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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要 

研究类型 基线调研、中期评估、末线评估 

项目名称 建设中国城镇学校的韧性 

项目开始及结束时间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项目时长 五年 

项目地区 中国的 5 个区县（具体地点待定） 

主题 减轻灾害风险 

捐助方 C&A 基金会 

预计项目受益人 直接受益人：500 所学校，20 万名学生，5 千名教师，10

万个家庭 

项目总目标 以四川省为重点，提升中国城镇学校和家庭针对自然灾害

和日常危险的减防灾能力与抗灾韧性。 

项目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 1：加强国家级专家组、地区教育当局和学校的

能力，使学校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风险、建设韧性。 

具体目标 2：提升个人和家庭的能力，使其能够应对风

险、建设韧性。 

具体目标 3：将以儿童为中心，性别敏感和全纳的视角纳

入国家和地方各级的现有灾害管理与学校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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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救助儿童会从 2018 年 7 月 1 日开始，以四川省为重点，以提升中国城镇学校和家庭针对

自然灾害和日常危险的减防灾能力与抗灾韧性为总体目标，在全国多地区开展城镇学校韧性建

设项目。为本期项目执行提供依据、评估项目干预效果、及时改进项目活动，并为未来的项目

提供意见和建议，救助儿童会特邀请第三方研究团队以 2019-2023 为研究周期，开展基线调

研、中期评估和末线评估，综合评估和分析中国城镇学校韧性建设项目的干预效果。 

救助儿童会希望通过三次调研了解的问题包括但不仅限于：地方教育当局、学校等教育系

统的减灾与抗灾能力（学校灾害管理能力）的改变，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减灾与抗灾能力的改变，

项目干预的方法和工具的有效性，整体项目的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可持续性、可扩展性等。 

 

2. 项目背景 

儿童作为脆弱性群体，受灾害影响严重。灾害威胁着全世界数百万儿童的生命及其权利和

需求的实现。在世界范围内，70％的学生就读的学校位于高地震风险区域，还有数亿儿童定期

遭受洪水、滑坡、极端大风、火灾等危险。这些儿童在学校度过的时间超过他们睡觉之外时间

的 50％，然而这些学校设施的建造和维护往往都无法保证其抵御灾害的能力。
1
灾害影响深

远，对实体基础建筑和社区福祉的破坏都是巨大的。由于灾后可能会出现学校建筑损坏、教职

工被转移安置、日常教学中断等情况，灾害对于儿童的影响尤其显著。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享有生存权，受保护权，获得清洁饮水、卫

生设施、食物的权利，以及享受健康和教育的权利。无论何时，这些权利均应受到保

护，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应如此——紧急情况可能妨碍儿童获得教育和健康等基本

服务。紧急情况发生之前，在提高教职工和学生的安全意识、让他们理解灾害风险并

能够应对风险方面，学校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此外，加强灾害和安全教育也有助于显

著提升家庭和社区在抗灾韧性方面的能力。最近一些将国家教育水平与死亡风险相比

较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展现的因灾死亡率越低，尤其是女性和女童的死

亡率。2 

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减防灾的重要性并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框架和倡议，包括：兵库

框架、仙台框架、全球安全学校倡议，并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和开展相关项目提升国家、地方和

公众的减灾备灾能力。自 2002年以来，政府也通过推行各种法规政策和项目一直在努力促进

学校安全并强调减灾和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2002），

《教育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2005），《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2006），《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2008），《中小学岗位安全工作指导手册》

（2013），《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2014），《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技术

规程（试行）》（2016）。2009年至 2011 年，政府实施了为期 3年的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针对各种自然致灾因子搬迁、重建和加固学校建筑。此外，2017 年国务院又针对学校的

                                                

 
1 Guidance Notes on Safer School Construction: Global Facility for DRR 
2 UNISDR (2015). Making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The Future of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eneva,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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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出台了政策指导，计划建立学校风险防控系统。这些工作都表现了政府对学校减灾和

韧性建设的重视和决心。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在减灾和韧性建设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但中国仍面临着许多

挑战。就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而言，中国所遭受的年均经济损失是最高的。
3
2015年到

2017年，有 5.16亿人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2079 万人被迫搬迁，3,132 人丧生。
4
自

然灾害并不会频繁发生，却影响着广阔的地区和大量的人口。地震发生后，受灾地区

也可能发生余震、道路堵塞、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5人口迅速增长、外来务工人

员大量涌入人口密集地区，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风险。随着城镇地区人口日

益密集，而基础设施和应急系统却无法跟上人口增长，人类生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在逐

渐增加。针对自然灾害做准备是全面的学校安全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然而自然灾害并

不是儿童面临的唯一风险。其他紧急情况也可能损害儿童的福祉，甚至可能危及他们

的生命。在中国，造成儿童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为：社会交通与治安、学校与家庭监

管不足（事故和伤害）
6
、安全意识淡薄和自然灾害。在中国仅 2016 年，便有 40,800

名儿童因自然灾害或事故而死亡，这意味着每小时有 4.6 名儿童因自然灾害和事故而

死亡。7 

 

 

3. 调研范畴 

调研目的： 

通过评估和分析项目设计、干预方法、执行情况、目标实现情况，以及评估和分析相关

性、有效性、效率、可持续性、可扩展性等内容，为本期项目执行提供依据、评估项目干预效

果、及时改进项目活动，并为未来的项目提供意见和建议。 

调研内容： 

- 制定研究方案：按照项目研究招募书及本详细说明，制定一套详细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案

应体现项目期间三个阶段的研究（基线调研、中期评估和末线评估），并至少应包括各阶

段的以下内容：调研目标、调研的主要内容与指标体系、调研方法与工具、调研样本选

择、调研团队规模、调研预算。 

- 实施实地调研：按照研究方案进行实地调研。调研时间：基线为 2019年下半年；中期预计

为 2021年上半年；末线预计为 2022年下半年。 

                                                

 
3 UNISDR (2015). Making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The Future of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eneva,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P.72. 
4 Chines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2018. Natural Disaster Statistics.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

02/01/c_136942516.htm [Accessed 2 April 2018]. 

