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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化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解决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并认

为只有实时、开放和流通的数据才能实现协同效应。同时，大数据

解决大量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隐私、责任、数据垄断等诸多方

面的巨大风险，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耿源女士对大数据在未来

的使用寄予厚望，大数据是一种资源和工具，能够赋予我们前所未

有的能力，应用崭新的方法与手段帮助公益组织实现目标。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秘书长耿源

斯坦福PACS数据影响力全球工作坊

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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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3日，爱佑慈善基金会携手斯坦福大学慈善与公民社会

研究中心(Stanford PACS)，共同探讨公益组织如何使用数据及保

障数据安全这一议题，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上百家公益

机构的120位公益小伙伴参加了此次“数据影响力全球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作为斯坦福PACS中心2017年全球巡回的系列工作坊之一

，将大数据领域的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以及公益组织领导人齐

聚一堂，探索公益组织的大数据应用与安全。

嘉宾阵容

Kim Meredith 斯坦福PACS中心执行主任

Lucy Bernholz 斯坦福PACS中心资深学者及DCSL研究室主任

耿源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秘书长

陶泽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

斯坦福PACS数据影响力全球工作坊启动

北京大学 斯坦福 数据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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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场的主题演讲中，耿源女士介绍了爱佑十余年来数据化之路，特别是近两年在数据平台建设上取得的成

果，同时也分享了公益创投伙伴的数据业务创新。Kim Meredith女士在主题演讲中，着重介绍了公益领域

数据责任与安全，以及大数据将为公益组织带来哪些改变。

斯坦福PACS中心资深学者及DCSL研究室主任Lucy Bernholz以及Uptake基金会的Andrew Means分别带

领半数参会小伙伴进行有关公益组织的数据资料责任和数据安全策略挑战的议题。在有关公益组织的数据资

料责任的分组讨论中，Lucy Bernholz通过互动的方式引导大家找出自己组织拥有的数据资源。

在有关策略挑战的讨论中，Andrew Means带领大家探讨组织如何通过大数据资料的使用达到组织理念。

本次工作坊通过主题演讲与分组讨论的形式，让公益人和专家们充分分享想法，并有机会得以学习世界范围

内大数据应用的最佳实践典范，从而帮助全球的相关组织构思如何更好的运用数据创造更大影响力。

斯坦福PACS数据影响力全球工作坊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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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周紧张而充实的培训，“爱佑孤独症机构管理强化培训项目”在湖南、广西、天津陆续落下帷幕。

三地省残联康复中心机构管理人员、40家各定点机构数十名管理者及一线孤独症康复主管共近150余人接受

了此次培训，并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了高级证书。

40家孤独症机构强化培训，爱佑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据了解，“爱佑孤独症机构管理强化培训项目”是在三地省、市残联的大力支持下，三家省级残联康复中心

与爱佑慈善基金会合作举办。旨在整体提升孤独症康复机构管理水平，强化行业规范化管理，推进其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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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次课程专业化和规范化获得了来自一线教师、业界专

家、各级政府部门、机构负责人乃至家长的一致好评。对于提

升孤独症儿童康教科的管理水平、提升全行业孤独症康复定点

机构的康复服务水平起到了典范作用。爱佑和康培训项目的顺

利完成，开启了中国孤独症康复教育事业的规范化发展的新篇

章，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40家孤独症机构强化培训，爱佑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爱佑在广泛征求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出机构管理人员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制定出

培训方向。爱佑特邀了国际知名专家黄伟合教授、爱佑和康项目技术总监李丹教授，重点介绍了在国内外

孤独症界颇为权威的组织行为管理（OBM）的方法和工具。据悉，OBM的管理方法曾经在多个省市的有

关自闭症中心中得到了初步的实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本次通过对机构专业人员进行组织行为管理的方

法在自闭症机构中的应用及其有关量表工具的培训。学员们将学到如何根据OBM模式确立操作标准、员工

培训、定期检测和个别化反馈等，并借助上述方法和工具提高一线老师的操作水平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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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爱佑赋能社CEO培训再度开启。此次为期三天的培训将围绕为解决公益组织“筹款难”这一大痛点”

展开。本次培训邀请了来自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慈善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可持续性慈善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主任尚悦老师,系统讲解构建机构筹款的顶层设计思路和方法。来自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腾讯

