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 
经常会被问及的问题 

 
概述 
特奥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究竟是什么？ 

特奥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是这样一个文件，它确定了 2011-2015 五年计划的目标，战略计

划高层次的行动，以及对特奥作为一个全球运动成功的总的陈述。 
 
为什么要制定一个战略计划？ 

特奥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的力量有赖于我们对于一系列共同的目标所作的共同的承诺，以及

我们是否有能力的一种前后一贯和清楚表述的方式将这些共同目标传讯给整个特奥运动和所有的

社群。要在 17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个成员组织中把共同的目标和信息统一协调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情。战略计划就是设计成这样一个能帮助特奥运动来应对这项挑战的工具。 
 
计划为谁而作？ 

简单地说，是为我们大家，2011-2015 年战略计划是由各成员组织的领导人。工作人员以及

全球各地的志愿者和运动员设计，将其当作全球运动的单一的指导文件和参考依据。这是一个特

奥运动统一的计划，并非国际特奥会的计划。我们为此计划出力的每个人都真诚地希望这个全特

奥运动的战略计划会有助于各地区办公室，特奥各成员组织，甚至地方性的特奥俱乐部，在今后

的五年时期内都能编制各自的年度运作计划，预算及开展各项活动。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中有五个支柱。这五个支柱中的每一个是否都同等重要，同等地优先考虑

呢？ 
这里没有哪个支柱优先的问题，目前这个战略框架包括五个支柱（推进优质体育运动和竞

赛，社群建设，支柱者与资金的结合，发展特奥引领方向，建立可持续能力），严格地说是一个

组织框架，将在今后五年中帮助特奥运动整体地设想我们应集中关注的几个重要方面。   
 
计划的过程 
是什么促使我们去制定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的？ 

2009 年中，特奥会走到了一个关头。过去十年中特奥运动有了大发展。目前在 170 个国家中

我们的运动员人数已增加到了 350 万人，特奥运动 2006-2010 年战略计划已经为特奥的新战略努

力铺就了一条道路，它要求能反映这个全球性组织进一步扩大的复杂性和今后的覆盖程度，有鉴

于以上考虑？2011-2015 年战略计划的过程就在 2009 年 7 月份开始了。当时就有了一系列“焦

点”人群的讨论组，人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地区咨询委员会和成员组织领导者。2009 年下半年



进行了综合性的使命有效性调查，获得了作为战略评估的充裕的事实依据的基础，并突出了今后

五年中我们必须应对的若干个挑战。 
 
谁参加了这个规划过程？ 

2011-2015 年战略规划过程是集中在特奥会总部设计的；而战略计划的内容主要是由全球各

地的特奥领导者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所产生。近 2000 名成员组织的代表共同完成了使命有效性调

查，数百位成员组织主任，秘书长，首席执行官和理事会理事们参加了“焦点”人群讨论组。为

了帮助特奥完成这个计划过程，我们成立了一个战略计划领导委员会，邀约了大约 20 位成员组织

领导者、特奥工作人员和外部的合作者，他们定期地传讯，进行实时的修正和反馈。处在内容发

展的前沿的是五个战略计划工作组，他们自 2010 年 1 月至 9 月间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引领工作和

经常性参与工作。每个工作组都包括 5-7 位成员组织的代表，其中有特奥运动员，为五个战略支

柱其中的一个负责制定出目标及行动。这五个支柱构成了目前我们战略计划的脊柱。特别要提出

的是：代表我们七个地区的关键有关人员的 600 多名代表在 2010 年 6 月摩洛哥召开的 2010 年特

奥全球代表大会上积极地对这个战略计划作了评论和反馈意见。此外我们还征询了地区咨询委员

会和国际顾问委员会，以及地区及国际的特奥运动领袖们的反馈。 
 
规划过程中有哪些主要的里程碑？ 

• 2009 年仲夏：规划过程正式起动 
• 2009 年 8 月：成立战略计划领导委员会 
• 2009 年秋：战略计划“焦点”讨论组同地区咨询委员会和特奥运动领袖，实施并分析使

命有效性调查的结果 
• 2010 年 1 月：成立五个支柱工作组 
• 2010 年 2 月：公布战略计划第 1.0 版，该版集中了五个工作组建议的首次合并意见 
• 2010 年 5 月：公布 2.0 版计划，该版是初次尝试做成一个完整规模的计划文件，作为

