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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每名儿童
免受新冠疫情侵扰

我们将永远记得2020年新冠疫情给我们带
来的挑战。它磨蚀了我们过往努力耕耘的
成果，考验着我们为世界各地儿童创造更
健康、更安全、更富希望及更平等未来的
能力。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后，我们立
即动员设法减少病毒传播，确保持续提供拯
救生命的服务 ‒‒ 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抗
击疫情的全球性对策，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在马来西亚，我们与大马医疗援助协会
（Mercy Malaysia）合作应对疫情，为
73,500名儿童及其家人，提供超过277,000
个口罩、43,334块肥皂、2,200瓶洗手液和
268个非接触式温度计。

在您的捐助之下，我们援助了数以万计的
低收入家庭、移民局拘留所內的无证儿童
及残疾青年。他们都歇尽所能应对新冠疫
情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我们仍在坚守岗位，协助每名儿童和其
家人跨过新冠疫情下的重重危机。此时此
刻，我们衷心希望有您继续和我们同行，
携手打拼，让世界上每名儿童拥有更美好
的生活。

为儿童提供永续性资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马来西亚办事处于2020年共筹得马币88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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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伙伴和您的支持下，我们克服了前所未有的供应和物
流挑战，向162个国家和地区的儿童提供了总值达44.68亿美
元的生活物资（32.3亿美元）和服务（12.38亿美元）。

疫苗/生物制品
14.13亿美元

医疗用品和设备
8.306亿美元

水和卫生设施
1.828亿美元

营养品
1.724亿美元

医药品
1.435亿美元

疫苗分发及储存
1.038亿美元

教育用品
4,320万美元

蚊帐
3,600万美元

抗击新冠疫情的非疫苗相关物资明细
运送了合共近5亿件个人防护设备和其他非疫苗相关物资，包括:

2.42亿美元
新冠肺炎非疫苗相关物资

2亿
个医疗口罩

1.953亿
只手套

570万
件防护服

270万
个面罩

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购与供应工作报告2020》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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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受灾最严重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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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步步进逼，在贫困群体中根深蒂
固的不平等问题也遂步显现。首当其冲的是在
疫情来袭前已遭受歧视、社会排斥及脆弱的弱
势儿童。

衷心感激大家，全因有您，加给我们力量与支
持，助我们采取行动，减轻疫情对沙巴和大马
半岛的弱势社群所造成的破坏。我们与大马医
疗援助协会组织（Mercy Malaysia）携手合作，
教授他们良好的卫生习惯，识别新冠肺炎的症
状，并帮助他们了解病毒的传播方式。
我们合共帮助了73,500多名弱势儿童及其家

人，包括：移民局拘留所內的难民、替代学习
中心的无证儿童、无家可归的、低收入社群及
残疾儿童。
通过悉心设计的实体或视频
教育成年人及儿童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帮助他们
了解新冠肺炎的症状及其传播方式

提供卫生用品
如口罩、肥皂、消毒剂和非接触式温度计

纾缓新冠肺炎对脆弱儿童的影响
为了了解疫情对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和儿童所造
成的负面影响，我们与联合国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携手针对吉隆坡廉价
组屋的低收入家庭，展开＂生活在边缘家庭＂调
查计划。
以下是我们的调查结果:

1. 相较于其他人口，低收入家庭在新冠肺炎期
间更容易丢失工作。
2.由女性和残疾人士担任一家之主的家庭最容
易丢失工作。

3.每5个一家之主当中，就有1人表示感到沮丧。
4.每10个家庭当中，有6个无法为家人购买足够
的糧食。
5.每两个家长当中，就有1人表示说行动管制令
对孩子的精神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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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因缺乏合适的设备，
学习空间、动力、加上父母支援和监督能力有
限，令他们在网上学习方面遇到巨大障碍。
我们已经向政府和国会议员提交了这项调查结果
，并得到了全国性广泛报道。我们并继续与政府
合作，通过提供育儿、教育、心理健康和营养服
务，帮助和保护这些家庭渡过疫情的难关。