新闻、阿里公益、蚂蚁金服以及灵析等机构的大咖们从生态、内容、数据、平台、公众筹款等多个维度为大

家全方位梳理募款所需注意的问题。来自公益行业的50余家公益组织负责人参与了此次培训。

聚焦公益组织筹款顶层设计|赋能社CEO培训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先生首先致开幕词，他表示：筹款是一个跨

领域、多部门、多层次的机构发展行为，从理事会、机构管理层、到每

一位员工，都应该参与进来，视为己任。作为机构的负责人必须站在筹

款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具备统筹性、发展性的“筹款思维”，为机构

建立整合机构资源、高效联动的募款机制，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协作的“

发展合作生态”。在这个生态下，从理事会、CEO到员工、伙伴、大众

，都能服务于机构使命，高效协作，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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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赋能社是爱佑公益创投业务矩阵下的公益人才能力建设项目。在转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推动公益

行业人才结构更加优化，促进NGO组织的跨越式发展，赋能社以搭建最专业的公益人蜕变平台为使命愿景

，通过专业的视角和方法论，用最优质的培训资源去匹配来自不同领域伙伴们的人才发展需求，助力公益人

才从优秀到卓越。CEO培训项目旨在帮助公益组织负责人突破思维窄门，拓宽视野，迭代自我，从领导人能

力的改变推动组织能力的改变，进而推动整个中国公益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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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爱佑首次发起“爱佑创新公益领袖奖”！本项目是爱佑继多维度资助项目之后，推出的又一支持公益

人才的举措。爱佑认为参与社会创新的优秀个体，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发展中国公益行业最坚实的基础。

“爱佑创新公益领袖奖”通过评选激励卓越公益创新者，搭建优秀人才、行业、学术界及商业等交流平台，

通过融合创新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创新发展。最重要的来了，本次资助金额为100万元！只为1个人！

爱佑100万寻找公益创新领袖！

参选资格

利用创新的方法、工具等，大规模解决（或有潜力

解决）社会问题。

• 主要工作在中国大陆完成。

• 非营利组织（不含资助型基金会）全职公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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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始是这样
在爱佑儿童救助项目矩阵里
又诞生了两个新成员
“儿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项目”和
“困境儿童救助项目”
然而
它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名字
很想很想
拥有像“童心”、“新生”一样动听的名字
.......

于是
爱佑举行了内部征名活动
汇聚大家的奇思妙想
经过初选、投票
终于
它们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爱佑晨星”、“爱佑安生”

你是晨见之星，我是安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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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晨星”——儿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项目

救助预后效果良好的各类儿童重大疾病，目前救助疾病包括出生缺陷类疾病、实

体肿瘤类及早产儿群体。通过帮助贫困患儿家庭度过最艰难的治疗阶段，挽回一

个个弱小的生命，为这些苦难的家庭重新燃起希望的烛火。

“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项目

以事实孤儿、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其他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

难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

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为救助对象。通过在困境儿童集中的基层/社区，搭

建困境儿童服务网络，探索建立困境儿童救助保护模式和机制，及时有效解决困

境儿童生存、教育、发展问题，进而推动儿童权益的保护。

你是晨见之星，我是安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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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 捐赠数据

2017年03月

爱佑捐赠收入简况（单位：RMB 元）

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治项目

审核通过：124人

治疗患儿：559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新入患儿：206人

养护完成：174人

爱佑和康：

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爱佑童心：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审核通过：797人

治疗患儿：471人

限定性捐赠 36,760,126.85

非限定性捐赠 594,716.55

善款总额: 37,354,843.40

（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1 2

3
4

序号 康复中心
截止上月
在训人数

历史累计
服务人数

1 北京中心 70 170

2 深圳中心 73 373

3 湖北中心 84 170

4 宁夏中心 84 113

5 湖南中心 119 281

6 安徽中心 141 234

合计 571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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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赋能社2017春季CEO培训开启 聚焦公益组织筹款顶层设计

“爱佑赋能社CEO培训项目”在北京启动

爱佑基金会100万寻找公益创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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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们系我

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网址：http://www.ayfoundation.org

微信公众号：aiyoufoundation 新浪微博：爱佑慈善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昆泰国际大厦24层2408室 电话：+86 (10) 50948839

http://www.ayfounda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