2010 年全球代表会上讨论的依据 
• 2010 年 6 月：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全球代表大会，这个大论坛上 120 多个成员组织的 600

多位特奥运动领袖们有机会就此战略计划进行积极的讨论并提出意见。 
• 2010 年 8 月：公布修订过的 3.0 版计划——包括业务事例和特奥总部，地区办公室和各成

员组织的职责分工。 
• 2010 年 10 月：国际特奥理事会常务委员会表达了对战略计划及对主要战略拓展项目注资

的五年实施措施的支持。 
• 2010 年 11 月：国际特奥理事会正式批准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 
• 2010 年 12 月：2011-2015 年战略计划最终版出版 

 
主要的优先性和排序决定是怎样作出的？ 

在整个规划过程中，各工作组和计划领导委员会一直强调整体全面处理的重要性、并必须让

所有五个支柱都有所进展。为平衡地处理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的核心，我们在支柱层面上故意

地不做优先性的决定。但是在财务，讯息及结构方面由于存在客观的制约，要立即启动全部的战

略拓展项目，并以同等的力度在五年内努力达到全部目标——是不明智的。所以，在摩洛哥全球



代表大会之后，特奥工作人员及工作组的成员就努力弄清了全部战略拓展项目及主要行动背后所

存在的财务及组织工作的需求。特奥的管理者以这方面所得到的大量工作结果为依据，终于能同

国际特奥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分享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图中为每个战略拓展项目列出所建议的资源

分配额，主要的行动，以及在各个方面应当在多年时间内采用的行动方法。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

方法使我们能对全部五个支柱都划拨出相当的资源，并维持一个平衡的处理。同时我们犹能在十

分现实的财务及组织框框限制下实施这项计划。您若想获得有关优先性和排序方面更多的资讯，

请参阅战略计划中的“战略选择及财务总结”一章。 
 
是谁批准了这个计划？ 

国际特奥会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是通过国际特奥理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的一项决议而

整体地获得批准的。整体通过包括了战略评估，五个支柱战略框架，战略拓展项目，目标，高层

次的行动，以及在特奥运动各个层级间所建议的职责分工。 
 
计划的实施 
   
作为一个运动，我们应当如何来测评我们的成功？对 2015 年我们成功到什么地步是否有一套具体

的标尺来测定，还是有一个愿景声明？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从设计上并没有给出一个对一切领域都提及的单独的愿景声明。然而

计划试图给出一个有关我们对特奥运动员体验的共同理解的确定的立场，计划还建议五个支柱领

域的愿景声明以及所有战略拓展项目前瞻性的描述。2010 年全球代表大会上以及我们计划过程中

大家所表达的共同信念是：对战略计划中全部支柱和全部战略拓展项目的成就都应当定出明晰并

可测量的指标。综合起来，支柱分别的最高目标可归并为一张战略计分卡，每年两次同理事会分

享。在整个运动中特奥会依靠年度统计及有关的过程来收集情资，并比照全球战略计划中的目标

进行监测进展情况。若要获知更多详情，请参阅战略计划中“对实施的支持”一章。 
 
全特奥运动的战略计划如何同我所在的国家/省或地方的特奥成员组织联系起来？ 

如果您正在为您的成员组织制订或即将完成制订一年期的运作计划，或多年期的战略计划，

我们鼓励您的团队对全运动性的战略计划过程当中涌现出来的题目进行商讨，辩论并采纳通过。

特奥地区办公室已经开始同个别的特奥成员组织合作，提供补充性的支持，指导和材料，以便将

全球性的战略题目转变成某个具体成员组织的计划，此项工作将在 2011 年中继续进行并予以加

强，以便促进全世界的各成员组织都来参与，确保全球战略计划所发展的题目都能列入并转化到

某个具体的成员组织的计划努力中去。如果您在为某个地方性的特奥俱乐部或团组在做计划，请

同您所在的国家/省级成员组织的代表合作，以确保全球战略计划所建议的优先工作及行动能在您

的地方层面上得到反映。 
 
战略计划为特奥各成员组织还规定有怎样的其他期许？ 

全特奥运动的战略计划制订时有明确的认识——全世界的特奥成员组织都具有独特的目标和

特性，所处工作的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极为不同。因此，2011-2015 年战略计划设计为

