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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各位学习这个关于儿童权利的项目设计课程。 

本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儿童权利的项目设计，并认

识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 

本学习课程的目的是确保在项目设计和项目执行的过程中，落实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人权法案。这要求相关工作者呼吁相关部门出

台更为完善的政策和条例，同时切实倾听儿童的意见。 

通过本课程，学习者将了解本课程对长期项目的推进和实际执行

的影响，以及它在紧急事件和冲突和其他相关情况中的作用。 

 

 

 

 

  



 

 

本课程分为四个模块，分别介绍了本课程的背景和设计过程，同

时，也为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实施项目的问题上给出了一些建议。 

第一模块：儿童权利为本的基本概念 

本模块将会探讨人权和儿童权利，以及权利拥有者和责任主体之

间的关系。另外，本模块也会讲解如何将这些原则运用到本课程中去。 

需要完成模块的所有内容，才算完成这一部分的学习。 

第二模块：儿童权利项目的实施 

本模块包含了很多案例以供分析。在这些案例中，学习者将会学

到如何将儿童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的各个要素在设计过程中组合在一

起，从而推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持续性改变和完善。 

完成本模块，需要学习者阅读背景知识，并进行完成五个案例分

析。 

第三模块：挑战和实用性建议 

本模块将为学习者提供建议和解决方案，帮助学习者应对进行儿

童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同时也会附上救助儿

童会相关的原则和政策的资料链接。 



 

 

完成本模块，学习者无需学习全部内容，只需进行浏览，尽力而

为即可。但我们仍建议仔细阅读本模块。 

第四模块：建立以权利为本的组织 

本模块展示了以权利为本的理念不仅适用于项目设计，同样也适

用于组织中的其他部分，比如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筹集等。我们需要

学以致用。 

同样的，本模块不要求完全学习，只需浏览，尽力而为即可。但

我们同样推荐仔细阅读。 

 

希望学习者能享受本课程，学到有趣有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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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儿童权利为本的基本概念 

（一）引入 

欢迎来到模块一，在本模块，我们将学习： 

 人权的本质 

 儿童的权利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权利享有者和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 

 如何通过儿童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落实相关原则 

 

（二）人权 

1.什么是人权 

人权，是由国际社会认可的道德和法律规范。所有的人，不论身

份和出身，都拥有被公正平等对待的权利。 

2.人权的本质和原则 

基于人权开展工作，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人权，它如何保障我们

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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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  

无论身份和国籍，任何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些权利生而平等。 

如一个来自农村的残疾女孩和一个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男子享有

相同的权利。 

互相关联性  

每一项权利的实现都有助于其他权利的实现，同时，每项权利的

实现又依赖于其他权利的实现。 

比如，在温饱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你才能更好地行使受教育的权

利。 

不可分割性  

人权是不分等级的，所有权利都同等重要。 

正如休息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是同等重要的。 

不可剥夺性  

任何人生来便享有人权，这些权利不可被剥夺，即使这些权利不

被权威机构（比如政府）承认。 

即使触犯了法律，或者生活在专制政体下，他/她仍然拥有这些权

利。 

 

人权的实现也要求政府和权利享有者负起责任，前者的责任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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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实现人权，后者则要积极参与和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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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测试—人权 

以下这些表述都与人权相关，请根据所学的知识判断正误。 

     1.如果触犯了法律，会被剥夺人权。 

     2.人权是基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享有相同的、平等的权

利”的信念。 

     3.每一项人权都同等重要。 

     4.对抗歧视行为和关怀边缘群体有助于确保人权的普适性。 

     5.一项权利的实现，必然要求其他权利的实现。 

 

 

 

 

 

 

 

  

答案：×；×；√；√；√ 

说明： 

1.即使触犯了法律，人权也是不可剥夺的。所有人生来即享有相同的权

利，这些权利伴随终生。 

2.人权的基本原则是：所有人（并不仅限于特定的国家）都享有同等的权

利。 

3.各项权利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之分。 

4.抗击歧视行为，以及关怀边缘群体有助于更多人实现权利。 

5.一项权利的实现，必然要求其他权利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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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权利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1.什么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CRC）

是首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为保护

儿童权利设立的国际公约。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保障了任何

身份和国籍的儿童的公民权、政治权

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涉及了儿童生活每个方面的权利。 

 为我们所有的设计工作提供了指引 

 帮助我们形成看待儿童的正确方式。 

 帮助我们在工作中的每个阶段都全面地考虑儿童的权利。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国际人权公约框架的一部分，在人权受到

侵犯时，可据此向相关政府部门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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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四项基本原则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认为儿童权利的实现需要以下四项基本原

则。 

 

 小测试—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以下这些表述都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相关，请根据所学的知识判断

正误。 

     1.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适用于全部人类，无论他们的身份和国籍。 

     2.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一项保护儿童权利的、有法律约束效力

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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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有项目工作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指引。 

     4.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涵盖了儿童生活中的所有方面。 

 

 

 

 

 

 

 小测试—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以下哪些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用以充分实现儿童权利的原则？ 

参与原则；信息通畅原则；非歧视原则；家庭最佳利益原则；支持原

则  

 

                                      

 

 

 

  

答案：×；√；√；√ 

说明： 

第1题：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适用于所有儿童（并不是所有人类），无论他

们的身份和国籍。 

第2题：是第一个、保护儿童权利的、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协议。 

 

答案：参与原则；非歧视原则 

说明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认为儿童权利的实现需要满足以下四项原则： 

参与原则；非歧视原则；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生存和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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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责任主体与权利拥有者的关系 

为了权利的实现，我们需要考虑有义务实现权利的人（责任主体）

和进行权利诉求的人（权利享有者）之间的关系。 

责任主体与权利拥有者的关系  

 

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 

儿童必须被支持，并被赋权去： 

(1)进行权利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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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督责任主体履行相应的责任 

儿童的权利诉求和监督能力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这是他们的经

历、所受的教育和受到的支持和期望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开展儿童工作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儿童拥有不断提升和发展的

能力，以及他们对自己能感知自身的能力。 

 小测试—责任主体和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 

补全以下关于责任主体和权利拥有者关系的表述： 

  权利拥有者  责任主体    

1.有效的儿童权利保护措施能提高___________进行权利诉求的能力。 

2.政府是主要的___________，有责任尊重，保护和实现儿童的权利。 

3.尊重，保护和实现权利是___________的责任。 

4.二级___________可能是家长、照顾者、地方或地区政府、学校或者国

际社会。 

5.有效的儿童权利保护措施可以问责___________。 

 

 

答案: 权利拥有者  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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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儿童权利原则付诸实践 

1.干预支柱模型 

为了将理论和原则付诸实践，我们需要针对相关的主体运用适合

的手段，将权利的视角贯穿在项目设计或是项目周期的所有阶段。 

实施儿童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意味着采用一种基于人权和儿童权

利的措施。在工作的每一个阶段以及运用这里介绍的方法时，都要记

住关键点包括： 

 让儿童参与到项目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 

 重点帮助最易受侵犯的儿童并且对抗歧视行为。 

 与合作伙伴一起开展工作。 

 与政府机构合作并提供支持。 

 通过参与和问责，在责任主体和权利拥有者之间确立合作关

系。 

 推进整个社会的参与并且鼓励相关社区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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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支柱模型 

 

支柱一： 

运用支柱一，应该建立一个实证基础来影响其他实务工作者，从

而增加工作的可信度。 

具体的行动可以包括： 

 为经历性暴力的女孩们进行咨询和辅导。 

 为小学提供教育材料。 

 应急措施。 

我们的目标是让责任主体学会并采用我们研发的有效模式。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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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到规模化且可持续结果的最有效方式。 

支柱二：  

支柱二中要求的行动可以包括： 

 与地方权威机构一同监督预算。 

 与儿童一同制定决策机制。 

 推动法律修订。 

 设立儿童权利保护专员。 

支柱三：  

支柱三中的行动可以包括： 

 支持建立促进儿童权利的网络/组织（尤其是由儿童主导的组

织）。 

 帮助社区组织实现组织发展。 

 提高儿童权利的意识。 

 链接国内媒体的力量。 

 链接专业团体/组织的资源。 

 与国际组织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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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的依据| 

支柱一工作手法直接服务于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工作提

供了实证和依据、经验和信誉。这些实证可以为支柱二提供依据，推

进相关政策的出台，改善儿童的境况。 

 

公众社会的支持| 

在一个儿童、年轻人和其他相关群体被赋权并且有动力去维护儿

童权利的社会的支持下，儿童权利维护的工作才能顺利进展。在支柱

三的指导下，在与上述群体合作时，可以： 

 加强这些群体的凝聚力，并且提升他们监督责任主体的能力。 

 创建一个问责和信息公开的平台。 

 通过发展和支持地方组织来提高工作可持续性。 

 扩大工作的潜在规模和范围。 

 借助合作机制，促进相互学习。 

 在地方机构组织的帮助下，推广参与式手段。 

 

在每个支柱上分配的精力和资源会随着项目进展和合作伙伴、政

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介入程度的不同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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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将介绍如何将本课程落实到项目的每一个环节中去。 

 

2.将儿童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的原则贯穿到项目周期中  

在项目实施中始终坚持权利视角，使儿童、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

相关人参与项目周期的每个阶段中是十分关键的。 

 

 项目周期中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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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阶段 

在所有地方开展的项目，都必须和儿童以及利益相关人合作进行

儿童权利状况分析，从而确定： 

 还有哪些未被实现的权利 

 哪部分儿童的权利还未被实现 

 权利被侵犯的根本原因 

 责任主体的责任和承诺 

 相关社会组织的情况 

计划阶段 

基于儿童权利的计划应该基于儿童权利状况分析并且制定出基于

权利的目标和衡量指标，以及基于干预支柱模型设计的行动方案。 

实施阶段 

在实施阶段，要着重考虑： 

 人权和儿童权利的基本原则 

 干预支柱模型内容：直接的服务、增强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

能力、增强儿童享有权利和保障权利的能力 

监测评估体系 

监督，评估，问责和学习，以及反馈提供可以帮助我们对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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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行评估和改进，从而提高有效性。这些活动保证了我们尽到责

任并且确保他人尽责。它们是所有基于权利的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以权利为本的后续机制取决于以权利为本的项目计划。 

 小测试—干预支柱模型 

将以下的表述和干预支柱理论中对应的支柱相匹配： 

支柱一  支柱二  支柱三 

        救助儿童会为无法受到教育的 Yarbba 贫困地区的残疾儿童提

供教育。 

        救助儿童会游说婆罗洲的政府修订当地的儿童雇佣法案。 

        救助儿童会呼吁并支持 Zarbrev 政府部门改善儿童医疗健康

设备。 

        救助儿童会和 Jolong 社会各界合作解决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

的问题。 

        救助儿童会的一位合作伙伴在被飓风袭击的区域设立临时的

医疗中心，以便解决当地医疗机构的缺失问题。 

 

 

  

答案：支柱一；支柱二；支柱二；支柱三；支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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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测试—项目周期中的各阶段 

将以下表述和项目周期中的对应阶段匹配起来 

  分析阶段  计划阶段  实施阶段  监测评估体系   

           在把项目计划付诸实践时，考虑儿童权利原则和本课程

的干预支柱模型 

           在确保自身和相关方面尽责的同时，评估我们项目的有

效性，并做出必要的改进 

           找出儿童的哪项权利和哪些儿童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实现，

并分析背后的原因 

           运用儿童权利状况分析（CRSA）来制定基于权利的目标、

衡量指标和策划活动 

 

 

 

 

 

答案：实施阶段；监测评估体系；分析阶段；计划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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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 

本模块的内容包括： 

 人权的本质 

 儿童权利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权利拥有者和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 

如何将本课程中的理论和原则付诸实践 

在模块二，学习者将会结合模块一中介绍过的原则和理论，进行案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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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儿童权利项目的实施 

