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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 2014 年到 2018 年之间，预防合作

伙伴（P4P）在以下五个国家支持开展了

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VAWG）
的初级预防项目：孟加拉国、柬埔寨、印

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本报

告介绍了从该项目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揭

示了一些成功的策略和相关挑战，还提供

了关于实施预防计划的实用建议。这些经

验教训建议涵盖六大主题。

主题 1：了解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的初级预防

我们发现，大多数项目团队、利益攸

关方和实施者都具备参与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应对项目的经验，例如照顾幸存

者，或开展宣传活动。然而，他们对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的认知能力

亟待提高。为此，P4P 投入巨大精力开展

能力建设，帮助五个国家的多个国家和社

区层面的团体提高了该领域的能力。

主题 2：干预项目的设计、制定和

调整

P4P 采用循证方法，首先鼓励团队根

据现有证据构建变革理论模型，并使用本

地来源的数据和经验，以系统化方式调整

干预项目，并使之符合当地情况。以现有

的有效和有潜力的初级预防方法为基础进

行构建和调整至关重要，这些初级预防方

法包括：(1) 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2) 采
用参与式方法促进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转

变；以及 (3) 保持会议的持续时间和频率

来促进转变。 

在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

干预项目中纳入并推广志愿服务，为持续

开展活动带来积极的结果。虽然大多数团

队认为干预项目非常复杂、要求苛刻，且

设计、制定和调整阶段耗费大量时间，但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庞大的投资和投入会带

来丰厚的回报，促进干预受益人及其所在

家庭和社区出现积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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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3：干预项目实施

整体而言，本主题下的经验教训揭示

了在规划和实施阶段与社区开展全面协作

的重要性，这样做就可以尽可能让干预项

目得到社区的支持和认可，促成社会规范

的转变。干预项目受益于社区合作伙伴，

还有工作人员和协调人，他们：(1) 掌握干

预原则和技能，以实现自身转变；(2) 坚定

地致力于满足项目的后勤和技术需求；以

及 (3) 在工作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是各个社区普遍存在

的问题，在预防项目中纳入暴力侵害妇女

和女童行为幸存者应对支持服务或转介服

务势在必行。

主题 4：监测和评价（M&E）

P4P 针对每个项目实施严格的监测和

评价（M&E）策略，提供关于亚太地区的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项目的

证据。这些策略根据每个项目的范围、可

用资源和变革理论量身定制，因此，让干

预项目设计团队与监测和评价设计团队开

展密切合作大有裨益。尽管在社会生态模

型的多个层面上量化和衡量社会规范转变

可能存在巨大难度，但各项目团队能够收

集有价值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展示干预项

目造成的不同影响。这些干预工作得到系

统化的记录，所取得的成果令所有团队深

受鼓舞，并且这些数据为他们今后开展工

作提供了依据。考虑到暴力侵害妇女和女

童行为和相关研究的敏感性，P4P 帮助各

个团队就监测和评价通过本地机构的道德

审批。

主题 5：运营学习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的

技术、道德和运营要求不同于各团队所熟

悉的其他项目的相应要求。因此，P4P 向

各团队提供持续的能力建设和技术咨询服

务，确保各团队成功实施试点项目，并且

更有意愿继续开展这项工作。无论是 P4P
计划，还是五个国家的所有 P4P 项目，它

们都属于联合计划，或者由不同机构和部

门合作开展。这种多部门参与的计划为各

部门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开展能力建设创

造了绝好的机会，将为亚太各国和整个地

区带来更多长久而成功的初级预防计划。

主题 6：预算

对大多数项目来说，资金和预算都是

常见问题，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

预防项目也不例外。不过，由于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项目需要投资开

展大量的能力建设、开发和管理活动，所

以预算会极其紧张。在整个 P4P 计划中，

各团队发挥聪明才智，想方设法调动资源、

分摊成本、尽可能缩减行政管理成本，并

利用其它资源支持干预项目。

总而言之，P4P 和各国的项目团队都

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干预

项目投入巨大努力，开展相应的能力建设、

项目制定和调整、实施、管理及监测和评

价工作。凭借整个项目期间的不懈投入和

坚定合作，我们获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

训，特别是团队内部、项目参与者及其家

庭和社区都实现了积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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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些主题中提炼出 
四项主要建议：

1. 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持续的能力开

发和持续学习。

2. 建立多部门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转变，领会循证初级

预防项目的指导原则和核心要素。

3. 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

防项目贡献更多证据

4. 妥善规划并分配足够的资源。

我们希望这些经验教训和建议能够为

正在开展的初级预防计划提供指导，确保

它们取得成功。为了实现关于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5，特别是关于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的目标 5.2，必须大规模实施有效的

预防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当坚定不移地

大力实施循证初级预防计划时，就能在个

人、家庭和社区层面实现卓有成效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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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合作伙伴 
知识成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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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知识成果

 • 亚太地区在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
面取得巨大进步：预防合作伙伴干预试点项
目在四个国家取得的成果；预防合作伙伴在
亚太地区收获的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
为初级预防的经验教训

 • 在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的背景
下收获的志愿服务经验教训

 • 预防合作伙伴亚太地区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的区域联合计划的评估结果

国家成果

孟加拉国

 • 情况说明（Factsheet）：Building Capacity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 政 策 概 要（Policy Brief）：Stopping the 

violence before it starts: Reduc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Bangladesh

柬埔寨

 • 情 况 说 明（Factsheet）：Building our 
Future: Supporting Healthy and Happy 
Relationships

 • 干预项目评价报告（Intervention evaluation 
report）：Cambodian Endline Report
 • 政策概要（Policy Brief）：“Shaping Our 

Future: Developing Healthy and Happy 
Relationships”  Primary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with Young Adolescents and 
Caregivers in Kampong Cham, Cambodia

 • 柬 埔 寨 经 验 教 训 报 告（Cambodian 
Lessons Learned Report）：“Shaping 
Our Future: Developing Healthy and Happy 
Relationships”  Primary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with Young Adolescents and 
caregivers in Kampong Cham, Cambodia

 • 干 预 手 册（ 青 少 年 群 体 - 高 棉 语），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M a n u a l  ( A d o l e s c e n t 
g r o u p  –  K h m e r )：សៀវភៅណែន ា  ំ
សម្រាប់អ្នកសម្របសម្រ ួ ក្មេងវ ័យជំទង 
ឆ្ពោះទៅកាន់អនាគតរបស់យើង៖ អភិវឌ្ឍន៍ទំនា
ក់ទំនងប្រកបដោយផាសុខភាព និងភាពរីករាយ

 • 干 预 手 册（ 照 料 者 群 体 - 高 棉 语），
Intervention Manual (Caregiver group – Kh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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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វ  ំស ប់អកស បស ល អកចឹិមបីច់ ងវ័យជំទង់ ើង ៀមខន 
ច៖  ំដល់ ងវ័យជំទង់កងរអភិវឌ ន៍ទំក់ទំនង កបយសុកព 
និងពរកយ
 • 干 预 手 册（ 青 少 年 群 体 - 英 语），

Intervention Manual (Adolescent group – 
English)：Shaping Our Futures: Developing 
H e a l t h y  a n d  H a p p y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Adolescents Manual, Second Edition, 2018
 • 干 预 手 册（ 照 料 者 群 体 - 英 语），

Intervention Manual (Caregiver group – 
English)：Shaping Our Futures: Developing 
H e a l t h y  a n d  H a p p y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Caregivers Manual, Second Edition, 2018

社交媒体：

 • UNV Mana discussing volunteerism:
 • Fostering The Links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Caregivers:

 • Start Young, And In The Home: How 
To Make Gender-Equal Violence-Free 
Families The New Norm:

 • Family Members Empowered To Rejec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Cambodia:

 • Speaking out against violence:
 • Breaking the cycle of intergenerational violence:
 • Breaking the cycle of intergenerational violence:
 • Family Members Empowered To Rejec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Cambodia:

印度尼西亚

 • 情况说明（Factsheet）：Reimay (Reaching 
Papuan Prosperity)

 • 干预项目评价报告（Intervention evaluation 
report）：Evaluation of Reimay: Reaching 
Papuan Prosperity
 • 政 策 概 要（Policy Brief）：Reimay：

Reaching Papuan Prosperity
 • Engaging Young People to Change Social Norms 

and Promote Gender Equitable Relationships
 • 印度尼西亚经验教训（Indonesian Lessons 

Learned）：Reimay：‘Reaching Papuan 
Prosperity’ Community- Based Primary 
Prevent ion Intervent ion with Young 
Adolescents and Caregivers, Jayapura 
District, Papua, Indonesia

 • 干 预 手 册（ 青 少 年 群 体 - 印 尼 语），

Intervention Manual (Adolescent group – 
Bahasa)： Reimay: Mencapai Kesejahteraan 
Papua Buku Pedoman Lokakarya Untuk Remaja 
(Umur 12–16)）
 • 干 预 手 册（ 照 料 者 群 体 - 印 尼 语），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M a n u a l  ( C a r e g i v e r 
group – Bahasa):  Reimay: Mencapai 
Kesejahteraan Papua Buku Pedoman 
Lokakarya Untuk Pengasuh
 • 干 预 手 册（ 青 少 年 群 体 - 英 语），

Intervention Manual (Adolescent group 
– English)： Rai Mai: Reaching Papuan 
Prosperity, Adolescents Manual
 • 干 预 手 册（ 照 料 者 群 体 - 英 语），

Intervention Manual (Caregiver Group 
– English)： Rai Mai: Reaching Papuan 
Prosperity, Caregivers Manual

社交媒体：

 • UNV Grace discusses volunteerism:
 • In Papua, Indonesia, Violence Prevention 

P r o g r a m m e s  A r e  T r a n s f o r m i n g 
Communities One Person At A Time:

巴布亚新几内亚

 • 情 况 说 明（Factsheet）：Planim Save, 
Kamap Strongpela (Plant Knowledge, Grow 
Strong)

 •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lanim Save 
Kamp Strongpela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Gender Based Violence And Build Peace In 
Bougainville, Papua New Guinea

 • 干预项目评价报告（定性），Intervention 
evaluation report（Qualitative）： 播 Planim 
Save Kamap Strongpela: A Qualitative Endline 
Study of an Intervention to Build Peace and 
Reduce Gender Based Violence in South 
Bougainville
 • 政 策 概 要（Policy Brief）：Planim 

Save Kamap Strongpela: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while building peaceful communities in 
Bougainville
 • 概 要（E x e c u t i v e  S u m m a r y）：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lanim Save 
Kamp Strongpela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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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Based Violence and build Peace in 
Bougainville, Papua New Guinea
 • 干预手册（Intervention Manual）

社交媒体：

 • Building Peace And Preven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Papua New 
Guinea, One Conversation At A Time:

 •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In Papua New 
Guinea – Bougainville

越南

 • 情 况 说 明（Factsheet）：Male Advocate 
Programme
 • 干预项目评价报告 (Intervention Evaluation 

Report)：A Qualitative Endline Study of a Male 
Advocate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Da Nang, Viet Nam
 • 政 策 概 要（Policy Brief）：Engaging 

Men And Boys To Prevent Gender Based 
Violence 和 http://www.partners4prevention.
org/resource/engaging-men-and-boys-
prevent-gender-based-violence-vietnamese

 • 越南经验教训报告（Vietnam Lessons Learned 
report）：Male advocate Club Project in Da 
Nang
 • 越 南 经 验 教 训 报 告（Vietnam Lessons 

Learned report）：Male advocates Club 
Project in Da Nang, Vietnamese
 • 越南干预项目手册（越南语），Viet Nam 

