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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童重塑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为世界各地数
以百万儿童的福祉，取得了重大成果。我们很高兴
能夠与您分享这一切，因为如无您的慷慨解囊，我们
絕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在往后各页，我们将为您逐
一细述我们在各范畴的重点工作成果。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肆虐，正好
提醒我们，拥有强大保健、教育、保障、营养、食水
和卫生系统的社群，才能更好的抵御此次危机所带来
的深远影响。

此时此刻，我们仍在与时间竞赛，为拯救每一个
儿童的生命全力冲刺。我们期望有您继续并肩同行，
我们每走一步，均留有您支持的足迹。这就是您的
投资：为儿童重塑和重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KeepItLit 让我们燃亮每个儿童的生命

年度回顾



您的捐助，能继续推动儿童的梦想

为儿童提供改善生活的重要物资
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为遍布全球150个国家
和地区的儿童，采购了价值26.34亿美元的用品和服务。

疫苗/生物制品
16.56亿美元

水和卫生设备
9,900万美元

营养品
1.806亿美元

蚊帐
9,410万美元

医药品
1.269亿美元

疫苗低温储存和运输
8,500万美元

医疗用品和设备
1.128亿美元

教育用品
4,090万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购与供应工作报告2019》，第54 - 55页

为全球儿童
提供持续的资源

10.2亿美元

2.587亿美元

20%

80%

• 开发效率 (55%)

• 管理 (36%)

• 资本投资 (5%)

• 联合国发展合作 (4%)

健康和营养
3.791亿美元37%

教育
1.654亿美元16%

儿童保护
1.783亿美元17%

水、环境和
个人卫生
1.754亿美元

17%

儿童权利和社会共融
1.22亿美元12%

聚焦区域
项目支出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经常资源报告2019》，第38 - 40页

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总支出为

12.787亿
美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继续在马来西亚推动反
校园欺凌和暴力行动。在UNICEF亲善大使和国会
议员的支持下，#StandTogether运动扩大至全国，
为750名教师和2,250名学生提供了培训。在2019年，
该运动更再下一城，服务覆盖至残疾儿童、原住民
以及移民儿童。

儿童保护, 马来西亚

#StandTogether反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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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名青年中有
3人曾遭网络欺凌
(2019年U-report民意调查)

71%年龄介于1-14岁
的儿童曾遭受暴力管教 
(UNICEF，2017年)

25.3%青少年 
曾遭受肢体攻击 
(UNICEF，2017年)

婚姻不应出现在任何儿童的现实
生活当中，因为它会剥夺儿童的
权利和未来发展潜力。在2019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
马来西亚政府携手，和其他伙伴
合作展开与消除童婚相关的对话和
倡议工作，促使政府率先将消除
童婚纳入国家行动计划之中。
UNICEF也向政府就「全面性
性教育」提供了技术性数据，
以针对处理未成年少女怀孕问题。

儿童保护, 马来西亚

走向消除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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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性别歧视、残疾、无证等，是导致儿童无法
接受教育的障碍。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协助国家教育部落实开发早期预警系统，
防止儿童失学辍学。UNICEF也为教育部提供有关
公平和共融的技术性数据，促使无证、无国籍儿童
和残疾儿童均可在「零拒收」政策下获得入读主流
政府学校的机会。

教育, 马来西亚

确保全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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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马来西亚办事处(UNICEF 
Malaysia)意识到本地儿童正受到发育迟缓、消瘦和
体重不足等公共卫生问题的威胁，遂支持国家卫生部
针对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展开研究，包括提倡对含糖
饮料征税(SSB)。SSB的研究，成功促使当局就推出
校园健康早餐计划新方案展开讨论，以改善全马儿童
的营养和健康问题。

健康与营养, 马来西亚

为儿童提供更佳营养

21.8%年龄介于
0-5岁的马来西亚
儿童出现发育迟缓問題 
(NHMC，2019年)

11.5%的马来西亚
儿童属于消瘦
(SOWC，2019年) 