（一）前言 

欢迎来到模块二-应用儿童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 

在此模块中，学习者会用到模块一中所提到的原理来分析本模块

中的十二个案例。 

模块一主要探讨了以下概念： 

1 人权 

2 儿童权利 

3 权利拥有者和责任主体的关系 

4 如何通过儿童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应用所学理论 

在模块二中，学习者将会学到如何将模块一的原理应用在项目设

计中。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可持续的变革，让全社会都能认可并尊重

儿童的权利。 

模块二的学习基于模块一的内容，请完成模块一的学习后再开始

学习模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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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儿童权利项目的实施 

在模块二中，学习者将会运用到模块一中所提到的原理来分析本

模块中的一系列案例。 

模块二中共包含 12 个案例，每个案例中都将展示世界各地区当前

现状，并提出两种解决方案。 

模块二中的问题能帮助学习者从儿童权利的视角分析方案，并使

学习者明白从哪些方面可以判断出该方案是否基于儿童权利。 

我们建议你学完所有案例，因为这些案例涉及儿童权利的方方面

面。 

在每个案例的最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在行使儿童权利时可能会遇

到的情形的讨论，也许你已经遇到过类似的讨论，如果您有新的想法，

欢迎写下并反馈至册子后方联系人的邮箱。 

 

（三）什么是儿童权利视角？ 

当站在某个角度时，学习者将会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来审视事物，

并可能会发现原本忽视的问题。 

通过儿童权利视角，能让学习者用基于儿童权利的视角来审视现

状，从而找出你可能忽视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实践中，通过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现状也包含在模块一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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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要素。 

通过儿童权利的视角所发现的东西，需要通过儿童权利为本的项

目设计将其转化为行动。 

 

（四）案例 

案例 1：流浪儿童及童工问题|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一个致力于解决失学儿童问题的组织。以下是

背景材料： 

在 Manhanga (Laminaria 的首都)仅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上学。 

1.救助儿童会的合作伙伴“关爱流浪儿童”组织致力于解决 manhaga

的失学儿童问题。 

2.在某项调查中，研究员在 manhanga 的街道上找到了三十名流

浪儿童和童工。 

3.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 10 到 16 岁的男孩。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 manhaga 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种

方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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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根据 Manhanga 现状，提出以下措施： 

1.为这三十名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孩子们设立一个非正式的教育

项目。 

2.课程都于晚上开展，以便孩子们可以白天工作，晚上学习。 

3.这个项目将由救助儿童会的合作伙伴，“关爱流浪儿童”组织运

作。该项目将包括： 

（1）聘请教师； 

（2）为孩子们提供教学材料和食物； 

（3）让街道上的流浪儿童和童工了解这个项目，让他们知道他

们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并邀请他们参与课程。 

“关爱流浪儿童”组织已经向救助儿童会提交了申请，准备在接下

来的三年里开展这个项目。 

 

 小测试 

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了方案一后，请思考以下陈述，并判

断正误。 

     1.该方案支持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诉求权利 

     2.该方案关注了权利的普遍性  

     3.该方案支持当地人民的自主性 

     4.该方案关注了儿童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 

     5.该方案追究了政府的责任 

 

答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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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1.该方案让儿童了解到他们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并支持他们诉求

权利。该方案的下一步将会是在尊重儿童辍学或失学原因这一前提下，

支持儿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2.该方案没有关注权利的普遍性，因为该项目信息虽然得到传播，

传播过程却缺乏系统性，本方案中仅为三十个儿童提供了教育，事实

上它的规模也无法接受更多儿童。 

3.该方案体现当地自主性。因为合作组织立足于当地，且了解当

地的儿童和他们的具体情况。 

4.该方案没有关注儿童无法行使权利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个项目

只能改变儿童失学的现象，并提供儿童缺乏的东西，但不能从根源上

解决儿童失学问题。 

5.该方案没有追究政府的责任，因为合作组织正通过为儿童提供

教师和相关教育材料等方法替政府履行责任。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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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讨论当前情况后，“关爱流浪儿童”组织和救助儿童会决定

对现状做一个综合分析，来研究在 Manhanga 只有 80%的儿童上学的

根本原因。经过分析后他们决定： 

1．儿童们为家庭生计打工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为此，该组织与

地方教育委员会合作开设了一个为童工和流浪儿童提供的夜校的试点

项目。如果三年后仍然需要这个项目，则该项目将由委员会接管。 

2．与教育委员会展开对话，对话重点是探讨 kiyanda 偏远地区与

少数民族子女失学的根本原因。 

3．让这些儿童了解他们拥有免费受教育的权利，并给予他们探

讨解决现状的机会。 

4．对男女生不同的需求、所担忧的和优先事务进行了调查。 

5．尝试让这些孩子接受正式教育，且其中可能包括速成学习。 

6．通过督促责任主体改变态度和解决排斥少数群体的问题，致

力于改善儿童的生活现状。 

 

 小测试 

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对应的基于儿童

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支持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诉求权利 

B.追究政府责任 

C.找出权利无法被行使的根本原因 

D.关注权利的普遍性问题 

     1．在研究讨论当前情况后，“关爱流浪儿童”组织和救助儿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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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现状作一个综合分析，来研究在 Manhanga 只有 80%的

儿童在校学习的根本原因。  

     2.与地方教育委员会合作开设了一个为童工和流浪儿童提供的夜

校的试点项目。如果三年后仍然需要这个项目，则该项目将

由委员会接管 

     3．与教育委员会展开对话，对话重点是探讨 kiyanda 偏远地区

与少数民族子女失学的根本原因 

     4．让这些儿童了解他们拥有免费受教育的权利，并给予他们探

讨解决现状的机会。权利拥有者 

 

 

 

思考与讨论 

如果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投入大量精力时间完成了一个基于

儿童权利的项目方案，那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他

们具体负责的事项是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大，且可能让该方案变

得不切实际的挑战吗？ 

我们的合作伙伴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选择出来的，他们应该

有和我们一样的价值观、原则和处事方法。我们应该在为共同的目标

共同努力，督促责任主体履行他们的责任，帮助权利拥有者获得权利

的义务。 

当地组织接管项目是保证项目质量和可持续性的关键。 

答案：C  B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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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震后重建和增设娱乐活动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在震后地区筹建休闲娱乐中心活动中心的筹建

计划案例。以下是背景材料： 

1.在 Senoire 北部发生毁灭性的一场地震中，许多房屋包括家庭和

学校都被震摧毁了。 

2.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了家人，许多孩子都留下了这给他们带来

严重的精神创伤。 

3.工作人员在报告中强调了灾区儿童对社交娱乐活动场所的需求。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北 Senoire 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

种方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1．救助儿童会联系了 Accade 市政府，鼓励他们根据灾区儿童对

娱乐场所的需要组织相关活动。 

2．市政府决定建立一个活动中心，让孩子们有一个玩耍和恢复

精神创伤的空间。 

3．市政府通过学习某个欧洲国家的概念，设计了一个易建造、

可复制性高、造价低的活动中心。该活动中心主要是为体育类活动而

设计的。 

4．在建造活动中心的过程中，市政府没有咨询那些受影响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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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和他们的家庭的意见。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了方案一后，请思考

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将儿童的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2．该方案关注了儿童的发展权。 

     3．该方案督促责任主体履行他们的义务。 

     4．该方案是可持续的。 

     5．该方案在分析和计划过程中有儿童的参与。 

 

 

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1.该方案没有将儿童的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因为这个项

目只是想让孩子们有事可做，而没有针对性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用以

恢复的活动。 

2. 该方案关注了儿童的发展权。因为休闲活动就是儿童发展权的

体现。但是因为地震在孩子的心中留下了精神创伤，很多孩子可能无

法从这些活动中受益，。 

3.该方案督促责任主体履行他们的义务。虽然市政府为在地震中

受创伤的孩子们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如果他们能够同时考虑

这些儿童的特殊需求的话，该方案将更加完美。 

4.该方案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只是把国外成功的模式照搬过来，

答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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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基于当地的需求和利益进行设计。 

5.该方案没有在分析和计划过程中参考儿童的意见。因为项目主

管认为他们已经了解孩子们的需求了。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1.救助儿童会联系了 Accade 市政府，鼓励他们根据灾区儿童对娱

乐场所的需要组织相关活动。 

2.市政府决定建立一个活动中心，让孩子们有一个玩耍和恢复的

地方的空间。。 

3.从计划建造活动中心的一开始就让儿童参与进来，同时鼓励被

边缘化最严重的和被影响最严重的孩子们参与其中。 

4.在与儿童、护理受创儿童的专家们讨论后决定活动中心的房间

功能、设计和装修。 

5.孩子们决定了活动中心应该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儿童准

备怎样的活动。另外，他们还对活动中心的开放时间提出了建议。 

6.活动中心对残障儿童开放。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致力于权利的普遍性和对儿童的无歧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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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让儿童参与到项目的分析和计划阶段 

C.将儿童的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1.孩子们从活动中心开始计划时就参与进来了，他们决定了活动

中心应该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儿童准备怎样的活动，

并对中心的开放时间做出了建议。 

     2.在与儿童、护理受创儿童的专家们讨论后决定活动中心的房间

功能、设计和装修。 

     3.鼓励被边缘化最严重的和被影响最严重的孩子们参与其中，同

时这个中心也对残障儿童开放。 

 

 

 

 

说明： 

在方案二中，儿童也对活动中心的开放时间做出了建议，这意味

着他们在项目分析和计划阶段就参与了进来。 

 

思考与讨论 

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拯救生命应该置于优先位置，但是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资源去开展那么多的活动。 

确实，在紧急情况下你要把拯救生命放在首位，但过去的经

答案：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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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说明，你的方案是否长期有效，取决于你所合作的社区是否有能力

和决心去改善儿童生活、完善国家体系以及加强他们的抗逆力。 

案例 3：家庭暴力|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家庭暴力。以下是相关背景材料： 

1．在 Kublars，家庭暴力不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地也没有

明确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条文。 

2．救助儿童会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能够和他们一起解决

Kublars 的家庭暴力问题。 

3．本国有两个主要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他们活跃于家庭教养、

儿童保护和反对向儿童使用暴力的领域。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 Kublars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种方

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1.Mamax 是 Kublars 的主要非政府组织之一，他们活跃于家庭教养、

儿童保护和反对向儿童使用暴力的领域。他们现在正与当地家长群体

组织开展紧密合作。 

2.Kubars 的人们普遍认为养育和管教儿童在本质上是一件家庭内

部的事务，第三方的介入会被视为一种对家庭权利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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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max 认为应该尊重当地家庭教养子女的方式，但是凡事都要

有底线，当普通的掌掴变成了虐待时，就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4.Mamax 成立了一个新的项目，旨在创建更多家长群体组织并讨

论家庭教养相关话题。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了方案一后，请思考

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是建立在对当地的了解上的，并且鼓励了当地人民的自

主性。 

     2.该方案将儿童视为权利拥有者。 

     3.该方案支持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诉求权利。 

     4.该方案体现追究政府的责任。 

 

 

 

 

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1.该方案建立在对当地的了解上的，并且鼓励了当地人民的自主

性。因为方案一所选择的合作组织扎根于当地社区，且熟悉当地文化

习俗。 

2.该方案没有把儿童视为权利拥有者，因为它同意当地的观念，

即认为儿童是家庭的财产。 

答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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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方案不支持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诉求权利，因为它是针

对家长和社区开展工作的，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希望改变当地的文化观

念。 

4.该方案没有追究政府责任，因为它没有结合针对家长群体开展

的工作和号召国家支持他们的工作并保护儿童免受暴力的工作结合起

来。 

5.此外，民间组织没有监督政府履行其作为责任主体的义务。因

为它不想失去当地社区的信任，这可能让他们对儿童权利相关倡导的

行为持保留意见。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1．作为在 Kublars的第二大非政府组织，Advox活跃于家庭教养、

