方式

前面提到的资助方式必须在项目或计划形成时与政府进行协商，在预算中必须注明

联合评估必需的资源。如果其他捐助者提供资助，这些讨论工作应该在开发一个项目或

者商议费用分摊协议的时候进行。为了方便 UNDP 计划管理单位和捐助者之间的讨论，

UNDP应该在标准的第三方费用分摊协议中准备一项评估条款。47

选择评估者

为联合评估选择专家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一个合作伙伴承担招聘评

估团队的任务，并向其他合作伙伴咨询。另一种方式是每个合作伙伴都提供自己

的专家。在某些情况下，专家的选择途径要与资助评估的方式相对应。比如，如

果使用平行资助的方式，每个合作伙伴都需要提供自己的专家团队。如果每个合

作伙伴都提供自己的评估者加入评估团队，那么作为联合评估团队的一员，评估

者可能很难各自向某一合作伙伴报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所有参与机构在一开

47 UNDP，“标准第三方费用分摊协议”，合作局，2007，
http://content.undp.org/go/groups/brsp/Non-Core/Formats/?g11n.enc=ISO-8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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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都应该共同确定一位评估团队的领导，或者委托一个特定机构招聘一位团队领

导，并向评估者明确团队的独立性将得到尊重和保证。

就报告和扩散策略达成共识

关于谁对评估报告包括的内容有最终发言权，不同组织在实践中是不同的。

这对于联合评估而言通常最容易，如果合作伙伴同意以下几点：他们有修正报告

中事实性错误的机会；当评估发现和结论中存在难以解决的分歧时，这些不同观

点都应该包含在报告中；评估结论和建议都应该由评估者负责。然而，有时采取

一些措施，如允许分别形成评估产品，对于有特定问责或报告要求的合作伙伴将

是有益的。

管理层回应，后续行动和实施建议

所有管理者必须关注跟踪 UNDP每份评估报告的发现和建议。然而，这对

于联合评估可能是特定的挑战，因为评估发现的国际化和实施评估建议需要在个

体机构和他们之间合作的层面上进行。因此合作伙伴需要就个体和集体需要做什

么达成共识，并建立监测发展变化的后续机制。按照评估政策的要求，UNDP可

以选择与自身相关的建议，并且针对这些建议准备管理层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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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确保评估设计和方法的质量

本章描述了高质量评估设计和高质量评估报告的关键要素，以帮助 UNDP

的管理者、评估管理者以及合作伙伴对评估过程和产品进行有效的质量保证。这

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对现有方法和工具的认识，以确保评估的关键产品——例如评

估任务大纲（TOR），评估设计和评估报告——满足由指导规范、标准和政策确

定的质量准则。本章也希望帮助外部评估人员理解 UNDP采用的评估质量标准。

尽管外部评估人员负责确定评估方法和开展评估活动，但评估的整体设计和

方法很大程度上根据评估任务大纲（TOR）来确定。因此，负责起草评估任务大

纲（TOR）的人员可以参考本章，了解评估设计中涉及的重要因素和各利益相关

者的角色，在评估任务大纲（TOR）的起草和定稿过程中确定评估背景、评估目

的并聚焦评估重点。本章也涵盖了评估方法质量保证的考虑（参见 7.5节）。

7.1 概述

高质量的评估设计涉及到对评估对象的全面理解（评估动因及其背景），并

且要就一些重要因素以及每个因素如何服务于有效且有用的评估结果做出决定。

这些重要因素包括：

 评估目的

 评估重点，即评估应当回答的关键问题

 获取可信、权威信息的来源和方法

 分析和解释数据以及报告结果拟采用的程序

 该行动计划取得成功必须达到的标准

 用来说明该行动计划如何开展并展示结果（产出和效果）证据

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利益相关者在设计和开展符合质量要求的评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益

相关者包括在行动计划或评估结果中有既得利益的个人和组织。他们在评估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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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参与——包括凝练评估重点、形成需要回答的问题、确定可靠的证据来源、

审查评估发现以及对评估发现的解释——都提高了评估结果的可信性、潜在有用

性和可持续性。通常情况下，可以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种互不排斥的主要类型：

 参与行动计划实施的利益相关者——例如，援助方、合作方、战略合作伙

伴、行政官员、项目经理和职员

 接受行动计划服务或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例如，预期的受益者、有

关组织和机构、政府官员、倡议团体、怀疑者、反对者以及执行机构或竞

争机构的职员

 评估结果的主要使用者——例如能够在执行或决定行动计划方面产生影

响的人，如援助方，UNDP计划的对应机构（计划或效果委员会）以及联

合评估的合作伙伴

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评估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也不尽相同。当设计一项评估活

动时，委托评估的计划管理单位要尽早确认利益相关者，并在形成评估设计时利

用他们的知识，要在他们的真正参与下开发任务大纲（TOR），这是相当重要的。

对于联合评估，这一点尤为关键，评估的合作伙伴应当全程参与评估设计的各个

环节。

7.2 确定评估背景

UNDP的评估通过了解什么样的行动计划有效，为什么有效以及在什么环境

下有效，为 UNDP“帮助人类建设更好的生活”这一人类发展重点提供支撑。因

此，高质量的评估不但强调产出和效果的实现程度，而且也对行动计划如何适应

其实施环境进行评价，以及这些行动计划如何和为什么有助于产出和效果。

对评估的考虑和设计必须基于对该行动计划及其实施环境的充分理解。

UNDP的委托单位和参与起草任务大纲（TORs）的利益相关者（参见附件 3）负

责向评估人员说明必要的信息，以便其对行动计划、评估背景、评估重点和目的、

以及评估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有良好的理解。

理解行动计划

要产生对决策者有用的可靠信息，评估设计必须基于对行动计划的清晰理

解，包括它是如何实施的、它期望如何实施、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实施以及产生的

结果。仅仅知道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即预期效果或产出是否实现）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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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指导行动，评估必须提供可靠的信息，表明一项行动计划为什么能够实现结

果，并确定哪些因素对结果发挥了作用（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准确理解开展

的行动以及为什么开展该行动，为理解项目或计划结果的相关性或意义奠定了基

础。

因此，评估应当建立在对所要评估的行动计划完全理解的基础之上，包括预

期的结果链（投入、产出和预期效果）实施策略、覆盖范围、结果图或变革理论

的主要假设和风险。表 27列出了评估人员在开展评估活动时应当理解的问题。

表 27 行动计划的主要方面

主要方面 问题

需求
对行动计划的需求或要求是什么？该行动计划试图解决什么问题或发展机

遇？

受益者
行动计划的受益者或目标群体是谁？无论是否为目标群体，哪些个体、群体

或组织从发展行动计划中直接或间接受益？

范围 行动计划的地理边界和目标受益者数量范围是什么？

产出和效果

哪些变化（效果）或有形产品和服务（产出）是行动计划期望的结果? 项目、

计划或战略必须实现什么效果才算成功？预期效果如何与国家优先领域，

UNDAF优先领域以及组织的战略规划目标发生联系？

活动
计划会采取什么行动或战略行动来影响变革，这些行动可以是有计划的，也

可以是计划外的。

变革理论或结果/

效果图

结果关系或结果链将表明行动计划的战略和预期效果，那么界定结果关系或

结果链的基本原理和假设或理论是什么？在设计过程中，哪些假设、因素或

风险可能对行动计划的成功或失败产生影响？

资源 为行动计划配置的时间、人才、技术、信息和资金来源是什么？

利益相关者和伙伴

战略

谁是计划或项目中有既定利益的主要参与者和合作伙伴？他们（包括 UN组

织和其他机构）的角色、参与方式和贡献是什么？——包括资金、实物贡献、

领导和宣传。伙伴战略是如何设计的？如何实施？

执行阶段
项目或计划的成熟程度如何？即实施到哪个阶段或年度了？是否符合预定

进度？是否涉及到规划制定或者开展相关活动？

修订最初设计
该行动计划的规划或战略随着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对预期结果的实现有

哪些潜在含义？

可评估性

项目或计划能够像规定的那样进行可靠的评估吗？预期结果（产出，效果）

是否以可测度的术语进行充分而恰当的阐述，并且结果能够被证实吗？监测

和评估系统将提供有效的和可靠的数据吗？

交叉议题
主要的交叉议题和 UN的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被主流化并体现在设计、实施

和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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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背景

评估背景关注两类相互关联的因素，它们影响着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可信性

和有用性：48

 内部和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人口和制度因素，影响着该行动计划如

何以及为什么产生其结果（积极的和消极的），以及结果的可持续性。

 在评估环境和时间框架下的社会、政治、经济、人口和制度因素，对评估

结果的准确性、公正性和可信性产生影响。

对一项发展行动计划实施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检查，有助于解释该行动计

划为什么以特定的方式实施，以及为什么能够实现某些产出或效果。评估行动计

划的背景也有助于发现实现预期产出或效果的阻碍因素，或者在测度预期产出或

效果及测度对产出或效果贡献程度方面造成困难的因素。此外，理解评估的政治、

文化和制度背景能够提供必要的线索，表明如何进行最好的评估设计和实施，以

确保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可信性和有用性。

专栏 38 确定背景的引导性问题49

 项目或计划的实施环境是什么？

 某些因素如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长期趋势、关联机构或竞争

机构的工作等，如何影响战略的实施、产出或效果？

 评估活动的背景（例如文化、语言、制度背景、社区认知等）如何影响评估？

 项目或计划与其他行动计划和组织如何联合与协调？

 计划的资助方式是什么？资金充裕吗？项目或计划的资金能够确保未来发展

吗？

 项目或计划实施的外部政策或政治环境是什么？当前和新出现的政策如何影响

行动计划的产出和效果？

7.3 评估目的

评估目的是所有评估活动的开始，它为评估确定了方向。如果对评估目的缺

乏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表述，评估活动将面临着没有目的性、缺乏可信性和有用性

48 评估结果是指评估的最终产品——评估为用户提供的全部信息，包括发现、结论、建议和经验。

49 本章的引导性问题是启发性的，不是需要考虑的全部问题。



157

的风险。评估可以满足一系列不同的需求。评估目的应清晰表述以下内容：

 为什么要开展评估以及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开展

 谁将使用这些信息

 需要哪些信息

 这些信息将如何使用

评估目的和时机应当在制定评估计划时确定（更多信息请参考第三章）。当

起草评估任务大纲（TOR）来表明评估设计时，对评估目的应当进一步丰富表述。

7.4 评估重点

评估范围

评估目的设定了评估什么和不评估什么的边界，评估范围限定了评估重点。

评估范围具体表明了在评估边界之内行动计划的内容及其实施背景。例如，评估

范围确定了：

 评估覆盖的分析单元，例如相关计划、政策或者战略体系，包含一群项目

的单个计划和单个项目，或者一个项目中的组成部分或者进程

 覆盖的时间阶段或实施阶段

 在评估时实际支出的资金与总体拨款规模

 地理范围

 包括的目标群体或受益者

评估范围有助于在确定的评估边界之内使评估问题的选择更加聚焦。

评估目标与准则

评估目标是关于将开展何种活动以实现评估目的陈述。确定评估目标要基于

对以下方面的仔细考虑：评估使用者将做出的决策类型、做出这些决策时需要考

虑的议题、评估应为实现这些决策完成什么任务。一项既定的评估活动可能会追

求一个或多个目标。这里的重点是，目标直接来自于评估目的，并服务于将评估

聚焦于需要做出的决策上。

提示：评估目的表述举例——“本项目评估在国家政府和 UNDP的要求下开

展，目的是提供项目实施状况的信息，确保对支出的问责和交付产出，以便

项目管理者能够在过程中进行适当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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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准则通过界定行动计划评估需遵循的标准，有助于聚焦评估目标。

UNDP评估通常采用下列评估准则来聚焦评估目标：相关性、效果、效率、可持

续性和影响50。

相关性关注一项发展计划及其预期产出或效果在多大程度上与国家或地方

政策、优先发展领域以及受益群体的需求相符合。相关性也考虑该计划在多大程

度上对 UNDP的规划、人类发展优先领域和性别平等议题进行响应。相关性关

注规划者的预期需求与受益群体实际需要之间的一致性。它还结合响应性的概念

——即 UNDP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变化的以及新出现的发展优先领域和需求做

出积极响应。

相关性的一个重要子范畴是适当性准则，它关注一项发展计划在文化上的被

接受程度以及行动的可行性或实施方法。然而，相关性检查的是行动计划相对于

需求和目标受益群体优先领域的重要性，而适当性则检查该行动计划在地方环境

中实施时是否可接受以及是否可行。例如，一项行动计划就其解决目标受益群体

认为重要的需求而言可能是相关的，但因为其实施方法与文化不一致或在既有的

地理或其他现实背景中不可行，因而并不适当。在运用相关性准则时，评估应当

探讨一项行动计划的规划、设计和实施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地方环境。

效果是对行动计划预期结果（产出或效果）实现程度或者面向产出或效果取

得进展的测度。

项目评估中的效果评估涉及到因果评价——即观察到的变化可归因于项目

活动或产出——例如，投票者数量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一项投票者教育项

目。在效果评估中，评价效果可能更注重检查UNDP对预期效果的贡献。例如，

效果评估可探讨一项投票教育项目的产出在多大程度上对包容性参与的效果做

出了贡献，该效果是由国际观察员和其他知名专家测度的。当然，其他UNDP单

位和合作伙伴的产出（如选举管理机构的专业化）也对此效果有所贡献。

评价效果包括三个基本步骤：

50 OECD, ‘ 发 展 援 助 委 员 会 关 于 发 展 援 助 评 估 的 准 则 ’, 发 展 援 助 委 员 会 , 参 见 :
http://www.oecd.org/document/22/0,2340,en_2649_34435_2086550_1_1_1_1,00.html.