5 UNISDR (2015). Making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The Future of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eneva,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P.65. 

6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5.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Safet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7 Chines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6. Statistical Monitoring Report of China Child Development Outline (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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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信息与数据分析、报告撰写：调研团队负责汇总、分析收集到的调研信息与数据，并

撰写英文调研报告、中文概要说明。调研报告应包括：摘要、调研过程与方法、调研结

果、主要结论和建议、相关附件--包括调研日程安排、调研工具（如访谈提纲、问卷内

容）等。 

- 调研反馈：按照救助儿童会的需求向项目主要负责人及项目执行组代表，在每次调研结束

后，及时反馈调研的发现和建议。 

研究对象： 

- 项目收益人，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学校教师、学生、项目区政府部门负责人、倡导活动覆

盖家庭等； 

- 项目学校及项目区； 

- 项目合作伙伴； 

- 项目执行团队。 

研究运用： 

- 基线调研将为项目执行提供依据和建议 

- 中期评估将为项目后期的执行提供改进建议 

- 末线评估将为未来的项目设计与执行提供提升的意见和建议。 

 

 

4. 主要调研问题 

研究团队需根据项目建议书等项目资料，设计调研问题，主要调研问题举例如下： 

 

基线调研： 

- 项目影响的基线分析：当下地方教育当局、学校等教育系统的减灾与抗灾能力（学校灾害

管理能力）如何？ 当下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减灾与抗灾能力如何？ 

 

中期评估： 

- 项目的相关性如何？ 

- 项目的主要干预方法与工具是否有效？ 

- 项目的具体成果是否实现？总目标的实现情况如何？ 

- 项目的效率如何？进展情况如何？ 

- 全纳考量：项目的设计和执行是否考虑到不同性别的不同需求，是否考虑到有特殊需求人

士的需求？ 

- 儿童权利与儿童安全：项目设计与执行，是否确保其过程中儿童是安全的？是否确保不给

儿童带去伤害？ 

- 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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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影响：项目已经覆盖多少人数与区域？地方教育当局、学校等教育系统的减灾与抗

灾能力（学校灾害管理能力）有怎样的改变？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减灾与抗灾能力有怎样的

改变？ 

- 项目的影响：是否在接下来两年中，有潜在的更大范围的影响？ 

- 对接下来两年的项目执行，有什么改进建议？ 

 

末线评估： 

- 项目的相关性如何？ 

- 项目的主要干预方法与工具是否有效？ 

- 项目的具体成果是否实现？总目标的实现情况如何？ 

- 项目的效率如何？进展情况如何？ 

- 全纳考量：项目的设计和执行是否考虑到不同性别的不同需求，是否考虑到有特殊需求人

士的需求？ 

- 儿童权利与儿童安全：项目设计与执行，是否确保其过程中儿童是安全的？是否确保不给

儿童带去伤害？ 

- 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 项目的影响：项目已经覆盖多少人数与区域？地方教育当局、学校等教育系统的减灾与抗

灾能力（学校灾害管理能力）有怎样的改变？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减灾与抗灾能力有怎样的

改变？ 

- 项目的影响：是否在未来的项目中，有潜在的更大范围的影响？ 

- 对未来的救助儿童会的项目设计和执行，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5. 研究方法 

调研团队需根据项目建议书、项目区实际情况等设计研究方法。调研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实

地调研、项目资料书面审查等，数据收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访谈、问卷、现有数据整合等，数

据分析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 

调研方法的设计中，数据收集和分析必须考虑一些关键因素，举例如下： 

- 必须考虑不同性别分类，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均应按照不同性别分类进行； 

- 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在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中，考虑其他分类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年

龄、地点、民族、脆弱性状况等。 

此外，研究方法应考虑与儿童受益者进行磋商，并体现以下关键因素： 

 - 必须考虑儿童参与研究的安全问题和研究道德因素 

 - 采取适合儿童年龄和性别的数据收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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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研产出 

（1）. 制定三次调研的研究方案：至少包括调研目标、调研的主要内容与指标体系、调研方

法与工具、调研样本选择、调研团队规模、调研预算； 

（2）. 调研工具、数据、问卷、数据库、访谈记录等整理成电子文档； 

（3）. 完成项目基线、中期和末线的英文调研报告及中文概要说明； 

（4）. 与项目团队讨论调研后的建议，包括：如何更好地实施项目、如何提升项目和工具的

质量、如何更好地设计新项目等。 

（5）. 调研时间：基线为 2019 年下半年；中期预计为 2021 年上半年；末线预计为 2022 年

下半年至 2023 年上半年。 

 

请注意，调研报告版权属于救助儿童会，未经事先授权，不得发布。我们鼓励调研团队将研究

结果用于宣传、会议、期刊提交，但是调研团队需要事先同救助儿童会协商，必须强调原始数

据，分析和报告属于救助儿童会。如果该报告及其数据在外部使用，必须得到救助儿童会的许

可，引用方式要适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