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3 
 

 

 

  



4 
 

兒童人權之母艾婕蘭泰・賈伯世紀哭聲 

新冠肺炎持續將近三年，帶來健康、社會、經濟、教育等多層次衝擊，在

各國逐步轉向防疫與幸福雙軌策略之際，全球必須共同關注正經歷新冠肺炎與

俄烏戰爭苦難的脆弱族群，提供援助減緩健康不平等。疫苗迅速發展並搭配系

統性疫苗施打計畫，可提高人口群體免疫力保護免於不斷變異的病毒感染及再

感染。然而全球疫苗覆蓋率在貧窮與富有國之間的差異，道出了健康不平等的

社會決定因素，並且將加劇健康差距。當疫苗覆蓋率無法使人口有足夠的群體

免疫保護力以面對不斷變異的病毒時，則面臨採取嚴格社會防疫管制政策以減

緩人民直接健康威脅。然而封鎖時期兒童面臨教育中斷，必須花費更長遠時間

來恢復學習軌道。此外，根據 WHO 估計截至 2022 年 5 月，超過 1000 萬名

兒童經歷了因新冠肺炎導致照顧者死亡，其中 750 萬名兒童因此成為孤兒，道

出 COVID-19 不只帶來兒童脆弱族群健康威脅，更衍生兒童照護議題，後續可

能暴露於虐待、心理與教育衝擊的風險。 

自俄烏戰爭爆發，俄國密集攻擊已為烏克蘭帶來大規模死傷。除了戰火爆

裂物直接與間接威脅平民健康之外，在 COVID-19 時期，戰火之下大量流離人

口亦增加感染疾病防治困難。攻擊電力與供暖設施、家戶、學校與醫院等城市

基礎設施的戰爭型態造成平民面臨寒冬威脅且阻斷社會保護功能，造成平民高

度死傷風險與脆弱兒童的嚴重威脅。戰火的負面生活經驗更進一步衝擊兒童心

理健康，這也將做為國際援助於戰後需迫切提供援助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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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 2015 年已確認了戰火下針對兒童的六大禁令行為，

並推動成員國與國際社會採取具體

及全面的行動以加強在衝突情勢中

對兒童的保護，乃至於最終防止衝

突發生。然而違反六大禁令事件隨

年代卻見增加。19 世紀末冷戰結

束後，生活在戰火衝突區兒童人數

倍增，以亞洲與非洲為眾。 實證評估結果顯示，戰火造成 5 歲以下兒童死亡

率增加 7.7%，戰火越劇烈持續越久，對兒童在生心理與生活衝擊越劇烈。至 

2017 年，戰火下流離兒童人數佔全球兒童 1.4%，全球受戰火嚴重影響兒童

人數 7 年內增加約 5%。非洲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戰火越劇烈，延續越久，孕

齡婦女死亡風險越高，兒童因劇烈戰火下失去照顧者成為孤兒風險亦大幅增

加。 

戰火衝突下因缺乏法治與社會保護，徵召入軍營以及暴露於戰火將使兒童

遭受性侵暴力危機，並且對兒童軍人造成深遠心理創傷。缺乏人道救援可近性

的人數更是逐年上升。俄烏戰火再次引起國際關注其對兒童與婦女造成的危害

及性侵暴力風險。戰火下兒童遭受性暴力此舉已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與國際兒童

權利法構成戰爭罪。國際對於戰火兒童性侵暴力的資源投注仍有大量資源缺

口。COVID-19 疫情更提高戰火兒童性侵暴力事件危機與戰後復原困難。未來

戰爭衝突下六大兒童禁令： 七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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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六大禁令防治重點仍圍繞在違反事件監測、資源整合投注、責任歸屬機制

與全球倡議促成和平。 

戰火下兒童六大禁令事件彼此環環相扣，面對全球戰火對於無辜兒童的威

脅，救助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創辦人艾婕蘭泰・賈伯（Eglantyne 

Jebb），致力於兒童援助並草擬兒童基本人權宣言，對戰爭和平有著極大貢

獻。救助兒童基金會成立百年後發生的俄烏戰爭再次喚起捍衛兒童權利以避免

兒童遭受長期生心理衝擊的迫切性。烏克蘭兒童在戰爭之下面臨生心理創傷與

中斷教育已造成兒童人道危機，迫切需要健康、教育、保護、乾淨水、衛生設

施與生活補給品，呼籲全球持續挹注資源於兒童援助，並關注戰火之下人道危

機以促成和平。 

 

 

 

 

 

 

 

 

 

“兒童哭泣為全球停戰之聲“– 艾婕蘭泰・賈伯 

“ The onl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 the world is a child’s cry. We have heard 

that cry and it will not go unanswered. The war on children must stop.”– 

Eglantyne Je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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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婕蘭泰・賈伯 Eglantyne Jebb (1876-1928) 

致力於兒童權利捍衛與保護的慈善家 

救助兒童基金會創辦人艾婕蘭泰・賈伯是社

會科學家與教育學家。自 1900 年開始投入劍橋

慈善會事務，提供了艾婕蘭泰・賈伯關於在基金

會進行國際救助工作的重要經驗。19 世紀早

期，英國劍橋正處於工業衰退時期，造成大量失

業與貧窮人口。當時艾婕蘭泰・賈伯受劍橋慈善

會之託，建立劍橋調查報告以考察該城市的社會

與工業狀況，幫助劍橋慈善會評估並擬定救助工作計

畫。劍橋調查報告完成後，1904 年艾婕蘭泰・賈伯將

調查結果出版成冊，名為 Cambridge: A Brief Study 

in Social Questions。1904 年末，她進一步提出解決

失業與貧困的方案，提議針對青少年畢業離校者建

立訓練計畫以自我提升，避免未來落入低薪職業條

件，並在晚年只能從事低技術的職業行別。自那時

開始，艾婕蘭泰・賈伯作為劍橋慈善會培訓幹部，致力於訓練有意協助慈善工

作的人，直到 1911 年搬到瑞典。 

Jebb, E. (1906). 