提示：可能的项目评估目标——“评价产出的状态；评价如何实现项目产出；

评价实现项目产出的效率。”



159

1. 测度可观察到的产出或效果的变化

2. 将观察到的变化或进步归因于行动计划的变化（项目评估）或者确定

UNDP对观察到的变化的贡献

3. 对变化的价值进行判断（正面或负面的）

效率测度资源或投入(例如资金、专门知识和时间)如何经济地转化为结果。

当一项行动计划恰当且经济地使用资源生产出所需产出时，它就是有效率的。效

率对于确保资源得到恰当使用和更加有效地使用是重要的。

因为项目和效果评估的性质和主要目的不同，因此采用的准则也不同。例如，

在评价效率时，项目评估可能探究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产生期望的产出以及

资源如何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来实现期望的结果。效果评估可能包括估计UNDP

面向某一既定发展效果的总投资额（所有项目和软援助）。由于UNDP的行动计

划在性质上并不总是适合于传统的效率指标（例如，软援助），因此在应用这些

准则时遇到了挑战，在UNDP效果评估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产出率的

某些分析、某些行动计划比其他行动计划执行更为迅速的原因、以及计划层面的

总体管理效率可能都需要考虑。同样重要的是，应当评价合作伙伴战略如何通过

成本分担方式和互补性行动影响了UNDP行动计划的效率。

可持续性测量当外部发展援助结束后，行动计划的收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持

续。可持续性评价包括对当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其他条件的发展程度进

行评估，并以该评估结果为基础，对国家在未来保持、管理和确保这些发展结果

的能力进行预测。

例如，可持续性评价可能探究以下内容：

 在多大程度上开发或实施了可持续性战略，包括关键国家利益相关者的能

力建设

 援助结束后，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了确保持续产生收益的财政和经济机制

 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了合适的组织安排（公共或私人部门）

 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支撑持续产生收益的政策和管制框架

 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所需的能力（制度、结构、人员、专业技能等）

影响测度发展计划带来的人类发展和人民生活福祉的变化，包括直接和间接

的、预期和未预期的变化。许多发展组织都开展影响评估，因为其为决策提供了

有效信息并支持结果问责。影响评估经常面临许多挑战：在许多情况下，特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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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是众多贡献者之一时，确认受益者的收益是否直接归因于 UNDP 的支持

可能是困难的。然而，当可以确认 UNDP的行动计划对公众有直接影响时，应

当开展影响评估。

总之，组合运用下列最常用的准则——相关性、效果、效率、可持续性和影

响，将有助于确保评估涵盖到行动计划最重要的方面。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准则

都是适合的，或者说对每项评估都同等适用。在特定场合下可能需要运用不同的

准则。在决定采用哪项准则时，应当考虑评估的类型以及信息采集对实现评估目

的的贡献和成本（评估资源的使用）。例如，对人道主义和冲突计划的评估可能

需要增加联系性、一致性、覆盖率和协调性等准则51。专栏 39列出了引导性问

题，来帮助确定评估准则和相关评估问题。

专栏 39 确定评估准则的引导性问题

 准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明评估目的？

 潜在使用者需要多少以及需要何种类型的信息？

 是否应当对每项准则同等对待，或者某些信息更为有用？

 对特定评估而言，这些准则是有用或恰当的吗？

 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哪些准则将提供最有用的信息？

评估问题

对评估问题的回答，能够向评估使用者提供他们希望从评估中得到的信息，

以制定决策、采取行动或增加知识储备。评估问题明确了判断一项行动计划的绩

效时需要关注的方面，从而凝练了评估重点。

评估问题反映了基础假设链，即关于在现有背景下如何实施行动计划来实现

预期产出或效果的假设。一项评估的问题应当源自于对行动计划实施、目的和背

景的全面理解，并且要考虑这些问题在满足评估目的、目标和相关评估准则中的

作用。

在每项评估准则下可以询问数量不等的问题。在真实的评估世界里，时间、

预算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重要的是，应将确定哪些信息是最需要的，哪些评

估问题是优先的作为战略决策。更好的方式是对较少的问题进行深入回答而不是

肤浅地回答更多问题。一组清晰明确的、相关性很高的问题确保了评估是聚焦、

51 更多细节参见: Beck T, ‘Evaluating Humanitarian Action Using OECD/DAC Criteri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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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管理、成本划算和有用的。

为确保选择的关键评估问题是最相关的，并最有可能对使用者提供有意义的

信息，UNDP计划管理单位必须要求各合作伙伴和包括评估团队在内的其他利益

相关者进行投入并达成协定。委托办公室应当确保在评估初期报告中的评估矩阵

能够清楚表明各评估准则、评估问题和评估使用者所需要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

（更详细的信息参见附件 3）。

性别，排除敏感性和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

与UNDP的发展援助工作相一致，UNDP的评估以性别平等、以权利为基础

的方法和人类发展原则为指导52。由此，UNDP的评估对行动计划从以下方面进

行程度评价：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和性别包容、平等和赋权问题；在多大程

度上有助于强化这些原则在一个国家多项发展工作中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把

UNDP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和性别主流化的承诺融入到最初设计中。

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对所有预定行动（包括立法、政策、

计划）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进行评价的过程。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

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和计划进行设计、实施、

监督和评估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

UNDP评估应当评价行动计划的设计、执行和效果多大程度上已经考虑了性别主

流化，以及男性和女性是否能够平等地获得各自预期的收益。同样，评估也应当

说明UNDP在多大程度上倡导平等和包容性发展原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

赋权并符合弱势群体和残疾人群的需求。

在发展援助工作中，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必须确保发展战略能够提高权利持

有人的主张权以及责任承担者的相应义务。该方法也强调了这样的重要需求，即

要对不能实现这些权利的直接的、潜在的和结构上的原因进行说明。公民参与的

概念作为一种权利主张机制，在整个框架中是一个重要方面。在适当时候，应当

评价该行动计划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权利持有人的权利主张能力，以及责任承担者

的履行义务能力。

评估也应当对其他跨领域议题进行说明，这取决于评估的重点，例如UNDP

的行动计划在多大程度上结合和培育了南南合作、知识管理、志愿精神和UN系

52 UNDP, ‘UNDP的评估政策’, Executive Board Document DP/2005/28, May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undp.org/eo/documents/Evaluation-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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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协作机制。

7.5 评估方法

评估设计必须制定详细的工作步骤计划，具体说明满足评估准则和回答评估

问题所需的信息搜集、数据分析、解释评估发现和报告评估结果的方法。

选择的评估方法应当能够严格地提供基于经验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满足评

估准则并对评估问题做出回应。评估初期报告中应包含一个评估矩阵，用来列示

出每项评估准则、评估问题和子问题、回答每个问题所需的数据，以及数据搜集

方法（参见专栏40）。此外，关于每项数据如何有助于理解发展结果，在初期报

告中应当清楚说明其理论基础或假设——归因、贡献、机制、执行等，以及数据

搜集、分析、报告方法选择的原理。

专栏 40 评估问题

评估委托办公室至少应当确保评估初期报告中的评估方法回应了下列每个问题：

 回答这些评估问题需要哪些数据？

 满足评估准则和回答评估问题需要哪些数据采集方法？为什么选择这些方法？

配置的资源充足吗？

 谁搜集这些数据？

 样本框是什么？其基本原理是什么？

 计划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将如何参与？

 使用什么数据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后勤保障计划是什么，包括程序、时机和

将用来采集和处理数据的基础设施。

 如何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如何解释和报告评估发现？

 为了保证评估质量，应当考虑哪些方法论问题？

数据搜集方法

需要搜集的数据以及数据搜集方法取决于下列因素：回答评估问题所需的

证据；将数据为转换为有意义的评估发现以回应评估问题的分析方法；在现有时

间和资源条件下对搜集哪些数据具有可行性的判断。UNDP评估大量依靠在计划

或项目执行周期中通过监测获得的数据（绩效指标）。绩效指标是一种简单而可

信的方法，用来表明与一项发展计划相关的发展条件（效果）、生产或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产出）的变化（见第2章）。

绩效指标虽然有用，但也有其局限性。指标只能用来显示，但不能用来解

释。指标不可能表明评估想要说明的所有问题。例如，指标提供了对进展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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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能够取得进展或者何种因素促进了进展。UNDP的评估通常

组合使用其他数据资源，通过多种方法搜集信息，对绩效指标反映出的关于行动

计划的信息进行解释分析。

一手数据包括评估者直接观察或者从利益相关者那儿搜集到的他们对行动

计划的直接经验的信息。这些数据通常包括口头报告的或观察到的利益相关者的

价值观、信仰、态度、观点、行为、动机和知识，一般通过问卷、调查、面访、

专题研讨、关键知情者调查、专家组、直接观察和案例研究来获得。这些方法能

够更深入地探究和产生信息，有助于深入理解观察到的效果和产出（包括预期和

未预期）的变化，以及那些通过优化实施环境为产出和效果做出贡献的因素。

二手数据是由其他人搜集、汇编和出版的原始数据。二手数据可以有多种形

式，但通常是与评估目的直接相关的书面证据。书面证据的来源包括：地方、区

域或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国家或国际出版的报告；社会、健康和经济指标；项

目或计划的方案；监测报告；以前的评价、评估和其他记录；国家战略规划；以

及与评估相关的研究报告。当项目或计划缺乏用来评价产出或效果进展的基线指

标和目标时，书面证据特别有用。尽管使用二手数据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但

可以用来帮助重构基线数据和目标。二手信息可以补充但不能替代来自于一手搜

集的数据。

考虑到UNDP分散评估的性质和背景，包括时间和资源限制，评估者通常喜

欢采用方法组合，包括绩效指标、二手来源的补充性书面证据，以及通过各种方

式搜集的定性数据。

表28简要描述了UNDP在项目和效果评估中经常采用的数据搜集方法。

表 28 UNDP评估中常用的数据搜集方法概要53

方法 描述 优点 挑战

监测和

评估系

统

利用绩效指标来测度进展，特别是

将实际结果与期望结果对比。

能够使用可信、成本划

算、客观的方法来评价

产出和效果的进展。

取决于已经设立基线指标和目标

的变量监测和评估系统，以及已

经搜集到的与目标和效果指标相

关的可靠数据。

现有报

告和文

件

现有的文件资料，包括关于该行动

计划及其产出和效果的定量和描

述性信息，如来自能力开发活动的

文件、捐助者报告、以及其他证据。

成本划算。 书面证据通常难以进行编码并针

对问题进行分析。

难以验证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

53 这里描述的方法是说明性的，没有详细描述UNDP评估中所用的方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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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