儿童保护和反对向儿童使用暴力的领域。 

2．Advox 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为行动准则，主要通过开展全国

性运动来提倡颁布禁止对儿童使用体罚的法律条文。 

3．Advox 也为社区内的家庭服务中心提供支持，为家长和照护者

提供能力建设，让他们学会使用非暴力手段来教育孩子。 

4．除了上述工作，家庭服务中心还将重点放在村镇，以正向教

养实践为典范，让其他父母和儿童了解儿童权利。同时协助移交儿童

相关的暴力或虐待案件, 并与医院和警察等方合作，采取后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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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支柱干预模型的原则进行匹配。 

A.支柱一：直接的服务，对儿童权利受损的群体采取直接的服务。 

B.支柱二：强化政策和机制，增强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能力（完善立

法、服务/资源平台和机制搭建）。 

C.支柱三：建立公众支持环境，增强儿童、成年人和公众享有权利和

保障权利的能力。 

     1．非政府组织 Advox 主要通过开展全国性运动来提倡颁布禁止

对儿童使用体罚的法律条文。 

     2．Advox 对社区内的家庭服务中心提供支持，为家长和照护者

提供能力建设，让他们学会使用非暴力手段来教育孩子。 

     3．家庭服务中心还将重点放在村镇，以正向教养实践为典范，

让其他父母和儿童了解儿童权利。同时协助移交儿童相关的

暴力或虐待案件, 并与医院和警察等方合作，采取后续措施。） 

 

 

说明：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体罚在内，都是对

儿童权利的侵害。政府应该制定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并保证这些法律

的有效实施和分配好必要的资源。 

在方案二中，民间组织通过向政府提议设立禁止对儿童使用体罚的

法律条文来督促他们履行作为责任主体的义务。 
 

答案：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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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当地小规模的非政府组织可能没有能力采取直接行动，比如

提高人民的意识并向推广至全国。如果一些机构不能满足干预支柱模

式的要求，我们还能和他们合作吗？ 

  当然可以，如果该国家内的救助儿童会能够在各支柱中找到

平衡，且能直接联系到儿童和社区来宣传我们的主张，那么哪些组织

侧重关注哪些特定的支柱是可以由你决定的。 

案例 4：农村学校低出勤率问题||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农村地区小学低出勤率问题。以下是相关背景

材料： 

1．在 Rhuba 的一个农村地区 Marid，只有 20%的儿童上小学接受

教育。 

2．Nhandi 的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的小学就读率更低。 

3．在 Rhubad 的学校里禁止体罚，但是没有人遵守这条规定。 

4．在 Marid 的学校里，学校设施大多不足且以大班教学，每个班

级人数很多。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 Marid 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种方

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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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1.救助儿童会决定在 Marid 委托建造 20 所新的学校。 

2.新建的学校将会配备齐全的电脑和互联网设施。 

3.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孩子们参与到决定墙和家具的颜色的过程

中。 

4.学校的建筑费用、教师的薪水、教材费、课桌椅的费用等都由

救助儿童会支付。资金来自于主要捐助国。 

5.针对 Nhandi 少数民族的孩子，救助儿童会开设了一个特殊的子

项目。 

6.该国家的政府非常满意该方案，因为农村地区不断增加的儿童

数量使得他们的预算不断紧缩。因此，政府并不打算接管这个在

Marid 开展的项目。 

小测试 

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视角审视了方案一后，请思考与其相关的陈述，

并判断正误。 

     1．该方案督促责任主体履行他们的义务。 

     2．该方案坚持无歧视原则。 

     3．该方案关注了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根本原因。 

     4．该方案支持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对权利进行诉求。 

 

 

 

答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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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1.该方案没有督促责任主体履行他们的义务。因为救助儿童会正

逐渐代替当地履行义务，比如为他们提供了原本缺少的东西，如学校

和设备。 

2.该方案坚持无歧视原则。因为该方案为 Nhandi 少数民族的孩子

筹划了一个特殊活动。不过，我们不知道这所学校能不能接收所有的

孩子。比如：同时接收男生、女生和残障儿童。 

3.该方案没有关注权利得不到实现的根本原因。因为该方案只是

提供了教学楼、设备和人员，而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Marid 地区的儿童不上学的根本原因，通常这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

比如孩子需要帮忙做家务，或者社区中对此意识不足等。 

4.该方案没有支持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诉求权利。因为该方案仅

仅让儿童象征性地参与进来，没有给予他们了解自身权利的机会，也

没有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担忧和利益。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1．救助儿童会同 Marid 当地的社区合作，和儿童一起决定如何设

计学校。 

2．该方案将与儿童一起讨论学生保护问题，诸如上学路上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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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男女洗手间的位置等。 

3．救助儿童会通过教育部和当地政府制定了一份长期协议。协

议规定了教师薪酬、教材费用和学校维护工作等将会在五年后由教育

部接管。 

4．民间组织做出了如下努力: 

（1）为禁止在学校使用体罚而四处游说和宣传。 

（2）为老师提供能力建设，教授正面教育跟指导学生的方法。 

（3）宣传和促进正面教育跟指导学生的教育理念及方法成为师

范院校的必修课程而四处游说和宣传。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权利是相互关联的 

B.民间组织督促政府完成其作为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义务 

C.让儿童参与分析与计划过程 

D.问责政府 

E.保证方案的可持续性 
 

     1.救助儿童会同 Marid 当地的社区合作，和儿童一起决定如何设

计学校。 

     2.该方案将与儿童一起讨论学生保护问题，诸如上学路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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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男女洗手间的位置等。 

     3.救助儿童会与教育部和当地政府合作。 

     4.制定了一份长期协议。协议规定了教师薪酬、教材费用和学校

维护工作等将会在五年后由教育部接管。 

     5.为禁止在学校使用体罚而四处游说和宣传；为老师提供能力建

设，教授正面教育跟指导学生的方法；宣传和促进正面教育

跟指导学生的教育理念及方法成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程而四

处游说和宣传。 

 

 

思考与讨论 

对民间组织来说，督促政府工作并监督儿童权利相关法律的

实施是比较敏感和存在风险的，我们怎么能保证不使我们的合作伙伴

陷入危险之中？ 

我们得谨慎选择合作伙伴并相信他们的判断。不管是在国家层

面还是社区层面，我们都应该和能够影响责任主体并引导公众舆

论的组织合作。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并以我们的信誉为他们担保。 

 

案例 5：飓风过后|| 

本案例将关注飓风后的损伤。以下是相关背景材料： 

答案：C A D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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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飓风袭击南马拉，数千个家庭露宿街头、缺乏食物。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南马拉的灾情，以下是其中一种方

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1.包括救助儿童会在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工作人员一同带着

帐篷和食物前往南马拉，救助约两万名极度缺乏食物与庇护所的儿童。 

2.由国际员工处理好食物和帐篷的管理、协调及分配。 

3.没有进行在儿童保护、健康及教育方面特定需求的评估。 

4.开展行动前无须先咨询当地社区与组织，因为应援行动必须立

即执行，刻不容缓。 

5.救助儿童会与其他国际非政府间组织，正在共同倡议捐助者与

政府为当地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了方案一后，请你思

考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优先考虑儿童的最佳利益 

     2.该方案能保证儿童的生存权利 

     3.该方案鼓励责任主体履行义务 

     4.该方案具有可持续性 

     5.该方案建立在对当地的了解上的，支持当地人民的自主性 

 

 答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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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1.由于该方案没有判定什么是儿童的特定需求，因此没有优先考

虑儿童的最佳利益。 

2.该方案体现了儿童的生存权利，这也正是此类标准做法的核心。

但要充分保障生存权，需要对此有更多针对性的具体做法。 

3.该方案鼓励了责任主体履行义务，因为这种情况下，其他地区

都有义务协助工作。 

4.该方案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这是一种短期紧急应对的做法。

下一步重点工作将会包括：减少风险、建立抗逆力、支援恢复以及提

高当地人民的自主性，从而提高可持续性。 

5.该方案没有建立在对当地的了解上，不支持提高当地人民的自

主性。 

 

下面我们将展示应对南马拉灾情的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

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快速评估法，涵盖了评估责任主体和其他参与方的能力；以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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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的后续发展，包括无法实现的权利。 

救助儿童会采取的行动： 

1.确保政府参与其中，包括任何事前采取的紧急准备工作。 

2.对民间组织进行培训，确保儿童受到保护，并倾听他们所担忧

的事情。 

3.确保恢复的期间，群众、基础设施以及体系更具有抗击力。 

4.与民间组织、政府、儿童和青年人合作，制定降低灾害风险计

划。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保证可持续性 

B.支持鼓励责任主体履行义务 

C.与民间组织形成合作关系 

D.让儿童参与到计划和分析中 

 

     1.救助儿童会应确保政府参与其中，包括在当地任何事前采取的

紧急准备工作。 

     2.救助儿童会应确保恢复的期间，群众、基础设施以及体系更具

有抗击力。 

     3.与民间组织、政府、儿童和青年人合作，制定灾害风险降低计

划。 

     4.儿童和青年人参与降低灾害风险计划。 



 

44 

 

 

 

 

思考与讨论 

我们如何在时间短促、资源缺乏的紧急情况下，完整且深入

地将信息收集并记录起来呢？ 

那就要随时准备好。快速评估的范围其实并没有那么广泛。

在做紧急应对计划时，掌握最新的儿童权利情况分析方法，能帮你分

析风险和可能出现的后果，教你如何在困难情况下收集信息，能够帮

助你规划好必要的资源。那时你将能够更好地展示出影响力、开展更

好的实践和进行更有效的宣传，还能在最大程度上为项目争取更多的

资源。 

 

 

 

案例 6：贫民窟地区中儿童的医疗保健服务|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儿童。以下是相关背

景材料： 

答案：B  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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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特大城市 Kytop 中，来自贫民窟地区的儿童无法得到基本医疗

服务。 

2.包括救助儿童会在内的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联合建立了一个

长期项目，在贫民窟地区建造医疗诊所，为其提供设备。项目已经开

展了十年，即将要结束。 

3.国际非政府组织承担了员工工资、药物和其他必需用品的费用。 

4.极少专业人员愿意在贫民窟工作，因此国际非政府组织给员工

支付的工资水平高于政府可能给出的工资水平。 

5.国际非政府组织离开后，由于资源缺乏，医疗诊所提供的服务

质量下降。由于卫生部收取诊疗费，许多家长不再让孩子接受医疗服

务。Kytop 获得医疗服务的儿童人数正在下降。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 Kytop 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种方

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由于在 Kytop 获得医疗服务的儿童人数不断下降，国际非政府组

织联盟被要求继续负责该项目，并将运营诊所的时间延长五年。国际

非政府组织联盟同意并继续开展项目。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了方案一后，请你思

考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重视权利普遍性和无歧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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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该方案将儿童的最佳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 

     3.该方案鼓励责任主体履行义务。 

     4.该方案具有可持续性。 

     5.该方案支持民间社会监督政府，让其履行其作为责任主体

所应承担的义务。 

 

 

 

 

若对方案一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出发，

揭示了以下几个特征： 

1.该方案重视权利普遍性和无歧视原则，是因为它为以前无法获

取医疗保障的儿童提供医疗保障。 

2.该方案将儿童的最佳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是因为它保证

了儿童能够获得医疗保障，而需要说明的是，儿童并不能获得持续的

医疗服务。 

3.该方案没有鼓励责任主体履行义务，是因为国际非政府组织默

认卫生部无法提供必要资源，也无法承担医疗服务的责任。 

4.该方案不具有可持续性，是因为它依靠捐助者的资助和国际非

政府组织在当中扮演主导的角色。 

5.该方案没有支持民间社会去监督政府履行其责任主体的义务，

因为在这当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着手于直接实行其方案。 

 

答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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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应对 Kytop 情况的另外一种方法。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

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1.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盟支持当地民间组织，协力追踪预算和评估

各个地区在儿童医疗上的花费。然后将调查成果用以说服政府提高拨

款金额，用于支付医疗工作人员工资、购买物资和器材，这样就可以

免去诊疗费。 

2.民间组织主张儿童不受任何歧视，平等地拥有享受医疗服务的

权利。 

3.卫生部保证，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将会免除诊疗费，并再次拨款

用于员工薪酬和器材费用。 

4.救助儿童会支持民间组织来监管项目的实施情况。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民间组织监督政府承担责任 