Intervention Manual (Vietnamese)： 
TÀI LIỆU HƯỚNG DẪN SINH HOẠT CÂU 
LẠC BỘ NAM GIỚI TIÊN PHONG PHÒNG 
NGỪA BẠO LỰC VỚI PHỤ NỮ Thay đổi các 
chuẩn mực nam tính, xây dựng các mối 
quan hệ tôn trọng và bình đẳng với phụ nữ 
Dành cho Hướng dẫn viên
 • 干预手册（英语），Intervention Manual 

(English)：A Manual For Facilitators Of 
Male Advocate Club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Transforming 
Masculinities And Building Respectful And 
Equal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
 • 越 南 概 要（Vietnamese Executive 

Summary）

社交媒体：

 • Volunteerism as a Vehicle for Preventing 
Violence

 • Voices of Male Advocates in Viet Nam
 • Partners For Prevention Launches A Male 

Advocacy Programme To Prevent VAWG in 
Da Nang, Vietnam

所有成果均可在预防合作伙伴网站上
下载：www.partners4preven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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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总结了我们在亚太地区收获的

经验教训，揭示了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

童行为的初级预防都涉及哪些内容，以及

哪些因素会推动这项工作取得成功或者妨

碍其进展。对于已经参与或计划参与初级

预防计划的组织和机构来说，他们可以借

鉴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来为初级预防工作

制定计划和预算，而对于捐助者来说，他

们可以从中更好地了解初级预防工作的成

本和复杂性。 

预防合作伙伴

预防合作伙伴（P4P）是由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

口基金）、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

女权能署（妇女署）以及联合国志愿人员

组织（志愿组织）共同发起的区域联合计

划，旨在预防亚太地区的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行为。P4P 第一阶段编制了“联

合国关于亚太地区男性和暴力问题的多国

研究报告”（UN MCS——1，其中包含关

于亚太地区六个国家的各类男性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童行为的重要数据。以 P4P 第一

阶段获得的证据与经验教训为框架，对国

家及国家以下层级的利益攸关方开展能力

建设，并为设计特定地点的预防计划提供

支持。P4P 第二阶段为在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设计、制定、

实施、监测和评价基于证据和理论的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干预项目提

供支持。 

UN MCS 的研究发现表明，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童行为在亚太地区极为猖獗，并

1 Fulu, E., Warner, X., Miedema, S., Jewkes, R., Roselli, T. 和 Lang, 
J. 著。2013 年。Why do some men 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ow can we prevent it? Quantitative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multi-country study on men and viol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曼谷：开发署，人口基金，妇女署和志愿组织。下载地址：
http://www.partners4prevention.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
p4p-report.pdf

15

简介



且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健康和人权危机，威

胁着妇女及其家人的安全。在所有受访

者中，26-80% 的男性表示曾对亲密伴侣

（IPV）进行人身和 / 或性暴力侵害，10-
62% 的男性表示在一生中实施过某种形式

的强奸。从整体来看，在强奸过妇女的男

性中，接近半数（49%）在青少年时期首

次实施这种暴行。

除了侵犯基本人权以外，暴力还对个

人、家庭和社区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

WHO 开展了一项关于亲密伴侣暴力和妇女

性暴力的研究 2，结果表明与未遭受伴侣

暴力侵害的妇女相比，遭受人身或性暴力

侵害的妇女出现堕胎和抑郁的几率会增加

一倍，而且更容易出现自杀倾向 3。近期

在柬埔寨开展的人口健康调查 4 还表明，

48% 的 IPV 受害妇女遭受人身伤害。

这些调查发现都凸显了向男性和男童

以及妇女和女童普及预防干预措施的迫切

性，以便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让妇女和

女童生活在没有暴力的世界。5

UN MCS 确定了与男性暴力侵害妇女

和女童的犯罪行为有关的主要风险因素，

其中包括性别不平等、儿童受虐经历和

有害的男性观念方面的因素。在一些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地方，粮食无保障、酗酒、

对伴侣控制行为和性别不平等态度都与

暴力犯罪有关。拥有多个性伴侣、参与

性交易、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以及对

女性伴侣施加人身暴力，这些都与强奸

犯罪有关系。6 

什么是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的初级预防？

P4P 第二阶段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初级预防项目旨在防患于未然，在暴

力行为发生前而不是发生后做出应对。在

亚太地区，这种做法相对较新，仅有少量

此类计划付诸实施并接受了严格评价。但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而且至关重要的领域。7

尽管“预防”一词可以用来描述各类
活动和计划，但“预防”的主要目标是通
过改变那些根深蒂固、毒害深重、助长暴
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社会规范、惯例
和不平等来制止暴力行为（参见图 1）。这
种方法主要以基于可靠数据的理论模型为
导向 8，这些数据来自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及其因果关系和风险因素（如 UN 
MSC 中列出的因素）的大规模人口调查。9

为什么要将初级预防作为 
重中之重？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预防计划的
层级尽管有必要提供应对服务来支持已遭

2 Garcia-Moreno, C., Jansen, H. A. F. M., Ellsberg, M. 和 Watts, C. 著。2005 年。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titial results on prevalence, health outcomes and women’s responses. 日内瓦，瑞士：世界卫生组织

3 Ellsberg, M., Jansen, H. A., Heise, L., Watts, C. H., 和 Garcia-Moreno, C. 著。(2008 年 )。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wom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n observational study. Lancet, 371(9619), 1165-1172. 
doi:10.1016/

4 国家统计局、卫生总局以及 ICF International。2015. Cambodia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2014. 柬埔寨金边以及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国
家统计局、卫生总局以及 ICF International。

5 Heise, L. 2011. What works to prevent partner violence? An evidence overview. Working paper (version 2.0). 伦敦，国际开发部。

6 Fulu, E., Warner, X., Miedema, S., Jewkes, R., Roselli, T. 和 Lang, J. 著。2013 年。Why do some men 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ow can we 
prevent it? Quantitative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multi-country study on men and viol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曼谷：开发署，人口基金，
妇女署和志愿组织

7 Ellsberg, M., Arango, D. J., Morton, M., Gennari, F., Kiplesund, S., Contreras, M., 和 Watts, C. 著。2015 年。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The Lancet, 385(9977), 1555-1566

8 参见词汇表，了解理论模型的定义。

9 Fulu, E., Warner, X., Miedema, S., Jewkes, R., Roselli, T. 和 Lang, J. 著。2013 年。Why do some men 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ow can we 
prevent it? Quantitative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multi-country study on men and viol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曼谷：开发署，人口基金，
妇女署和志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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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但为了能让妇
女和女童长期生活在没有暴力的世界中，
首先必须解决滋生暴力的环境和条件。10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以女性
视角出发，认识到暴力是由男女之间权利
失衡以及助长这种现象的父权制规范所引
起的。11 因此，初级预防方法侧重于加强
保护因素，尽量减少或消除与暴力有关的
风险因素。12 初级预防旨在维护妇女和女
童的权利，是解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
为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和人权危机的战略性
手段。13 

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

童行为计划都将重点放在应对服务和二级预

防，并且主要以妇女和女童作为参与者。不

过，由于初级预防旨在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社

会规范和有害做法，这些干预项目面向一般

人群中的妇女、女童、男性和男童，也就是

不一定有暴力前科或特定风险状况的个人。

此外，有效的初级预防涉及到在社会生态系

统的不同层面实施干预，这意味着要与多种

人群开展合作（参见图 2）。 

社会生态模型是一个概念框架，用于

理解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为什

么不同人群实施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或遭受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几率不

一样。社会生态模型描绘了每个层面的因

素，并承认各层面的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

作用。14

这些干预项目涵盖社会生态模型的各

个层面，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层面，旨

在改变错误的社会规范并促进良性的社

会参与，最终帮助人们建立性别平等、

没有暴力、积极发展的人际关系、家庭

和社区。15

10 Krug, E. G., Mercy, J. A., Dahlberg, L. L., 和 Zwi, A. B. 著。2002 年。The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The Lancet, 360 (9339). Heise, L. 著 
(2011)。What works to prevent partner violence? An evidence overview

11 Raising Voices.2016.“Get Moving! Transforming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Learning from Practice Series No. 6: Research Perspectives. 坎
帕拉，乌干达：Raising Voices  

12 Partners for prevention “WHAT IS PRIMARY PREVENTION?”
13 Guedes, P., 和 Bott, S. 著。 2009 年。Primary prevention module.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Virtual Knowledge Centre. 联合国妇女署

14 O’Toole, L., Schiffman, J. R. 和 Edwards, M. L. K. 著。2007 年。Preface: Conceptualizing gender violence. In: Gender Violenc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Toole, L., Schiffman, J. R. 和 Edwards, M. L. K, 著。纽约和伦敦：纽约大学出版社。Gage, A. J. 著。2005。Women’s experi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Haiti.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61, pp. 343-364. 联合国大会。2006.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日内瓦：联合国。Heise, L. 著。1998。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 integrated, ecological 
framework. Violence Against Women, vol. 4, pp. 262-290. 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2010. Preventing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aking Action and Generating Evidence.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15 Heise, L. 著 (2011)。What works to prevent partner violence? An evidence overview. Working paper (version 2.0). 伦敦，国际开发部。

图 1.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预防计划的层级

初级预防： 
制止暴力要防患未然

（例如：旨在解决根本性的性别规

范和性别不平等的社区计划）

二级预防： 
针对现有暴力行为 
采取短期应对措施

（例如，危机响应单位，医院检查）

三级预防： 
针对遗留或现有暴力行为 

采取长期应对措施

（例如，法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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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证据能够表明初级预防干预
是有效而有潜力的措施？

最近，各国都以更大力度制定和严

格评价初级预防干预项目，中低收入国

家更是如此。近期的评价报告总结了前

景看好、成效显著的干预项目 17。前景

看好的干预项目包括养育计划，成效显

著的干预措施包括性别转变方法、人际

关系干预、面向男性和男童的群体教育

和社区宣传，以及社区动员。18 其他有

效手段包括技能建设、经济赋权以及参

与性团体活动，例如号召多种利益攸关

方解决性别规范问题的社区动员计划。
19 这些类型的干预项目在中低收入国家

取得积极成效，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

图 2. 用于理解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社会生态模型
同心圆代表不同社会生态层面。

和使用应对服务，改变人们对性别的看

法、对 VWAG 的容忍度以及对暴力犯罪

的态度。20

亚太地区的初级预防干预评价项

目很少（参见附录 2）。孟加拉国的

SAFE 项目面向生活在贫民窟的青少

年，旨在通过召开小组会议来解决有

关性别不平等、暴力、健康和权利

的问题。21 这些小组会议仅安排妇女

或男性参加，或者同时安排妇女和

男性一起参加。22 印度实施了一些成

功的做法，包括 Yaari Dosti 计划和

Parivartan，通过开展小组培训和社

会交流项目改变性别不平等规范，从

而预防男性实施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犯罪。23

16 Darntall, E., 和 Gevers, A. 著。 Briefing Paper Building capacity for SIPV primary prevention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 in Sub-
Saharan Africa-Lessons Learned. 

17 参见词汇表，了解有潜力和有效的预防计划的定义。

18 Fulu, E., Kerr-Wilson, A., 和 Lang, J. 著。2015。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A summery of the 
Evidence. What Works to Prevent Violence

19 Ellsberg, M., Arango, D. J., Morton, M., Gennari, F., Kiplesund, S., Contreras, M., 和 Watts, C. 著。2015 年。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The Lancet, 385(9977), 1555-1566. 

20 Heise, L. 著 (2011)。What works to prevent partner violence? An evidence overview. Working paper (version 2.0). 伦敦，国际开发部。

21 Naved, R. T., 和 Amin, S. （编辑）著。2014. Impact of SAFE intervention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Dhaka slums. 达卡，icddr’b.

