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gricity Visuals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马来西亚办事处 年度报告2021

为每一名儿童，重绘后疫情未来
截至2021年底，全球各地不同社群因通
过COVAX 这项国际措施，成功获得新冠
疫苗接种。全赖有您在背后支持，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方可以一边在受
紧急事故和灾难影响的地区推展人道救
援行动，拯救数以百万人的生命，一边
实现这重大创举。

当大家都未能全然摆脱新冠疫情所造成的
经济阴霾，唯有您始终紧守对世界儿童的
承诺，付出无私的捐献，寄望与我们继续
携手前行，为每一名儿童创造更美好的后
疫情时代。您的慷慨解囊也让我们能够为
饱受战火蹂躏的儿童送上清洁食水；治疗
数以百万计营养不良的儿童；为青少年提
供心理健康和个人安全教育等等。我们仅
此欣然与您分享过去一年，我们与您携手
在国内外为儿童所取得的成果。

＂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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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 2021 年
在马共筹得 马币 1.05 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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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儿童生活的重要物资

去年在您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支持之下，我们已经为 160 个国家和地区的儿童
采购了总值达71.81 亿美元的救生资源和服务。
疫苗/生物制品
为 109 个国家采购了 23 亿剂
儿童疫苗，并向 110 个国家
交付了超过 8.842 亿剂新冠
疫苗。

疫苗分发及储存冷链设备
为 63 个国家采购了 7,320
万美元的太阳能系统。
营养品
44,554 公吨即用治疗食品
(Ready-to-use
Therapeutic Food, RUTF)
运送到 59 个国家，并为68
个国家提供了4.332 亿颗维
生素 A 胶囊。

医疗用品和设备*（包括抗击
新冠疫情的非疫苗相关物资）
为全球各地提供 20 亿支疫苗
注射器，并向 18 个国家等交
付了 460 万支疟疾快速诊断
测试包。

医药品
为 5 岁以下儿童提供
3.508 亿次阿莫西林肺炎
治疗，以及为54个国家合共
190 万名儿童提供了750 万次
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治疗。

水和卫生设施
为45个国家提供了 4.688 亿块
净水片和氯化/絮凝袋，同时
向 55 个国家送出合共260 万
个卫生包。

蚊帐/杀虫剂
向 21 个国家交付了1,860 万
个长效杀虫蚊帐
(long-lasting insecticidal
nets, LLIN)。

教育用品
为 105 个国家采购教育用品
，包括支援在萨尔瓦多进行的
大型数码教育项目的笔记型电
脑，以及向 64 个国家交付了
86,780个教育包。
*新冠肺炎非免疫物资惠及130 个国家：
交付了4.34 亿件个人防护设备 (PPE)
予115 个国家
交付了 540 万份
分子诊断测试剂

交付了670 万份新冠肺炎抗原
快速诊断测试包

交付了 299,775 份
新冠肺炎快速检测包

采购了28,916 台
氧气浓缩器

新冠肺炎疫情紧急对策 |马来西亚

救生医疗设备

正当马来西亚处于新冠疫情大
流行第三波高峰阶段，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在 2021 年 7 月发
起了新冠疫情紧急捐款呼吁。
通过向公众募捐，成功筹得
马币180万令吉的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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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能够为巴生谷的两家
主要政府医院，提供400 个氧
气浓缩器，以及向沙巴5家医
院增设妇产科 (OB-GYN)的救
生医疗设备。

巴生谷

捐赠了 400 台氧气浓缩器、
24,000个氧气面罩和
12,000支高流量鼻导管予
• 吉隆玻中央医院
• 士拉央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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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

为了进一步预防和控制新冠疫情，
超过 60 台妇产科 (OB-GYN）
设备获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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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妇女及婴儿医院
• 肯特公爵夫人医院
• 根地咬医院
• 斗湖医院
• 拿笃医院

社会政策 |马来西亚

深入了解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PFA) 联手展开的
“生活在边缘家庭”2021年调查计划，通过收集社区数据，让我们掌握了吉隆坡低收入家庭的
实况，深入了解到他们的切实需要。

这些数据突显了低收入家庭在疫情下的种种
挑战：
• 新冠疫情导致家庭收入减少
• 以妇女为主导的家庭和残疾人士遭受的

影响最大

• 失业率上升，因大多数为非正式员工
• 由于缺乏数码装备，儿童无法进行在
•
•
•
•
•

线学习
不受金融安全网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成效不彰
社会安全网未能全面保护自雇人士
对未来财务能力感到悲观
心理健康支援需求甚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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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针对以上课题提出了多项建议：
加强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
干预措施

强化教育制度，确保人人平等

扩大针对性别暴力和儿童暴力的服务

优化当前的心理健康
支援服务

确保一个包容性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

教育 |马来西亚

通过“全民未来技能”提高数码素养

“全民未来技能”计划(Future Skills for All)是一项为支援教育部教与学而研发的一项计划。2021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通过“马来西亚数码教育学习计划” (DELIMa) 平台，进一步
提升了 “全民未来技能”计划的內容。
此平台创造了：