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在您的鼎力支持下，这项举措也在＂全国仁爱周＂
获得推广，成为教育部在全国学府鼓吹仁爱的一
大行动，同时我们也将之推展到区域层面，发起
东南亚区域的＂仁爱领袖会议＂。
在过去的4年:

15,000名学生将仁
爱、同理心和团结精
神定作在校的首要
任务。

在2017年发生了一系列致命的欺凌案件后，
我们启动了针对儿童暴力问题的对话。

因此，R.AGE新闻团队和房地产发展商SP
Setia打造了#StandTogether运动，并由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作为官方支持伙伴，携手在学
校倡导仁爱、同理心和团结精神。

培训了6,000名＂仁
爱倡导者＂。

11个国家加入其中。
全亚洲培养了2,000
名学生成为＂仁爱领
袖＂。

这项运动获得25名
国会议员的认同。

提升家长抗击新冠疫情的力量

新冠疫情引发了频繁且长期的行动控制令，
导致孩子们无法到学校上课，一星期7天，
每天24小时只能与父母一起待在家中。

对不少远程工作的父母来说，这已经是一项
艰辛的挑战，而对低收入和家庭拥挤的父母
来说，就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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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消除针对儿童
的暴力全球合作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公益互联（Internet of Good
Things），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疾病控
制及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共同创建了＂育儿提示集＂
:一系列免费及易于下载的在线资源，旨在帮
他们轻松应对家中的日常挑战。

让儿童在疫情期间继续学习

"如果你决心要学习，就继续学习。
没有人可以阻止你。"
~SMK Dato' Mohd的学生Sanjit Raj A/L Suresh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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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马来西亚SMK Tanjong Rambutan的学生利用VOCG工具包，
帮助他们学习、思考和表达他们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和感受。

通过与Arus Academy、数码通讯（Digi
Telecommunications）及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
构（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的
合作，马来西亚教育部推出数码学习平台
(DELIMa)，以确保300多万名儿童在学校关闭
期间继续学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就通过
教师数码学习社区（Teacher Digital Learning
Community）、全球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全民未来技能
（Future Skills For All）、新冠世代的声音
（Voices of COVID Generation, VOCG）等多项
创新教育项目，支援教育部的相关措施。
来自2,000所学校的
3,500名教师 接受了
在线教师培训，当中
48%来自郊区学校。

以25种形式为教
师提供的1,500项
资源，合共录得超
过57,000次浏览。.

新冠世代的声音（VOCG）主要涵盖各类学科，
包括数学、科学、地理和历史的专题式学习。
学习内容摘录自本地课程纲要，并可供所有
青少年使用。
这也是学生分享对疫情的感受的渠道，同时帮
助他們在学校关闭期间在网络世界建立社区归
属感。此项目并因以创新教育模式应对新冠疫
情，成功摘下了 "2020年教育创新文晖奖"
这份荣誉。
教师也沒有被遗忘，"教师数码学习社区"
(Teacher Digital Learning Community)是专门
为教师而设的平台，帮助教师建立所需技能，
成为有效率的远程教育工作者。

超过80,000名用
户通过"全球公民
教育"项目接触专
题式学习。

"全民未来技能"取得
120,000次页面浏览，
超过25,000名用户和
2,600,000次Tik Tok
视频浏览。

"新冠世代的声音"接触到超过750,000名用户，让他们在疫情期间能够获得知识，探索情感，
并继续学习。

推动包容残疾儿童的共融社区

您帮助了我们使每个儿童都能拥有玩乐的空间。我们与森
那美产业 (Sime Darby Property) 联同一些残疾儿童携手
合作，设计并打造了马来西亚首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
融游乐场"。游乐场位于雪兰莪州沙亚南的Elmina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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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正在设计他的理想游乐场。

此外，我们进一步扩大对残疾儿童及其父母的支援网络，
并与全国儿童早期疗育执委会(National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Council，
NECIC)合作，在新冠疫情国家封锁期
间为他们提供在线学习、早期干预治疗和社会心理/精神
健康支持。