22 Parvin, K., Sultana, N., 7 Naved, R. T. 著。2012。Spousal violence against somen and help behaviour. In R. T. Naved & S. Amin (Eds.), Growing up 
safe and healthy (SAFE): Baseline report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Dhaka slums.达卡，
icddr,b

23 Verma R, Pulerwitz J, Mahendra V, 等人著。Promoting gender equity as a strategy to reduce HIV risk and gender based violence among young 
men in India. 华盛顿特区：人口理事会，2008; Das M, Ghosh S, Miller E, O’Conner B, Verma R. 著。 Engaging coaches and athletes in fostering 
gender equity: fi ndings from the Parivartan program in Mumbai, India. 新德里：国际妇女和无暴力未来研究中心，2014 年。

家

庭
/ 人际关

系

社区

社会

个人
个人，例如个人的虐待史。 社区，例如存在支持服务，和 /

或学校。

社会层面，例如性别不平等的社

会规范。16

人际关系，例如，人际关系和 /
或家庭冲突，男性掌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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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llsberg, M., Arango, D. J., Morton, M., Gennari, F., Kiplesund, S., Contreras, M., 和 Watts, C. 著。2015 年。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The Lancet, 385(9977), 1555-1566. Heise, L. 著 (2011)。 
What works to prevent partner violence? An evidence overview. Working paper (version 2.0). 伦敦，国际开发部。Fulu, E., Kerr-Wilson, A., 和
Lang, J. 著。2015。Effectiveness of Intervetnion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A summery of the Evidence. What Works to 
Prevent Violence

25 Michau, L., Horn, J., Bank, A., Dutt, M., 和 Zimmerman, C. 著 (2015). 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lessons from practice. The 
Lancet, 385(9978), 1672-1684. doi:10.1016/S0140-6736(14)61797-9; Ellsberg, M., Arango, D. J., Morton, M., Gennari, F., Kiplesund, S., Contreras, 
M.,和Watts, C.著。2015。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The Lancet, 385(9977), 1555-1566.; Shai, N. 
J., & Sikweyiya, Y. 2015. Programmes for change: Addressing sexual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SA Crime Quarterly, (51), 31-
41

26 See Freire’s writing on critical consciousness: Freire, P. (1968).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纽约 : Seabury 出版社。

27 Michau, L. , Horn, J., Bank, A., Dutt, M., 和 Zimmerman, C. 著。2015。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lessons from practice. 
The Lancet, 385(9987), 1672-1684. Raising Voices.2016.“Get Moving! Transforming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Learning from Practice 
Series No. 6: Research Perspectives. 坎帕拉，乌干达：Raising Voices. Raising Voices.2015.“Creating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or social justice 
activism.”Learning from Practice Series, No. 1: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s. 坎帕拉，乌干达：Raising Voices

28 Ellsberg, M., Arango, D. J., Morton, M., Gennari, F., Kiplesund, S., Contreras, M., 和 Watts, C. 著。2015 年。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The Lancet, 385(9977), 1555-1566. Fulu, E., Kerr-Wilson, A., 和 Lang, J. 著。2015。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A summery of the Evidence. What Works to Prevent Violence

仍需在这些地区获得更有力的证据基

础，为今后成功制定计划提供依据。这些

证据基础应包括关于制定计划继续开展能

力建设的实用建议。

初级预防计划的核心要素有
哪些？

预防干预项目应实现多管齐下，并且

以男性施暴的根本性风险因素为目标，如

权利失衡和性别不平等态度、父权思想、

有害的男性观念以及过于严厉的家教。干

预项目必须倡导性别平等以及健康而融洽

的人际关系，并且应解决药物滥用和应对

技能等精神健康问题。24

根据调查研究结果和先前计划的经验

教训，我们确定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

为预防应始终包含的核心要素：25

 • 让多种利益攸关方群体同时参与，例如

男性和妇女、男童和女童、教师和学校

以及 / 或者社区或宗教领袖。 
 • 解决性别不平等和父权制度下的男性观

念、权利和人际关系（包括家长 / 子女

和亲密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包括

药物滥用和应对技能）。

 • 以参与式和包容性方式促使人们积极进

行批判性反思 26，讨论和练习关键技能，

如沟通、对话和冲突解决。 
 • 利用激励框架促进参与者实现个人转变

并将所学新技能与知识相结合在个人生

活中运用。 

初级预防干预循证模型和方法要求很

高并且十分复杂，对该地区大多数项目利

益攸关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崭新的领域。

初级预防干预项目针对与个人世界观、身

份和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规范和惯例。这

是一项细致而繁琐的工作。

此外，干预项目应同时覆盖社会生态

模型中的多种群体，这存在一定难度，需

要各个部门相互配合。而且，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个人和组织需要首先做出转变，

以便项目的各参与方充分了解并认同初级

预防工作的指导原则，包括平等、正义、

尊重和参与进程。27

本报告的目标是什么？

随着越来越多的初级预防干预项目评

价报告相继发布，这让初级预防计划的编

制工作更加有章可循。28 然而，这类报告

或著述中往往缺少关于高效开展预防工作

的具体经验教训。一些总结经验教训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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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已经面世 29，揭示了如何从计划管理

和实施层面确保初级预防取得成功。这些

经验教训对于更广泛的领域非常宝贵，因

为这类内容并不多见，但关系到项目的设

计、规划、实施、时间框架和结果，还有

工作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如何获取经验教训？

我们对设计和调整干预框架、内容、

手段和材料的实践经验和流程进行了大量

反思和深度访谈，从而吸取经验教训。我

们全面考虑了实施、监测、评价和管理的

每个环节，同时还对计划编制的各个方面

予以反思，并针对这些反思和经验教训提

出反馈意见。同时，志愿组织、项目干事

和执行伙伴等国家层面的工作人员也会提

出反馈意见，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

经验教训。以干预参与者、协调人和主要

利益攸关方作为重点群体，并与他们进行

深度访谈，可以进一步汲取国家层面的经

验教训。

29 Dartnall, E., 和 Gevers, A. 著。2017。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uth- South partnerships to build capaci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frican safety promotion, 
15(1), 8-15. Dartnall, E., 和 Gevers, A. 著 . SVRI Briefing Paper: 
Building capacity for SIPV primary prevention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Lessons Learned. 
Raising Voices Learning From Practice Series: http://raisingvoices.
org/resources/#learning-from-practice-series

P4P 第二阶段项目概要

P4P 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的发

现、本地知识和证据以及国际上的

有潜力做法相结合，从而设计社区

层面的初级预防计划，实现男性、

男童、妇女和女童的全面参与。第

二阶段共设计了四项干预试点项

目，旨在通过采取参与式方法和增

强本地和区域组织的能力，从而实

现初级预防和纠正有害的男性观

念，同时保持所取得的成果。 

孟加拉国

妇 女 署 携 手 Hedda 
Produktion、孟加拉国家妇女协会、

孟加拉国家律师协会、孟加拉性别

平等倡导者以及高校拨款委员会在

四所高校实施了干预项目。包括提

高防范意识，开展动员活动，邀请

青少年团体参与，以及提高高校机

构的能力来解决性骚扰问题。

人口基金携手妇女署、孟

加拉国妇女和儿童事务部、教育

部、Plan International（ 孟 加 拉

国 ） Concerned Women for Family 
Development 以 及 BBC Media 
Action实施了“世代突破（Generation 
Breakthrough）”项目。这一干预

项目使学校、宗教学校和社区俱乐

部的青少年、家长、教师、体育教

练以及社区领导共同加入救助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以及性和生殖

健康问题青少年受害者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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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在柬埔寨，“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

支持健康而融洽的人际关系”是由联

合国人口基金（柬埔寨）、联合国妇女、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妇女事务部

（MoWA）联合实施的干预项目，并且

由 P4P 提供技术支持。该干预项目在

寨磅湛省的五个乡镇实施，为期 12 个

月以上，旨在解决暴力侵害妇女和女

童行为的关键风险因素。通过该项目，

252 位年龄在 12-14 岁之间的青少年，

还有包括家长、监护人、教师和青少

年服务提供者在内的 346 位照料者参

与了并行讲习班。项目采用参与式方

法来改变社会规范和有害的男性观念，

减少严厉的惩罚，增加支持性家教。 

印度尼西亚

Reimay（让巴布亚实现繁荣富强）

是由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联合

国志愿人员和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巴

布亚）共同发起的一项为期 10 个月的

计划，由 P4P 提供技术支持。通过这

项干预试点项目，131 位年龄在 12-16
岁之间的男女青少年，还有包括家长、

宗教领袖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社区成员

在内的131位照料者参与了小组会议。

目的是让青少年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

并改善他们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同

时让照料者也能树立这种观念，并掌

握积极的管教方法和支持性家教方法。

该项目建立在现有的“无暴力村庄

（Violence Free Villages）”计划的基

础之上，旨在提高社区居民对暴力侵

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认识，帮助当地

机构和民间社会建立应对暴力侵害妇

女和女童行为的能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

“ P l a n i m  S a v e ,  K a m a p 
Strongpela”（ 播 种 知 识， 走 向 强

大）干预计划由妇女署、儿基会及

Nazareth Centre for Rehabilitation 设

计并在南布干维尔岛实施，P4P 负责

提供技术支持。该项目致力于预防暴

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并改变消极的

性别规范，同时开展社区和平建设与

创伤医治活动。该项目使用社区对话

模型，旨在增进对 VWAG、创伤医治、

和平建设以及积极关系技能的认识、

理解和对话，参与者包括 716 名男性

和 814 名妇女。 

越南

越南的“男性倡导计划”是由妇

女署、志愿组织、岘港妇女联盟和人

口基金共同发起的项目，并且得到了

PAP 的技术支持。该计划为期 3 年，

共有 23 名男性协调人和 93 名青年和

老年男性参与，旨在改变有害的男性

观念，并让男性参与志愿服务，成为

其社区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预

防倡导者。同时树立性别平等的态度，

纠正有害的男性观念，培养健康的人

际关系技能，提高对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问题的认识，让男性青年和

老年能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领导并

参与暴力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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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了解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的初级预防

经验 #1：最初，关于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的初级预防，大多数利益攸关方

和实施者的了解十分有限。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是

一个崭新且快速发展的领域，人们对于它

的实际内涵往往认识不足或存在误解。虽

然使用技术和学术术语有助于引导人们了

解其内涵，即最有可能成功预防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童行为于未然的循证方法，但对

于那些对该领域很陌生的人士、非学术界

人士或者主要语言不是英语的人士来说，

这种解释仍然很模糊。 

因此，必须将技术语言翻译成国家和

地方社区的利益攸关方可以理解的通俗语

言。这些材料还应包括暴力侵害妇女和女

建议：

 • 明确初级预防的概念以及循证理论

模型的概念，以便非学术界人士能

更容易理解。 
 • 对比初级和二级预防干预，强调二

者的不同之处。 
 • 从项目开始阶段就使用通俗的语言

来编写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初级预防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材

料，同时配以严谨的翻译版本和情

景化案例。

 • 编写和分发由学术著作改编而来的

通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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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行为初级预防所依赖的理论模型，以及

