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11 审视挑战的方式                20

22..22 如何看待社会挑战转变的实例                22

22..33 应对挑战的方式                23

22..44 优先排序待应对社会挑战的方法实例           24

22..55 按挑战类型区分的全球委员会报告     25

22..66 参考文献           27

第二章第二章 社会挑战的本质

Global Commission on Evidence
to Address Societal Challenges

本章是探讨本报告核心问题三章中的第一章：在应对社会挑战的过程中，所有决策者对证据系统

化使用应涉及哪些内容？第三章关注决策和决策者，或对证据的需求。第四章关注研究、证据综合

和指南以及证据的供给。

版权所有©2022麦克马斯特大学。保留所有版权。本报告采用创作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证授权。未经出版商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

何形式改编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本报告和其中包含的信息仅供参考和公共利益所用。虽然秘书处和委员们已努力确保撰写本报告时信息是最新和准确的，且按原样发

布，无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担保。本报告中包含的信息并非用于替代财务、法律或医疗建议。 

麦克马斯特大学、证据委员会秘书处、委员们和出版商对因使用本报告中包含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造成或据称造成的损失或损害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麦克马斯特大学、秘书处、委员们和出版商明确否认因使用或应用本报告所含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出版商是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McMaster Health Forum）（地址：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主路西1280号米尔斯纪念图

书馆417号, 1280 Main St. West, MML-417, Hamilton, ON, Canada L8S 4L6）。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代表证据委员会，欢迎读者对本

报告提出任何反馈和影响报告建议途径的意见。请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发送至邮箱 

evidencecommission@mcmaster.ca。 

本报告的引用： 

应对社会挑战的全球证据委员会. 第二章: 社会挑战的本质. 证据委员会报告: 为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

者敲响警钟并指明前进道路 [Chapter 2. Nature of societal challenges. The Evidence Commission report: A wake-up call and path 

forward for decision-makers, evidence intermediaries, and impact-oriented evidence producers]. 汉密尔顿: 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 

2022年; p. 19-27. 

ISBN 978-1-927565-39-1 (Online)

ISBN 978-1-927565-33-9 (Print)



证据委员会报告20

一项挑战可以从它通常被应对的级别、被标记为一个值得关注问

题的原因，(1) 或是从潜在问题的复杂性等方面进行审视。一项挑战

的其他维度可以包括时间范围（例如，健康和社会服务对经验和结局

的影响通常可以在几周和几个月内进行评估，而气候行动的影响是要

建立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模型）和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例如，一些

挑战可以与一个组织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协会讨论，而其他挑战需要与

大量不同规模和资源的团体，包括民间社会团体接触）。

一项挑战可以被消极地表达（作为一个问题）或积极地表达（作

为一个目标或力量来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原住民经常倡导的基

于优势的方法就是后者的实例。

用于描述一项挑战的标签在一些人看来是中性的，而在另一些人

看来则是政治化的。例如，在巴西，如“可持续”这样的词既被那些

寻求保护亚马逊雨林的人们使用，也被那些寻求开放雨林进行采伐的

人们使用（在“可持续林业”标签下）。

2.12.1  审视挑战的方式

通常应对挑战的
级别（和部门）

国内部门 • 卫生系统未能改善健康结局和照护经验
• 学校面临的虚拟教学困境
• 生活水平下降

国内跨部门 • 抗生素耐药性
• 基于性别的暴力
• 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
• 对机构缺乏信任
• 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球（或区域）
协调

• COVID-19疫苗接种的不平等模式
• 气候变化

将挑战标记为一
个值得关注问题

的理由

价值观 “这个问题没有反映出我们同处一个社会的本质”

过去 “这个问题正在变得更糟糕”

辖区内的其他群体 “这个群体的情况比其他群体差很多”

其它辖区 “这个国家的情况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差很多”

其它框架 “ 这不是一个人数不足或工人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一个财政激励措施不一致的问
题”

级别（和

部门）
原因

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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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问题的复
杂性

简单 因果关系易于识别，解决方案可能涉及单一行动

复杂 可以确定原因，解决方案可能涉及规则和程序

非常复杂 有些原因可以确定，有些是隐藏的，有些可能是其他原因的结果，解决方案是多方
面的，可能需要在实施中进行调整

“多维复杂度” 
（危险）*

原因更加复杂，因为现状可能成为原因，也因为反馈的循环运作，所以解决方案是
高度具体的，错误或不合时宜的解决方案可能使问题变得更糟

* 一些委员对区分复杂程度和使用“危险”这个标签的价值提出质疑，因为该标签有时被贴在具有显著复杂性的问题上。在此，我们使用“多维
复杂”一词来指代更高的复杂性，并且注意到有些人将此类问题认为是危险的。一位委员指出，复杂性通常表现为平衡各部门的结果（例如，
一项干预可能会改善教育结局，但会恶化健康结局），以及需要对干预进行适当排序。另一位委员指出，其他人将这种挑战称为“混乱”，这
些挑战的混乱性质可能意味着你从昨天尝试的解决方案中所学习的内容今天并不适用。(2)

