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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管理》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 非营利组织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课程号： 305030223
课程属性： 专业必修课

开课学期： 春

总学时：54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48 学时；实践教学：6学时）

学分：3

先修课程：政治学,管理学

面向对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管学院/行政管理系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内涵、属性和类型，熟悉非营利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理

论，了解国内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现存挑战及发展走向等基本知识；

2、掌握非营利组织治理、领导、决策、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

理、营销、评估等运作管理的基本概念、方式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在公共和第三部门

就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3、熟悉和了解我国社会组织内外部治理的现状、问题和改革对策，通过与实践教学相

结合，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 学时

知识单元 1：非营利组织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定义和属性。

2．类型划分。

3. 活动领域。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涵义、属性特征和类型划分。

2．熟悉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及其特点。

作业：

1. 什么是非营利组织？它具有哪些特点？

⒉ 试比较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组织、营利组织的不同点。

⒊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4.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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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组织本质的视角。

2．组织生成与发展的视角。

3．组织间关系的视角。

4．组织治理与运作的视角。

学习目标：

1. 熟悉公民社会和结社自由理论。

2. 掌握政府失灵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第三方管理理论、志愿失灵理论。

3. 了解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企业间关系的相关理论。

4. 熟悉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

作业：

1. 试述公民社会和自由结社的基本内涵。

2. 请分别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角度解释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3. 联系实际说明我国志愿失灵的具体表现。

4. 请运用组织间关系及资源依赖的相关理论，分析推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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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阶段。

2．掌握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3. 熟悉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路径、问题与对策。

作业：

1. 简述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阶段。

2. 试述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基本内容及其变革走向。

3. 联系实际讨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知识单元 5： 非营利组织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非营利组织治理概述。

2． 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

3. 非营利组织的外部治理。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3. 熟悉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2. 试述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3. 试述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 非营利组织领导与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领导与领导者。

2． 变革型领导。

3. 组织决策模式。

学习目标：

1．熟悉非营利组织领导与领导者的基本涵义及其特征。

2．掌握变革型领导对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3. 掌握非营利组织决策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涵义及其特点。

2. 什么是变革型领导？其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具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

3. 请结合实际论述非营利组织决策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知识单元 7：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概述。

2．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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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实施。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涵义与特征。

2．熟悉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设计的具体流程。

3. 掌握非营利组织战略分析的主要工具。

4. 了解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实施的基本内容。

作业：

1.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愿景与使命的基本内涵与区别。

2.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基本特征。

3.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基本流程。

4.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中常用的分析手段。

5.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实施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8：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2．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构成体系。

3. 非营利组织员工的从业动机与激励。

4. 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属性与指导思想。

2．熟悉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构成体系。

3. 掌握非营利组织员工的动机分类与激励机制。

4. 了解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基本内容。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属性及其与政府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区别

和联系。

2.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构成体系的基本内容。

3. 联系实际讨论非营利组织员工的从业动机模型及相应的激励机制。

4. 试述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9：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预算管理。

3. 筹资管理。

4. 投资管理。

5. 财务报告与分析。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特点、内容和目标。

2．熟悉非营利组织预算管理的概念、体系和编制。

3. 掌握非营利组织筹资管理的渠道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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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编制和分析。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特点、内容和目标。

2.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预算管理体系的具体内容。

3. 联系实际讨论如何进行非营利组织筹资模式创新。

4. 试述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与分析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10： 非营利组织营销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营销环境分析

3. 营销策略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营销的概念、分类和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基本过程。

3. 了解非营利组织的营销环境。

4. 掌握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具体策略。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营销的类型及特点。

2. 试述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基本过程。

3. 与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营销具有哪些难点？请联系实际加以讨论。

4. 非营利组织应如何进行营销环境的分析？请结合实际加以讨论。

5. 结合实际讨论和分析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具体策略。

知识单元 11： 非营利组织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非营利组织评估概述

2．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实施

3. 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的探索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概念、分类与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主要理论。

3. 熟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功能与原则。

4. 掌握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与程序。

5. 了解国内外有关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的探索。

作业：

1.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类型划分。

2. 简述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特点。

3. 联系实际讨论非营利组织评估主要方法的使用。

4. 简述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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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为 2 次，共 6 学时

实践教学 1：公益创业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分组进行公益创业设计和比赛

实践要求：熟悉公益创业的基本内容、流程；探索和研究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公益创业

方案；掌握公益创业的方法和技能；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 2：民办非企业单位典型案例调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民办非企业单位个案田野调查与访谈

实践要求：熟悉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背景；研究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具体运作机制

及发展策略；掌握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非营利组织概述（1） 3

2. 非营利组织概述（2） 3

3. 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1） 3

4. 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2） 3

5. 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3） 3

6. 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 3

7. 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 3

8. 非营利组织治理 3

9. 非营利组织领导与决策 3

10.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 3

11. 实践教学 1：公益创业设计 3

12.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1） 3

13.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2） 3

14.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 3

15. 非营利组织营销 3

16. 非营利组织评估 3

17. 实践教学 2：民办非企业单位典型案例调查 3

18. 学生自主学习、教师答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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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公共事业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非营利组织基础知识、非营利组织基本理论、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的重点环节。

难点：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消化、借鉴及转化，中国典型案例调查及总结，理论与实践

有机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采取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强调教学互动。

2. 重点章节应用案例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视频资料和多媒体教学手段

的运用。

3. 引入典型案例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等实践教学手段，强调知识学习向能力提升的转

化。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践课时

6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课内实践教学成绩占 1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要求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加强延伸阅读的基础上认真

完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冉著《非营利组织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1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名著《社会组织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3 月第 1版。

2.【美】詹姆斯·P·盖拉特著《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1版。

执笔：李程伟 审稿：李程伟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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