有效做法的证据基础。这不仅可以帮助更

多组织和团队做好这项工作，而且还将便

于提高各方的参与程度，从更加多样化的

来源丰富证据基础。

经验 #2：尽管一些组织和团队已经成功地

实施了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计

划，但他们仍然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以便

高效地制定和实施全新的初级预防项目。 

如上文所述，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

为初级预防是一项复杂而严格的工作，实

现个人和组织的转变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各团队需要增强制定干预计划的能力，

以便根据证据采取行动，开展严格的监测

和评价和社区动员活动。一般而言，各团

队在 P4P 能力评估练习中对自身能力的评

分都很高。这些团队和组织大多都在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取得成功，所以

他们的自我评分反映了相应经历。不过，

在循证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

方面，对能力建设的需求比 P4P 和各团队

自己所预期的更大。初级预防的性质意味

着这些团队需要了解这一全新领域并管理

复杂的干预计划。

具体的初级预防能力建设：

 • 了解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

方法。

 • 了解有潜力的循证做法。 

 • 构建和使用变革理论。 
 • 以证据为依据制定计划。

 • 忠实于循证干预的重要性 
 • 符合实际的时间表以及员工能力建设

（调整、情景化、培训、实施）。 
 • 社区动员需求。 
 • 道德协议。

 • 严格的监测和评价。

主题 2：干预项目的设计、制定和
调整 

P4P 倡导以循证干预项目直接解决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犯罪的风险

和因果要素，例如 UN MCS 所列举的

要素。30P4P 还强烈建议，如有可能，各

团队应对经严格评价证实为有效或有潜力

的现有干预措施进行调整。31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需要为国家技术

顾问搭配一名国际技术顾问，后者应在制

定初级预防干预项目和设计社区协调人手

30 Fulu, E., Warner, X., Miedema, S., Jewkes, R., Roselli, T. 和 Lang, J. 著。2013 年。Why do some men 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ow can we 
prevent it? Quantitative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multi-country study on men and viol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曼谷：开发署，人口基金，
妇女署和志愿组织

31 Fulu, E., Kerr-Wilson, A., 和 Lang, J. 著。2015。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A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What Works to Prevent Violence. Ellsberg, M., Arango, D. J., Morton, M., Gennari, F., Kiplesund, S., Contreras, M., 和Watts, C.著。2015 年。
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The Lancet, 385(9977), 1555-1566. Koech, J., Webber, K., Mathews, C., 
Mtshizana, Y., Bastien, S., de Jager, S., 和 Mason-Jones, A. 著 . (2013) PREPARE Manual for Facilitators based on Jewkes, R., Gevers, A., Cupp, P., 
Mathews, C., Russell, M., LeFleur-Bellerose, C., 和 Flisher, A. 著 . (2010). Respect 4 U. 开普敦 , 南非 : 开普敦大学 . Gevers, A., Jama-Shai, N., 和
Jewkes, R. 著 . (2014). Skhokho Supporting Success for Families. 比勒陀利亚 , 南非 : 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 . Shai, N. J., 和 Sikweyiya, Y. 著。2015。
Programmes for change: Addressing sexual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SA Crime Quarterly, (51), 31-41

建议：

 • 在整个项目周期内，投资开展长期

而持续的能力建设活动，延长启动

和规划阶段的时间。 
 • 专注于实现个人和组织转变，使价

值观、目标和工作流程与社会规范

变革的价值观、目标和原则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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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方面具备经验。鼓励所有 P4P 合作伙伴

参与调整干预项目的流程，包括检查材料

的初稿并提供反馈。当手册通过所有团队

利益攸关方的批准后，进入协调人培训和

试点实施阶段。此外，在项目期间，项目

团队还与国际、国家和社区利益攸关方就

干预计划、方法和内容举办了协商研讨会，

以便获得这些利益攸关者的意见。专业翻

译人员将干预计划的相关材料翻译为本地

语言，然后国家项目工作人员对这些译文

进行审核。干预材料中使用的任何插图或

图像资源都必须仔细调整和情景化。所有

这些流程都意味着干预手册需要经过多次

修订，才能形成用于指导试点项目的最终

指南。 

经验 #3：无论是现有的基于数据的理论

模型，还是经过严格评价的有效或有潜力

的预防措施，以此为基础都是合乎道德且

行之有效的做法 

整个 P4P 团队在编制计划和学习的

各个方面都采用了以证据为导向的可靠流

程。以 UN MCS 中包含的数据为依据 32，

制定初级预防干预项目，改变性别和权利

方面的错误社会规范。同时参考来自国家、

区域和国际研究成果的额外数据，以及关

于有潜力或有效干预项目的更多信息，指

导整个项目期间的决策制定和设计工作。 

P4P 团队证明了可以利用变革理论模

型将证据转化为编制计划方面的建议。该

理论变革模型是根据 P4P 的暴力侵害妇女

和女童行为预防干预变革理论通用模型针

32 Fulu, E., Warner, X., Miedema, S., Jewkes, R., Roselli, T. 和 Lang, J. 著。2013 年。Why do some men 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ow can we 
prevent it? Quantitative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multi-country study on men and viol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曼谷：开发署，人口基金，
妇女署和志愿组织

妇女和女童能找到正确方式来彻底

远离暴力

–
让健康和谐、拒绝暴力、倡导平等

的男性观念深植男性和男童的心中 

让性别平等成为常态

–
让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关系 

成为常态

–
让积极的社会参与 
和凝聚力成为常态

有效或有潜力的 
干预方法

促进性别平等

促进志愿服务
促进健康的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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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干预项目调整而来，阐述了为实现

初级预防的目标而必须改变的风险因素。 

考虑到资金匮乏以及解决暴力侵害妇

女和女童行为危机迫在眉睫，为设计最有

可能取得成功的项目，就必须要查阅现有

的研究成果，了解哪些暴力侵害妇女和女

童行为初级预防计划行之有效，哪些徒劳

无功。这样就能以可靠的证据基础为依据，

这种做法是合乎道德的，因为所采用的是

优质的实践模式，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很低，

更有可能取得出色的成效。 

现有的证据有助于引导团队采用有效

和有前景的做法，并避开那些不太可能奏

效的做法。33 我们发现，一些团队不能局

限于简单的“提高意识”或“沟通活动”

模型，因为它们无法有效地改变行为。

对于在初级预防方面几乎没有经验的

团队来说，这种循证开发和决策流程尤为

有用。在时间和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种

开发流程就会更为有效，因为可以根据试

点项目的需要，对现有的成熟做法进行调

整。尽管调整和情景化需要大量资源（如

经验 2 所述），但在完全缺少可靠证据的

情况下，采用全新的模型可能更加耗时，

并且有可能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

 

经验 #4：制定干预项目需要利益攸关方和

技术顾问的持续积极参与。 

本章节汇总的所有经验教训都表明干

预项目的设计、制定和调整极为复杂。

在这一过程中，多个地方、国家和国际

利益攸关方需要持续提供意见。由于干

预措施是整个项目的核心，所以需要分

配时间来汇集来自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反

馈意见，对干预方案及相关材料（如手

册或指南）进行至少两次修订。理想情

况下，该流程还应该包括对所有或部分

干预项目进行实地测试。通过这些测试

获得数据进一步改进干预项目，并确定

需要重点培训的关键领域，或者社区动

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33 Fulu, E., Kerr-Wilson, A., 和 Lang, J. 著。2015。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A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What Works to Prevent Violence. Ellsberg, M., Arango, D. J., Morton, M., Gennari, F., Kiplesund, S., Contreras, M., 和 Watts, C. 著。2015 
年。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The Lancet, 385(9977), 1555-1566.

建议：

 • 查阅相关文献或向相关人士取经，

了解如何依据可靠的证据开展有效

或有前景的初级预防工作。

 • 为项目构建以数据为依据的变革理

论模型。

 • 将具体研究与干预设计相关联，

展示如何将证据转化为编制计划

的依据。

 • 了解循证初级预防的核心要素以

及要调整的特定干预项目的核心

要素，以免这些要素在设计和调

整过程中受损。

 • 构建循证决策、设计和规划流程，

并运用到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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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应确保所有项目工作人员和

社区代表都仔细阅读手册并理解其中的内

容，为手册的编写的献计献策，促进内部

组织的持续转变（参见经验 #2）。这种深

层参与将确保尽早解决所有问题，让手册

更加完善，让所有工作人员都能更好地管

理和支持项目实施。 

经验 #5：在忠实于循证模型与因地制宜做

出修改之间找到平衡点。

调整和情景化不光是翻译文件这样简

单，还涉及到调整流程、活动、插图和其

他内容，为新鲜或敏感主题（性、青少年

和约会）的成因研究提供支持。这应包括

符合以下条件的共同文化符号和惯例：(1)
与干预项目的价值观相一致，但 (2) 不会

带来危害，也不会 (3) 延续父权制性别规

范。参与者必须能够识别这些内容。

在一些国家，一些项目利益攸关方担

心当地的文化环境过于保守，例如关于

性、青少年约会或性和生殖健康的文化

环境。但在研讨会期间，其他利益相关

者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即保留敏

感内容，但将它们循序渐进地展示给参

与者，例如修改语言来委婉地把意思表

达清楚，或者通过更改示例来反映当地

常见做法：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宾馆

见面的青少年。但这种“情景化”也不

应弱化干预项目的力度。

我们发现，在调整干预项目的过程中，

与项目团队、利益攸关方以及国家和国际

初级预防技术专家举办磋商研讨会非常有

用，因为这样就能汇集来自不同视角的意

见，进一步改进干预项目。 

在调整和情景化过程中可以采取的具

体步骤包括：

 • 列出初级预防的核心要素，以及考虑采

用的特定干预模型的核心要素，了解哪

些地方可灵活处理，哪些地方需要更加

谨慎地进行调整。务必确保干预强度、

频率、关键信息、方法和持续时间保持

不变。

 • 收集并展示关于本地情况的证据，在此

基础上以系统化方式进行调整和规划。

 • 考虑变革理论，并确保调整不会严重违

背该理论。

 • 评估执行伙伴和社区协调认的能力，根

据评估结果对培训和实施计划进行调整

和规划，确保干预项目的规模不超出他

们的能力范围。 

在整个项目中，调整和情景化是一个

持续过程，从项目的早期试点和持续实施

阶段吸收经验和成果，并据此不断改进干

预项目。尽管通过磋商开展调整和情景化

流程可能耗费时间，但这对确保干预项目

得到认可和采纳非常重要。

建议：

 • 为设计和调整工作分配足够的时间

（例如六个月至一年，具体时间视

项目内容而定）、资金和工作人员。

 • 积极邀请利益攸关方和社区成员

参与到干预项目的设计、制定和

调整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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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协调人必须受过良好教育，能够

使用这些材料作为指南，有效而尽责地举

办会议。但是，很多社区协调人的文化程

度有限，需要用清楚的语言进一步简化手

册内容。这些手册是专为社区协调人设计

的，但不适合参与者使用，因为干预项目

是参与式的。对于干预方法，应避免使用

传统的机械教学方法，要求参与者被动倾

听，而应采用一种新颖的方法，由协调人

提出启发式问题，让参与者参与讨论、辩

论和对话，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此外，

参与者需要参加体验式学习活动，例如角

色扮演、短剧或其他游戏，以便学习、实

践和领会不同的技能。

 

经验 #6：根据本地情况进行调整，并不是

要进行逐字翻译，而是要是建立积极的翻

译流程，确保新语言文字的含义正确，易

于理解，同时还要忠实于核心材料。

项目团队发现，专业翻译服务公司往

往缺少专业知识和洞察力，无法准确而简

洁地翻译干预材料。例如，有些活动能用

英语简洁地表达，但用高棉语或巴拿马语

却不行。必须建立更加积极的翻译流程，

由国家团队成员、国家顾问、社区利益攸

关方和社区代表共同翻译好每一处细节，

确保译文更加准确无误。开展小规模的试

点前实施，也有助于确保翻译没有遗漏信

息。具备初级预防干预领域的专业知识的

团队也应参与到该流程中，确保始终遵循

有效的做法。

建议：

 • 确保当地社区的利益攸关方积极和

深度参与设计和调整工作。

 • 与来自不同行业的不同利益攸关方

举行多场磋商研讨会，首先制定并

调整干预项目，然后再进行实施，

随后根据试点期间获得的数据进一

步优化干预项目。

 • 在设计和调整阶段对干预项目进行

“试点前实施”，同时建立可靠的

社区监测与反馈机制，从而了解哪

些干预措施有效，哪些需要进一步

调整和情景化，并注意是否造成任

何非预期结果。

建议：

 • 应由本地工作人员或协调人完成初

步的翻译，他们应具备双语能力，

并且在循证初级预防领域拥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

 • 让社区成员和主要协调人通过参与

式研讨会的形式来翻译手册，特别

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和术语。 
 • 确保本地项目工作人员和主要协调

人仔细校审所有译文，确保语言准

确且易懂，并且忠实于干预模型。

不能仅由一两个人对翻译把关。

 • 使用海报和故事板来讨论明确和有

关的示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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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7：在一年中实施多次会议干预对于