“我的一些委员同事专注于改进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我们还没有关键的基础来使用证

据应对社会挑战。一些政府没有咨询机构，所以我们需要从建立咨询机构开始。大多数政府缺乏接受过如何在工

作中常规使用证据培训的工作人员。我不认为只有拉丁美洲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在担任国际政府科学咨询协作网

（INGSA）政策副总裁期间，我从其他地区的同事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描述，像INGSA这样的协作网可以在展示适用

于其环境的证据支持系统的相关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政府政策制定者政府政策制定者, Soledad Quiroz Valenzuela
是一名政府科学顾问，她为区域和全球努力贡献本国经验，提高政府科学建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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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如何看待社会挑战转变的实例

不可持续的捕鱼做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示例，说明我们看待社会挑战的方式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不可持续的捕鱼

做法曾被视为复杂的国内部门问题，但却越来越被理解为非常复杂或“多维复杂度”问题的一部分，以及国内跨部

门和全球（或至少是区域）协调问题。(3)  

级别 需要理解挑战的领域 管理框架

单一物种渔业管理

                 渔业管理计划

单一物种渔业管理
的生态系统方法

渔业管理计划

基于生态系统的广
泛渔业管理

 渔业管理计划

基于生态系统的全
海洋管理

区域海洋计划
水产养殖                 节约                       发展                生态旅游               能源

  渔业                   海洋              石油和天然气         保护区                 其他

单一物种

单一物种

气候                      生态学                栖息地

多物种

   气候                   生态学                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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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应对挑战的方式

社会挑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应对。这里我们描述了三种方式，其

中一些方式可以结合起来。例如，研究和创新专业团队可以与社区领

导者合作，共同设计单一干预来应对社会挑战。或者，一组研究人员

可以结合使用数据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建模，以确定哪些循证干预的

组合将对具有特定情况的辖区产生最大的影响，正如《疾病控制优先

事项3》所提出的，这是一个定期审查，以应对低资源环境中的疾病负

担。(4)

应对挑战的方式 说明

所提供的是
什么

单一干预 基于干预的利大于弊，以及购买者可负担性和使用者可接受性的相关证据质量选择干
预（如政策、计划、服务或产品）

干预包 选择固定预算内对结局有最大改善的干预作为最佳干预包

干预的协同组合 选择干预的最佳组合的依据是：一些干预与其他干预的互动方式可能是“整体大于部
分之和”，或者它们同时实现多个目标

如何选择或
开发

循证干预的选择 从已被证明对当地遇到的相同问题有效的干预中选择

开发新的干预 干预是由研究人员、创新者和其他人设计的

共同设计的干预 由接受干预者和（或）干预提供者以及研究人员、创新者和其他人员共同制定的一项
干预

社区主导的行动 干预是由意识到需要干预并将接受干预的社区代表制定的

如何进行长
期管理

组合管理 选择一个最佳组合，以实现战略目标，匹配交付能力，并在实施变革举措和维持正常
业务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优化投资回报

系统思考(5) 根据对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模式的理解，对干预进行组合、调
整和替换，这些系统本身也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不断变化

提供什
么

如何选择

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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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 优先排序待应对社会挑战的方法实例

许多方式可用于社会挑战的优先排序。它们可以因挑战的广度和所涉及的时间范围而不同，也可以因它们能够为

优先次序的设定所提供信息的程度而不同。优先次序的设定可能是针对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我们将在第六

章中再次讨论），也可能是针对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我们将在第五和第六章中再次讨论）。以下我们概述了5种

可用于优先考虑社会挑战行动的一般方式。第一种方式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部门，其余四种方法来源于卫生部门。对

于每个示例，我们都提出了该方式的优缺点。 

方式 示例 优点 缺点

长期运作的广泛社
会挑战

全球优先事项研究所制定研究议
程的方法(6)

关注非常长期的问题，包括我们
之后的许多世代，以及生存风险
（例如，人类的灭绝）

关注需要证据的“桶”，而不是
关注每个“桶”内需要回答的具
体问题或回答问题的证据类型

短期运作的中程
挑战

分配资源的方法，如方案预算和
边际分析、技术评估和多标准价
值评估*(7)

关注如何在一个部门内最好地分
配财政和人力资源，以实现最大
的资金价值

与此表上下几行相同，并且倾向
于不定期进行，而不是作为实时
过程

现在需要开展新的
原始研究的特定研

究问题

詹姆斯-林德联盟方式旨在让患
者、照护者和专业人士参与到特
定主题的十大未解答问题（或证
据不确定性）的优先排序中

由需要使用所产生证据的人确定
研究重点，并核查每个潜在优先
问题是否存在最佳证据

倾向于关注产品和服务，而不是
关注如何将许多不同产品和服务
的正确组合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

现在需要对全球范
围内的最佳证据进
行综合的特定研究

问题

SPARK工具可以让政府政策制定
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卫生系统
安排和实施策略相关证据综合问
题的优先排序中，以获得需要产
品和服务的正确组合(8)