查

针对广泛的主题，从大量或不同的

利益相关者那里（通常采用抽样方

法）获得信息的标准方法，包括他

们的态度、信仰、观点、感受以及

满意度等，关注 UNDP 行动计划

的执行、投入、产出及背景因素。

针对广泛的主题，可以

迅速并低成本的搜集

描述性数据。

易于分析。

回答者可以匿名。

自我填报可能导致有偏见的报

告。

获得的数据可以提供整体图景，

但缺乏深度。

不可能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

受样本误差影响。

访谈 征求个人对预定问题的回答，设计

这些预定问题是为了获得关于个

人印象或经验的深入信息，或者更

多地了解他对问卷或调查的答案。

促进更全面、更广泛、

更深入地了解针对一

个题目的信息。

耗时。

难以分析。

成本高。

采访者对受访人的回答可能有潜

在偏见。

现场观

察

需要采用详细的观察记录表，在现

场准确记录关于一项计划如何运

行的信息（在计划执行过程中直接

观察进行的活动、过程、讨论、社

会互动和可观察的结果）。

能够观察到计划的实

际执行情况。

可以根据发生的事件

调整。

可能难以分类或对观察到的行为

进行解释。

成本高。

可能会选择不适当的现场。

小组访

谈

对一个小组（6到 8个人）一起进

行访谈，深入探寻利益相关者对一

项发展计划或政策的观点、相近的

或不同的看法以及判断，也包括关

于他们行为的信息、对一项行动计

划的理解和观念，以及该行动计划

带来的有形或无形变化的信息。

以快速、可靠的方式从

不同利益相关者那里

获得共同的印象。

短时间内获得广泛而

深入信息的有效方式。

难以对回应进行分析。

需要受过专业培训的组织者。

组织安排上可能有困难。

关键知

情者

通常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掌握该

行动计划实施和背景一手信息的

大量利益相关者深度访谈。

这方面的专家能够对问题和解决

方案提供特定知识和理解。

能够对问题性质提出

见解，对解决方案提出

建议。

能够对单个议题或多

个议题提供不同的观

点。

会遇到抽样误差。

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对信息进行验

证或确认。

专家小

组

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同行评议或顾

问组（reference group）对评估涵

盖的技术或其他重要主题提供支

持。

增加可信度。

可作为额外（专家）

信息来源，从而进行

更加深入的分析。

能够验证或证实主题

领域的信息和结果。

咨询费用及其它可能的支出。

必须确保公正性以及没有利益冲

突。

案例研

究

包括通过案例比较开展综合分析，

获得关于目标的深入信息，充分理

解执行机制、活动、产出、效果以

及开发项目或计划的相互作用。

有助于充分探讨对产

出和效果做出贡献的

因素。

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资源，一般不

适用于委托评估。

难以分析。

委托办公室需要确保搜集或记录数据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问卷、调查、指

南、检查表）：符合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质量标准54、对文化具有敏感性并适用于

54 参见本章“数据质量”部分关于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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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注的人群、对所探寻的信息类型和需要回答的评估问题是有效而恰当的。在

受冲突影响的背景下，例如安全考虑、缺乏基础设施、对知情人和敏感人员的有

限接触、与弱势群体工作时的道德考虑等因素，都应当在决定采用适当的数据搜

集方法时予以考虑。

数据质量

UNDP委托办公室必须确保评估能搜集到与评估目的相关的数据，并采用严

格可靠的方法和程序，能够产生经过实践验证的有效、可靠和可信的证据。

可靠性和有效性是评估质量的重要方面。可靠性是指测量的一致性——例

如，确保一种特定的数据搜集工具，比如问卷调查，在相似的条件下能够得出同

样或类似的回应。有效性是指测量的准确性——例如，确保一种特定的数据采集

工具真正测量了它打算测量的东西。它也指从数据中得到的推论或结论在多大程

度上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可信性关注评估证据和结论对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对评

估结果的使用者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根据的、可靠的和公平的。一个好的评

估可以采用三种战略来提高可靠性和有效性：

 提高样本质量

 提高资料搜集的质量

 运用组合方法搜集数据并将此纳入战略（例如三角校正法或多种数据来

源），通过多种信息渠道而不只依靠单一数据来源对数据进行验证或交叉

核查。

提高样本质量

UNDP的评估通常选择人群或地点样本搜集证据。如果样本缺乏对一部分人

群的代表性，那么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如果小组访谈对象仅仅包括

那些城市中方便前来参加的人，那么边远地区人群所关注的事项和经验就难以得

到充分反映。样本的选择必须以与评估目的直接相关的原则或目的为基础，这样

才能确保评估发现的准确性和评估结果的有用性。委托办公室应当确保在评估设

计中对样本特点进行清晰说明，包括它是如何选择的、选择原则、以及样本对解

释评估结果的局限性。如果一个样本没有被使用，应当说明理由，讨论由此对评

估带来的影响。

确保资料搜集的连续性

无论采用问卷调查、面访安排、观察协议或其他数据搜集工具，评估团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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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对数据搜集工具进行检验并确认他们搜集的证据既准确又连续。解决这一问

题的途径包括：

 在使用调查指南时对数据搜集者进行培训，以确保他们采用相同的方式对观

察结果进行记录；

 对问卷中使用的关键词汇的意义以及面访安排进行检查，特别它们是否被转

换的易于理解，从而确保受访者能够准确地理解所问的问题；

 需要关注采访者的特点（特别是年龄、性别和调查对象是否了解他们）将如

何提高或降低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

“三角校正法”来证明数据的准确性：使用多种数据来源

良好的评估证据应是前后一致和准确的。建立校验数据的战略将提高可靠性

并确保结果的有效性。

 利用多种方法搜集资料而不是依靠单一来源或单一证据。例如，可以将一个

来源（如小组面访）的证据和那些来自于农村地区的经验证据进行相互校正，

这些经验证据可能是来自于报告文献，或者是对可信的、熟悉情况的关键知

情人的面访。）

 使用专家对证据进行评议和证实。

UNDP评估面临的挑战是采用严格的方法进行评估设计，在可信证据基础上

产生有用的信息。可信证据将为证据的准确性和来自于证据的推论提供保障。

道德考虑

评估的设计和实施应当尊重和保护人类以及他们所在社团的权利和福利，并

且符合世界人权宣言[55]和其他人权公约。当对评估进行计划、实施和报告时，评

估人员应当尊重评估参与者的尊严和多样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使用适合

于特定文化背景的评估工具来实现。进一步讲，预期的评估参与者应当是自愿的，

要为他们提供时间和信息以便由他们决定是否愿意参加，并能够在没有压力的情

况下独立决定。评估管理者和评估者应当意识到在冲突地区开展评估的含义。评

估者特别应当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包括所要传达的明确的和隐含的信息，都

有可能对局势产生影响，并且有可能将那些与评估者互动的参与者暴露于更大的

[55]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网址参见 t: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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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之下[56]。当评估者需要面访弱势群体时，评估者应当确信面访对象已意识到

他们参与评估活动对他们的潜在含义，并且应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来决定是否

参与评估。UNDP计划单位委托的所有评估者都应当认可并签署联合国系统评估

者行为规范[57]。有关评估道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联合国评估小组评估道德指

南”[58]。

专栏 41 评估设计中的人权和性别平等

UNDP 的评估活动受人权和性别平等原则的指导。这影响着评估的设计和实施，

评估者、评估管理者和评估利益相关者需要对这些原则达成共识，并予以特别关注。

例如，在搜集数据时，评估者需要确保妇女和弱势群体得到充分体现。为了让边缘和

弱势群体得到体现，应该根据性别、年龄、残疾、种族、财富以及其他可能的特征对

搜集的数据进行区分。

此外，应当尽可能通过多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性别、社会经济群体、种

族和残疾人群体。边缘化的群体经常受到多种形式的歧视，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不

同形式的歧视如何通过相互交叉，从而否定权利拥有者的权利。

数据分析与综合

数据搜集涉及管理调查问卷、开展面访、观察计划执行、以及从现有数据来

源检查并导入数据。数据分析是一个系统过程，包括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组织和

分类、列表和概括，并把结果与其他适当的信息进行比较，从而提取出能够回应

评估问题的有用信息以实现评估目的。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即通过对搜集到的数

据进行系统编码和校对，从大量证据中解读事实、确保其准确性、开展统计分析，

并将数据转换为有用的格式或与评估问题相关的分析单元。

数据分析寻求对证据的考察方式，或者对重要发现（分析）进行分离，或者

对不同信息来源进行结合，从而获得更深程度的理解（综合）。运用组合方法的

评估要求对每个证据要素进行独立分析并对所有来源进行综合，以便检查一致

性、融合性或复杂性的模式。

分析计划

数据分析和综合必须按照分析计划进行，分析计划应当包含在初期报告的评

估设计和详细工作计划中。分析计划是一个必要的评估工具，它表明了如何对搜

[56] OECD Guidance on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Peacebuilding Activities, Working Draft for Application Period,
2008.
[57] UNEG, ‘Code of Conduct’, June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uneval.org/papersandpubs/documentdetail.jsp?doc_id=100.
[58] UNEG, ‘Ethical Guidelines for Evaluation’, June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uneval.org/search/index.jsp?q=ethical+guidelines.



168

集到的与评估问题相关的信息进行组织、分类、相互关联、比较和展示，包括应

如何综合多渠道信息来源（特别那些以口述形式提供的数据），以及用于综合或

表达数据的任何统计方法（计算、汇总、百分比、成本分析等）。应当说明数据

分析可能存在的挑战和局限。分析计划应当与选择的数据搜集方法和工具相结

合，而不是事后制定。

解释评估发现

对评估发现的解释是对评估发现赋予意义的过程。它对来自事实、陈述、观

点和文件的信息进行总结和综合分析并予以摘录，同时把来自于数据的发现转换

为关于发展结果（结论）的判断。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将提出关于未来行动的

建议。所谓解释，就是弄清楚评估发现的意义——理解评估中搜集的证据及其对

发展效果的实际含义。

得出结论

基于对经验发现的综合或对特定环境的事实陈述而形成的结论是一种合理

的判断。结论不是发现，他们是对发现赋予意义的解释。如果直接依据证据并基

于恰当的分析和综合方法对发现进行总结而做出判断，那么得出的结论将是有效

和可信的。结论应当：

 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结果进行比较（例如，与计划的目标、对照组、国

家标准、以往绩效或需求进行比较）

 对发现进行另外的解释，并说明为什么这些解释的可信度低于发现

 为提出与结论一致的建议行动或决策提供基础

 限于发现所适用的条件、时间、人员、环境和目的范围内[59]

提出建议

建议是对评估使用者提出的基于证据的行动提议。提出建议应当以评估结论

为基础。然而，提出建议是评估中一个独特的部分，其需要的信息超出了形成结

论必须的信息。建议的形成涉及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对有效的替代方案、政策、

优先资助领域等进行权衡。这需要更深入的背景知识，特别是政策和计划决策的

有关组织背景以及该行动计划实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

形成建议的方式应当便于管理方做出回应（参见第6章和附件6管理层回应系

[59] 以教育评估联合委员会的标准为基础， ‘Programme Evaluation Standards: How to Assess Evaluations of
Educational Programmes’, 1994, 2nd ed,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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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议必须符合实际并反映委托机构的理解以及后续的潜在局限。每个建议

都应当明确界定其目标群体，并说明建议的行动及其原理。

经验学习

从一项评估中学习的经验包括从特定环境中获得的新知识（关于行动计划在

特定背景下的效果甚至评估方法），这些知识可以应用于其它类似的背景下。通

常的经验是，要非常重视准备、设计和实施中的优势和不足，这会对行动计划的

实施绩效、效果和影响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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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加强使用从监测和评估中获得的知识

使用来自监测和评估的信息，将在多个方面有所受益。监测和评估工作的价

值取决于这些信息被预期决策者和更广泛受众所使用的程度。本章旨在帮助

UNDP的管理人员、计划和项目工作人员、监测和评估专家、以及 UNDP和伙

伴组织间的联络员，在日常工作中有效地运用这些来自于监测和评估的信息，用

于应对问责、提高绩效、决策和学习。本章提供了使用评估证据、工具和方法来

有效分享知识和信息的案例，以及支持评估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操作指南。

8.1 为什么要使用监测和评估？

每项监测和评估活动都有其目的。UNDP十分重视监测和评估，因为当正确

开展和使用监测和评估时，将强化结果管理的基础，促进组织内部以及更广泛的

发展和评估团体的学习和知识生产，并支持公众对 UNDP的问责。

从监测和评估中获得的知识是 UNDP 组织学习过程的核心。当监测和评估

提供的信息和事实被接受和内部化后，便成为促进学习的知识。UNDP使用并应

用这些从监测和评估中学到的知识，来提高那些正在进行的和将来开展的项目、

计划和战略的整体绩效和结果质量。从监测和评估中产生的知识，其关键作用是

促进基于结果的管理（RBM）和面向发展结果的管理（MfDF）得以实现。为了

使 UNDP 成为高效的组织，必须通过有效的学习和信息共享系统，将学习整合

到计划管理单位的核心功能中。

此外，监测和评估的发现和经验教训可用于建立伙伴关系和宣传。例如，如

果评估突出了成就和良好实践，它们可用于争取对 UNDP 工作的支持，以及通

过分享愿景和战略以支持 UNDP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系统地使用监测和评估，

不仅提升了 UNDP 作为一个公共组织的可信度，还在组织内部及其合作伙伴之

间促进了一种结果导向和透明的文化。这样，从监测和评估中产生的知识成为了

一种公共物品。作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领军组织，UNDP发挥了有效分享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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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此类知识的作用，从而为面向发展结果的管理（MfDR）的全球努力做出贡献。