促成转变必不可少。纠正应该缩短计划实

施时间的错误观念。

多个团队要求缩短干预计划实施时间、

会议持续时间以及会议中的活动时间。然

而，迄今为止，所有证据都表明，必须在

较长时间内开展持续活动，才能促成复杂

和深层的转变，实现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初级预防。在非常简短的会议内实施

转变所需的参与式流程是不现实的。P4P
团队提出了确定会议时间的理论基础，并

协助各个团队做出规划，从而制定了较为

宽松的统一时间表。在干预计划结束时，

大多数参与者甚至要求举办更多会议，因

为他们认为这些会议有针对性、有价值而

且能带来乐趣。

经验 #8：树立性别平等的态度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但只要下足功夫，就会取得成功。

解决性别不平等和父权制问题，特别

是纠正错误的男性观念，将关系到暴力侵

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能否取得效

果。但是，改变有害的男性观念并实现性

别平等，意味向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规范

和观念提出挑战。

各类 P4P 干预计划的试用手册都介绍

了专门以性别为主题的会议，还有一些手

册也包含了有关性别和性别平等的简要说

明。然而，对许多社区协调人来说，在接

受干预培训过程中，他们自己在性别方面

的态度和做法也在发生改变，并且仍然需

要明确的指导。实地报告还表明，监督人

和社区协调人发现性别问题会议对参与者

而言很难理解，并提出举办更多的简单的

会议，通过展示与社区相关的例子，循序

渐进地解决性别问题。

建议：

 • 提高利益攸关方对行之有效和前景

看好的循证流程的理解和投入，包

括干预项目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强

度。

 • 聘请经验丰富的团队，他们应具备

实施类似的循证初级预防干预的经

验，以便分享关于开展长期、持续

和密集活动的理由和经验。

 • 制定兼顾项目资源、社区情况和循

证做法的实施方案。

 • 制定动员和招募策略，通过制定积

极的时间表来消除社区对干预计划

时间过长的顾虑，并且承诺让家庭

享有福祉和受到尊重，或者构建安

全和成功的社区（另见经验 10 中

关于基于利益框架的说明）。

建议：

 • 投资持续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促进

协调人的转变，加深他们对性别的

理解和对性别平等的认可。在循证

干预项目中借用“Raising Voices 
SASA!”或“Get Moving”等项目

的其他资源，重点开展性别和权力

分析。

 • 在动员、招募和实施过程中，培养

社区成员（特别是社区协调人和社

区领袖）对干预计划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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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社区活动者记录了他们在 SASA!
的工作。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初级预防领

域的志愿服务的循证指南。然而，P4P 发

现志愿服务是切实可行的，来自干预参与

者、协调人和监督人的定性报告显示了积

极的结果。有多个例子可以反映，参与者

能够通过志愿服务，将他们在干预计划中

收获的想法和技能分享给社区内的其他

人，从而使干预范围不再仅限于直接受益

群体。 

主题 3：实施

经验 #10：招募参与者需要时间，同时社

区成员在干预项目的早期阶段往往心存顾

虑，这可能会拖累实施速度，对评估造成

影响。 

在一些由 P4P 资助的干预项目中，

动员过程花费了较多的时间、资源和 /
或规划，动员过程包括提高参与者对干

预项目的认知和热情、澄清和处理相关

疑问或关切事项、了解社区的需要和实

施干预的方式，以及与社区谈判协调实

施时间表。

经验 #9：纳入志愿服务带来令人鼓舞的结

果，但仍需开展更多研究来确定如何有效

开展志愿服务，以及如何理解志愿服务的

作用。

P4P 通过以下方式纳入志愿服务：

 • 招募国际和国家志愿组织进行实地工

作，为干预计划提供支持，并作为联合

国机构、执行伙伴、协调人和社区之间

的联系人，

 • 培训社区成员，然后由他们自愿担任干

预协调人；以及

 • 组织活动让参与者能够参加志愿服务：

利用社区的现有活动，或者支持参与者

构思、规划和实施他们自己的项目。 

大多数参与者需要获得更多的指导，

才能成功推进自己的志愿服务项目。他们

受益于最初的正式机会（例如由当地组织

或政府部门领导的活动），得以融入到社

区中，然后才独立开展项目。

保持在改变社会规范方面取得的成

果。Raising Voices 通过在各自社区实施

 • 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应该举办多次

关于性别平等的体验式学习课程，

以便参与者有机会持续接触该主

题，促进实现自我转变。机械的教

学方式不太可能带来改变。

 • 协调人需要获得关于每次课程的

明确指导，以便将课程内容与性别

平等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往往处于

转变和践行性别平等观念的初期

阶段。

建议：

 • 继续制定和研究初级预防领域的志

愿服务。

 • 通过收集有关志愿服务的数据来建

立证据基础，并进一步证明志愿服

务的可行性。 
 • 与社区内的现有志愿者团体开展合

作，支持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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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社区，为了留住参与者，动

员过程应贯穿整个干预项目，并且每次会

议应互为基础，因为干预项目旨在为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解决复杂的危险因

素，进而建立多层保护因素。协调人可就

参与者出席项目所存在的挑战以及如何提

高会议的趣味性与参与者进行沟通，与监

督人和技术小组进行磋商以作出必要的调

整，但所作调整不得有损干预项目的效果。 

P4P 所资助的干预项目面向的参与者

有着自己的生活，他们要工作、收割庄稼、

应付恶劣天气、参与选举活动，以及参加

社区节日等社区活动。他们并不总是有时

间参加每次的会议，诸如此类的一些社区

因素会拖慢某些子项目的进程，而其他子

项目则会顺利进行。在某些项目中，有些

在一开始没有参与项目的社区成员会在稍

后加入项目，因为他们的意愿得到激发，

因为他们看到其他参与者从中受益，或是

他们受到其他参与者的鼓励，或是持续进

行的动员和招募活动吸引了他们。但是，

对于这些新加入的参与者，应予以谨慎对

待。所有这些工作还涉及对个人和敏感话

题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在信任、保密、

尊重和支持的基础上保持团队的凝聚力和

安全空间，至关重要。 

动员过程在此尤其重要，因为干预项

目通常并非是融入到社区成员经常聚集在

一起的活动之中，如学校、宗教活动或工

作，而是一项旨在帮助人们顺应生活的独

立活动。因此，在社区领袖、社区成员及

其他利益攸关方接受干预项目之前，他们

需要充分了解这一项目，充分了解项目对

他们作为个人、家庭成员及社区成员的价

值。例如，干预项目也可以融入到一些定

期开展的活动之中，如午餐休息、宗教活

动或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其他其他活动。

在早期阶段，一些参与者认为 P4P 的
项目“仅面向女性”，或者认为它是企图

破坏当地文化或宗教信仰的“外来”尝试。

但团队能够帮助解决他们的关切，一旦他们

体验了干预项目，他们对这一项目的看法就

会逐渐转好，并鼓励其他人加入。这里获得

的一个经验是：通过与社区领袖和社区组织

合作，你可以减少误解。此外，与基层利益

攸关方和代表的早期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建

立超出试点阶段的持续性，有助于制定可行

的实施方案和编制适合社区的干预材料。

建议：

 • 在实施之前以及实施期间，应投入
时间和资源开展持续、彻底的参与
式动员活动。应制定策略，以应对
和缓解社区的抵触感。 
 • 应及早对社区进行深入的情况分
析，制定成功的动员策略，招募协
调人，并就培训和支持作出规划。
 • 为干预项目制定谈话要点，重点应
放在它希望为个人、家庭和社区带
来的潜在利益，而不应放在它将解
决的问题上；此外，基于利益或鼓
舞人心的框架更有激励性。
 • 应以社区为主制定实施时间表，
例如在规划和动员期间，与各社
区利益攸关方和参与者就实施时
间表进行谈判。
 • 在不得有损现有群体凝聚力的情况
下，就是否以及如何使其他参与者
融入现有群体进行规划。或者，谋
划一个滚动的实施时间表，让一个
社区的多个群体能够在不同的起始
时间参与到项目中来，以适应不同
群体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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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是积极的，包括暴力倾向和酗酒倾向
减弱，以及更多地照顾孩童和更多参与家
务劳动。34

此外，男性愿意在所在社区扮演积极
的榜样，有时能够展现公平、非暴力的态
度和行为，尽管街坊邻居或其他同龄人可
能会对此表示不耻甚至“质疑”。在这些
情况下，其他参与者的支持是有益的。 

从根本上而言，P4P 要努力确保：让
成年男子和男孩参与暴力预防项目，不会
以牺牲干预项目的价值观和目标为代价，
包括：

 • 不会宣扬父权制度规范； 
 • 不会把男性描绘成女性的保护者；以及 
 • 不会强加将女性排除在外的暴力侵害妇
女和女童行为解决方案。 

在与成年男子和男孩共事的同时保持
女权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很重要的。 

经验 #11：想让成年男子和男孩参与项目

是可行的，但具有挑战性。

所有 P4P 项目均旨在吸引成年男子和男
孩加入到仅限男性参与或是男女均可参与的
干预活动之中。与许多类似的项目一样，男
女均可参与的干预项目通常参与率相对较低
或者中途退出率较高，不过，在越南，仅限
男性参与的干预项目则有着较高的参与率和
保留率。 

然而，在越南的干预项目中，男性参
与者所提出的反馈意见是：他们建议在项
目中加入女性，因为干预项目对女性而言
有意义且有价值。参与的人越多，就越容
易制定用以开展社区变革的方案，因为男
性喜欢和女性一起工作。 

越南的那次干预项目是一个由多个部
分组成的更大项目的一部分，起初仅限男
性参与，因为我们在规划和早期实施阶段
得到的初步反馈是：社区的男性认为，男
女混合群体主要是针对女性。相比之下，
在我们进行了干预项目试点的巴布亚新几
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男性则认为，在文化
上而言，并非所有话题都适合男性和女性
共同参与。

这种相互矛盾的反馈说明，让成年男
子和男孩加入预防项目颇具复杂性。因此，
对于了解如何最好地在项目中加入成年男
子和男孩，良好的情况分析、深入的社区
动员以及社区对规划和设计的投入都是必
要的。我们在其他地区也发现类似情况。

令人鼓舞的是，各国男性确实都参与
到了各个干预项目之中，尽管在数量上低
于女性（越南除外）。评估表明，男性的

34 Gevers, A., Taylor, K. (2018) Promising strides toward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the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Results from Partners for Prevention pilot interventions in 
four countries.