一个全球协调点，一个共同的标杆，一套共同的抱负，而并不是一项指令。特奥鼓励全球各成员



组织拥抱战略计划中所列的题目，抱负和目标。只有一部分成员组织目前已具备条件能在今后五

年内符合全部计划指标的要求。我们希望今后五年中各地的成员组织能在全部五个支柱和多个战

略拓展项目有所进展。我们希望各成员组织首先能利用本战略计划来指导他们本组织的计划，运

作预算和实施中的项目。每个战略拓展项目都比较详细地列出了一个建议性的职责分工，指明了

国际特奥总部，地区办公室和成员组织分别应当作出的贡献。成员组织应依据每个拓展项目中的

建议进行审议并在各个领域拓展项目中尽多地作出合作性的努力。必须考虑：战略计划中的所有

目标和行动都是根据成员组织，领袖们的意见所制订的，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当今领导者的期待和

评断。几乎没有哪个成员组织能达到全部目标，而我们同心协力必定会使我们达到特奥运动的一

切目标。 
 
我们拥有哪些可用的工具来推广和传讯我们的战略计划？ 

我们知道在战略计划（2011-2015 年）的生命期内，特奥领导人和有关的人员的兴趣程度和

传讯需要都是不同的。当完整的战略计划继续作为全部目标以及所建议的行动和角色的最佳参考

点的时候，特奥会将在 2011 年内积极地开发多个传讯工具，用以在全球运动内部，以及同外部支

持者，捐款人和朋友们之间促进共同信息的分享。我们会继续改善我们同计划有关的信息，短评

和其它传讯工具。战略计划传讯工具包将于 2011 年上半年内完成刊出。特奥成员组织目前随时可

以使用的传讯工具有 下列各项： 
• 一页纸长的计划总结：这是一张一页纸长的表格，其中收括了战略计划的主要方面，供作

快速参考。 
• 成员组织指导文件：这是一个为特奥成员组织工作人员和理事会使用的引领性导则，有利

于理解和制订地方性的计划。 
• 经常会被问及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一系列有关这个计划和如何理解这个文件方面人们常常

会问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及解答都汇集于此文。 
 
今后的步骤 
现在计划过程是否已经终结？ 

我们的战略计划是一个“鲜活并能呼吸”的文件，实际上这就是说：我们同国际特奥理事会

作定期性的过程审议时有可能对我们的目标、战略拓展项目和所建议的行动会作出调整和修改，

为应对个别拓展项目的成功与否，全球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计划目标有可能作上下调整，战

略计划最终版的公布表示我们 2011-2015 年正式计划编制过程的结束。特奥会将赶在 2015 年全球

代表大会之前发动全方位的 2016-2020 年战略计划过程和相应的“焦点组”及有关人员的讨论。

从 2011 年开始至 2015 年期间在实施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方面不断地同各成员组织，特奥理事

会和其他主要相关者传讯我们共同的进展情况。 
 
我个人怎样才能支持 2011-2015 年战略目标的达标？ 

当我们大家都为全球特奥运动的各个方面出力时，我们个人只能在这个全球性组织的某一个

层面上的工作起点作用。然而为到 2015 年时获得共同的成功，我们大家有多种办法来积极努力： 
o 阅读并批判性地评审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注意重点集中于当前情况评估，各个

支柱的愿景声明以及五年目标。 



o 邀约您所在的成员组织内的同伴和其他成员组织中的朋友来一起讨论战略计划。大

家一起就目前计划中的问题提问和处理。我们这个地方进行哪几个战略拓展项目影

响最大？从特奥运动的其他层面上我们需要他们给予怎样的支持？我们每年应当做

成些什么才能保证 2015 年的进步？ 
o 为帮助大家一起来测量战略目标的进展情况，请出力收集数据，例如通过特奥年度

统计，健康运动员健康筛选后的数据收集，运动会管理系统的修改情况。 
o 同您所在的特奥成员组织办公室，地区顾问委员会或地区办公室联系，去索要战略

的修改情况，提出问题，获得解释。 
o  举办您自己倡导的战略计划实施修改讨论会。 

 
如果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我应该找谁去问？ 

更为详细的情况可在最终版战略计划中找到。有问题可以寄到您所在的特奥成员组织办公

室，地区办公室或地区顾问委员会查询。若您仍然有未获解答的问题，请发送到  
strategicplanning@specialolympics.org  

mailto:strategicplanning@specialolymp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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