B.确保可持续性 

C.鼓励责任主体履行义务 

D.重视权利的普遍性 

 

     1.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盟将倡导中收集起来的信息，用来说服政府

加大拨款，用以支付医疗人员的工资、购买物资和仪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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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免除诊疗费的目的。 

     2.民间组织主张儿童不受任何歧视，平等地拥有享受医疗服务的

权利。卫生部保 

     3.证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免除诊疗费，并再次拨款用以支付员工

工资和仪器费用。 

救助儿童会支持民间组织监督项目实施情况。 

 

 

 

 

说明： 

1.呼吁责任主体通过重视儿童被排斥的问题、促使其态度的改变，

不断改善儿童的状况；这重视了权利的普遍性、政府问责和可持续性。 

2.支持当地民间组织联手，追踪预算，评估不同地区在儿童医疗

上的花销。这也体现了与民间组织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民间组织监督

政府问责的重要性。 

3.如果民间组织的呼吁起到了作用，方案二也同样具有可持续性。 

4.政府有责任确保让所有的儿童享有并免费享受医疗服务。政府

应为员工的工资、药物和其他供给物品等必需资源给予拨款。国际非

政府组织可以支持诊所的建造和翻新，但不应该在政府不愿意出资给

儿童时承担起政府的职责。 

 

答案：C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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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虽然如此，但是说服政府拨款并不是一个能解决当务之急的

方法。在这期间，我们要怎么做？让孩子们死吗？ 

  有紧急情况时，我们必须要援助儿童。如你所知，在《儿童

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课程的支柱 1 中，我们可以对儿童权利受损的群

体采取直接的服务。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没有了呼吁政府承担责

任和支持民间监督等其他阶段，就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这样我们就

得承担起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案例 7：学校中儿童参与的机会|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儿童在学校缺乏参与的机会。以下是相关背景

材料： 

1.亚龙的孩子在学校很少有参与的机会。 

2.一份关于亚龙儿童的调查显示，儿童觉得自己的想法和担忧没

有得到倾听。 

3.儿童还觉得学校没有鼓励他们发声，未让他们参与活动设计和

计划的阶段。 

4.学校里没有让儿童参与决定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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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亚龙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种方法

（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1.在救助儿童会的支持下，卡佩利中学的老师和学校理事会决定

成立一个学生社团。 

2.一群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富有社交技巧的儿童，受老师的邀

请老师参与到社团建设中。 

3.这些儿童被要求提供活动建议，他们提出许多想法，比如向其

他儿童传播儿童权利的观念，并就学校事务向儿童开展调查。 

4.老师认为该社团应该有一个像表演或者比赛开始前的启动仪式，

以便提高全校师生的认知度。 

5.在成立之后，社团每月会有一次聚会，一同商定后续活动。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了方案一后，请你思

考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重视权利的普遍性。 

     2.该方案支持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诉求他们的权利。 

     3.该方案让儿童参与进分析与计划阶段中。 

     4.该方案让儿童参与进后续活动和学习中。 

 

 

答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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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1.该方案没有重视权利的普遍性，是由于只有特定几位聪慧的儿

童受邀参与其中。普遍的参与权利意味着让学校所有儿童都有机会选

择是否参与，这是非常必要的工作。 

2.该方案没有支持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诉求他们的权利，是

因为儿童的参与是围绕着活动来进行，而不是围绕着让学生知道并享

有参与权、优质教育权利和其他在学校中有可能被侵犯的权利（比如

反暴力保护和反歧视）来进行。 

3.该方案有让儿童参与进分析与计划阶段中，是因为他们是受邀

来提建议的。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老师掌握了最终决定权。 

该方案没有让儿童参与进后续活动和学习中，是因为根本没有设

置后续的活动和学习。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视角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1.每班选择两名代表，一男一女，参加学校理事会的会议，讨论

如何让儿童更好地参与进学校的决定中。 

2.儿童要提出关于如何让儿童参与到学校事务中的想法。 

3.儿童将和老师以及学校理事会讨论这些提议，共同决定活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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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实行方法。 

4.首先将由学校社团向全校儿童发出信函，在其中介绍社团并邀

请全体儿童为社团提出可行的活动建议。 

5.特定分配两名老师来支持学生参与，并给予老师有限的预算。 

6.救助儿童会将游说市教育委员会，提高市教育委员会的能力，

确保学校管理在内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强调无歧视原则 

B.鼓励支持责任主体履行义务 

C.让儿童参与到分析和计划阶段中 

 

     1.每班选择两名代表，一男一女，参加学校理事会的会议，讨论

儿童如何更好地参与进学校的决定中。 

     2.儿童要提出关于如何让儿童参与到学校事务中的想法。首先将

由学校社团向全校儿童发出信函，在其中介绍社团并邀请全

体儿童为社团提出可行的活动建议。 

     3.救助儿童会将游说市教育委员会，提高市教育委员会的能力，

确保学校管理在内的问题能够解决。 

 

 

 

答案：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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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虽然方案二采取了一些方法，突出强调无歧视的重要性，如果能

让不同能力、社会背景、教育背景的孩子参与其中，将会达到更佳效

果。 

 

思考与讨论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儿童想要探讨的问题与救助儿童会首要

考虑的问题不一致呢？这可能会引起捐赠者和各国政府的不满。 

对的，这是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但如果我们是认真地去支持

所有儿童权利的话，那么儿童的确有权利表达他们的观点。如果他们

的观点和意见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我们应该将其纳入项目设计和首

要考虑中去。 

我们不需要去认同这些观点，但儿童作为权利拥有者表达观点时，

我们需要支持他们这一行为。 

 

 

案例 8：家庭难以负担休闲活动的费用|| 

 

家庭难以负担休闲活动的费用本案例我们将关注儿童休闲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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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支出问题。以下是相关背景材料： 

1.救助儿童会志愿者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高收入国家列

松首都查莱兹的郊区，有许多家庭无法承担孩子休闲活动、生日庆典

和圣诞礼物的费用。 

2.休闲活动需要参与人员拥有运动俱乐部会员资格，并且俱乐部

内需要配备相关地运动设备，因此价格高昂。参与这些项目的全体儿

童，都应贡献一份力量，通过售卖彩票来为俱乐部筹资。 

3.分析结果显示，许多孩子由于资金原因而被迫退出。儿童无法

参与活动，越来越感到被社会边缘化。 

4.分析结果还显示，这些儿童的家长的就业情况通常只有兼职工

作或无业，他们主要依靠社会福利生存。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查莱兹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种方

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1.救助儿童会的志愿者建议在查莱兹举行募捐活动，人们可以捐

赠： 

 资金 

 适合作为圣诞节或生日礼物的物品 

 运动器材 

2.这些礼物和运动器材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 

3.募集的资金将被用于提供补助资金，有需要的家庭可以通过申

请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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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邀请查莱兹郊区的儿童通过画画、讲故事、做手工的方法，分

享他们的梦想和愿望。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了方案一后，请你思

考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基于儿童权利。 

     2.该方案重视权利的普遍性和无歧视原则。 

     3.该方案鼓励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4.该方案让儿童参与到项目的实施阶段。 

 

 

 

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1.该方案没有基于儿童权利，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慈善项目。比

如，一个以权利为本体的项目会激励家庭内生力以达到自给自足，并

着眼于政府的财政支持系统，保证儿童所在的家庭有足够的资金购买

生日礼物、圣诞礼物和支付休闲活动。假如使用方案一，那么当一个

孩子从项目中获得了一双鞋子，但鞋不合穿时，她仍然没有钱购买新

鞋或者支付俱乐部的会员费用。 

2.该方案没有重视权利的普遍性和无歧视原则，因为这仅仅面向

答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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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知道有这项援助活动的人群。 

3.该方案没有鼓励责任主体承担责任，因为没有界定清楚责任主

体在其中的责任。 

4.该方案有让儿童参与到项目实施中，因为他们能够分享自己的

梦想和愿望。然而，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对决策和建设更平等的

系统是否有任何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查莱兹情况的措施（方案二），请

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1.救助儿童会的志愿者联系了查莱兹市级的的社会服务中心，在

召开的会议上讨论郊区儿童的情况。 

2.这群志愿者讲述了住在查莱兹郊区儿童的状况，他们因为社会

地位而受到歧视。 

3.志愿者群体提出他们可以协助社会服务中心。志愿者将帮助社

会服务中心开展免费休闲活动，向邻里地区的全体儿童开放，每年都

在该地区的学校里组织一场向公众开放的圣诞派对。 

4.为保证最边缘的儿童能够继续参与休闲活动，志愿者们建议设

立一个计划委员会，由来自当地的社会服务中心代表、儿童代表、青

少年代表和救助儿童会的人员组成。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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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重视权利的普遍性和无歧视原则 

B.强调问责政府  

C.保证可持续性 

 

     1.救助儿童会的志愿者联系了查莱兹市级的的社会服务中心，在

召开的会议上讨论郊区儿童的情况。志愿者提出他们可以协

助社会服务中心。 

     2.这群志愿者讲述了住在查莱兹郊区儿童的状况，他们因为社会

地位而受到歧视。志愿者将帮助社区开展免费休闲活动，并

向邻里地区的全体儿童开放，每年在该地区的学校里组织一

场面向所有人的圣诞派对。 

     3.为保证受排挤最严重的儿童能够继续参与休闲活动，志愿者们

建议设立一个计划委员会，由来自当地的（同上）、儿童代表、

青少年代表和救助儿童会组成。 

 

 

 

 

思考与讨论 

虽然如此，但是组织公开免费的活动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根

本原因。我们应该支持这类活动吗？ 

是的，但如果我们在落实干预支柱模型的支柱 1（即对儿童权

答案：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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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损的群体采取直接的服务）时，我们得保证要同样在落实其他两

个支柱，以鼓励责任主体承担责任，也鼓励包括儿童及民间团体，诉

求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因社会地位而受歧视。 

 

案例 9：宗派主义及内战后治理问题||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内战所带来的后果。以下是相关背景材料： 

以 Kaytto 为例，这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内战，

并遗留下了两个问题：宗派主义和国家治理不善。 

最近，Kaytto 邻国挑起战争，攻击 Kaytto 国的某个宗派，战争持

续了 2 个月，这导致了： 

1.包括儿童在内上千人的死亡 

2.上千个家庭毁于一旦 

3.人民流离失所 

4.重要基础设施被破坏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 Kaytto 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种方

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1.包括救助儿童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对 Kaytto 的现状做出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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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纷纷向 Kaytto 提供避难所和食物救助。 

2.各国际组织曾尝试与当地民间组织协商合作事宜，但最后没有

达成合作，因为如果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国际组织可能会在合作中失

去公正性。 

3.救助儿童会在避难营设置了临时的“儿童友好儿童友好空间”，

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交朋友，也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了方案一后，请你思

考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基于儿童权利考虑。 

     2.该方案强调了了儿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3.该方案能督促责任主体履行义务。 

     4.该方案是可持续的。 

     5.该方案是建立在对当地的了解上的，并且鼓励了当地人民

的自主性。 

 

 

 

 

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1.该方案没有基于儿童权利考虑，因为整个方案都在围绕当地人

民的紧急需求展开救助，而且国际组织将责任主体的工作都完成了。

答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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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际上，在这次应急救援中，救助儿童会的确是以儿童的生存权、

发展权和受保护权为核心展开救助的。 

2.本次救助也有关注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为这个方案涉及

了一系列的行动，既满足了紧急生存需求，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可供娱

乐活动的安全场所。 

3.该方案没有督促并支持责任主体履行义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与国家政府签订条约可能会有失救助儿童会的中立性。然而，国际社