建议：

 • 不断地就如何让成年男子和男孩加
入项目进行团队思考，确保他们参
与到项目中来，同时避免在干预项
目中宣扬有问题的规范或做法。 
 • 具体来说，应在动员过程期间让成
年男子和男孩加入进来，了解他们
所关心的问题，找到促使他们参与
干预项目的动机。
 • 在招募和干预会议期间，应采用基
于利益和鼓舞人心的框架，把重点
放在男性能从干预项目中获取什么
利益。 
 • 应发动和说服社区领袖，让他们鼓
励男性加入干预项目。
 • 男性的参与，不应以牺牲妇女和女
童的优先级、领导地位、 参与和
安全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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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12：最初的实施试点需要有奉献精

神的工作人员来解决后勤和技术问题。

所有 P4P 项目都面临各种挑战，如

社区动员、参与者招募、参与者保留、协

调人的能力和支持力度、进度安排以及干

预模式的忠实度。然而，在实施机构和协

调人在场的情况下，有奉献精神的工作人

员会大大有助于干预项目的顺利进行，他

们会对项目进行指导和监督。工作人员在

支持工作上付出的时间越多，所取得的成

果就越令人鼓舞。主要是从国家志愿组织

为这些岗位招募工作人员，但在某些情况

下，也会有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承担这一

岗位。如果工作人员具有关于干预项目的

技术知识，尤其是基于证据的有效策略，

那就最好了。

P4P 在这一岗位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

（包括监督和支持能力）上，投入巨大。

例如，一些志愿组织引领开展在岗培训和

能力建设活动，以强化协调人的技能，尤

其是在参与式干预方法和手册忠实度方

面。他们在 P4P 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开发了

这项活动，如果支持人员能够参与到开发

和岗前协调人培训之中，为各自岗位构建

和学习技术和管理知识，就最好不过了。

经验 #13：协调人对于项目的成功与否至

关重要，不过他们需要进行大量的能力建

设，需要大量的支持。他们自己也需要转

变，类似于干预项目希望在参与者之中实

现的那种转变。

如先前所述，初级预防干预旨在促进

将性别规范和做法、关系规范和做法以及

家庭和育儿规范，从个人和血缘关系层面

深入转变为社区和社会层面。这种转变是

一项巨大的任务，但证据表明，即使在时

间相对较短的为期一两年的干预项目之

后，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一转变由协

调人推动，因此他们在实现干预目标方面

发挥中心作用。

需要基于明确的标准谨慎选择协调人：

 • 高中毕业生和 / 或在抽象思想、干预指

南和背景阅读方面具有可证明的读写能

力。 
 • 有信心进行公众演讲。

 • 在社区动员或召集人们方面拥有经验。

 • 能够与一个群体建立融洽的关系和凝聚

力。

 • 在社区具有良好地位，不一定作为领袖，

但至少应在社区拥有信任和尊重。 
 • 能够处理敏感的话题和讨论以及具挑战

性的问题。 
 • 有时间能够充分投入到干预项目相关的

培训，为项目提供支持，参与到筹备工

作以及全力促成项目的顺利进行。

此外，可将对协调人的深入评估纳入

监测和评价，以记录能力建设方面的成就，

并利用数据为将来的协调人选择和能力建

设提供参考。 

建议：

 • 委任一名中级工作人员，以支持和

监督社区项目实施工作的各个方面。

 • 为现场支持人员提供不间断的技术

培训，使他们掌握运营管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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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于协调人来说，能够每月在有人指

导下召开准备和实践会议，尤其是在干预

的初始阶段，是非常有用的。这些会议应

在社区实施特定会议之前举行，以获得最

大好处。 

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促成

社会规范发生变革的干预措施，也可能让

协调人在情感上承受较大压力。为减小这

种间接感受到的创伤和压力的影响，需要

开展初步的预防工作，而定期举行支持会

议则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良好且必要的做

法。贯穿整个干预实施过程的这种培训和

支持方案，既费时又耗费资源，但以 P4P 
的经验（以及诸如 SASA 之类的其他项目）

来看，很明显这些做法是有益的。 

上文所述的高强度的培训和支持方案，

不仅用于技能建设，而且也用于支持和促

成协调人的个人转变。这一转变很重要，

因为协调人将成为其所在小组参与者乃至

整个社区的榜样。以我们在 P4P 的经验（类

似于 Rasing Voices）来看，当协调人相信

并充分拥抱和展示干预项目所宣扬的价值

观、原则和做法时，协调就会变得既简单

又有效。

例如，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采用的一

种方法是：招募比所需人数更多的协调人

参加岗前培训。随后，该项目进行了一次

高强度的培训，其中包括后教学（teach-
back）活动，候选协调人根据手册引领干

预活动。这一策略有多种好处：

 • 监督人和协调人都亲身感受了干预活

动，他们可以据此判断自己是否能够投

入其中；而监督人则可据此做出明智的

决定，选择最佳的协调人。

 • 项目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可据此确定协调

人的技能水平和优势所在，进而制定用

以强化具体技能的策略。

 • 如果拥有较多的协调人，就可以采用互

促模式，让能力较强的协调人与需要较

多支持和能力建设的协调人配对。如果

项目的实施扩展到其他社区，那么这种

模式就有可能用于持续的培训。在其他

情况下，让年轻、有活力的协调人与年

龄较大的协调人配对，既能为干预项目

带来严肃感，又能有趣的参与式体验。

 • 拥有较多的协调人，将能够减小工作人

员流失带来的影响。

对于任何项目而言，仅靠岗前培训都

是不够的。必须将岗前培训、在岗培训、

激励和情感支持以及对能力强化和技能建

设进行持续的指导和支持性监督结合起

来。协调人就他们认为是关键需求的各个

主题，请求提供在岗培训，他们从指导和

支持性监督中受益，引导能力得到提升，

项目干事或志愿组织所出具的项目报告的

记录能够证明这一点。 

所有项目也得益于由经验丰富、技术

能力强劲的培训人员开展的初步培训。此

建议：

 • 制定选人标准和评估策略。

 • 对所有项目工作人员开展优质的岗

前培训、在岗培训，以及持续的指

导和支持性监督。协调人和监督人

都将参与到干预项目的协调之中。

 • 使用两个社区协调人互促的模式，

指导干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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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14：参与式学习方法对联合国机构

工作人员、项目实施伙伴、干预项目协调

人及社区成员来说，是种新方法。尽管项

目利益攸关方起初发现这种方法具有挑战

性，但他们最后发现它非常有用。

参与式方法是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

为初级预防方案的核心要素。这些方法包

括公开分享、质疑以及就复杂问题展开对

话，以培养批判意识。他们把重点放在改

变社会规范上，而非只是简单地记忆信息，

他们鼓励批判性思维，并运用发人深省的

问题。 

这种方法需要利用一个群体的情感脆

弱性和不依赖等级的推动变革的力量，这

会让那些习惯于常规教学体系的协调人和

/ 或参与者感到不舒服，因为常规教学体

系不鼓励质疑、讨论和情感外现。然而，

社会规范、态度和做法根深蒂固，如想促

进其变革过程，参与式方法必不可少。 

参与式方法可能看起来需要耗费更多

时间来实现想要的结果，因为它们不注重

知识的获取，而是把重点放在更深层次的

变革上，这种变革并不总是能立竿见影，

也不容易衡量。一些监督人会要求协调人

列出他们认为每次会议和每次活动应确保

学习的目的、目标和关键信息。然而，这

种做法可能不利于参与式方法，也不利于

转变过程。假如参与者被告知目的、目标

和关键信息，那么如果参与者对它们不认

可或是觉得他们已掌握了，他们可能就不

参加了。 

此外，这种简单告诉参与者关键信息

的安排，把重点放在了被动听取信息，而

非态度、做法和规范的更深层次的转变。

这种简单记忆信息的死记硬背的方法允许

参与者不带感情地学习内容，而参与式方

法则意味着他们、他们的家庭及他们的社

区可以沉浸在学习中，更好地将学习融入

他们的生活之中。

在这种环境下，参与式干预的手册通

常意味着是作为协调人而非参与者的指

南。这些手册概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活动

指导，用于在每次会议上推动小组讨论和

活动。此外，为协调人提供有关核心内容

和关键信息的信息和提示的会议指南和附

件中，附有说明。如上文经验 12 中所述，

该手册要求协调人具有识字能力，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阅读所附说明，为干预会议做

准备，了解他们将要负责的工作。几位协

调人曾请求缩短手册内容和会议时间，但

这一点需要仔细考虑，以防干预会议把重

点放在死记硬背的学习上。

如经验 6 和 7 中所述，协调人、监督

人和项目管理人员需要认识到，变革没有

捷径可走，因此，在整个项目设计、管理

和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协调人培训和

社区会议来说，要想达到有效的预防效果，

参与式方法是必要的。参与式干预的重点

是推动经验学习和理解的进程，这将推动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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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16：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是各

个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预防干预项目需

要让那些需要支持服务的参与者加入进

来。

尽管初级预防干预项目的重点是在暴

力发生之前制止暴力，但实际上，许多初

级预防干预项目的参与者可能本身是暴力

行为的幸存者。此外，有时一个干预活动

或项目可能因其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

为的重视而知名，因此社区成员可能甚至

会前来要求项目工作人员或协调人提供援

助。因此，协调人和项目工作人员需要做

好准备来应对这些需求。 

P4P 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一个项目中，项目实施伙伴对社区辅导

员进行了培训，同时其自身也提供并行的

响应服务，从而参与者可以向他们任何一

方寻求支持服务。具体地说，社区辅导员

接受培训，向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

幸存者提供初步支持，他们所受培训的重

经验 #15：情感表达，包括承认和表达情

感或者解决情感需求，对大多数人来说都

是陌生的，包括项目工作人员、协调人和

参与者，因此，完成将此作为重点的活动

较具挑战性。然而，这一点非常重要。

项目干事和协调人反映，就他们的经

历而言，谈论自己的情感是不常见的。取

决于相应的文化背景，可能有必要开展以

下活动：(1) 练习情感表达；(2) 支持性倾

听和反思；(3) 在启动项目的实施工作之前，

讨论在各种关系中分享情感的价值。 

虽然预防干预并不一定要侧重于幸存

者的治疗过程，但经常需要分享虐待和暴

力经历。此外，干预项目所涵盖的主题往

往是非常个人化的，而转变过程也涉及情

感因素，对个人影响很大。因此，协调人

需要能够解决情感上的需求，并为参与者

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这也有助于让参与者

逐渐习惯于情感表达和支持，进而参与者

可将这种能力运用到个人关系中。

建议：

 • 在干预项目中加入有关情感认知和

表达的活动，从而让有关应对、情

绪调节和支持的新技能能够更容易

融入参与者的生活中。

 • 推动预防干预项目可造成情感上的

负担，因此协调人需要得到良好的

支持。为协调人提供良好的情感支

持，将有助于他们掌握这一技能，

进而将其用于帮助参与者。

 • 了解适用于当地的自我照护做法，

将这些做法融入协调人支持方案之

中，在干预项目期间推广这些做法。

建议：

 • 关于参与式方法，需要对各个团队

开展大量的能力建设活动，需要对

他们进行引导、指导和鼓励。最佳

实践会议对于社区协调人建立这种

能力非常有用。

 • 在其他项目的开发、管理和培训过

程中使用参与式方法，将有助于监

督人和协调人建立应有的能力，并

建立对此方法的信心。

 • 将参与式方法与死记硬背教学或认

知提升方法进行对比，解释它们各

自的基本原理、好处和挑战。

36

经验教训和建议



点是如何将求助者转介到安全屋或是建议

求助者寻求更深入的咨询。在其他项目中，

小组根据 WHO 的相应道德准则编制关于

所在地区转介服务的信息传单，35 并在讨

论会中加入有关如何寻求帮助的主题。 

协调人接受关于如何转介的培训，并

在干预项目实施期间将信息传单分发给所

有参与者。当地服务提供者也知道其所在

地区正在实施的干预项目，我们会邀请他

们参加会议，向他们分享项目信息。

35 世界卫生组织。(2007). WHO 关于在紧急情况下研究、记录和监测性暴力的道德和安全建议。

36 Gevers, A., Taylor, K. (2018) Promising strides toward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the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Results from 
Partners for Prevention pilot interventions in four countries.