超过 900,000次
页面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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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4,000名
独立用户

培训了来自 1,600 所学校
合共逾3,500名教师

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儿童的数码素养，减少数码和技能发展方面的不平
等，藉以提倡数码教育普及化。我们强化了“全民未来技能”计划的
内容，并与儿童共同制作视频，再透过“Guru Future Skills”抖音账
户将视频发布全国。此外，计划下我们亦推出了全新的全国编码运动
#BolehCode。
除了崭新的内容，升级后的“全民未来技能”计划具有以下特点：

扩大普及化和
包容性

教程视频附设手语翻译和
多种语言字幕选择

增设离线教学套件，
惠及网络连接受限的学校

气候变化 |马来西亚

急需以儿童为本的气候政策

这项由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及马来西亚沙巴大学携手进行的
研究发现：
• 马来西亚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同时，

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也正在加剧。

• 儿童权利的实践因社会和地理条件

因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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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加剧，对儿童生
存及成长均构成不同程度威胁。因此，我们急
需以儿童为中心的气候和灾难复原政策。
气候变化对国內儿童的影响：
“马来西亚的视觉” (A Malaysia
Perspective) 是国內首个针对气候变化与儿
童的探索性研究，以剖析气候变化及环境恶化
对马来西亚的脆弱儿童所造成的影响。

• 严重风险范畴包括水灾、媒介传播

疾病以及空气质量恶化。

• 由于贫困、文盲和基本服务受限，

导致边缘化社区的儿童更为脆弱。

• 不同的性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马来西亚的气候和环境治理框架中，

大部分有适当地考虑儿童权利的因素。

另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DP) 推出了
“青年环境生活实验室” (Youth Environmental Living Labs, YELL)，这是一种全新让年轻
人参与气候行动的方案，并希望藉此强化在年轻社群间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儿童保护 |马来西亚

迈向消除童婚的世界

要让每名儿童都成为他们自己未来的主人，
我们必须消除威胁他们幸福的行为。
消除童婚需要各方参与：
社区

教育工作者

决策者

儿童

经过与政府、儿童专员办事处，以及民间社
会合作伙伴等相关持份者磋商后，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订制了一份政策倡议简报。

这份简报：

• 致力唤醒社会大众童婚可能对马来西亚构成

的不同风险和威胁，以及造成此一现象的
因素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 是一项有力和高效的工具，协助推动由妇女、

家庭和社会发展部所推行的“解决童婚原因
国家战略计划2020”

• 针对童婚议题，与民间

社会、联邦和州政府、
社区和宗教团体以及
儿童携手展开联合行动。

儿童权利与社会包容 |马来西亚

为每一名儿童，包容共融

在马来西亚，每 20 名儿童中就有 1 名残疾儿童。
他们经常面对与共融有关的问题，包括：

• 在国家的立法和政策中被忽略；
• 不受基本的健康、教育和保障；
• 公众负面态度和标签；和

• 面对多重障碍，包括难以使用公共和私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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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残疾和非残疾儿童相互融合这简单动作，可以
有效减少建立共融社区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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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在2021年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森那
美地产在沙阿南的Elmina城镇，推出了全马首个
“共融游乐场” (Inclusive Playground)，旨在
让每个儿童，不论残疾与否，都能够感到自在舒
适的地方，促进社会共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出版了“最佳业务实践须知及指南” (Best Business Practice Circular
and Guidance Toolkit)，为了鼓励各界在所有室外和室内的公共空间设计上，采用包容性、通
用性和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该指南可为以下单位或团体提供相关指引：

• 房地产发展商 • 从事公共空间景观设计和建设的

• 政府机构或市政府 • 倡导无障碍社区的社团 / 组织
私人企业合作伙伴 |马来西亚

与 JDT FC携手守护儿童权利

作为区域内首个同类的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柔佛达鲁达格敬球会 (JDT FC) 携手
倡导儿童权利和提升公众对儿童权利的认知。在此伙伴合作的首个年头，我们共同推出了印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球会球衣，并于同年达成了多个重要里程碑。
我们携手：

• 鼓励公众正视儿童心理健康课题，并分享促进

心理健康的实用贴士

• 帮助建立公众对新冠肺炎疫苗的信心

• 教育公众建立健康饮食习惯的重要性
• 提高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
• 鼓励立即采取气候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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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卓越成就2021

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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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中则负责牵头
采购和交付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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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儿童日（WORLD CHILDREN’
S DAY）

世界儿童日定于每年11月20日。是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为儿童而设立的全球行动日，也是
充分体现儿童参与的年度节日。 我们每年都
庆祝此节日，以促进及提升国际社会团结为
儿童的意识，并改善儿童的福祉。去年，节
日以 “为每名儿童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为主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合作伙伴在全
球190 多个国家参与了#KidsTakeOver 和
#GoBlue 倡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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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应急行动

2021 年对于儿童来说是挑战重重的一年。
由于全球各地应急需求急增，促使去年的人
道主义需求创下本会有史以来最高记录。在
2021 年，我们引应新发的及持续性的人道
主义危机，在 153 个国家展开了合共483 项
人道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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