会都在履行人道援助的义务。 

4.该方案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只是一个短期应对方案。当紧急

情况过去之后，国家将进入恢复期，届时人们需要其他措施来帮助国

家建立抗击力，并为儿童权利提供可持续的支援。 

5.该方案没有建立在对当地的了解上，也没有支持当地人民的自

主援助，因为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很可能损失国际组织的中立性

和公正性。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1.战争发生后，救助儿童会立刻以组织名义向长期合作伙伴

SpaceSafe 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在战争中受灾最严重的 20 个村镇成立

“儿童友好空间”项目。 

2.儿童友好空间欢迎所有儿童。他们可以在这玩耍、参加戏剧演

出、参加游戏以及接受艺术治疗。此外，“儿童友好空间”还提供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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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学层面的支持和一些解决冲突的讨论方案。 

3.救助儿童会和 SpaceSafe早已建立起的合作关系使得他们互相信

任，这意味着救助儿童会的公正性不会受到影响，“儿童友好空间”项

目的工作也能迅速展开。 

4.SpaceSafe 的多数工作人员都是战争波及区的居民，而且他们来

自不同民族，所以他们十分理解战争冲突给当地儿童带来的影响，他

们也懂的如何帮助那些处于最边缘的儿童和受到战争影响的儿童。 

5.SpaceSafe 与地方政府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儿

童友好空间”项目在村镇的开展。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向最边缘的儿童伸出援手 

B.体现可持续性 

C.以对当地的了解和地方自主性为基础行事 

D.将儿童最佳利益作为主要考虑因素 

 

     1.战争发生后，救助儿童会立刻以组织名义向长期合作伙伴

SpaceSafe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在战争中受灾最严重的 20 个村

镇成立“儿童友好空间”项目。 

     2.儿童友好空间欢迎所有儿童。他们可以在这玩耍、参加戏剧演

出、参加游戏以及接受艺术治疗。此外，“儿童友好空间”还提

供了社会心理学层面的帮助和一些解决冲突的讨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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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paceSafe 与地方政府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儿

童友好空间”项目在村镇的开展。 

     4.SpaceSafe 的多数工作人员都是战争波及区的居民，而且他们

来自不同民族，所以他们十分理解战争冲突给当地儿童带来

的影响，他们也懂得如何帮助那些处于严重边缘的儿童和受

到战争影响的儿童。 

 

 

 

 

思考与讨论 

话虽如此，但是在战争冲突中，几乎没有几个组织能够做到

完全公正。哪怕是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组织，也无法保证他们自身的公

正性。而且很多时候，由于当地的安全状况问题，我们无法亲身到达

当地，也无法知道我们的伙伴实际上在做什么…… 

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而这也突显了与其他组织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并在儿童权利方面达成共同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同时，

我们还应该确保我们的合作伙伴是在为了建立强大的儿童权利公共体

系而奋斗，是在为了孩子们能受到保护而奋斗，是在为了确保体系可

持续性和公开性而奋斗。 

 

 

答案：A  D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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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没有被妥善照顾的孩子们||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没有从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中获得妥善照顾的孩

子们。以下是背景材料： 

在 Alpecc，很多孩子都没有得到妥善照顾。 

很多家庭贫穷的家长把孩子留在村子里，自己去首都或其他地方

打工谋生。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 Alpecc 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一种方

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1.在 Alpecc，很多社区中的居民自发建立了一些小团体，着眼于

处理孤儿和遗弃儿童的问题。 

2.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前，他们在可以收容所或者家中得到照顾。 

3.收容所受捐赠人资助建造，大多数收容所只能容纳少数儿童。 

4.有的孩子们去学校上课，有的孩子在家接受教育。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了方案一后，请你思

考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关注了权利的普遍性。 

     2.该方案是建立在对当地的了解上的，并且鼓励了当地人民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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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 

     3.该方案能督促并支持责任主体履行其义务。 

     4.该方案是可持续的。 

     5.该方案关注了儿童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 

 

 

 

 

 
 

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该方案没有关注权利的普遍性，因为现在的各种倡议活动都只能

对组织所了解到的儿童有所帮助，数量十分受限。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中指出，所有儿童都应受到平等对待，这一实现不应该依靠慈善组

织。 

该方案的确是基于当地情况，并支持当地自主性。因为这些基于

社区建立的组织了解当地儿童的家庭背景，他们能用自己掌握的信息

建立起支持体系。 

责任主体没有被督促和支持履行义务；基于社区建立的组织自己

承担了相关工作，而且也没有向政府申请协助。 

该方案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类基于社区的组织需要依靠慈善机

构的捐助才能维持儿童之家的运作。 

答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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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没有关注了儿童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仅仅

通过为孩子提供收容所来解决表面现象。要让孩子们从今往后不再需

要收容所，组织应该关注问题的根源，如家庭暴力、儿童忽视、家庭

贫困、家庭/社会态度、社会保护体制不完善等。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救助儿童会的合作伙伴 AllRightz 正努力提倡并支持 Dllang 政府加

强当地的儿童保护机制。 

AllRightz 支持推行转介制度，其中包括寄养家庭服务、收容所、

社会保护、寻找家庭/家族成员并帮助其重聚。 

救助儿童会为另一个当地伙伴提供支持，帮助其启动试点项目，

建立社区关怀服务。 

长期目标是政府将接管该项目，并将对试点工程中的社区关怀服

务模式进行调整，将其重塑为一个成熟的项目。 

AllRightz 选择一群儿童作为参照对象，关注他们对不同形式的替

代性照顾模式的体验情况。 

救助儿童会也会在 Pllang 的某个区域支持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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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鞭策并支持责任主体履行其义务 

B.让儿童参与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C.可持续 

 

     1.救助儿童会的合作伙伴 AllRightz 正努力提倡并支持 Pllang 政府

加强当地的儿童保护机制。 

     2.该方案的长期目标是：政府接管该项目，并将对试点工程中的

社区关怀服务模式进行调整，将其重塑为一个成熟工程。 

     3.AllRightz 选择一群儿童作为参照对象，关注他们对不同形式的

替代性照顾模式的体验情况。 

 

 
 

思考与讨论 

虽然当地组织在社区中建立起了信任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政

府接管项目后，儿童和社区还会像之前一样信任这个项目。 

的确，所以监督项目实施、督促政府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同

时保证政府的服务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案例 11：寻找一个本土的民间组织作为合作伙伴|| 

 

答案：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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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我们将关注如何寻找一个本土的民间组织作为合作伙伴。

以下是背景材料： 

救助儿童会正在 Nyorgb 寻找一个合适的民间组织作为合作伙伴，

共同开展一个关注儿童贫困的项目。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在 Nyorgb 的这种情况，以下是其

中一种方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一 

救助儿童会非常清楚为了解决 Nyorgb 的儿童贫困问题，他们需

要提供哪些帮助： 

为在该国两个区域内边缘化最严重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 

对待业青年进行职业培训 

该项目旨在激发最边缘的家庭的内生力，以达到让他们拥有自给

自足的能力。 

救助儿童会需要寻找一个具备资质的组织作为合作伙伴来共同完

成项目。 

首先，合作伙伴必须是可靠的执行者，它甚至可以不属于当地的

儿童权利协会的组织，因为相比之下其他条件显得更加重要。 

最关键的选择标准有三点：潜在合作伙伴的管理能力；经济能力；

实现项目开展中所提出的需求的能力。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了方案一后，请你思

考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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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该方案是可持续的。 

     2.该方案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交流和学习上的。 

     3.该方案充分运用了对当地的了解，并提到当地人民的自主性。 

     4.该方案体现了对政府的问责。 

     5.该方案鼓励了合作伙伴运用以权利为本的方法行动。 

 

 

 

 

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方案有如下特征： 

该方案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样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开展一个由

救助儿童会设计、属于救助儿童会的项目上的。 

该方案没有建立在互相尊重、交流和学习上，因为合作组织被委

托的是一个事先设计好的项目。不过在项目开展中也可以加入互相学

习和交流的成分，同时在过程中可以获得互相尊重，所以不要灰心！ 

该方案没有充分运用了对当地的了解，因为这个项目不是以合作

组织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基础设计的。 

该方案没有问责政府，因为救助儿童会和合作组织帮政府承担其

责任，支持那些家庭和年轻人。 

该方案只有在部分程度上鼓励合作组织采取以权利为本的做法，

因为它致力于无歧视原则，让最边缘的群体重新融入社会。想要完全

基于儿童权利，必须在方案在加入更多儿童权利所涉及的元素。 

答案：错误  错误  错误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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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在寻找合适的当地组织作为搭档时，救助儿童会应该重点考虑一

点：该组织是否能为儿童权利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致力于解决社会

中的儿童贫困。 

除此之外，在选择过程中还应考虑潜在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及技

能，包括儿童贫困、儿童权利议题、宣传能力、建立联系的技能和社

会公信力这些领域。 

合作过程中的资金支援不仅仅针对单个项目，它是推进机构战略

规划时的核心支持。 

对机构的自我评估使我们清楚，为了塑造机构在社会中发声的角

色和加强其能力，机构还需要什么支持。另外，定期的交流和互相学

习是必要的。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问责政府 

B.充分利用了对当地的了解，提高当地人民的自主性，并鼓励使

用以权利为本的方法 

C.建立在互相尊重、交流和学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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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保证可持续性 

 

     1.救助儿童会将重点考虑一点：该组织是否能为儿童权利发出强

有力的声音，并对抗社会各阶级的儿童贫困。 

     2.在选择过程中还会考虑潜在合作伙伴在儿童贫困领域的专业知

识及技能、儿童权利目的、宣传能力、建立联系的技能和社

会公信力。 

     3.合作过程中的财政支援不是仅针对单个项目的，它是推进组织

战略规划时的核心支持 

     4.对组织的自我评估使我们清楚，为了加强作为强大的社会声音

的形象和能力，我们还需要什么支持。另外，定期的交流和

互相学习是必要的。 

 

 

 

说明： 

1.除了对政府问责，我们还需要与能够为儿童权利发声、为社会

中的贫困儿童发声的组织保持接触、长期合作。 

2.方案二的总体目标是加强本土民间组织的作用，使他们能更有

利地为儿童权利发声，利用对当地的了解和他们在当地的公信力提高

当地人民的自主性。 

3.我们可以通过多方网络和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伙伴关系建立在

答案：A  B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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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学习、互相合作上，而不仅仅限于资金捐助。 

 

思考与讨论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做呢？与其他组织合作费钱又费时，而

且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成效。 

的确，与其他组织合作，尤其是与当地的小规模非政府组织

合作会耗费很多时间、精力、技能和财力资源。但我们得到的回报是

值得这样的付出的：当地伙伴能确保方案的可持续性；能加强你对当

地实际情况的理解；能帮你建立当地宣传网络，提供更大的具有潜力

的推广项目、扩大项目规模，并朝着更完善的问责制而努力。 

案例 12：战略规划和形势分析|| 

 

本案例我们将关注战略规划。以下是相关背景材料： 

救助儿童会在 Dwarnell 的国家办事处已经准备开始计划下一个三

年的战略规划了。 

工作人员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得出未来三年战略规划和项目

设计的立足点。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来应对 Dwarnell 的这种情况，以下是其中

一种方法（方案一）。请站在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72 

 

方案一 

救助儿童会决定采用一份近况分析报告。 

这份分析报告是由一个叫 Datawise Global 的国际组织完成的，报

告中包括了： 

 关于妇幼健康状况的综合数据； 

 关于童工、失学儿童以及营养不良儿童等相关数据； 

 对设计儿童的法律体制的描述； 

 Datawise Global 的报告中所使用的信息由政府统计局及联合

国提供。 

 

  小测试：在通过儿童权利的角度审视了方案一后，请你思

考与其相关的陈述，并作出判断。 

     1.该方案关注的是该国家内没有被实现的权利。 

     2.该方案关注了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 

     3.该方案体现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看法。 

     4.该方案着眼于责任主体的承诺。 

     5.该方案是为民间组织提供现状分析。 

 

 

 

如果站在儿童权利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方案一的话，能发现该

答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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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有如下特征： 