主题 4：监测和评估

在整个 P4P 期间，包括阶段 I 和 II，
一直都在全力确保收集和使用高质量的数

据或证据，一方面是为了制定更好的计划，

一方面是为了给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初级预防项目提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乃

至全球性的实证数据。这意味着，在 P4P 
试点项目中，严格的监测和评价策略非常

重要。这些策略的设计因国家而异，应考

虑各个国家：可用的资金和能力；干预设计；

项目时间表、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和他们

想了解的结果；以及他们想回答的问题。

随机对照试验是不可行的，完全相同的设

计对于不同项目而言也是不可能的。相反，

收集关于相同概念（如性别平等态度和做

法、健康关系和志愿精神 36 的方方面面）

的高质量数据在所有项目中都是常见的，

尽管测量方式有所不同。本部分基于 P4P 
的经验，讨论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具体建议。

经验 #17：良好的监测和评价耗费时间且

代价高昂，但它非常宝贵。监测和评价的

设计和实施必须与干预项目同步进行。

P4P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采用了数据驱
动的设计过程，这进一步建立了对理解、
使用和重视良好监测和评价数据的兴趣，
并提高了相关能力。然而，监测和评价经
常被留作设计和预算编制的最后一个项
目，而主要重点则放在了干预项目本身的
开发和实施上。 

团队经常对监测和评价所要求的时间、
细节和限制感到惊讶，或者他们不理解监

建议：

 • 作为干预项目的一部分，预防项目

需要强大的联动网络来照护暴力侵

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幸存者，要么通

过转介网络，要么通过可用的咨询

服务。

 • 必须向所有参与者提供有关在何处

寻求各种支持服务（如咨询、保护

令或庇护所）的信息。这些信息传

单必须包括有关其他社会福利（如

社会补助金、职业培训、就业机构、

工作方案）、卫生相关服务和 / 或
公民参与组织的信息，以免让那些

具有暴力伴侣或父母的人增加受害

的风险（参见 WHO 准则）

 • 为参与者编制转介传单时，请确保

你已联系过所有组织，使他们知悉

相关情况，并与它们讨论预防项目

与它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之间可能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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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评价活动的重要性，该活动具体地是
与干预项目参与者而非完全没有参与的人
一起开展。或者，他们不理解将干预项目
标准化并在所有社区准确实施以了解具体
效果的重要性。一些团队也希望在干预项
目结束时能迅速取得结果。然而数据分析
非常费时，尤其是当分析牵涉到多个研究
员和审查者时。

重要的是，要安排机会经常就数据监
测和反馈进行思考。例如，在柬埔寨和越
南的干预项目实施阶段，根据协调人的反
馈，对干预材料进行了调整，让材料变得
更简单，或者在材料中为参与者增加信息
性讲义。

高质量的监测和评价可靠地记录了干预
项目及其实施情况的过程和结果，确保了评
估的严格性，从而机构和捐助者将对结果充
满信心。对数据的监测，可以让你更深入了
解非预期结果以及转变过程中重要里程碑
的实现，相较于直接提供一揽子结果数据，
可以让你进行更快速的分析。然而，严格的
监测和评价也代价高昂，因为需要专门知识
来设计策略和工具；高质量的监测和评价需
要时间和人力资源进行记录和分析。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 P4P 项目的各
个团队非常重视根据这项倡议所产生的发
现，因为那些发现提供了关于所取得成就
的明确证据，同时让他们能够深刻理解项
目实施过程。当将数据和发现与具体行为
过程相联系时，他们发现特别有用。 

没有好的监测和评价，团队将无法在
试点项目结束之后回答一些基本问题，而
这些基本问题将告诉我们是否要继续和扩
大干预，以及如何强化干预及其实施。因
此，所有团队成员和利益攸关方，包括协
调人，都应该了解严格监测和评价的重要
性、具体的项目监测和评价策略，及其在
支持监测和评价活动方面的作用。

建议：

 • 在一开始就启动监测和评价至关重

要，以确保为项目的实施和顺利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

 • 将数据和发现与行为过程相联系，

不只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而且是

在规划和设计阶段，从而强化团队

评估和使用证据的能力。

 • 展示证据并描述它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你为何对这些发现充满信心。

 • 监测数据将促成你进行重要的“过

程学习”——为什么及如何实施某

项措施以及它如何影响变革——因

此一定要将这一点包含在设计中，

并找机会思考所浮现出的变化。

 • 让所有团队成员参与到监测和评价

的设计中，这样他们就能理解并支

持这个过程；同时，他们也理解了

监测和评价的设计将能够在项目结

束时，回答什么问题。鼓励团队成

员提问，将相关问题融入监测和评

价的设计和数据之中，提高他们对

监测和评价的认可度，并确保那些

与项目利益攸关方相关的问题，将

在获得高质量数据后得到回答。

 • 散播监测和评价数据，向项目团队

展示他们的工作如何有助于暴力侵

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项目的

更广泛的学习。

 •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作为详尽缜密

监测和评价的一部分，让所有工作

人员和利益攸关方定期思考和记录

所获得的经验。

 • 实施方案可能需要根据新出现的监

测和评价数据和发现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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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18：转变需要时间，且很难衡量，
尤其是对于小型试点项目。

初级预防干预旨在实现的转变是微妙
的，很难用简单、可信赖的“自我报告量表”
进行衡量，如信守性别平等理念的男性比
例（GEMS）等，而存在偏差的定性研究
则可能影响数据。P4P 采用了在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童行为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相同现
有措施，其中包括在 P4P 与 UN MCS 的
工作的第一阶段所使用的许多方法。37 这
些措施在暴力预防方面被认为是严格的，
它们产生的数据可与其他研究相媲美。然
而，以我个人与其他人的交流来看，即使
是该领域的领军研究人员也会承认，这些
措施并非完美。38

此外，其中的许多工具是以其他语言
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开发的。他们极力想要
衡量的概念是复杂的，将之翻译成另一种
语言并不容易。根据文化背景进行适当修
改也是必要的，然而，这需要深入的研究
以及当地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在小型试点中，严谨研究实验所要求
的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如试验性或准实验
性设计、随机对照试验，或中断时间序列
设计。39 同样，想要拥有足够大的样本和
对照组来开展最佳的统计分析和解释，也
是不可行的。样本太小意味着，检测到虽
然微小但意义重大的变化的机会变小了。
没有“对照组”，则检测到的变化不能完
全归因于干预措施。

因此，鉴于初级预防干预所寻求的是
那种深刻的变革影响，采取长期的后续措
施将是有用的，以了解最初的变化和影响
是否持续，或者它们是否随时间退役而加
深或消退。

37 Fulu, E., Warner, X., Miedema, S., Jewkes, R., Roselli, T. & Lang, J. 2013. Why do some men 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ow can we prevent 
it?  Quantitative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multi-country study on men and viol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曼谷：开发署，人口基金，妇女
署和志愿组织。可从 http://www.partners4prevention.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p4p-report.pdf 获取 

38 Jewkes, R., Flood, M. and Lang, J., 2015. From work with men and boys to changes of social norms and reduction of inequities in gender 
relations: a conceptual shift in 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The Lancet, 385(9977), pp.1580-1589.

39 Raising Voices No2 Learning from Practice Series. Growing as an activist organisation through evaluation research. http://raisingvoices.org/wp-
content/uploads/2015/09/LP2. EvalResearch. FINAL_.redesign.dec2015.pdf

经验 #19：道德委员会和机构审查委员会

的批准是必要的，但在各国与这些机构打

交道是有挑战性的。

P4P 寻求将官方机构的正式道德审查

和批准作为一个良好做法，但大多数团队

都不熟悉这个流程，不熟悉其所需花费的

时间和资源。然而，由于 P4P 注重为各国

和该地区产生和传播严谨的证据，并将之

贡献给全球性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预防，因此，取得道德批准至关重要。

建议：

 • 研究人员应为关键成果持续强化具
文化敏感性的简单、严格措施，如
性别平等态度、做法和规范；暴力
态度和行为；良好关系指标；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沟通和冲突解决，以
改进不同环境下干预结果和影响的
记录。
 • 考虑监测和评价设计中的评估需
求，以最佳地满足项目需求及可用
资源和能力。
 • 把长期的后续监测和评价编入 
预算。

建议：

 • 在项目一开始就着手道德审批流

程，以便可以在设计阶段就能开发

监测和评价，进而可以保证项目的

按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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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其他项目，40 合作伙伴团队需
要持续的支持和技术指导，需要与 P4P 团
队保持定期联系，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进
行。在这类项目中，运营或管理决策可能
与基于证据的技术准则相抵触。例如：

 • 根据实际情况雇用一个可加以培养的协
调人，而非严格按照建议的标准进行招
募； 
 • 缩短干预会议的时间，或缩短整个干预
项目的时间；
 • 减少培训计划，或减少用于支持、指导
和监测的时间；以及 
 • 不为项目分配高级工作人员和资源。 

因此，管理层、运营团队和技术团队
应当密切合作，共同建立对项目各个方面
的理解，以便作出不会严重损害干预效果
或道德规范的决策。 

从根本上而言，管理人员和指导人员
将需要了解如何在初级预防方面够取得有
意义的成果。例如，仅靠知识获取并不能
推动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减少或预
防，因此考虑到这一领域与监测和评价有
关的挑战，需要确定其他目标。需要与技
术团队共同制定成果框架，以确保所有成
员了解他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40 Dartnall, E., & Jewkes, R. 著。 2013 年。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Best practice & research Clinical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27(1), 3-13

主题 5：运营学习

有趣的是，大多数团队和合作伙伴组
织最经常提出的最大挑战，是运营方面的。
相较于团队和机构通常遇到的项目，在使
用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复杂项目中，项目及
项目团队的管理和组织工作的作用变得非
常重要。就实施效率和成果而言最为成功
的项目是在以下情况下发生的 :

 • 所有合作伙伴机构和组织都十分重视高
级管理和技术团队，管理和技术负责人
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且相互提供支持。
 • 合作伙伴机构和组织认识到 P4P 的附加
值，将整个项目的共同所有权视为一个
整体，而非将自身和 / 或项目视为是单
独或额外的。
 • 工作人员的时间和资源一心一意用到项
目上，包括至少有一名全职工作人员负
责项目协调，在团队内各合作伙伴和各
小组之间进行联络。 
 • 主要工作人员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去了解
和实施基于证据的初级预防措施和严谨
的监测和评价，全力拥护项目。

经验 #20：在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响
应或认知提升项目中，借助严格监测和评
价促成各个社区发生社会规范变革的技
术、道德和运营需求各有不同。

如经验 1 中所讨论的，这一领域对于
大多数合作伙伴来说都是陌生的。因此，
P4P 通过将所有团队成员加入到学习活
动中，包括分享重要文章和阅读资料、
共同审查文件和报告、鼓励他们与其他
小组尤其是技术小组对话以及将先前研
究的收获和证据转换为行动，培养了持
续学习的文化。 

建议：

 • 通过鼓励好奇心、提出棘手问题以及
将监测和评价学习融入项目中，与所
有项目团队成员共同培育学习文化。 
 • 在能力开发发面持续投入时间和资
源，尤其是通过与在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初级预防方面具有经验和技
术专长的小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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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21：由多部门团队联合制定方案具