让每一名
儿童发声

行动管制令导致每个人都得待在家里，您的捐助使我们得以继续壯
大青年发声的力量，并通过"青年开讲!（Youth Talks!）"等活动扩大他
们的话语权。活动更是"@KitaConnect"项目的"2020年世界儿童日"
主要活动。
通过"@KitaConnect"项目，我们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RapidPro
技术和电话会议平台建立了数码空间，为年轻人提供一系列与
COVID-19相关的活动和挑战，让他们得以学习，获得支援，
保持动力及相互交流。

举行了23次
网上环节。

490,000名青年
参与其中。

18,984名残疾
青年加入。

"青年开讲! 气候变化"活动是我们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和环保组织环保战士
（EcoKnights）旗下"Project VOCAL"项目联办的，旨在让年轻人发
言，表达他们对气候危机加速的关注，同时让他们讨论气候变化
对年轻一代以至未来世代的影响。
479青年通
过Zoom
加入。

Facebook
浏览量超过
3,200次。

此活动让年轻人动起来，给予他们一个表
达疑虑和讨论解决方案的平台。同时，参
与者也针对其他议题展开对话，包括气候
变化，包容弱势和被边缘化群体，永续生
活模式转变和与利益相关者合作等课题。

贝鲁特连环大爆炸事件:迈向希望和复苏之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在世界每个角落应对各种危机。 2020年8
月4日，贝鲁特港(Port of Beirut)发生了连环大爆炸，造成200多
人死亡，逾6,500人受伤，其中包括1,000名儿童。100,000名儿
童的生活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大变化。儿童以及成年人遭受了严重
的困扰，如焦虑、失眠和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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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二维码，查阅"
贝鲁特一周年纪录"，
了解爆炸事件对儿童
的影响，以及灾后的
漫长复苏之路。

感谢您和合作伙伴的支持，让我们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为脆弱儿
童及其家人送上关键的医疗、健康、卫生和营养物资，同时提供
辅导服务和现金援助。
爆炸发生100多天后，您的资金使我们能够继续与70个当地合作
伙伴携手重建受破坏的学校，卫生设施和人民的生活。

https://bit.ly/Beirut-1YearReport

空运了67吨
医疗用品。

为22,000名儿童
提供紧急粮食和
营养品。

为受重灾医院提
供5,000个水箱。

为4,000户家庭
重新接通食水
供应。

从受损仓库中成
功挽救1.07亿剂
救生疫苗。

环球卓越成就

在2020年，您的捐款成就了我们……
担任COVAX1的领导采购
机构，负责协调，采购及
发放新冠肺炎疫苗予92个
中、低收入国家。
为230万名卫生保健人员
提供检测，转介和处理新
冠肺炎个案的专业培训。
为153个国家合共1.06亿
人，包括5,800万名儿童
提供安全食水，关键卫
生服务，以及可供饮用，
烹饪和保持个人卫生的
物资。

在各地开展各种推动社会
和行为改变的方案，积极
鼓励社区参与，回馈和追
踪进度。这些方案惠及30
亿人，包括约15.3亿
名妇女和女孩，或8.1亿
名儿童。

治疗150万名营养严重
不良的儿童。

为近260万名卫生工作者
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另为
近400万名卫生工作者进
行病毒预防和控制方面
的培训。

推动以社区为基础的心
理健康干预措施，惠及身
处117国家合共7,800万
名儿童、青少年、父母
和监护人。

协助超过3.01亿名儿童，
包括约1.47亿名女童，
在家远程学习。

通过现金转移方案帮助
身处93个国家的逾1.3亿
名儿童。

让2,260万名儿童和成人
通过安全和简易渠道举报
性剥削和虐待事件。

"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致力加快新冠疫苗的开发和生产，并确保全球各地都能拥有平等机会获取疫苗。这项机制的合作
伙伴包括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与世界卫生组织（WHO）
，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
机制中则负责牵头采购和交付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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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度报告》第5页及《2021儿童人道主义行动报告》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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