该方案并未关注该国家内没有被实现的权利，因为它没有参考联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或其他公约，但是从他们所分析的信息中能够辨别

一些未实现的权利。 

该方案并未探究权利未被实现的根本原因，因为这需要更多与其

他因素相关的信息，如：文化态度、人权环境、安全状况、资源等。 

该方案并未体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看法，因为这只是纯粹的定量

分析。要想弄清楚我们的资源该贡献在哪里才能持久推动儿童权利，

我们需要儿童、民间组织和当地社区等群体贡献他们的观点。 

该方案着眼于责任主体该履行的责任，因为它是从法律框架的角

度看待问题的。如果结合国家体系中的其他涉及儿童权利的部分，如

资源、福利机构和协调机制，我们便能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局势概览。 

该方案并未涉及民间组织的现状，但这在儿童权利状况分析中是

必不可少的。因为民间组织在监督儿童权利运动开展、在提高民众对

儿童权利的认识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下面我们将展示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方案二），请站在儿童权利

的角度审视该方案。 

方案二 

救助儿童会决定采用一份可获取的近况分析报告。 

这份分析报告是由一个叫 Datawise Global 的国际组织完成的，报

告中包括了： 

 关于妇幼健康状况的综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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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劳工儿童、失学儿童以及营养不良儿童的数据 

 对涉及儿童的法律体制的描述 

 Datawise Global 的报告中所使用的信息由政府统计局及联合

国提供。 

救助儿童会决定使用 Datawise Global 的现状分析报告中的一些相

关数据，并从儿童权利的角度进行分析。 

本次分析将重点关注在政府为落实儿童权利而建立体制的承诺。 

本次分析还将涉及总结部分，探讨对实现儿童不利的各种因素，

如态度、资源、知识的匮乏及安全状况。 

救助儿童会将邀请合作组织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由儿童主

导的劳工儿童组织，共同探讨儿童权利状况和国内民间组织的现状。 

 

  小测试：以下是方案二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措施，请将其与

对应的基于儿童权利的原则进行匹配。 

A.包括了所有利益相关方建立体制的观点 

B.辨别国内哪些权利没有得到实现 

C.探究权利未落实的根本原因 

D.涵盖了民间组织的现状 

E.问责政府 

 

     1.救助儿童会决定使用 Datawise Global 的现状分析报告中的一些

相关数据，并从儿童权利的角度进行分析。 

     2.本次分析将重点关注在政府为落实儿童权利而建立体制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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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分析还将涉及总结部分，探讨对实现儿童不利的各种因素，

如态度、资源、知识的匮乏及安全状况。 

     4.救助儿童会将邀请合作组织和来自儿童权利社群的其他组织，

如由儿童主导的劳工儿童组织给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5.救助儿童会还将邀请利益建立体制共同探讨儿童权利状况和国

内民间组织的现状。 

 

 

  

答案：B  E  C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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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完成一次全面的儿童权利状况分析实在是太耗费时间和金钱

了，而且这让工作人员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儿童权利状况分析虽然是一份非常严谨的工作，但我们没有

必要把它想成是冗长乏味的过程，把投入的时间视为一种投资。你的

分析报告将成为未来项目计划、基准数据、各种指标、监督、评估、

资源调动、宣传工作……一切的基础。这个过程将增强整个队伍对项目

的理解、对儿童的承诺和自主性。 

记住，虽然让所有儿童、家庭和社区都参与进我们的调研会很耗

费时间，但这将确保你的项目是基于与儿童密切相关的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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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挑战和实用性建议 

欢迎来到《儿童权利为本的项目设计》课程的第三模块——面临的

挑战和实用性的建议。在本模块我们将探讨一些常见的挑战并提出可

行的应对策略，引导学习者获取救助儿童会的指导方案及其他有用的

资源。 

 

（一）参与 

确保儿童友好参与 

如何判断我们的儿童参与活动是否合乎道德和体现儿童友好？ 

儿童权利委员会提出了九项基本要求，这些要求为优质的儿童

参与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从反思与孩子的互动是否真正做到安全、自愿和包容开始——这

是我们每年项目监测的三个最低标准。 

其他基本要求有：透明且有教育作用、体现尊重、紧扣主题、儿

童友好、有培训支持和责任明确。 

 

在资源中心查看以下链接，获取更多关于儿童参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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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Child's Right to be Heard. A Resource Guide on the UN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General Comment No 12 

 General Comment No. 12 

 The basic requirements check list on page 15 of the publication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analysis planning and design of programs. 

 

保证儿童的安全 

在国家项目中工作的我们，大多数并非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老

师或是有过服务于儿童的工作经历。那么我们如何确保不让儿童涉险

呢？ 

救助儿童会不允许任何一个员工有虐待儿童或剥削儿童的行

为。如果你对你所在组织的儿童安全保障有所顾虑，请考虑以下三点： 

在员工团队中对就如何进行儿童工作提出培训或讨论的要求。如

果团队成员能够自由发表对于儿童参与过程中的忧虑、观点，可以分

析出很多潜在的风险。这九项要求，需要时常运用到儿童参与过程中。

另外，全体员工都应该熟知救助儿童会的儿童保护政策。 

在紧急情况的应对方面，对于所有接触儿童的员工都有必要接受

心理急救培训。 

进行风险评估有利于降低风险，以此确保各方安全参与，探讨决

定什么情况下的儿童参与可能是不安全的或不适当的。 

 

我们应该始终致力于为儿童创造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儿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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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基本要求》、《救助儿童会的儿童保护》以及我们的《儿童保护政策》

等文件支持着我们的工作。 

你可以访问 OneNet 获得更多的信息： 

 SC Child Safeguarding Policy 

 Child Safeguarding pages 

 

在资源中心可以找到： 

 出版物 Guidelines for Children ’ s Participation in Humanitarian 

Programming 

 The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training manual for child practitioners 

 

提倡儿童参与： 

儿童参与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让儿童成为你们项目

中积极的合作伙伴主要有哪些好处呢？ 

保证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到救助儿童会项目中，是有明确的理

论依据的：  

 儿童的参与是一项权利，对于我们的视野和变革理论是不可或缺

的。 

 希望所有的项目都能对关于儿童参与现状所的数据进行监测并形

成报告，从而获得对全球儿童参与现状的认识。 

 在项目初期就提倡儿童参与有利于确保规划和设计更加切合儿童

的需求和实现儿童的权利，从而使项目更加高效实行，当中责任

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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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需要多方的资源，但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参与的好处

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实现赋权和增强儿童的动力，促进个人的进步，

给孩子们提供为了改善社区贡献力量的机会。同时，也体现对儿童的

保护。随着儿童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儿童和青少年更能表达出他们

所关切的问题。 

 

以下文档可以在资源中心找到，它们能够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与

儿童成为积极合作伙伴的有利之处： 

出版物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analysis, planning and design of 

programs，特别是从第 17 页开始，会着眼于预期的挑战以及如何克服

困难。 

实用指南 How to integrate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and 

Nutrition Programming. 

 

（二）无歧视原则 

接触边缘儿童 

我们的策略指出，我们应该去接触最受边缘化和受剥削的儿

童。我们如何确保做到这一点呢？ 

进行基于儿童权利状况分析，并对国家、联合国的诸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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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贫困、儿童保护等关键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会让你分析出哪

些是受剥夺最严重和最为边缘化的儿童群体。 

 

我们还要向政府提出关乎儿童平等的事宜，倡导政策支持权利的

普及，例如让所有儿童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使用基于权利的方式意

味着救助儿童会不需要亲自做每一件事和接触每一个儿童，也能确保

政府或者其他的机构能够留意到最边缘化和受剥夺最严重的群体的现

状。 

 

可以通过查看以下在资源中心的文档，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Save the Children CRSA Guidelines 

 Making it Equal:-a guide to non-discrimination, Save the Children Sweden 

 See me, hear me. A guide to using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romote the rights of children 

 

从根源出发 

歧视是很难被消灭的，尤其是我们找不到歧视的根源时。怎

样特定的情境中找出歧视的根源呢？ 

歧视有很多种形式。它可以表现为政府歧视，成年人歧视儿童，

社区之间的歧视，儿童群体之间的歧视。直接性的故意举动，或者间

接性的漠视、忽视等举动都能构成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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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探究和理解你所处的具体情境下的歧视动机： 

 当你所在国家要开展一个儿童权利状况调查或者对于某个特定的

歧视问题进行分析时，关注具有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上，并且着

重歧视的起源或历史，这会对你的理解有所帮助。 

 国家和地区的员工及合作伙伴对于本土背景的见解是有价值的，

与他们合作可以准确地判断发现歧视的原因。 

 

在资源中心查看以下文档，有助于你更深入地了解歧视 

 Making it Equal:-a guide to non-discrimination, Save the Children 

Sweden 

 Children's rights: A Second Chance, Save the Children 

 Non-discrimination in Emergencies:-Training Manual and Toolkit，Save 

the Children 

 

 性别问题 

救助儿童会将性别议题视为优先的、跨领域的议题。我们如

果确保这一点？ 

受到贫困和社会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歧视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

面上。性别规范适用于当地所有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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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儿童会的性别平等政策包含以下建议： 

 优先开展性别分析 

 为女性充权 

 促进男性表达其气质的正面性和多样化 

 聚焦性别歧视的根源 

 支持建立性别平等的环境 

 致力于消灭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以下文档来自资源中心 

 Save the Children Gender Equality Policy 

 Save the Children Gender Equality Program Guidance and Toolkit 

 Equal Start- Why Gender Equality matters for Child Survival and 

Maternal Health 

 For gender equality in emergencies, consult: Gender Equality in and 

through Education, INEE 

 

（三） 与民间组织的伙伴关系 

能力保证 

怎样知道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否有足够的组织和规划能
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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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评救助儿童会的伙伴，能更全面地看待与潜在伙伴的

关系，测试中分析了以下的因素：关于儿童权利的共同价值观念，无

歧视，咨询机制，以及如何确保成果的延续。 

由于许多非政府组织依靠的是组织中一些核心人物的能力和动力，

所以只是关注该组织过去的成就是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要保证诸如

决策、报告和信息分享等的管理架构是完善的 

同行组织应该跟我们持有相同的观念，采取基于权利的工作路径。

反思该组织及其服务是否： 

 是否为目标群体提供参与到组织的优先事项和相关策略制定过程

的机会？ 

 是否致力于增强儿童和社会上的其他目标群体的增权和参与？ 

 无论是在活动本身或是活动成果是否都体现反歧视？ 

 是否为儿童争取长期的且可持续的成果？ 

 

所有关于合作关系的方式和标准都可以在 OneNet上的“质量保证框架”

中找到。 

 Save the Children Partnership assessment, a tool to assess the capacity of 

potential partners 

 Program Partnerships landing page 

 Key partnership management tools including Partnership principles 

 The Partnership Management Course (a training course in SCI 

Partnership Management) and the NGO Capacity Strengthening Guide 

and Toolkit 

还有在资源中心可以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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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hip chapter of ‘Getting it Right for Children’ 

 

 

 

何不亲力亲为？ 

如果我们有时间与民间组织建立长期关系，那将会对我们的

工作非常有帮助。但是既然我们需要在此时此刻就把事情做好，为什

么不自己去做呢？这样能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效果。 

在我们都希望马上行动以改善儿童的生活条件时，需要意识到

这可能并不是可以确保成果的长期性和可持续的最好方式。 

 

对于体现儿童权利健全、包容、民主的地方民间组织，以合作的

方式支持他们是既符合方法论，又符合它本质上的目的。 

谨记： 

 地方合作伙伴可以提供可持续的方案，增加你对地方现实情况的

认识，同时也可以帮助你建立宣传网络以及更完善的责任制度。 

 建立对当地的了解和鼓励当地人民的自主性能增加工作的可持续

性。我们希望不再插手这一事务，而是培养和支持地区和国家的

能力，使其有能力管理本地事务。 

 在很多国家，不断增加的限制削减了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除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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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支持活跃的网络去争取反对限制民