8.2 从监测和评估中学习并产生知识

为了学习的问责

UNDP对面向发展结果的管理（MfDR）和效果日益重视，这使其将重点从

投入、产出和过程，转移到在效果层面的发展结果。如果关注的重点是效果，而

效果又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且已超出 UNDP的直接控制，那么将责任分配给个

体以得到产出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再合适了。对效果的问责涵盖了以结果为基础的

管理（RBM）。从过去的错误和经验中建设性地学习，是面向发展结果的管理

（MfDR）和 UNDP问责框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只有将强化学习的措施落实到位，监测和评估才能在问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通过定期交流信息、报告、产出知识产品、学习课程和评估管理层回应，来

自于监测和评估的信息可以反馈到学习过程和规划中。UDNP需要重视从监测和

评估中学习，从而为效果问责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鼓励创新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在规划和计划中使用知识

将信息提供给正在实施的和未来的规划和计划，是直接使用从监测和评估中

所获得知识的方式之一。在形成新的效果，或者确定、设计和评审项目或计划时，

应该吸收来自于计划、项目、各类行动评估的经验教训和管理层回应。当修订或

开发新的计划、项目、政策、战略和其他行动时，UNDP应要求与关键合作伙伴

和利益相关方召开协商会议，以一种系统性和实质性的方式对评估知识进行评价

和分享。

将学习更好地整合到现有工具和过程中，可以部分地实现学习过程的制度

化。从监测和评估中得到的知识应纳入到以下方面：

 项目调整——监测和评估应该共同回答一些有用的问题，例如项目行动是否

与发展需求相关、项目执行是否按计划进行（是否能按时取得产出），结果

链的战略和逻辑是否起作用、合作伙伴战略是否有效、以及项目是否正在惠

及预期的目标受益者等。除了回答这些问题，评估还提供有关“为什么”项

目实施顺利或不顺利的信息。此类信息应纳入到项目战略的改进中并促进及

时调整。当项目预算或其他方面发生了调整时，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调整的

经验教训也应予以说明。对经验教训进行良好记录并应用于项目调整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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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 UNDP及其合作伙伴对结果进行管理，并促进形成系统学习的文化。

 复制和推广——试点行动计划被复制或推广之前，必须进行评估。在复制这

些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应吸收这些行动计划奏效或不奏效的经验教训。如前

所述，对经验教训进行良好记录并应用于复制和推广过程，将帮助 UNDP及

其合作伙伴确保不犯同样的错误。

来自于监测和评估的经验教训，应在制定下列文件时予以吸收：

 新计划的文件——制定国家、区域和全球计划时，要重视已取得的结果和经

验教训。这些信息来自于定期报告、内部总结以及相关评估，包括项目评估

和效果评估，以及评估办公室开展的独立评估，比如发展结果评价（ADR），

即考察 UNDP对某一国家发展结果的贡献。区域和全球合作框架的评估，也

会为计划的设计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这也有助于 UNDP的合作伙伴及非合

作伙伴对类似主题或专题开展咨询总结和评估，以便从他们的经历中总结经

验教训。为了未来参考和公开透明，将这类评估信息的来源记录在计划文件

中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计划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应确保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制

定新计划文件的过程中已使用了相关独立和分散评估的信息。

 项目文件或年度工作计划（AWPs）——项目文件的形势分析部分应包含对

相关总结或评估发现的参考。项目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对此应做出明确要求，

确保项目设计参考了相关评估发现和经验教训。

专栏 42 尼泊尔国家办事处的经验：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和项目设计中使用评估

尼泊尔国家办事处在从评估中学习和使用评估知识方面一直协同努力。最近，办事处在

准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规划（CPD）（2008-2010）时，审阅了2006年以来所有当前计划和项

目（已开展约8个）的效果评估，以及2003至2006年底之间做过的其他总结和评价。办事处

综合了主要发现和建议——重点围绕重复性要点、共同的经验教训以及与制定新计划最相关

的问题——形成了一份40页的文件，用于准备国家发展规划（CPD）时参考。该办事处还与

联合国其他组织讨论联合计划或合作的可能性，并参考了上述文件或分享了经验总结的有关

章节。

国家办事处在准备延续或扩大项目时会使用评估，特别是项目评估。他们开发了一个批

准新项目和做出重要修订的审核清单，其中包含针对监测和评估团队的章节。除了对监测和

评估的叙述部分进行审核外，也会审核结果框架和其他监测工具；如果最近开展了评估，办

事处的监测和评估单位会一并审阅评估报告与项目文件，确保相关建议被纳入到新项目或修

订项目中。

来源：UNDP尼泊尔——节选自对评估网络（EvalNet）贡献的讨论，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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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区域和全球提供发展和评估方面的知识

作为发展的合作伙伴，UNDP 应确保它的评估有助于 UNDP 之外的发展团

体更好地理解发展的成效。评估的关键发现、结论和建议应与潜在用户广泛分享，

通过扩散给 UNDP及其直接利益相关者以外的受众，可以大大增加评估的影响。

为实现这一目的，评估报告应该让更广泛的受众获得。然而，用户经常会发现评

估报告太长而且不容易理解。因此，对于从评估中获取的经验和知识，可以通过

包装成知识产品的形式来满足更广泛的受众需求。

为了有效地针对更广泛的受众，应该全面透彻地分析谁是评估知识和经验的

潜在用户？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的信息需求是什么？他们如何进行学习？哪

种沟通方式和知识产品对于实现知识共享的目标而言是最合适的？计划单位应

指定一人（例如，一名联络员或知识管理员）来推动相关进程并协调各类活动，

以确保有效地共享和传播评估报告、经验教训、知识和知识产品[60]。

共享评估信息有很多种方式。以下是一些例子：

 将评估报告和基于评估的其他知识产品上传到组织的公开网站上。要确保报

告和知识产品的写作清晰，并使用当地最常用的语言。

 组织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召开会议，讨论从评估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将评估发现和经验教训收录到组织现有的出版物中，如年度报告、简报、或

公告。

 在年度利益相关者会议上报告有关发现和经验教训，如国家项目行动计划

（CPAP）总结会议和媒体举行论坛。

 开发 UNDP活动和成就手册。

 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撰写一个简明的概要，并广泛传播。UNDP可能要求评估

人员将撰写概要的工作包含在任务大纲中，或者是与评估人员协商后，由评

估管理者或 UNDP联络员撰写上述概要。

 基于评估发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在评估学科领域的相关会议上提交文章。

 邀请当地的研究人员和学者讨论评估搜集的数据，或讨论评估的方法论及方

法。这方面工作也可由评估人员开展。

[60] UNDP 联络工具包（http://comtoolkit.undp.org/）为如何做到有效地沟通和宣传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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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UNDP工作人员、政府对口部门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培训班和研讨会上，分

享发现、建议和经验教训。培训重点应放在如何提高 UNDP计划和项目的质

量、以及如何在方法上创新以发展技能等方面。

 通过UNDP自身及以外的知识网络分享经验教训。对于开发政策局（BDP）

而言，可由总部的政策和实践机构及有关单位将经验教训编录到实践记录

和其他知识产品中。

将评估信息以用户友好、易于理解和有获得感的方式提供给受众，这是至关

重要的。下一节将围绕如何开发有用的知识产品提供指导。

8.3 知识产品和传播

根据受众及其信息需求，知识产品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形式。对有意义的学

习和知识共享而言，知识产品应当是高质量的，有明确的受众和目的。专栏43

中列出了一个好的知识产品，包括好的出版物应具备的特征。

开始分析或准备形成知识产品之前，在脑海中记住这些特征，将有助于以有

序的方式组织证据。

专栏 43 好的知识产品应具备的特征

 基于对目标用户产品需求和要求的评价，确保产品的针对性、有效性、实用性

和价值

 为特定的受众设计，兼顾功能需求和技术水平

 与决策需求相关

 及时

 使用清晰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撰写

 以清晰明了的方式呈现数据

 基于评估信息且没有任何偏见

 在适当的时候，与有关利益相关者一起进行参与式开发，并经过质量保证程序

的验证

 目标受众能够通过最有效果和效率的方式获得

 产品呈现具有连续性，以提高可视性和促进学习

资料来源：UNDP《确保质量控制和政策的连贯性：开发政策局（BDP）的质量保证和明晰化程序》，开发

政策局，2007年5月。相关网址：http://intra.undp.org/bdp/clearance_process.htm。

开发和传播知识产品的具体步骤

知识产品的传播与开发同样重要。只有建立起有效的传播系统，才能确保目

标受众得到与其特定需求相关的监测和评估反馈。一些最常用的传播监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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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方法包括：印刷报告；在内部和外部的互联网网站、通过电子邮件和表单

服务等共享产品的 HTML或 PDF版本；刻录成 CD光盘等。在传播评估发现、

建议和经验教训方面，媒体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合作伙伴。在许多国家，媒体在

宣传问责和解决敏感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下是开发及传播监测和评估的知识产品的具体步骤：

步骤1：确定目标受众及其信息需求

评估报告和知识产品的主要目标受众通常有以下几类：

 国家办事处和其他单位的 UNDP同事

 可能参与或没有直接参与被评项目的政府对口部门，但他们能够推动采

纳评估提出的政策调整建议，或是以其它方式协助 UNDP在国家层面的

宣传

 发展合作伙伴、其他联合国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和研究机构

 评估人员的其他网络（例如，国家评估协会）

负责知识共享和传播的人员应对各种群体的信息需求加以评价，包括何时最

需要这些信息，以及这些信息何时可能称为“变革的代言”。比如，政府的对口

部门可能发现某些评估信息在作出重大决策时特别有用。当制定监测和评估工作

方案时，委托单位应意识到决策的“机会之窗”出现的时间，并以在技术上和功

能上都能满足目标受众需求的适当方式提供这些信息。

步骤2：搜集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信息

每一次传播工作的成功，都高度依赖于在监测和评估过程中搜集到的受众联

系信息。例如，评估组成员所能见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和国家对口部门人员，不

论其参与评估主题的程度如何，都是重要的受众，应该向他们提供评估所产生的

知识。这些人的联系信息，应由评估组搜集并分享给负责传播和共享知识的人员。

步骤3：决定产品的类型，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除了发布来自定期监测报告[61]和评估报告的信息以外，还可以开发多种知识

产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可以对目标受众所需的特定产品及需求进行系

统评价，以确保这些产品的针对性和价值。以下是一些用于评估的沟通方法和产

品的示例。

[61] 由于内部性质，可能不允许 UNDP及其合作伙伴发布“原样”的监测报告。为了广泛地共享信息，UNDP
可能需要从这些信息中选取关键的知识并将其包装成能够传播的形式。至于评估，UNDP的政策要求公开

所有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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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摘要——评估报告应包括一个简洁、全面且信息丰富的执行摘要。此摘