29.8%年龄介于

5-17岁的马来西亚
兒童超重(15%)
和肥胖(14.8%)
(NHM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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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马来西亚
办事处(UNICEF Malaysia)继续
支持其合作伙伴，将交流促进发展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C4D)的策略纳入其儿童工作計劃和措施
之中。其中，马来西亚沙巴大学—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C4D研究单位正式成立，
旨在强化地方上的力量，协助政府
采取有效措施，就儿童问题对症下药。
UNICEF Malaysia也為41名來自7个联
邦政府部门、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进行了C4D培训，并且特別就童婚
和营养兩大问题提供了技术性支援。

每名儿童，无论才干如何，都应该得到
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运动是倡仪共融
最强而有力的法门。据此，每年「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婆罗洲马拉松」均欢迎所
有儿童，不論身患残疾與否，与家人
一同参与此项盛事，藉此通过体育活动
促进马来西亚的儿童权利和社会共融。
2019年的赛事就以#少甜(#KurangManis)
全因#我已够甜(#ImSweetEnough)
为口号，积极提倡儿童和青少年需
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

交流促进发展, 马来西亚

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

残疾儿童, 马来西亚

使人看见残疾的能力
#Th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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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让儿童抱持梦想



2019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导致当地的人道需求急上加急。
长达五年的也门冲突，持续不断的为儿童带来多重危机。

紧急灾难

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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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当地
提供的人道援助，着重3大关键范畴：
改善获得基本护理的机会、预防和
应对疾病的暴发，以及维护和加强
医疗系统。至今，我們成功让数以
百万计的儿童获得疫苗接种和儿童
疾病治疗，另为近100万名妇女提供
了产妇和分娩护理。

恶劣的水质、环境和个人卫生，对儿童的生活造成
重大影响––不但会剥夺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会令
儿童陷入传染病爆发的危机当中，甚至令到医疗系统
不胜负荷。2019年，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连串的工作、努力和支持，让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和
家人获得了安全的食水和卫生设备，我們除了直接
供水，也有透过推动停止露天排便等地方运动，
培训及发动当地人研发及改善食水和卫生服务，
从而提升人民的生活条件。

水、环境和个人卫生, 全球

取得食水
改善环境和个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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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0万名来自64个
国家的儿童及家人获得清水

930万名来自50个国家的
儿童及家人获得卫生服务

100万名女孩和妇女
提供经期健康和个人

卫生服务及用品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年度报告2019》

在紧急灾难下，我们成功让：



全球重點成效
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了以下资援：

在96个国家/地区对
281个紧急灾难
提供了人道救援。

让1,700万名失学儿童
重返校园，接受早期学习、
小学和中学教育；并为另外
400万名儿童和青少年提供
技能发展和培训。

扩大专为女童及妇女提供
的经期健康和个人卫生
服务，包括为20,495
所遍布在49个国家的
学校提供直接资助。

5,100万儿童受惠于
现金转移方案，当中包括
850万名处于紧急情况
下的儿童。

为570万名少女
提供防止童婚的
干预和护理。

让逾1,830万人获得安全
食水，另向逾1,550万人
提供基本卫生服务。

逾2,100万名来自
47个国家的新生儿
完成出生登记。

协助近2,800万名
婴儿在医疗设施中
安全诞生。

为3.07亿名5岁以下
的儿童提供预防营养
不良的服务。

为410万名急性营养
不良儿童提供紧急治疗。



立即捐款
每一个儿童, 
不管她是谁, 
无论他住在哪里。 
都应该享有童年。 

为了未来, 
为了公平的机会。 
这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存在的原因。 

为了每一个儿童, 
我们日复一日地工作。 
在逾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走到最难以触及的, 
我们帮助最遥不可及的, 
我们关顾最备受忽略的, 
这就是我们坚持到底的理由。 
并且我们永不放弃。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Menara PJH, Level 10, No. 2
Jalan Tun Abdul Razak, Precinct 2
62100 Putrajaya, MALAYSIA

Donor Hotline: 1300 300 010
Fax: (+603) 2093 8562 

enquiry-mlya@unicef.org

unicef.malaysia

unicef.org/malaysia

myunicef

unicefmalaysia

malaysia.report.in/v2

https://bit.ly/ARDP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