间组织的活动空间，否则儿童权利的进步将面临更多的阻碍。如

果不提升地方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就无法形成规模性的成果，由

此使得伙伴关系成为我们的变革理论的核心。 

 

更多关于合作关系的指引和对民间组织的支持，请看 

 The partnership chapter of ‘Getting it Right for Children-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child right programming. Save the Children 

OneNet 上的： 

 Theory of change 

来自资源中心的： 

 Policy Belief：Speaking out-Safeguarding Civil Society Space for Children 

SC Child Rights Governance Initiative 

 

紧急情况下的合作伙伴 

我明白伙伴关系在工作中的好处，但是如果处于紧急状况下

或者没有同伴的情况下呢？ 

虽然发生突发事件时地方组织的能力会被削弱，但是大多数情

况下都会有地方组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试着去支持地方

组织，共同协作，不论是与国家级别、国际级别，还是与省级的组织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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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作前后的联系： 

 该地方民间组织在突发情况之前是如何组织和工作的？你如何在

已有基础上高效地进行应急准备工作呢？ 

 我们如何给民间组织提高长期的支持，以在恢复阶段提高儿童和

儿童权利组织的地位呢？ 

 

思考一下，应该由谁来找出解决方法和做出回应。鼓励参与性方

式将有助于建立应急行动与恢复阶段及以后更长期的发展工作的联系。 

 

你可以在 OneNet 找到以下有用资源： 

 Theory of change 

来自资源中心的： 

 Partnership chapter of Getting it Right for Children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child rights programming. Save the Children 

 

 

（四）责任主体 

力量微弱的国家 

当一个国家力量微弱，由于争端或突发事件不能或不愿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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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权利负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即使在发生冲突、自然灾害或是漫长而复杂的危机，国家依然

是首要责任主体，只是它没有能力承担它的全部义务。 

 

在危急情况下与国家建立合作或增强其能力，意味着你应该： 

 分清国家、国际机构和地方组织的不同角色 

 帮助国家作为首要责任主体发展其技术能力、资金、合作机制等

方面的优势，增进国家对儿童权利、儿童权利项目和国家人道主

义的法律的认识。 

 实施方案，并进行监测和评估，这当中包括国家级合作伙伴，同

时，保持公正、透明的立场。 

 与国家合作进行决策前，进行风险和现状的分析 

 

谨记： 

 可选择的方式有：支持民间组织和完善地方政府的结构，强化对

社区和儿童的恢复能力的干预，各家庭和社会团体要了解有关的

政策，当服务没有得到保证时要向更高的权威机构提出申诉。 

 思考谁在扮演责任主体的角色，谁又会在冲突和危险情况下扮演

这一角色？哪一管理层或地方组织的工作是到位的？他们的能力

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怎样与他们开展合作，相互协调或者提供

支持？这能确保你的应对方式是快速而恰当的，既可以满足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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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可以保证找出深层和直接的原因。 

 

更多关于与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合作的详细信息请翻阅： 

 Guidelines for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Humanitarian Programming 

 

了解国家的责任 

我们还想从责任主体处获得什么？是什么在实践中创造了责

任？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委员会勾勒了“实施措施”的框架，遵从这

个框架使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儿童的权利。国家应该做到： 

 确保立法、政策和计划的制定都遵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满足

儿童权利和人权法案。 

 建立或加强部门协调，以增强他们在儿童权利方面的责任意识 

 确保他们的预算中有足够的和更多的可见资源投入在儿童权利方

面 

 建立与民间组织的合作 

  

通过研究国家的报告和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总结性评论来

判断你的政府在这方面做到什么程度。你的补充行动是否反映和支持

了儿童去表达他们对于该国儿童权利状况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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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General Comment no.5. on the 

General Measures of Implementation for the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以下来自资源中心： 

 Child Right Governance initiative: Good governance delivering child 

rights site 

 Child rights governance. Implementing children’s rights  

 Child Right Governance initiative: Monitoring and Demanding Child 

Rights with Children site  

 Reporting to the UN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 Starter Pack 

for Country Programmes 

 It's all about children: seven good examples, and ten steps for meaningful 

child participation in reporting to the Committee for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宣传和倡议 

即使我们能清楚地知道责任主体的责任所在，我们怎样让他

们认可和回应那些责任呢？ 

宣传和倡议是我们使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支持他们回应责任的

一种方式。 

进行儿童权利状况分析为厘清计划和宣传的重点提供坚实的基础。

用“干预支柱理论”识别出从直接服务获得的证据和经验是如何影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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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立法的变更。 

你的项目计划或许已经涉及了一些倡导的工作，但是你可能还没

有一个清晰的倡导策略。一个倡导策略框定了需要改变的政策和措施，

如谁有权力去做这些改变，以及你如何去影响决策者。 

以下的几个因素或许可以帮助你找出直接干预和倡议之间的联系。 

计划——项目计划过程中需要确定你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这需

要通过把直接干预、宣传倡议和巩固民间组织三者结合。 

证据——怎样将你的项目经验用作倡议的证据？ 

关系——你建立了哪些关系有助于你的倡议计划？你需要知道谁

可以做出改变、怎样做出改变，这样才会对权利关系有清楚的认识。 

合理性——你的项目如何说明倡议的合理性（例如，关于方案或

问题的直接经验，持续的开展儿童工作的经验）？ 

可持续性——怎样宣传你的项目才会使它的效力更具持续性？ 

 

你可以在 OneNet 找到包括以下的有用资源： 

 Advocacy site 

 Theory of Change and Child Rights Programming 

 Advocacy and Campaigns training course 

在我们的资源中心可以找到： 

 Advocacy Matters: Helping Children Change their World , Save the 

Children Participant's Manual 

 Participants Manual 

 Facilitators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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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周期 

利益相关方 

我们要让哪些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其中以确保我们在整个项目

计划中能够坚持儿童权利保护路线？ 

设计项目的时候，我们要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各个环节

中去。例如在对儿童权利的处境进行分析时，要包括所有相关主体，

而在实施时，则视方法（如干预支柱模型）和情况而定。 

为了确保我们把项目建立在一个与之相关的处境分析之上，我们

的合作伙伴和目标群体必须参与其中。 

儿童、地方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显然都是我们项目的利益相关方。

根据所处情况，你可能还要与学术界、传媒介，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

合作。 

 

你可以在 OneNet 上的 CRSA Guidelines 中找到撰写儿童权利状况分析

的最佳实用建议 

同时在资源中心你可以找到以下有用信息：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analysis, planning and design of 

programmes.  

 A Rights Based Approach to Strategic Planning - A Guide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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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权利的目标 

确定目标和指标的时候我们要注重什么？ 

在本项目中我们致力于实现长期的社会变革。这个愿望跟你的

目标和客观需要（结果层面），需要贯穿在儿童权利状况分析中。我

们要坚实地走好每一步，尽管可能在刚起步时项目对某些儿童产生地

效果不显著。同时要促进长期的结构性变革，例如在法律和国家政策

上。以下五个维度对于儿童权利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 

 

改善因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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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neNet 上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有用信息： 

 OneNet pages for Monitoring, Evalu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Learning(MEAL), with resources for all components 

 Save the Children MEAL, online course (Open University) 

 Save the Children Accountability resources and guidance pack 

在计划章节里也有很多有用的建议： 

 Getting it Right for Children: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child rights 

programming', Save the Children. 

 

衡量成效的标准 

如何衡量我们在权利为本层面取得的成效？ 

有很多评估和反馈的内容，例如监测和评估系统、行动研究计

划、影响力评估、访谈和报告等。 

不论你用何种方式，记得该方式需要包含一下几个方面： 

 一个清晰的目标 

 一个搜集数据的计划 

 分析数据的时间 

 提供与儿童、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途径 

你可能要调整现有的监测评估体系，来确保它提供体现你的工作

是如何对儿童其权利产生影响的数据。这些基础信息应该包含在你的

儿童权利状况分析中。 

你的项目计划、变革目标和产出期望是未来发展（如过程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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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起点。 

在所有的监测中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结论是建立在利益相关方（包

括儿童）的视角上。 

 

你也可以访问资源中心： 

Getting it Right for Children:中的监测，评估，经验学习和反馈的章节

可以找到这个话题的更多信息。 

 Toolkit fo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child participation 

 The Save the Children Evaluation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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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建立以权利为本的组织 

（一）介绍 

为什么要做权利方面的工作？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言行一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是以权

利为本的组织，才能进行以权利为本的项目实践，从而实现我们所推

广的权利。 

这个模块的每个部分会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帮助你思考，当与不同

的群体合作时，贵组织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人权准则？ 

这个模块是为国家办事处和救助儿童会的员工和管理者们准备的。

我们清楚，你在日常工作中可能不会遇到以下提到的所有情况，作为

个人也无法控制所有以下描述的情况。 

然而，认识到对相关组织、管理者和合作者应有所期待及清楚期

待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思考如何在工作的不同方面

体现人权准则。你应该学习这个模块并使得贵组织的工作更能体现权

利。  

一个以权利为本的组织通过内部制度和章程将人权价值观和准则

运用到自身的各个层面。 

他们提出的标准要同时体现内部和外部的要求，这些标准适用于

整个组织, 而不仅仅是对他人的要求/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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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价值观和实践必须是正面积极的，这体现在持续性的行动

上，不是单纯地提倡。 

它在内部程序中促进参与、问责和无歧视，像它在方案活动中所

设计的一样。在所有行动中，它以尊重对待人们，并在其所有行动中

表现平等。 

（二）与员工合作 

员工和雇主之间有着很重要的关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员工会

为雇主做什么，他们希望获得什么，他们希望被如何对待。 

在以权利为本的组织中工作的人们十分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这

并非偶然。这源于对职业强烈的个人认同和他们所在组织的价值观。 

所以，如果该机构的运作方式与那些价值观和准则相悖，便影响

组织的公正性，会违背对员工的承诺。基于这个原因，将人权价值和

准则贯彻于组织中，对于提高员工的士气、增强工作动力和降低人员

流失率都是至关重要的。 

以下的问题会帮助你思考，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将人权价值观运用

到对于员工的责任中。 

 

与员工合作-问题 1 

不管员工在个人健康和家庭等方面有什么顾虑，提供弹性的工作

时间是确保所有员工机会平等的一个途径。否则会陷入歧视的风险中。

例如有孩子的员工可能因为照顾孩子而未能出席某些会议，错过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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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机会。 

 现行的工作时间与员工需求的契合度如何？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看来贵组织的工作时间具有弹性。 

为了更好实现平等，思考基于无歧视的沟通和教育工作。贵组织

可否做更多工作加以实现？ 

3 分、2 分 

看来贵组织确实有考虑过工作的弹性制，但是可以更进一步保证

公平。 

一些简单的改变，例如允许在家办公和灵活调整会议时间，可以

确保全体员工平等参与。 

1 分 

看来贵组织需要考虑如何增加工作灵活性。 

考虑员工可能做出的承诺，以及这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限制。此外，

在合理的情况下，组织可以提供什么以确保所有员工都有相同的机会。 

 

与员工合作-问题 2 

倡导正向的、积极的机构文化，对员工和他们的福祉做出承诺，

是保持员工的工作动力和对组织忠诚的关键。这也体现了职场的公正

和平等。 

 贵组织让员工感到受重视和尊重的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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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贵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让员工感到被重视和尊重。 

为了延续这种好的做法，思考员工目前所拥有的参与机会。如推

选工会代表、保持有效的内部沟通和保证员工知情权，为他们提供在

机构事务上表达意见的机会。 

3 分、2 分 

贵组织的员工有可能在机构感到了受重视，但是还可以采取更多

措施来维持和增进这种良性关系。 

思考员工目前所拥有的参与机会。如推选工会代表、保持有效的

内部沟通和保证员工知情权，为他们提供在机构事务上表达意见的机

会。 

1 分 

贵组织需要认真考虑如何让员工感到受重视的问题。 

作为一个以权利为本的组织，对所有人尊重和公平应该落实到组

织内外事务当中。贵组织应该思考如何建立平等、透明的反馈机制。 

 