要可以作为单独的产品，以增加评估的读者群。

 评估概要——这应该是一个三至五页、非技术性的执行摘要，以满足读者的

一般兴趣而不使读者感到信息过多。评估办公室出版的手册提供了如何使用

非技术性语言来撰写评估概要的信息。

 评估简介——这是一个一页纸的简介，可增加发布内容的可视性并用于在网

页、电子公告及列表服务中公布报告的简要信息。

UNDP的职责是确保及时完成有针对性、高质量的知识产品。为了保障评估

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委托单位可以考虑将形成这些知识产品的任务写入评估

组的任务大纲中。

步骤4：确定每个产品和受众的语言需求

为了使知识共享和传播工作取得最大影响，知识产品应尽可能翻译成当地语

言。如果条件有限，委托单位可决定每个知识产品或每个受众群体的语言需求。

最低限度应该把评估概要翻译成当地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此外，产品中所使用的

语言应当适合目标受众的专业水平。最好避免过多使用专业术语和缩写用法。

步骤5：决定每个评估知识产品的有效形式和传播方式

大多数评估报告和知识产品可以通过电子拷贝的形式共享。为了提高在时间

和成本方面的效率，组织的公共网页和电子邮件表单应当用作传播的策略性途径

（见专栏44）。例如，评估报告以及概述了报告关键信息的评估简介，应被上传

到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网页上。

专栏 44 用于支持评估知识共享的工具和网络

评估资源中心（ERC）：ERC是一个评估报告的储存库，并作为本组织在评估知识

管理方面的基本工具，其网址是 erc.undp.org。目前，ERC收录了超过1,000份评估报告

和400份评估任务大纲。报告可以按照区域、国家、评估类型、年份以及其它关键词检

索。它还提供了一个覆盖 UNDP评估重点的列表，以促进评估信息的交流和学习。

由总部的政策和实践机构形成的知识产品（BDP，BCPR 和伙伴关系局）：UNDP
总部的政策和实践机构围绕 UNDP 的核心成果领域及其各自关注的领域，形成了许多

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评估获得的经验教训为他们正在进行的知识整合和共享工作提

供了有益的帮助性信息。

知识网络和实践社区：UNDP 的网络和实践社区，与 UNDP 全球系统的区域资源

设施和区域中心相链接。评估管理员或 UNDP 联络员，通过提交申请到实践领域的知

识网络，如治理网（dgp-net）或扶贫网（pr-net），可以与整个组织的同事共享评估报告

或其他相关的知识产品。

评估网络或“EvalNet” ：它的功能比公司知识管理系统更直接地支持来自监测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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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活动的信息和知识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该网络仍然主要由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驱动。

评估网络由一批主要来自国家办事处的 UNDP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参与 UNDP评估、

开发有关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RBM）工具和方法、并组织评估能力建设活动。该网

络的目标是加强 UNDP 作为一个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并促进结果导向的监测和评估成

为 UNDP组织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监测和评估的知识可以纳入到现有的报告和出版物，如国家办事处的

年度报告或其他重要报告、小册子和新闻简报中，从而得到广泛共享。

步骤6：监测反馈并测度传播工作的结果

关于传播策略的有效性和特定知识产品的质量，应该有一个反馈和学习机

制。例如，UNDP可以对知识产品的受众开展快速问卷调查，或在其网站上开发

一个用户直接在线反馈的功能区。

在分析反馈意见时，应涉及下列问题：“监测和评估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用

于制定 UNDP内部及外部的计划和政策？”“这些信息是否以一种及时的方式有

效地影响了决策过程？”“这些产品是否以有效的方式送到了直接和间接的受众

那里？能否方便获取？”“受众认为这些知识产品有用吗？”、“如果不是，为什

么？”、“下一次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上述经验教训应该反映在将来评估知识共享和传播工作中，这样 UNDP 的

评估将继续用于促进组织学习、以及增加以发展为基础的全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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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实地调研报告格式

实地调研报告的内容依据调研目的而有所不同。任何实地调研报告至少必须

包括对结果进展、取得产出、合作伙伴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以及行动提议的分

析。以下格式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调研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研主题和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数量和名称，调研地点]
实地调研的目的：

效果 有关效果的

最新情况

产出 有关产出的最

新情况

如果进度落

后于目标，

分析原因

有关合作伙

伴关系的最

新情况

建议和行动提议

简要分析任

何与最初结

果矩阵表中

设定效果相

关的变化。

描 述 项

目 文 件

或 工 作

计 划 中

的产出

项目在产出（如

是战略性的进

行标注）和软援

助（如果有的

话）方面取得成

绩

如果适用 与效果、产出进展

和/或合作伙伴关

系相关的行动。

修正措施。

职责/时间。

项目绩效——实施问题

[如果实地调研人员观察到问题是一般性的，并非只与某个特定产出相关，或者

说是与所有产出都相关，那么他应该指出这些挑战中“最突出的三个”。]
列出实施中遇到的主要挑战并提出下一步解决的方法。

结果的进展

经验教训

简要描述从项目中获得的主要经验教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地调研参加人员:
报告完成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职务和单位）

附件

会见人员名单

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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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评估任务大纲模板和质量标准

任务大纲（Terms of Reference，ToR）模板旨在帮助 UNDP 计划管理单位基

于评估的质量标准制定任务大纲，以符合本手册及 UNEG的《联合国系统的评

估标准》所提出的概念和术语[62]。

任务大纲应明确说明对评估的要求，即要评价 UNDP致力于促进人类发展

的程度，以及如何有效地将平等和性别主流化纳入到被评估项目或计划的设计和

执行中。

在评估方法方面，任务大纲应保留足够的灵活性，以便评估组确定最佳的方

法和工具来搜集和分析数据。例如，任务大纲可能会建议使用问卷调查、实地调

研和面访，但评估组在向关键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预期用户和那些会受到评估结

果影响的人进行咨询后，应该可以对方法加以修改。（更多有关设计问题的信息，

参见第7章）。

任务大纲至少应涵盖以下内容：

1. 背景和情境

背景部分明确指出评估的是什么，并确定评估对象所处的关键社会、经济、

政治、地理和人口因素，这些因素将对评估产生直接影响。这部分描述应该突出

重点并简明扼要（最多一页），只强调那些与评估最相关的问题。关键的背景和

情境描述应包含以下所列内容：

 对接受评估的干预措施进行描述（效果、计划、项目、项目群、主题、

软援助）。

 干预措施的名称（例如，项目名称）、目的和目标，包括该项干预措施何

时以及如何启动、预期的受益者是谁、预期取得的效果和产出是什么，

干预的持续时间以及在该时间框架内的实施状态。

 干预的规模和复杂性，如干预措施的数量（如果多于一个）、每项干预措

施将直接和间接服务人群的规模并进行描述。

 地理情况和边界，如地区、国家、地理环境和相关挑战。

 干预所需的所有来源的总资源，包括来自 UNDP、资助方和其他资助渠

[62] UNEG《联合国系统的评估标准》，2005，相关网址：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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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人力资源和预算。

 参与干预的主要合作伙伴，包括执行机构和合作伙伴、其他主要利益相

关者、以及他们的利益关注和与评估的相关性。

 自开始实施以来可见的变化以及促进产生这些变化的因素。

 评估主题如何符合伙伴政府的战略和优先事项；符合国际、区域或国家

的发展目标、战略和框架计划；符合 UNDP的合作目标和优先事项；符

合 UNDP的全球、区域或国家计划。

 与评估相关的国际、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及其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

 说明本次评估与其他正在开展的评估或以前的评估相比，在相关内容和

评估周期方面如何具有适当性。

更详细的背景和相关信息（例如，初始资助提案、战略计划、逻辑框架或变

革理论、监测计划和指标）应包含在附件中，并链接到互联网或其他传播途径。

2. 评估目的

任务大纲的目的部分应解释清楚为什么开展本次评估、谁将使用评估结果或

对评估结果采取行动、以及他们将如何使用结果或采取行动。评估目的应该包括

一些关于“为什么在此时需要评估、评估如何符合计划管理单位的评估计划”的

背景和理由（见第3章）。清晰明确的目的说明将为评估的良好设计奠定基础。

3. 评估范围和目标

本部分界定评估的参数和重点，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评估涵盖了干预的哪些方面？可包括时间框架、实施阶段，地理区域、

以及要考虑的目标群体。如果适用，还包括相关的项目（产出）。

 用户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是评估需要解决或者说评估目标

必须实现的。

评估议题应与评估必须回答的问题直接相关，这样用户将在决策或采取行动

时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议题可能涉及干预的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性和

影响。此外，UNDP的评估必须关注干预措施如何把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和性别

主流化应用到开发工作中。

 评估问题

评估问题界定了评估将产生的信息。当评估问题得到回答时，将会给预期用

户提供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所需的信息或增加知识。例如，效果评估所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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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包括：

 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或产出？

 在效果方面已取得哪些进展？

 对于实现或没有实现的预期效果，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

 UNDP的产出和援助在多大程度上对效果发挥了作用？

 UNDP的合作伙伴战略是否适当和有效？

 哪些因素对于行动的有效或无效发挥了作用？

评估问题必须得到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赞同，并与评估组协商后接受或

进一步凝练。

 方法论

任务大纲可以提出评估实施的总体方式和方法建议，以及在有限的资源条件

下对评估问题进行可靠和有效回答的数据来源和工具。然而，在预算、时间和现

有数据有限的情况下，要达到评估目的和目标、回答评估问题，哪些方法是适当

的和可行的？这需要通过与计划管理单位、评估人员、以及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

协商，才能最终决定评估的具体设计和方法。

例如，任务大纲可能会在附件中描述：

 在干预措施的设计中是否考虑了评估，以及对评估是如何考虑的。

 结果框架和监测评估框架的详细内容，包括效果和产出的指标、衡量绩

效和执行情况的目标、原有监测评估设计的优点和不足、已产生数据的

质量。

 相关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数据的可用性。

 列出并描述关键利益相关者（评估用户、合作资助者、执行人员或其他

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关受益者等）以及他们的易接近性。

 评估产品（交付成果）

本节介绍评估组负责完成的主要评估产品。这些产品至少应包括：

 评估初始报告——初始报告应是由评估人员在开始全方位数据搜集工作

之前准备好的。它应当说明评估人员对于评估内容和原因的理解，表明

回答每个评估问题的方式：拟采用的方法、拟搜集的数据来源和数据搜

集程序。初始报告应包括任务、活动和交付成果的拟定时间表，指定牵

头负责每项任务或产品的评估组成员。在评估起始阶段，初始报告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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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单位和评估人员提供了一个验证他们对于评估有着相同理解以及澄清

任何错误理解的机会。

 评估报告初稿——在评估中，计划单位和关键利益相关者应浏览评估报

告初稿，以确保评估符合所要求的质量标准（见附件7）。

 评估报告终稿。

 评估概要和其他知识产品或者参与知识共享活动（如果有相关要求，见

第8章）。

 评估组的组成和所需能力

本节详细介绍针对特定的评估，评估人员和评估组所需具备的特定技能、能

力和特点，以及评估组的预期结构和组成，包括评估组成员的角色和责任。

本节还应明确证明材料的类型（简历、工作事例、推荐人），用于表明评估

人员具备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任务大纲应明确要求，评估人员必须独立于

任何参与过与评估主题相关的干预措施的设计、执行或咨询工作的组织[63]。

 评估道德

任务大纲应包括一个明确的陈述，即 UNDP开展的评估将按照 UNEG《评估

的伦理道德指南》[64]中提出的原则进行，并应说明评估人员在评估设计和实施中

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维护信息提供者权利和保密性的评估道德和程序，例

如：确保符合法律规定范围的措施，如关于搜集和报告数据的规定，特别是需要

获得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面访或获取信息的许可；安全存储和维护所搜集信息的

规定；确保匿名和保密性的协定。

 实施安排

本节描述评估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定义各方在评估过程中的角色、主要职责

和权限。实施安排旨在阐明预期活动、消除歧义，促进开展富有效率和效果的评

估。

本节应说明评估人员的具体角色和职责，包括评估组成员、评估管理者、委

托方计划管理单位的管理者和关键利益相关者。还要明确顾问组成员和其他质量

保证团队的组成、角色和职责以及他们的工作安排。在联合评估的情况下，要明

确参与机构的角色和职责。这里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权限范围，审批流程和范围，

[63] 出于这个原因，UNDP在其他国家办事处、区域中心和总部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能加入评估组。
[64] UNEG，《评估的伦理道德指南》，2008年 6月。网址：

http://www.uneval.org/search/index.jsp?q=ethical+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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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事项，比如将如何提供办公空间、耗材、设备和材料，以及用于交付成果的