有挑战性，但这有利于制定出长期有效的

初级预防方案。

联合制定方案和多部门团队的优点是

可以将多个机构和组织的长处结合起来。

这也确保了在方案制定中采用跨越社会生

态模式的多部门方法。在项目所在地、国

家或地点建立的强大的多部门团队将有助

于方案的长期可持续性，有助于扩大方案

的范围。 

与多部门利益攸关方结成伙伴关系，

有助于能力建设，也能获得更多的拥护。

如果多个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则能力建

设就能扩大到更多的人和组织。此外，

将会有多个部门参与到初级预防工作中，

从而基于证据的初级预防项目将会收获

更多的拥护声音。在早期的初级预防项

目中，与政府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

此尤其重要。

然而，大型项目团队也存在挑战，因

为每个合作伙伴机构或组织都有自己的优

先事项、文化、制度、方法和管理方式。

因此，明确的程序和协定书，以及在价值

观和目标方面达成明确一致，对于有效协

调来说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个过

程中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以促进齐心协

力的有效协作。在实施过程中，培养包容

性、参与式的管理文化也将为社区和协调

人树立典范。让各级别工作人员能够没有

等级障碍地一起工作，也可能有助于能力

开发，有助于在未来顺利扩大项目范围。

在此，自项目启动起就让政府部门参与其

中尤为重要。 

P4P 发现，让高级别工作人员充分参

与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可以帮助联络高级

别合作伙伴，如国家政府、联合国伙伴机

构和社区领袖。在实地工作的试验阶段，

安排一名中至高级别工作人员专门从事这

一任务是有益的，以便能够在问题产生时

及时响应和记录，并将此经验用于规划未

来的工作。

建议：

 • 在项目一开始就建立多部门团队，

尤其要包括政府部门。

 • 为所有合作伙伴制定明确的管理和

实施协议书。对这些协定书进行

定期审查，以确保项目运作持续有

效，能够充分利用每个合作伙伴的

长处。

 • 要持续地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团队

建设，以确保团队始终能够齐心协

力地高效合作。

 • 要鼓励参与式、包容性的项目管理

方法，增加所有合作伙伴和团队成

员的自主权，强化他们的能力，同

时要遵从有效初级预防干预的核心

原则。为项目委任高级工作人员，

尤其是在试点阶段。

建议：

 • 管理和运营小组应与技术小组密切合
作，在所有规划和实施方面进行合作。

 • 与具有互补技能的组织和人员建立

富有成效的 合作伙伴关系，要尤

其注重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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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迄今为止所收集到的重要记录、反馈

和数据表明，对初级预防方案进行干预适

应、实施和评估的过程，对参与到 P4P 第
二阶段的各团队、协调人、志愿者和参与

者来说，在个人和专业上而言都是一次非

常深刻的经历。在开展暴力侵害妇女和女

童初级预防的地区，干预项目参与者收获

了重大好处和积极成果，能力建设方面也

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团队最初对工作的

长度和强度感到担忧，但所有试点项目都

证明了干预模型的可行性，这些项目都产

生了积极成果。

在项目初始阶段，捐助者、项目团队

和社区利益攸关方需要了解怎么做才能在

开展基于证据的初级预防项目时，合理地

规划和分配资源。我们希望这份文件将有

助于深入了解这些步骤。

所取得的经验以及相关建议大致归纳

在以下四个步骤中，以便团队开展或继续

开展初级预防项目：

主题 6：预算

经验 #22：初级预防项目需要耗费大量时

间和资源，因此要谨慎规划。

所有 P4P 团队都指出，采用严格监测

和评价的基于证据的初级预防项目比他们

预期的更加耗费时间和资源。在所有项目

中，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如额外的监

测、额外的培训、活动的延长或工作人员的

更替，这些都影响到本已十分紧张的预算。 

总的来说，资金较为匮乏，各项目团

队需要共同就寻找资源达成一致，而非彼

此竞争。对于这一难题，创新性解决方案

包括共同筹资、以货代款、资源共享等，

以最小化复杂管理流程的成本，并避免代

价高昂的设计和实施错误。充分利用志愿

者是一项成本效益高的策略。

通常，不会为良好的形成性开发工作

预留资金。形成性研究是在干预试点和评

价之前开展的。这样做，可以对特定文化

背景下的关键流程和概念以及影响项目实

施的各个方面（如可满足要求的识字率、

典型的社区日程安排等）进行初步、系统

的探索。了解具体风险因素在特定文化背

景中的体现方式非常有价值，建议在大型

初级预防项目的设计和规划阶段，就某些

干预过程与社区进行测试。这种形成性工

作应与初始阶段的情况分析相联系。

建议：

 • 与所有项目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合理

的筹资策略。

 • 谨慎管理资金；自规划阶段起就要

明确资金需求和义务。

 • 分配时间去寻找资源，包括监测和

跟踪额外的筹资机会，即便项目已

经开始进行。

 • 及早寻求高质量的技术指导，以尽

量减少潜在的代价高昂的错误；根

据先前的严格评估，基于证据的方

法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 在一开始就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形

成性研究或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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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持续的能力开发和

持续学习。

在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中，经常出现的

一个主题是能力差距，P4P 发现，与经验

丰富的技术专家合作以及通过视频通话、

实地考察和研讨会与他们保持定期联系对

这一工作至关重要。如果能与所有团队举

行大量的会议就最理想了，这样可以加深

关系、增进理解，并为每个国家的初步规

划提供指导。能力开发涉及多层次的学习，

因此可能有些话题、概念和做法将需要进

行再次讨论，尤其是当团队努力针对新的

文化背景进行修改和创新时。在 P4P，在

与不同的团队合作时，能够返回到一致的

理论模型和基于证据的项目建议，这是有

帮助的。 

2. 建立多部门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个人

和组织的转变过程，欣然接受基于证据的

初级预防项目的指导原则和核心要素。

初级预防项目是复杂的，需要持续地

拥护这些基于证据的模型。在一开始时就

建立强有力的多部门伙伴关系，从而可以

实现跨部门的分享和学习，进而增强方案

的制定工作。这种合作伙伴关系需要立足

于有效初级预防项目的指导原则和核心要

素，从而进行良好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发

挥创新性，进而取得积极影响。

3. 为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初级预防项

目贡献更多证据。

先了解什么是有效的，然后根据将予

实施干预的社区的背景对模型进行创新和

修改。但是，创新和修改不应有损有效初

级预防项目的核心要素。采用严格但可行

且用户友好的监测和评价策略记录所有活

动，以：(1) 阐释结果和影响；(2) 为持续

进行的筹资和扩张作出建议；(3) 为初级预

防项目贡献更多证据。定期就项目学习情

况进行反思并加以记录，也是一个宝贵的

做法。 

4. 妥善规划并分配足够的资源。

一个清晰、彻底但灵活的干预方案至

关重要。留出时间进行彻底的开发、修改、

培训和动员，以最大化成果和影响。

基于证据的初级预防干预项目可能起

效较慢、代价昂贵且不易实现，但但值得

注意的是，它拥有可行且有效的模型，可

以减少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改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别平等环境，提

高社区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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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暴力预防方案： 符合有效性的最高
科学标准（经科学证实的），如已发表的评
估中所证明的；能够起到持续、有力的预防
或威慑效应，或者能够减少问题行为，减少
与问题行为相关的危险因素；或增强与问题
行为相关的保护因素，且已运用到其他社区
或环境中。41

我们发现，在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方面，与多个利益攸关方打交道的多要素
干预项目往往比单要素干预项目更为有效。
已存在经证实的有效方案，如小额信贷和关
于性别平等的转变方法；血缘关系层面的干
预、借助社区外展活动进行群体教育，以及
社区动员。42

循证：得自客观、科学研究或以之为依据。 

忠实度：在基于证据的临床实践的实施中，
遵循基本要素的程度。忠实度较高的项目，
将能更加有效地实现想要的结果。

中断时间序列设计：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序
列，其中处理 /干预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点，
时间序列因干预的引入而被拆开。如果处
理存在因果影响，那么干预后系列将具有
不一样的水平或坡度。43

干预：所采用的评估和规划的系统过程，
以补救或预防社会、教育或发展问题。

初级预防：通过解决和转变造成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童行为（VAWG）的有害社会规
范、做法和不平等现象，制止暴力发生的
任何努力。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论
模型驱动的，而理论模型则是基于有关暴
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及其因果和危险因
素的大规模人口调查所得来的可靠数据产
生的。 

有希望的暴力预防方案：符合有效性的科
学标准，但不能满足有效方案的全部严格
标准。44。对于初级暴力预防方案来说，育
儿方案属于这一类。45

附录 1：  
词汇表

41 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entre, Promising and Model Crime Prevention Programs.(2008)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cs/pblctns/ 
prmsng-mdl-vlm1/index-en.aspx#toc_1a 

42 What work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evidence reviews Paper 2: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September 2015; Youth Violence: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https://www.ncbi.
nlm.nih.gov/books/NBK44295/ 

43 Abbreviated Interrupted Time-Series –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https://www.ipr.northwestern.edu/workshops/past...design.../QE2010-
Day3ppt.pdf

44 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entre, Promising and Model Crime Prevention Programs.(2008)
45 What work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evidence reviews Paper 2: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September 2015; Youth Violence: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https://www.ncbi.
nlm.nih.gov/books/NBK4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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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VAWG）：一
个广泛的涵盖性术语，被联合国界定为“任
何基于性别的能够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身
体、性或精神伤害或痛苦的暴力行为，包
括威胁使用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
由，无论是发生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生活
中”。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1993 年，第 1 条）中列举了许多形式的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如亲密伴侣暴
力、非伴侣性暴力、人口贩卖，以及切割
女性生殖器等有害习俗。 

随机对照试验（RCT）：一种研究，
其中许多类似的人被随机分配到 2 个（或
更多）小组，以测试特定药物、治疗或其
他干预措施。其中一组（实验组）进行正
常干预，另一组（比较或对照组）则进行
替代干预、假干预（安慰剂）或根本不进
行干预。对这些小组进行后续观察，以评
估实验干预的有效性。在特定时间测量结
果，并对各组之间的反应差异进行统计上
的评估。这种方法也用于减少偏差。

理论模型：解释特定问题的原因、风
险因素和 / 或保护因素的图表。一个由理
论模型构建的变革理论，是一个关于如何
解决原因和风险（以及加强积极的保护因
素）的地图，以得到解决方案或更为理想
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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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其他有效的区域初级预防方案的实例

标题 研究详情 干预概要 研究详情 干预概要

ICDDR, B 
的“安全健

康成长”

（SAFE）
项目

在达卡 19 个贫民

窟实施了 20 个月

的干预方案，包括

三个子项目：A、
男女均可；B、仅

限女性；C、没有

小组会议。

安全健康成长项目所传达的预

防信息侧重于身体的完整性、

亲密伴侣的决策、选择及同意。

该项目通过贫民窟附近的一站

式服务中心，提供一整套的技

能和服务。它的目的是通过贯

彻落实 2010 年《家庭暴力（预

防和保护）法》，来提升参与

者获得可用补救办法及相关转

介的能力。

10-29 岁的女

性、18-35 岁
的男性及社区

成员。

15-19 岁群体遭受亲密伴侣身体

暴力行为的数量减少了 10%。

通过交互式小组会议，提高了达

卡贫民窟对性别、健康、权利、

暴力侵害女性行为和法律规定等

的认识；通过支持小组和志愿者

动员社区；以及提供卫生和法律

服务。

Verma 等
人著，2008
年 
Yaari Dosti

在 2006-2007 年，

在孟买的城市贫民

窟和戈勒克布尔的

农村分别进行了 3 
组准实验性设计。 

第一组的个体接受了生活方式

社会营销活动和小组教育会议

（生活方式营销活动加上群体

教育活动）。第二组的个体只

接受了小组教育会议。第三组

是对照组

年龄在 16-29 
岁的青年男子，

既有未婚也有

已婚的（孟

买）；以及年

龄在 15-24 岁
的年轻男子（戈

勒克布尔）

在过去 3 个月中，孟买和戈勒

克布尔干预小组的年轻男子所汇

报的伴侣身体或性暴力行为的数

量，分别是对照组的五分之一和

二分之一。在两个对照组中，伴

侣虐待的程度上升。

Das 等著。

2012 
 Parivartan

孟买的准实验设

计，每个环境包括 
2 组：干预组和比

较组。 

让教练员和运动员参与培养性

别平等概念： 
年轻男性运动

员（年龄在 10-
16 岁），社区

和学校环境分

别为指导员和

教练员

对这些干预项目的评估表明，年

青男性对性别平等概念和使用暴

力的态度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

没有导致重大的行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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