与员工合作-问题 3 

坦诚和有效的沟通能促进员工间的信任，保证知情的权利，并能

鼓励员工参与和讨论与组织相关的问题。 

 贵组织在决策制定和组织改革方面的透明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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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看来在决策制定和组织改革时，贵组织中进行了良好的沟通。这

会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 

可以通过新闻稿、内联网和员工会议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状态。 

3 分、2 分 

贵组织还能做出一些改变，让员工在改革和决策上体验到充分的

知情权。 

考虑使用新闻稿、内联网或员工会议让员工们知道最新消息，为

他们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 

1 分 

贵机构需要考虑如何开始与员工开展决策和改革的沟通。 

从思考如何最大程度地与员工建立关联开始，考虑使用新闻稿、

内联网或员工会议让员工们知道最新消息，为他们提供表达观点的机

会。 

 

与员工合作-问题 4 

对员工来说，为了增强他们对机构的归属感，重点是促使他们分

享看法并有机会参与其中。为了创造条件，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员

工必须能够触及到所有重要的信息，以此扮演好他们角色，并充分参

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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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员工在组织的被接纳度如何？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贵机构十分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引导的过程。 

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入职培训结束后保持员工参与和赋权。一方面，

更新员工信息可以保持双方之间的连接。另一方面，团队建设和常规

会议也是有效的方法。 

3 分、2 分 

贵机构重视员工入职引导的过程，但是可以通过更多方式使之变

得有效，确保所有员工有参与感。 

新员工是否会有一个正式的入职课程或者入门培训？如果有的话，

它是否具有综合性和易于掌握？举行入职欢迎会、编撰员工手册或者

面对面的培训都可以帮助新员工获得机构相关信息，使他们更快进入

工作角色，以及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机构中。 

1 分 

贵机构忽视了新员工的入职引导过程。 

一个简单的入门课程或者入职程序，可以使新员工感到自己在团

队中一部分，是有价值的。 

举行入职欢迎会、编撰员工手册或者面对面的培训都可以帮助新

员工获得机构相关信息，使他们更快进入工作角色，以及帮助他们更

好地融入到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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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员工合作-问题 5 

为员工发掘潜能的的机会可以创造和谐的关系，有利于全体员工

和机构的发展。 

 员工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如何？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贵组织非常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 

外派、提供培训和督导都是为员工提供提升机会的表现。定期的

意见了解工作可以确保员工有提出所需的培训要求的机会。 

3 分、2 分 

贵组织有考虑过员工的职业发展，但是可以采取更多行动给员工

赋权。 

考虑通过外派、提供培训和督导为员工创造持续的发展机会。 

1 分 

贵组织并没有考虑过员工的职业发展。 

通过鼓励职业发展来为员工投入资源，增强员工的信任感和忠诚

度。贵机构是否为员工提供外派、培训或督导的机会？ 

 

与员工合作-问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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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是实现权利的关键。为员工创造机会，使他们的意见得到倾

听和采取行动，体现了对他们的尊重，真正给他们（以及他们想赋权

的权利拥有者）提供为机构带来正面影响的机会。 

 你认为员工参与机构决策的程度如何？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贵机构的员工在决策过程的参与度很高。 

可以通过定期的意见了解和会议来保持这种好的做法，确保员工

始终在对他们有影响的事情上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3 分、2 分 

贵机构员工参与了机构的决策过程，但是可以有更高的参与度。 

访谈、问卷调查和讨论等方式可以给员工在对他们有影响的事情

上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1 分 

贵机构员工没有参与到机构的决策过程。 

考虑在制定策略、政策和改革机构时采取咨询式的决策过程。这

样，员工将在对他们有影响的事情上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与员工合作-总结 

以权利作为工作方式的核心意味着尊重每一位员工，认可他们必

须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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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内部做到支持权利，有利于打造一个积极、有影响力和斗志

昂扬的团队。 

例如，在赞比亚，救助儿童会在周五只需上半天的班。这样可以

使员工有足够的时间回家去集市采购、陪家人度过周末。 

 

（三）与儿童工作 

致力于儿童权利的实现时，有必要意识到儿童是利益相关方，与

他们有关的事情应该询问他们的意见。作为一个组织，我们也必须想

方设法尽到对孩子们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会帮助你思考组织在与儿童互动时如何有效地维护

人权价值观。 

 

与儿童工作-问题 1 

如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儿童参与”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核心准

则之一。对于以权利为本的组织来说，这意味着给儿童和青年机会以

表达自我，和在对他们有影响的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组织管理架构方面的战略问题上，儿童的决策参与度如何？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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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4 分 

贵组织已经很好地将儿童纳入组织的决策中。 

将儿童纳入管理架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重要的是要逐步去实现

这个过程。你是否考虑过让儿童参与策略谋划，或者在机构董事会中

设立儿童代表席位？ 

3 分、2 分 

贵组织还可以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提高儿童在机构决策的参与度。

一定要根据情况选择适当的方式鼓励孩子们参与到组织的工作中来。 

1 分 

贵组织内儿童基本没有参与到组织的管理架构中。 

一定要根据情况选择适当的方式鼓励孩子们参与到你的工作中来。

如考虑在招新的时候咨询孩子们的意见，或者邀请儿童代表参与项目

会议。 

 

与儿童工作-问题 2 

制定儿童保护政策有助于保护工作过程中涉及的儿童、成人社团

成员、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方。 

 贵组织对于救助儿童会儿童保障政策的了解度和遵循度如何？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贵组织已经对于救助儿童会的儿童保障政策有很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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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回顾政策的回顾和开展培训会来确保所有的员工的所作所为

与政策一致，清楚该政策对于员工、利益相关方以及捐赠者的意义。 

3 分、2 分 

贵组织需要提高对于救助儿童会儿童保障政策的认识。 

考虑通过培训会确保所有员工的所作所为与政策的一致性，清楚

该政策对于员工、利益相关方以及捐赠者的意义。 

1 分 

贵组织需要提高对于救助儿童会儿童保障政策的认识。 

员工们能够便捷地查阅到相关文件吗？可以考虑通过培训会确保

所有员工的所作所为与政策的一致性，清楚该政策对于员工、利益相

关方以及捐赠者的意义。 

 

与儿童工作-问题 3 

在促进对儿童的尊重时，有必要体现在传播战略中，包括线上宣

传活动、品牌宣传、筹款和广告等。 

参加本项目的儿童和青年，他们的经验要通过积极的、有尊严的

方式充分展示。 

 贵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儿童的利益并在活动中展现儿童的经

历？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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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组织在代表儿童的利益并在活动中展现儿童的经历时做得很好。 

以一个强有力而积极的途径促进儿童参与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并能够获得公众的长期关注。你是否可以通过在项目中与儿童协商来

支持这项工作，确保他们充分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3 分、2 分 

贵组织在代表儿童的利益并在活动中展现儿童的经历可以做得更

多，而且应该思考如何坚定地推进这一工作。 

以一个强有力而积极的途径促进儿童参与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并

能够获得公众的长期关注。思考哪些儿童的信息和形象有可能被尊重

和充权，尤其要考虑到最边缘的儿童。 

1 分 

贵组织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儿童的利益并在活动中展现儿童的经历。 

以一个强有力而积极的途径促进儿童参与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以

获得公众的长期关注。思考哪些儿童的信息和形象有可能被尊重和充

权，尤其要考虑到最边缘的儿童。 

 

与儿童工作-问题 4 

为了让其他方负起责任，你们的组织先要对你所代表的儿童负责。 

 贵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向儿童汇报工作的成果？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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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组织很好做到了向儿童汇报工作成果。 

通过确保与儿童开展友好的交流，让所有儿童都能参与交流，来

保持这种成功维系的关系。 

3 分、2 分 

贵组织确实有向儿童汇报工作，但是可以更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 

贵组织可以让儿童参与到项目评估中吗？确保所有儿童都能参与

交流，并确保交流都是儿童友好的。 

1 分 

说明贵组织不会向儿童汇报工作。 

是否可以让儿童参与到项目评估中，让他们分享意见？确保所有

儿童都能参与交流，并确保交流都是儿童友好的。 

 

 

与儿童工作-总结 

在任何活动中，都有必要向责任主体问责和支持儿童权利的诉求。

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对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儿童以及我们所服务的儿童

负责。 

例如，在越南第二年针对儿童的艾滋介入计划中，有儿童代表参

加了季度项目管理委员会会议，他们表现出了自信以及出色的协作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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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 

如果你与其他有助于支持权利实现的群体合作，会更容易实现你

想为儿童争取的转变的目标。你们的合作应该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对

儿童共同的承诺。 

以下问题会帮助你思考，贵组织在承担对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责

任中，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人权价值观。 

 

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问题 1 

切记强调问责制的价值，贵组织也应该将之运用到机构运营中。

用开放坦诚的评估、诊断和资源审查等方式向支持者、捐赠者和其他

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准确说明组织运作方式。 

 贵组织的财务活动透明度如何？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贵组织能在透明的状态下进行财务活动，这样可以轻易地追究资

金分配的责任。这对于取得信任而言尤其重要。 

提供方便获取的预算和审计报告信息，用以展现你乐意分享这些

数据，保证员工和外部群体充分了解情况。 

3 分、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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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组织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财务透明化。 

你可以考虑提供方便获取的预算和审计报告，使得别人能够得知

相关数据，以此使工作过程更公开透明。 

1 分 

对于贵组织来说，财务透明化是一个问题。 

你可以考虑提供方便获取的预算和审计报告，使得别人能够得知

相关的数据，以此使工作过程更公开透明。 

 

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问题 2 

一个组织对捐赠者和合作伙伴可以有高水平的标准和严格的筛选

过程，但当面对服务承包机构或第三方时肯定会存在不确定的“灰色地

带”。 

在所有的关系中都必须体现出对于组织价值观和准则的遵守。作

为一个以权利为本的组织，这一点必须优先于财务或者合同等问题。 

 接受捐赠之前的过程是否规范？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贵机构在接受捐赠之前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可供参照。 

3 分、2 分 

贵机构在接受捐赠前可以采取更多行动，来确保捐赠者可以接受

机构的价值观。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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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接受捐赠之前贵机构要发展出一套程序来保证捐赠者采纳

你的价值观。 

 

总建议：保持贵机构和贵机构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良好沟通可以

帮助你跟进他们的活动，让你可以质疑任何不道德的行为。 

 

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问题 3 

推进无歧视和多样化体现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另一个关键点，

也充分展现了人权。 

为了取得信任和能够使不同背景的儿童实现积极转变，我们的员

工、支持者、个体成员及志愿者都需要有大量的经验。 

 贵机构的员工、支持者和志愿者是否来自多元的社区？ 

5     4     3     2     1 

注释：5 分代表最高，1 分代表最低。 

 

5 分、4 分 

贵组织致力于招募来自多元社区的成员。 

通过确保招聘反映员工的多样性，来保持与各个社区紧密的联系，

促进包容和平等。 

3 分、2 分 

贵组织确实有招募来自不同背景的成员，但是可以在这方面做得

更好。 

你的招聘过程足够公开吗？考虑与同事沟通你的招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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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贵组织招募来自不同社群的成员的决心不强。这可能会被看作是

歧视，影响别人对贵组织的看法。 

考虑从与你共事的社群中招聘员工。你怎样可以更好地鼓励不同

的群体支持你，跟你合作？ 

 

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总结 

我们要确保与外部机构接触时，我们的价值观能够被充分体现。

我们工作的方式，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所呈现出的工作态度使得我们

从总体上朝着一个以权利为本的组织发展。 

例如： 

儿童权利和商业准则是私营公司接触理解儿童权利、提高他们在

儿童权利中影响力的工具。救助儿童会与一家瑞典家电公司合作促进

评估进程，使政策、行业规范、避免童工计划、工厂管理者和雇员的

培训、产品审核、传播实践和商店里年轻工人的情况等得以改善和革

新。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