流程和职责。

 评估过程的时间框架

本节列出并描述由评估人员或评估组负责完成的任务和交付成果，也包括委

托办公室的任务，指出每项任务的到期日期或时间框架（例如，工作计划、协议、

简报、报告初稿、报告终稿），以及负责完成的人员。这里至少应包括以下活动

的时间分解：

 案头研究

 评估简述

 定稿评估设计和方法，并准备详细的初始报告

 国内评估任务（实地调研、面访、问卷调查）

 准备报告初稿

 利益相关者会议以及审阅报告初稿（用于质量保证）

 采纳意见并定稿评估报告

此外，评估人员可能被期望支持 UNDP在知识共享和传播方面的工作（见第

8章）。在委托评估阶段，对初始报告、评估报告和其他交付成果的格式要求应当

包含在任务大纲的附件中。本节还应该说明评估组每个成员的工作天数以及他们

参与评估过程的时间段（例如，在3个月内的30个工作日）。

 成本

本节应指出可用于评估的总经费和其他资源（咨询费、差旅费、生活补贴等）。

这不是一个详细的预算，但应向评估人员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和

资源条件下提出可行的评估设计。如果可用的资源总量不足以确保高质量的评估

产品，评估人员和委托单位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尽早进行讨论。

 附件

附件可以用来提供有关评估背景和要求的其他详细信息，以便于评估人员开

展工作。示例包括：

 干预的结果框架和变革理论——提供更详细的关于干预措施的信息。

 关键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关键利益相关者和其他应咨询人员的名

单，并指出他们与评估的联系和相关性，以及他们的联系信息。此附件

也可就访问地点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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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文件——在评估开始阶段以及确定评估设计和初始报告之前，评估

人员应阅读的重要文件和网页的列表。这应是评估组需要的有限的关键

信息。数据来源和文件可能包括：

 相关的国家战略文件

 战略和其他规划文件（例如，计划和项目文件）

 监测计划和指标

 伙伴关系的安排（例如，与政府或合作伙伴的合作协议）

 以往的评估和评价

 UNDP的评估政策、UNEG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其他政策文件

 对初始报告的格式要求

 评估矩阵（建议作为初始报告中的交付成果）——评估矩阵是评估人员

创建的像地图一样的工具，供规划和实施评估时参考。评估矩阵也可作

为与利益相关者讨论时对评估设计和方法进行概括，并以可视化方式呈

现的有用工具。它详细表述了评估将要回答的问题，各类数据来源的搜

集、分析工具或方法，以及对每个问题进行评估的标准或衡量方法（见

表 A）。

表 A. 评估矩阵模板

相关评估

准则

关键问

题

具体的二级

问题

数据来

源

数据搜集方

法/工具

指标/成功

的标准

数据分

析方法

 任务、关键事件和交付成果的时间表——根据任务大纲中的时间框架，

评估人员应提交一份详细的时间表。

 评估报告的格式要求——报告终稿必须包括但不限于评估报告的质量标

准中列出的要素（见附件7）。

 行为准则——UNDP计划单位应要求评估组的每个成员仔细阅读、理解

并签署《联合国系统的评估人员行为准则》，这有可能会被作为评估报告

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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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全球、区域和国家的评估网络

越来越多的评估团体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为评估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参与和介入帮助 UNDP 与公民社会、地方和国家的同行、以及政府之间

建立起更牢固的关系。这些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 UNDP举办的会议和研讨

班中，他们在 UNDP 的措施与地方和国家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提供了至关重要

的纽带，他们增进了对高质量的评估证据和知识的需求，传播了有用的知识产品

和服务，还改善了对评估实践的学习。这些网络成员的专业知识可以用于为分散

评估的质量保证提供支撑，以及通过聘请他们作为外部专家来提供服务。一些

国家、区域和国际的评估网络列举如下：

国家网络

美国评估协会（AEA），www.eval.org

意大利评估协会（AIV），www.valutazioneitaliana.it

澳大利亚评估协会（AES），www.aes.asn.au

巴西评估网络，www.avaliabrasil.org.br

布基纳法索评估网络

加拿大评估协会（CES），www.evaluationcanada.ca

丹麦评估协会，www.danskevalueringsselskab.dk

芬兰评估协会，www.finnishevaluationsociety.net

德国评估协会，www.degeval.de

以色列计划评估协会，www.iape.org.il的/ en_index.asp

日本评估协会（JES），www.idcj.or.jp/ JES

马来西亚评估协会（MES），www.mes.org.my

尼日尔监测和评估网络（ReNSE），www.pnud.ne/ RENSE/ HOMEUK.HTML

波兰评估协会，www.pte.org.pl/x.php/171/Strona-glowna.html

西班牙评估协会，www.sociedadevaluacion.org/website

斯里兰卡评估协会（SLEvA），www.nsf.ac.lk/ sleva

瑞士评估协会，www.seval.ch/ en

英国评估协会，www.evaluatio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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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评估协会

区域网络

非洲评估协会（AfrEA），www.afrea.org

欧洲评估协会（EES），www.europeanevaluation.org

拉丁美洲评估网络（PREVAL），www.preval.org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监测、评估和系统化网络（RELAC）

国际网络

人道主义行动计划问责和绩效的主动学习网络（ALNAP），www.alnap.org

国际发展评估协会（IDEAS），www.ideas-int.org

评估国际合作组织（IOCE），www.internationalevaluation.com

http://www.internationale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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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选择评估者：个人还是公司

以下是在确定评估组规模和组成时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以及雇用个人[65]

和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评估组的人员数量取决于若干因素。多方位的评估需要由多学科构成的

评估组开展。选定的成员必须带给评估组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理想的评估组应表现为，在特定评估所需的方法知识方面、在被评估学

科的知识方面、在开展评估的背景知识或熟悉类似情况方面、以及在评

估中交叉问题的知识方面（如性别），达到平衡组合。

 什么是内部和外部视角的组合？如果可能的话，评估组应包括至少一个

国内的成员。理想的情况下，评估组结合了国内成员（他们带来了当地

视角和经验）和国际成员（他们带来了外部视角）。

 我们应选用公司还是个人？组建一个评估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个

人顾问组成评估组，另一种是让公司提供评估组。表 B给出了对两种方

式优缺点的概述，评估委员会应予以考虑。

表 B. 个人与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个人 公司

优

势

 个人可能带来在特殊学科领域的专业知

识和多年的经验。

 个人组成的评估组其成员背景各异，有

助于增加工作中的争辩和讨论。

 花费可能更少。

 可能更容易接受任务大纲或其他安排在

实施中的改变。

 尤其对国内成员，评估过程有可能为个

人专家提供能力建设和学习的机会。

 费用经协商后整体打包，除非改变任务

大纲，否则费用不可能变化。

 评估组的成员以往在一起工作。

 公司确保产品的质量。

 能保证使用多学科的方法。

 尽管聘用程序可能比聘用个人更长，但

通常更为容易。

 公司将提出评估方法或提议。

 在某个评估者突然不能参与的情况下

（如生病），公司负责提供替代人员。

劣

势

 确定个人顾问需要耗费时间，而且只是

根据申请表中的信息来选择评估组成员

有一定的风险。

 一个从未一起工作过的专家团队，可能

在工作中很难产生凝聚力和连贯性，而

且内部的冲突可能会影响进度。

 时间表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费用、每日津

 后勤保障由公司提供。

 费用可能会更高，因为公司的相关开销

会被纳入。

 如果公司与评估主题或被评机构接触过

多，那么工作的可信度将会打折扣。

 评估组成员往往有相似的做法和观点，

[65] 评估办公室保存了一份评估专家的名单，参见 intra.undp.or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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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和行程安排上的额外成本。

 后勤保障需由委托单位提供。

从而失去了在不同立场上的丰富性。

 招标程序可能冗长而繁琐。

 在提供国内和国际成员的组合方面，公

司可能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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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管理层回应模板

UNDP管理层回应模板

[评估名称] 日期：

报告人： 职位： 单位/局：

整理人： 职位： 单位/局：

ERC录入和更新人员： 职位： 单位/局：

评估建议1.

管理层回应：

主要行动 时间框架 责任单位
追踪情况*

评价 状态

1.1

1.2

1.3

评估建议2.

管理层回应：

主要行动 时间框架 责任单位
追踪情况*

评价 状态

2.1

2.2

2.3

评估建议3.

管理层回应：

主要行动 时间框架 责任单位
追踪情况*

评价 状态

3.1

3.2

3.3

* 在评估资源中心（ERC）数据库中，对实施状态进行电子化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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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评估报告模板和质量标准

评估报告模板旨在指导起草有价值、可用和可信的评估报告，以符合质量标

准要求。它并不是要求所有评估报告都必须遵循的权威的章节格式。相反，它提

供了高质量评估报告应包含的内容。以下所述来自 UNEG的《联合国系统的评

估标准》和《评估的伦理道德指南》[66]。

评估报告应当具有完整性和组织逻辑性。对于预期受众而言，它应写作清晰

且通俗易懂。在某个国家的背景下，报告应尽可能翻译成当地语言（更多信息见

第8章）。评估报告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标题和首页——应提供以下基本信息：

 接受评估的干预措施的名称

 评估的时间框架和报告完成日期

 实施该干预措施的国家

 评估人员的名单和组织

 委托评估的组织名称

 致谢

图表的内容——应包括专栏、图、表、和附件的页码信息。

缩略语和简称的列表

执行摘要——一个两到三页的、独立的部分，应包括：

 简要描述被评估的干预措施（项目、计划、政策或其他干预）。

 解释评估目的和目标，包括评估的受众和预期用户。

 描述评估步骤和方法的主要方面。

 总结主要发现、结论和建议。

引言——应该：

 解释为什么开展评估（目的），为什么在此时对干预措施进行评估，以及

为什么它解决了需解决的问题。

[66] UNEG，《联合国系统的评估标准》，2005 年，相关网址：http://www.unevaluation.org/unegstandards；
以及 UNEG，《评估的伦理道德指南》，2008年 6 月，相关网址：http://www.uneval.org/search/ index.jsp？
q =ethical+q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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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评估的基本受众或用户，他们希望从评估中学习到的是什么和为什

么，以及他们预期如何使用评估结果。

 确定被评估的干预措施（项目、计划、政策或其他干预）——见后续有

关干预措施的章节。

 告知读者报告的结构和内容，以及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是如何达到评估

目的，以及如何满足预期用户的信息需要。

对干预措施的描述——为报告的用户理解评估方法的逻辑并评价其优点，以

及理解评估结果的应用奠定基础。对干预措施的描述需要为报告的用户提供充足

的细节，以便其理解评估的意义。有关说明应该：

 说明正在评估的是什么、谁将受益、试图解决哪些难题或问题。

 解释预期的结果图或结果框架、实施战略、以及相关战略下的关键假设。

 将干预措施与国家的优先事项、UNDAF的优先事项、共同资助框架或

战略规划的目标、或其他计划或国家特别规划及目标等关联起来。

 确定干预措施实施的阶段和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任何显著变化（例如，

规划、战略、逻辑框架），并解释这些变化对评估的影响。

 确定和说明参与实施的主要合作伙伴及其角色。

 说明干预措施的规模，如组成部分的数目（例如项目阶段）和每个组成

部分的目标人群规模。

 指明总体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预算。

 说明干预措施范围内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和体制因素、以及地理环

境的背景，并解释上述因素对于干预措施实施和效果所产生的影响（挑

战和机遇）。

 指出设计缺陷（如干预的逻辑）或其他实施中的局限（如资源限制）。

评估范围和目标——报告应明确解释评估的范围、基本目标和主要问题。

 评估范围——报告应定义评估的参数，例如，时间阶段、所涉及的目标

人群范围、地理区域范围、以及对干预措施的哪些组成部分、产出或效

果进行了评价或未进行评价。

 评估目标——报告应阐明评估用户将进行决策的类型，他们在做有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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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评估将取得哪些有助于做出上述决策的成果。

 评估准则——报告应定义评估所使用的准则或绩效标准[67]，并解释评估

选择使用特定准则的理由。

 评估问题——评估问题界定评估将产生的信息。报告应详细说明评估要

解决的主要评估问题，并解释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评估步骤和方法[68]——评估报告应详细描述所选的方法论、方法和分析；

选择理由；以及在有限的时间和经费范围内，上述方法产生的数据如何帮助回答

了评估问题并实现了评估目的。相关说明应该有助于报告的用户判断评估所使用

方法的优劣，以及发现、结论和建议的可信度。对方法的说明应包括对以下内容

的论：

 数据来源——信息来源（所审阅的文件和利益相关者），选择这些信息的

理由以及所获得的信息如何解决了评估问题。

 样本和抽样框——如果选用了样本：样本的规模和特征；选择样本的标

准（如，单身女性，45岁以下）；选择样本的程序（如，随机、有目的）；

如果适用，对照组和干预组的样本是如何分配的；以及样本在多大程度

上代表了整个目标群体，包括讨论样本对于产生结果的局限性。

 数据搜集程序和手段——用于搜集数据的方法或程序，包括对数据搜集

手段（如面访指南）的讨论，对数据来源的适当性以及证据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的讨论。