与上一行相同，并且注重证据综
合以补充原始研究的内容

缺乏对未来需求的预测，这可能
包括随着政治和经济反复出现的
问题，以及必须做好准备的问题

现在需要根据符合
当地情况的证据具
体决定，通常是在
很短时间内完成

COVID-END方式优先考虑国家和
国家各级决策者对快速证据综
合的紧急需求，在1～10天内完
成，并在一年内从共同的资金池
中提供资助

使用可能有效的替代指标（高级
别要求和来自多个辖区的关注)。
核查最佳证据是否已经存在或已
经被综合，并确认工作是否可以
在要求的时间内和双月支出目标
内完成

新的全球公共产品生产时可能出
现重复，并且这些产品的质量可
能低于由强大方法学团队制作的
实时证据综合，这些团队可以预
测未来需求并以容易符合具体情
境的方式进行更新

*替代MCVA的方法是基于质量调整生命年的增量成本效果比，这是一种单一标准的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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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  按挑战类型区分的全球委员会报告

全球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让我们了解常在委员队伍中的“知名人士”是如何看待挑战的。我们

对2016年1月以来发布的70份委员会报告分析发现：

• 大多数委员会报告（46份）都涉及国内和全球的层面

• 仅有三个部门得到7份以上委员会报告的关注，即卫生、公共安全和司法以及食品安全和保障，分别有22、17和12

份报告关注

• 仅有四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得到6份以上委员会报告的关注，即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3），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SDG 16），零饥饿（SDG 2），以及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 8），分别有25、16、10和7份报告关注

• 近一半的委员会报告（33份）将其所处理的问题称为复杂问题，没有报告使用简单、非常复杂或危险的标签

• 在将某一挑战称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时，最常使用的理由是价值观（59）和与过去作比较（52）

• 大多数挑战被积极地描述为目标或指标（39），而不是消极地描述为问题（31）

• 大多数委员会报告（43）提出了干预包，没有像《疾病控制优先事项3》报告那样严谨，且没有谈及如何制定干预

或如何长期管理这些措施。

请注意，一份委员会报告可能涉及一个以上的部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这些数字加起来不一定是我们分析

的报告总数。

挑战形式 委员会报告的数量

审视挑战的方式

应对挑战的通常级别 国内和全球 47

国内（例如，国家或次国家） 17

全球协作 6

应对部门 卫生 23

公共安全和司法 17

食品安全和保障 12

经济发展和增长 7

自然资源 5

基础设施 4

气候行动 4

文化和性别 3

教育 3

就业 2

能源供应 2

环境保护 1

政府服务 1

儿童和青年服务 1

社区和社会服务 1

住房 1

娱乐 0

运输 0

公民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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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3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 26

目标16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16

目标2目标2：零饥饿 10

目标8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7

目标6：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5

目标1010：减少不平等：减少不平等 5

目标12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5

目标44：优质教育 4

目标9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4

目标17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4

目标5目标5：性别平等 3

目标1：无贫穷 3

目标13目标13：气候行动 3

目标7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2

目标14目标14：水下生物 2

目标11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1

目标15目标15：陆地生物 1

未明确说明 1

潜在问题的复杂性 复杂 33

简单 0

非常复杂 0

多维复杂度（危险） 0

未明确说明 37

将一项挑战标记为值得关
注问题的原因

价值 60

过去 52

辖区内其他团体 12

其它辖区 7

其它框架 3

未明确说明 1

框架 积极的 39

消极的 31

应对挑战的方式

提供什么 干预包 43

干预的协同组合 20

单一干预 1

未明确说明 6

如何开发 共同设计的干预 14

选择循证干预 4

制定新的干预 1

社区主导行动 1

未明确说明 50

如何进行长期管理 系统思考 12

组合管理 5

未明确说明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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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阁成员和国内宏观经济团队的主要参与者，肩负着为有效发展规划和政策设计提供最佳建议的重大责

任，主要集中于解决社会挑战。这使得我领导的人们既为计划和政策提供基础，也为备选政策建议提供基础。 

加入证据委员会，以及于过去三年在决策顶端和复杂的环境中努力制定政策的经历，都为我提供了一个理想

的机会，让我能够再次强调综合与当前问题相关的多种形式证据的必要性。 

为了支持在政策制定中使用证据，并监测我们带来的影响，我的团队一直在开发新的监测和评估指标，以更

好地追踪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进展。此外，我们也一直在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国家多维贫困指数

（MPI），以弥合现有贫困衡量标准的空白。虽然全球MPI能够为国际比较奠定基础，但国家MPIs可以提供我们所

需的对本地环境的敏感性。 

因此，我强烈支持第三章中关于决策和决策者的见解，特别是第3.3节中关于政府政策制定者对证据的需求及

其使用证据的环境的观点。我也十分支持第6.2节中提供的关于证据支持系统的见解，它强调了基于地方（国家或

次国家）环境的必要性。鉴于在这方面缺乏全球公平，第6.1节中关于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平分配能力需求的见解也

很重要。本报告将有助于指导我们以最佳的方式使用证据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社会挑战。

政府政策制定者政府政策制定者, Fitsum Assefa Adela
是一位致力于以整个政府的视角进行内阁级规划和发展的坚定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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