 绩效标准[69]——用来对与评估问题相关的绩效进行评价的标准或衡量

方法（如国家或地区的指标，评级量表）。

 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估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其参与程度对于评

估和结果的可信度有何影响。

 道德考虑——对于保护信息提供者的权利和保密性所采取的措施（更多

信息参见 UNEG《评估的道德指南》）[70]。

[67] UNDP评估中最常用的评估准则是相关性、效率、效果和可持续性。
[68] 所述方法的各方面均需在报告中全面体现。一些更详细的技术信息可以包含在报告附件中。更多对方法

的指导，参见第 8章。
[69] 评估矩阵是一个很好的的说明工具，它展示了每个评估问题、数据来源及其所使用的数据搜集工具或方

法、以及对每个问题的评估标准和衡量方法，可用于向报告的读者简要说明方法学逻辑。
[70] UNEG，《评估的伦理道德指南》，2008年 6月。网址

http://www.uneval.org/search/index.jsp?q=ethical+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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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人员的背景信息——评估组的组成，团队成员的背景和技能，以及

对于评估而言，在技术技能组合、性别平衡和地域代表性方面的适当性。

 方法的主要局限性——应明确并公开讨论方法的主要局限性及其对评估

的影响，以及为弱化局限性所采取的步骤。

数据分析——报告应描述对数据进行分析，回答评估问题的程序。它应该详

细说明进行分析的各个步骤和阶段，包括确认数据和结果准确性的步骤。报告还

应讨论所进行的分析对于评估问题的适当性。应讨论数据分析中潜在的不足以及

数据的缺失和局限性，包括它们对解释发现和得出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发现和结论——报告应提出基于分析得到的评估发现，以及从发现中得出的

结论。

 发现——应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事实陈述。它们应该按照评估准则和问题

来组织，以便报告用户可以很容易地将所问的问题和所得到的发现联系

起来。对于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以及影响取得预期结果的因

素，应给予解释。如果项目或计划设计中的假设或风险对于后期实施产

生了影响，应进行讨论。

 结论——应是对干预措施的优点、不足和效果的全面均衡的概括，并要

突出重点。结论充分基于证据，并与评估发现有着逻辑联系。结论应对

关键评估问题进行回应，并为预期用户的重要决策问题或议题提供深入

的分析和/或解决方案。

建议——报告应为预期的用户提供采取行动或进行决策的实用可行的建议。

建议应当有明确的证据支撑，并与关于关键问题的发现和结论相关联。如果适合

的话，结论应回答行动的可持续性并评论项目退出策略的完备性。

经验教训——在适当情况下，报告中应包括对经验教训的讨论，即从特定情

况中（干预措施、有关效果、乃至评估方法）获得的、适用于类似情况的新知识。

经验教训应当简洁并基于报告中提供的具体证据。

报告附件——建议附件应包括以下内容，以便为报告用户提供补充背景和方

法的细节，从而增强报告的可信度：

 评估任务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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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评估方法的补充文件，像评估矩阵表和数据搜集工具（调查问卷、面访

指南、考察协议等）

 面访、咨询或实地调研的个人或团体的名单

 审阅的支撑文件的清单

 项目或计划的结果图或结果框架

 发现汇总表，如展示与所设定指标相关的产出、目标和目的进展的表格

 简短的评估人员简介和评估组构成的说明

 评估人员签署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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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评估资源

通过 UNDP 和外部团体可以获取到丰富的信息，涵盖了全球各国、各地区

技术合作计划和项目设计、实施和评估的主要发现和经验教训。一些有关这类信

息的重要资源列举如下：

联合国评估小组（UNEG）网站（www.unevaluation.org）——UNEG 是一

个在联合国系统中负责评估的各单位组成的专业化网络。UNEG的目标是加强整

个联合国系统中评估职能的客观性、有效性和知名度，并宣传评估对于学习、决

策和问责的重要性。截至2009年，UNEG已有43个成员代表处。其网站详细介绍

了 UNEG目前的工作计划，并提供对 UNEG文件的便捷访问以及其他有用的评

估资源链接。

UNDP评估办公室的内网（intra.undp.org/eo）和外网（www.undp.org / eo）

——评估办公室形成了若干支持从评估中学习的产品。其网站涵盖了评估办公室

开展过的所有评估、评估概要和执行摘要以及年度评估报告，这些呈现了独立评

估获得的主要发现和经验教训。其网站还提供有关各种参考文献、规范、标准、

评估方法和步骤的指南，以及评估方面的其他发展伙伴网站的链接。

评估资源中心（ERC）网站（erc.undp.org）——ERC是 UNDP的在线评估

信息管理中心。它是一个公开访问的数据库，内容包含有关 UNDP项目、计划、

效果以及 UNDAF（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和其他工作的独立评估和分散评估的

评估报告、任务大纲和管理层回应。该数据库还包括 UNDP计划管理单位的评

估计划和关注焦点，以及一系列的指南和参考文件。



199

2011 年 6月增编

《面向发展结果的规划、监测与评估手册》

(2009 年)中评估指南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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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与概述

1.1 为什么要增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简称 UNDP）管理部门于 2009年 9月发布了《面

向发展结果的规划、监测与评估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按照 UNDP执行

董事会于 2006年批准的一项评估政策的规定，UNDP于 2010年委托开展了一

项针对评估政策的独立评估。该项评估尽管对于评估政策实施所取得的进展表

示肯定，但还是突出表明有必要对评估政策进行修订，以便进一步阐明 UNDP

各关键组成机构的角色和职责，强化国家自主权等关键原则并将当前政策实践

编撰成文。在批准开展该项评估并同意 UNDP管理层回应的过程中，UNDP执

行董事会要求 UNDP对政策、相关指南和操作指令进行修订，如《计划和操作

的政策及程序》以及《手册》。执行董事会于 2011年 1月批准通过了修订后的

UNDP评估政策。本次增编版旨在表明最新批准的评估政策的内容变化以及这

些变化如何影响《手册》对相关工作的指导。

UNDP力图发展成为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关于良好的规划、监测和评估要

素的总体原则和指导思想，对于 UNDP而言息息相关且至关重要。

1.2 增编版应如何使用？

《手册》是 UNDP开展评估工作的主要指南。因此，在规划、管理和开展

评估时，UNDP管理者、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应继续将《手册》作为一份参考文

件。当将《手册》作为 UNDP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的培训教材或指导性说明时，

应将《手册》和本增编版同时提供，以便能够获得最新的信息和指导。

除《手册》和本增编版外，《计划和操作的政策及程序》（POPP）的相关内

容以及关于结果层面的分散评估指南也应作为指导。这些内容提供了关于评估政

策变化的补充信息。

1.3 增编版的结构

本简短的增编版包括三个部分。为清晰展现增编版的基本概况，以下部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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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展示了 2011年 UNDP评估政策的关键变化。第 3部分按照在《手册》

中出现的顺序展现了评估指南相关章节变化的意义。下面列出了重要修订内容所

在的章节。

3.2章节 （表 16 评估计划和制定评估计划时的具体注意事项）

5.2章节 （评估政策：评估原则、规范和标准）

5.3章节 （UNDP评估类型）

5.4章节 （评估中的角色和职责）

5.5章节 （对计划管理单位的强制性要求）

6.2章节 第四步（管理层回应）

增编版第 3部分是《手册》内容变化的关键所在，在《手册》的相关章节或

页面上列出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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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DP评估政策（2011版）

2.1 修订内容概述——哪些内容有变化？

为回应执行董事会的要求，UNDP对评估政策进行了修订，主要聚焦于以下

五个领域：国家自主权、国家评估能力建设、评估办公室的独立性、加强分散评

估、评估的使用。政策概述部分没有太多修改。同时，除了强化国家自主权的内

容外，指导原则或规范也都未作修改。以下部分对上述重点领域的修订之处进行

总结。

国家自主权

国家自主权一直是 UNDP 开展评估工作的一个关键原则，修订后的政策进

一步强化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独立的、分散的评估促进了由国家领导的联合评

估的发展。修订后的政策还明确提出国家政府要参与分散评估过程，包括从制定

评估计划到准备管理层回应以及评估的使用。例如，评估工作计划的制定与修订

以及设计对评估的管理层回应，都必须与政府和利益相关方进行密切磋商。

国家评估能力建设

通过三年综合计划评估（TCPR）和全体成员大会（议会）（General Assembly）

的其他集体决议可以明显看出，联合国体系和 UNDP 都越来越需要对国家评估

能力建设的问题进行回应。修改后的政策有一个子章节具体阐明了评估办公室和

计划管理单位在该领域的作用，同时也具体说明了在主持计划的政府的要求下，

UNDP 为国家评估能力建设所提供的支持，并强调在支持评估能力建设的过程

中，要促进南南合作、多边合作。在这方面，评估办公室将继续为各国提供论坛，

用于开展评估议题的研讨。

UNDP评估办公室的独立性

修订后的政策阐明了评估办公室在预算、员工招聘和工作方案等方面的组织

独立性，同时也阐明了执行董事会和管理层在评估办公室主任的任命、续签和免

职方面的职责。

加强分散评估

为了将分散评估中关键部门的具体角色和职责与独立评估的具体角色和职

责区分开来，本文为分散评估单独设立了一个章节。按照执行董事会要求，对分

散评估基本合规性的要求不再是对预期成果的评估，而是整个评估工作计划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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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一新的合规性要求在评估覆盖范围上为计划管理单位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战

略选择，也为与合作伙伴的研讨提供了更多类型的分散评估工具。与此同时，与

政府伙伴和/或联合国系统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开展联合评估，也是备受推崇的

首选方式。

修订后的政策要求计划管理单位确保充分覆盖计划相关活动，以便为决策者

提供充足的评估证据，并为问责和学习过程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在制定评估计

划和实际开展评估工作的过程中，“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修订后的政策详细指出：全球性的、区域性的、国家性的、专题性的所有新

计划以及南南计划都必须向董事会提供一个费用适当的评估计划。对国家办公室

而言，它们按照要求提交计划预算的时间，不得迟于针对国家计划的行动计划的

采纳时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在规划阶段就预留充足的评估资源。为提升评估质

量，修订后的政策强化了管理局和国家办公室的责任，以确保计划具有可评估性。

同时，为阐明区域管理局主任在国家办公室层面的评估中的总体角色，特设立了

一个独立的小节。

评估使用

作为一个学习型、知识型组织，UNDP持续重视评估的运用，同时也重视从

评估中吸取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加以内化。出于学习目的而运用评估，这已成为

UNDP总部及 UNDP各国办公室的关键职责和角色之一。

一览：2011版 UNDP评估政策的关键变化

 对分散评估覆盖范围的合规性要求转变为评估工作计划的全面实施。计划中涉及的所有

评估都是强制性的。

 提供了一个新的评估计划模板（参见本增编版附件 1）
 所有评估工作计划都必须向执行董事会提供全部费用说明（对于 CPDs来说，全部预算

要由 CPAP批准）。

 按照分散评估的覆盖范围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修订版政策的附件 1对分散评估的不同

类型进行了描述。

 评估工作计划应作为周期性计划评估的一部分而接受评估，且可以由区域局先行许可修

订并获得政府和/或利益相关方的批准。

 联合评估是推广普及的首选方式（在开展联合评估时，要明确保留 UNDP对结果的具

体问责）。

 所有评估工作都应关注 UNDP在结果层面的贡献，以便 UNDP能够对产出交付结果之

外的发展成果进行管理。

 （在确保分散评估的覆盖范围、合规性、质量以及运用的情况下）明确指出区域局主任

对分散评估的监督责任和支持作用。

 强化“评估结果和建议的使用”章节。在独立评估和分散评估的高层管理职责中均补充了

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主要用于通过分析与应用评估结果来推动组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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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角色和职责的含义

在修订后的评估政策中，关键部门的角色和职责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

是，为便于参考和提高明确性，这些角色和职责已按照独立评估和分散评估两

种情况加以区分。与国家办公室和执行董事会在评估中的角色相比，修订版的

政策对区域局的监督和支持职责做了进一步明确。下表对分散评估中的关键行

动者及其角色与职责进行了总结。[注：修订后的评估政策对组织中最终负有责

任的关键部门进行了概括。在实践中，一些角色和职责被赋予最合适的个人或

群体——例如，国家办公室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确保 ERC中的信息是最新的，

而系统中数据的实际录入与管理可能指定由评估组或监测评估专家负责。]

关于评估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的详细说明，请见《手册》第 141页表 23。

在上述评估过程中，要实际运用相关原则，确保整个操作过程为最佳实践。

行动者 角色和职责

UNDP管理者

 确保符合评估政策；

 为分散评估提供充足的资源和能力；

 对地区、全球和专题计划中附加的评估工作计划的修改进行审批；

 确保 UNDP为分散评估做好管理层回应的准备；

 确保主要管理者对分散评估的回应和运用，同时确保相关计划小组

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开展评估实践的

高级管理层和管

理全球、区域、国

家和专题计划的

政策局、区域局和

国家办公室的高

级管理层

 通过明确界定成果、开发可衡量的指标、建立绩效目标和基线信息，

确保计划的可评估性；

 与利益相关者和伙伴合作,确保对计划实施和计划绩效的有效监督，

从而形成与成果管理和评估工作相关的、及时的信息；

 与具有伙伴关系的政府和关键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发评估工作计划

并注明费用，并将该评估工作计划附在计划文件中。对于国家办公

室来说，对评估工作计划预算的确定不得晚于国家行动计划被采用

的时间。定期审查和更新评估计划，从而确保其与国家优先任务的

相关性；

 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来管理评估工作；

 确保为评估提供充足的资源；

 保障评估过程和评估成果的独立性；

 确保评估工作计划的实施符合既定的质量标准；

 为评估组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

 推动与联合国系统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开展联合评估,同时确保就

UNDP对开发成果的具体贡献问责；

 在与国家伙伴磋商的基础上，准备好所有评估工作的管理层回应,
并确保恰当地贯彻落实已协商一致的评估建议，并开展后续追踪；

 利用评估结果改进计划质量，为未来关于计划编制和计划定位的战

略决策提供指导,并分享开发经验；

 确保评估报告的透明度以及评估报告能够对公众开放；

 通过对跨地区、跨主题和跨领域的评估成果的分析与应用来促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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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学习，包括通过知识系统和知识成果来促进组织学习。

上述高级管理层

受国家办公室、区

域局主任委托而

对评估进行监督

并提供支持

 确保国家计划的可评估性以及评估工作计划的质量、国家办公室开

展评估活动的可行性，确保已明确经费投入的评估计划得到全面贯

彻实施；

 为国家办公室的评估能力提供支持和指导，包括建立区域专业能力

和区域评估支持系统；

 对附加在国家计划中的评估工作计划进行审查和梳理；

 确保评估成果的有效运用，以备监督。

评估办公室

 为分散评估的计划、执行和使用设定评估标准，同时对评估报告的

质量进行审查；

 在 UNDP中传播评估管理方法论和最佳实践标准；

 提供一份评估专家名册；

 支持建立评估实践工作者网络；

 对评估资源的公共积累进行维护，从而促进评估知识的共享。



207

3. 《手册》章节的关键变化

3.1 如何制定评估计划（3.2章节）

在 UNDAF 和 CPD中，制定评估计划仍是 UNDP 与合作伙伴对话过程中

的重要内容，UNDP 的 CPD评估计划源于 UNDAF 的监测评估计划。修订后

的政策要求将已经确定经费投入的评估计划作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南南计划

文件的附件提交给执行董事会。在计划文件获批后,评估工作计划要在计划实际

投入运作之前完成预算（对国家办公室来说,这意味着在 CPAP获批时就完成预

算）。对评估工作计划的审查是年度计划审查的一部分，以此确保其与原来预定

的评估工作的相关性。

《手册》3.2部分（第 88页）讨论了制定评估计划的具体注意事项及其相

关性。此外，国家评估背景——尤其是要理解谁在做什么评估、如何评估以及

何时评估——应仔细加以分析,以便尽可能促进评估相关工作的协调性,从而实

现对评估的合理运用。通过在计划早期阶段与国家合作伙伴就评估事宜进行讨

论，UNDP和合作伙伴能够明确开展联合评估所带来的机遇。例如，如果承担

计划的政府准备采取分散模式启动针对一项国家计划的评估工作，UNDP可以

为其提供帮助，而 UNDP也可作为评估管理小组的一名成员加入到此项评估工

作当中并联合实施评估。UNDP的资助方也可以制定对国家援助活动的评估计

划。UNDP资助方独立开展针对 UNDP贡献度的评估的替代做法，就是与 UNDP

联合开展评估，与此同时要促进 UNDP评估政策中的国家自主权和良好实践原

则。联合评估益处多多，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性评估工作。

出于国家自主权和加强评估使用的考虑，修改后的评估政策对与其他合作伙伴

开展联合评估重新予以了重视，这些伙伴包括计划承担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组

织，尤其是 UNDAF框架内的组织。(《手册》5.3章节第 138 页讨论联合评估

可能带来的收益与挑战，第 6.3章节展现了联合评估过程的关键要素。)

由于 UNDP的大多数干预措施是通过国家执行/国家实施方式（NEX/ NIM）

实现的，吸纳国家合作伙伴的参与是 UNDP开展国家层面评估的先决条件。出

于这个原因，人们通常认为，UNDP开展的所有评估在本质上都是联合评估。

虽然根据各个合作伙伴在评估过程中的合作程度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联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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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项评估要称之为联合评估，就需要采取更为结构化的方式，而非仅仅是在

评估过程的特定阶段与国家计划合作伙伴或项目伙伴进行磋商。例如应当建立

所有关键各方都确认的、明确角色和职责的、达成共识的组织管理结构。

联合评估也有缺点（见《手册》第 138页）。由于 RBM和报告系统存在差

异，联合评估常常面临方法论方面的挑战，并且要确保联合评估能够对 UNDP

的贡献及其实现组织的问责要求进行评价，这也并非易事。在开展一项联合评

估之前，UNDP应认真对“协同度”、组织管理结构和伙伴关系的意义进行评价

（见《手册》6.3章节）。

虽然 CPD、GPD和 RPD评估计划应当只包括 UNDP计划小组在指导和提

供资源方面负有责任的那些评估工作（其中包括 UNDP 参与的联合评估），但

对于 UNDP的评估而言，也选择那些已经产生影响的相关评估（如由评估办公

室开展的独立评估以及由资助方、国家政府及民间社团等开展的评估），放到

ERC的叙述专栏中。

3.2 分散评估的类型（5.3章节）

国家办公室、区域局、实践与政策局按照其各自的评估工作计划，在其负

责的计划框架下委托独立的咨询人员开展分散评估。

分散评估应一直关注 UNDP在成果层面对发展成果的贡献，同时也应一直

关注 UNDP对于下表所示框架中的成果实现而言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贡献。

分散评估也可以包括其他类型的评估，这些评估应当是计划小组的管理层

认为合适且有益的评估。评估什么、如何评估和何时开展评估是一项战略管理

决策，要与国家政府紧密磋商。

为确保 UNDP能更好的管理发展成果并真实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

评估应被限定于仅仅评价 UNDP的投入、活动和产出，包括项目评估也是如此。

评估工作还应评价UNDP的投入在多大程度上对实现预期成果有所贡献。因此，

UNDP的所有评估都是成果层面的评估。

3.3 强制评估（5.5章节）

为满足问责和学习的预期需求，UNDP 应采取如下方式对评估工作进行计

划，即充分覆盖所有计划活动，关注计划文件提出的全部效果，形成对决策有

价值且支持问责与学习的评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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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分析单元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

架（ UNDAF）

 UNDAF评估；

 UNDAF与其他 UN组织联合开展评估；

 UNDG指导开展 UNDAF的中期或末期评估；

 当 UNDP参与 UNDAF评估时，其内容就包含在 UNDP 评估计划

当中，UNDP评估计划是 UNDAF咨询和评估计划的组成部分。

全球、区域、国家、

南南计划（将计划

看作一个整体）

 全球、区域和南南计划的独立评估和分散评估；

 评估办公室负责开展全球、区域和南南计划的后期独立评估，这

些计划评估均提交给执行董事会。除这些独立评估外，BDP、区

域局和 SU/SSC可委托开展其各自的中期评估（分散评估）；

 国家办公室可以委托开展中期或末期计划评估。

面向一个结果或者

多个结果的计划群

和/或者计划要素

 成果评估；

 成果评估对 UNDP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为 UNDP 力图通过其对

国家成果的贡献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单个项目

 项目评估；

 项目评估对于为实现成果而加强管理而言、对服务于项目管理者

的问责需要而言，都具有重要价值；

 项目评估为战略和计划评估以及 ADRs奠定了基础，并且也为吸

收经验、学习经验和知识共享奠定了基础。

 当受邀签订合作伙伴协议（如全球环境基金）时，UNDP需要实

施多项单个项目并将其纳入评估计划当中。

 如果是一个试点项目且项目持续时间超过 5年，或项目即将进入

下一个实施阶段,就要给出相关建议。

专题

 专题评估的范围覆盖了 UNDP的多个成果领域，如性别和能力建

设等跨领域议题、伙伴关系建设、计划实现路径、合作方式或商

业模式。

虽然修改后的评估政策赋予了评估内容更大的灵活性，但某些特定评估却没

有包含在评估计划当中：例如 UNDP参与的 UNDAF评估、全球环境基金会合

作伙伴协议所要求的评估。一项全面性、战略性的评估工作计划应包括适当的、

成果层面/成果导向的评估组合，这些评估针对的是计划或者计划组成部分、项

目和专题或其他类型的成果层面的评估活动。整个评估工作计划的实施,包括开

展的所有关联评估都是符合评估覆盖范围的分散评估的基础。

出于政策、计划或评估背景的重大变化等充分理由，在区域局先期许可且国

家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对国家办公室的评估工作计划进行修订。在进行修

订和 ERC批准修订之前，区域局应与国家办公室就修订建议进行讨论。管理部

门负责批准对区域、全球、主题和南南计划评估计划的任何更改。通过适当审

查和许可程序的最新评估工作计划会作为遵循的基础。

相关基金与计划的评估要求（见《手册》第 143页）

UNCDF的强制性评估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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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响应共同的优先任务，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战略或专题评价；

 在地区发展和普惠性金融这两个与 UNCDF实践领域相关的关键领域被

选中的项目，要开展中期或最终评估；

 按合作伙伴协议要求开展项目评估；

 按获批的联合计划文件要求参与联合计划评估。

UNV的强制性评估如下：

 为回应共同磋商过程中确定的要求，每年进行一次战略或专题评价；

 对于获得专用自愿基金资助的、需要了解志愿服务对于和平发展的贡献

的关键领域中的、被选中的项目和计划，要开展中期评估或最终评估；

 按合作伙伴协议要求开展项目评估；

 按计划要求参与联合计划评估。

3.4 评估后续行动和管理层回应（第 6.2章节，第 158页）

修订后的评估政策重申了所有评估都要求管理层回应，并明确指出管理层

回应的准备是在与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密切磋商的过程中完成的。

在联合评估中，要让所有各方清楚知晓 UNDP对管理层回应的要求，并同

意建立准备联合评估管理层回应并采取后续行动的相应机制。对于与 UNDP相

关的建议，UNDP至少应通过与合作伙伴协商准备管理层回应。联合评估也要

采用同样的要求，执行办公室要在《管理部门年度报告》中对现状进行报告。

更多信息请参见 OSG 和评估办公室网站上提供的关于的管理层回应的指南

[http://www.undp.org/evaluation/handbook/documents/

templates/Independent-Evaluation-Management-respons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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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修订后的评估政策中的评估计划模板

此模板替代《手册》表 16所示模板

UNDAF/CPD
结果

战略规划的
结果领域

评估题
目

合作伙伴

（联合评估）

委托评估（在
UNDP之外）

评估类型* 评估计划完
成时间

预估成本
暂定资助来

源

临时资助

来源

*根据 UNDP评估政策附件 1填写

指导与提示：

 “评估题目”应包括完整的评估题目。

 “预估成本”是指评估的成本，而非计划或者项目的成本。

 “暂定资助来源”应尽可能具体，包括 GEF（全球环境基金）、MDF资金等资助来源（不仅是计划或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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