Cambridge: A Brief Study 

in Soci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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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婕蘭泰・賈伯捍衛兒童權利的啟蒙 

創立救助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 

1913 年艾婕蘭泰・賈伯前往巴爾幹半島訪查難民營與醫院，以協助馬其頓

救助基金會了解戰爭衝突下飢餓兒童狀況，作為提供援助的參考資訊。這是她

首次親眼目睹戰爭衝突下平民苦難，並看見難民遭受飢餓凌虐與傳染疾病肆虐

之苦。回到英國後，她為飢餓難民募集資金，以支持衝突之下流離人口回歸村

落重啟自立生活。巴爾幹半島的經驗可謂艾婕蘭泰・

賈伯捍衛戰火之下兒童保護的啟蒙。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艾婕蘭泰・賈伯

的妹妹多蘿西（Dorothy）為了提高英國人民意識，

了解戰爭對平民的影響，她翻譯來自外國報紙對於戰

爭的報導並發表在劍橋雜誌上。1918 年，戰後實施的

糧食封鎖已造成中歐大規模飢荒，嚴重影響正在發育

階段的兒童，促使艾婕蘭泰・賈伯在倫敦 Trafalgar

廣場募集資金幫助戰爭兒童難民。有感於第一次世

界大戰對兒童的嚴重衝擊，艾婕蘭泰・賈伯與多蘿

西於 1919 年創辦救助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以募集資金幫助飢餓兒童。 

早期救助兒童傳單 

出處: Mahood, L. 

(2009). Feminism and 

voluntary action: Eglantyne 

Jebb and Save the 

Children, 1876–1928. 

 

兒童飢餓是仍在使用的

戰爭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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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將志願社會行動連結全球責任 

救助兒童基金會行動宗旨為傳遞世界平和的理想。1919 年末，艾婕蘭泰・

賈伯在日內瓦成立救助兒童國際聯盟（Save th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Union），不分種族之下援助所有兒童。救助兒童國際聯盟透過小額捐款與暫時

性救助幫助兒童與其母親，從而避免貧困進而推促他們得以獨立自主，直至當

地政府有能力可接管救助工作並得以持續。因擔憂英國的辦事處逐漸將工作重

點限縮於國內救助工作，而導致國際行動逐漸退場。艾婕蘭泰・賈伯提出拯救

兒童基金會應為兒童爭取普遍的權利。因此，1922 年她草擬了兒童憲章，又被

稱為「日內瓦宣言」或「兒童權利宣言」，並於 1924 年被國際聯盟採用。而

後，艾婕蘭泰・賈伯起草的兒童權利宣言在 1946 年獲得聯合國認可，並於

1959 年聯合國根據其理念制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艾婕蘭泰・賈伯認為

現代救助工作應分為兩部分——兒童福祉與教育。在她的一生當中，致力於國

際社會工作並提倡兒童教育與賦權的重要性。而她晚年致力於促成兒童權利宣

言的努力亦標誌著國際社會思考兒童權利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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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衝突下兒童保護的國際法律規定 

➢ 日內瓦公約與國際人道法 

日內瓦公約是在國際外交會議中擬定的一系列協議，規範武裝衝突並試圖

限制它的影響。而國際人道法是由 1949 年的第四部日內瓦公約與其附議書所

組成，並且只適用於武裝衝突情境。旨在為衝突區沒有參與或不再參與作戰行

動的平民提供保護，並進一步限制武器與作戰手段。此外，國際人道法還涵蓋

對兒童的特殊保護，例如：關於保障衝突區兒童受教育權的條款。平民基本需

求必須確保符合國際人道法規定，若未遵守，則可立即由其他諸如人道救援組

織的行動者採取救助行動。 

➢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CRC)是全球最被廣泛認可的條約，並且立基於由

艾婕蘭泰・賈伯 1922 年起草的兒童權利宣言。它定義 18 歲以下者為兒童，並

且辨別及保護兒童平等、不可隱沒的社會、公民、政治、經濟、健康和文化權

利。特別關注戰爭衝突之下兒童權利保護，要求各國採取一切具體可行的措

施，保護受武裝衝突影響的兒童。並且提倡不招募 18 歲以下兒童參與武裝衝

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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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規約與國際刑事法庭 

1998 年在羅馬的外交會議上通過羅馬規約，並於 2002 年生效。羅馬規約

是國際刑法中關於平民保護的重要指引文件，並且授權國際刑事法庭處理在羅

馬規約簽署國境內或其國民，所犯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

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同時亦針對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移交國際刑事法庭

的罪犯進行審判。國際刑事法庭的成立立基於羅馬規約，成立於 2002 年，旨

在咎責犯下嚴重罪行的個人。它具有威懾潛在戰爭罪犯與加強國際法治作用，

並且為暴行的受害者伸張正義。 

➢ 非洲兒童權利與福祉憲章 

非洲兒童權利與福祉憲章在 1990 年通過並於 1999 年正式生效。它是除

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外，唯一辨別與保護兒童社會、公民、政治、經濟、

健康和文化權利的跨政府條約，並已獲得近乎所有非洲國家的認可。它涉及武

裝衝突中兒童使用議題，禁止招募兒童為軍人與直接參與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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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介紹 

參加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篩檢學會 

理事長:  葉彥伯局長 

單位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iwan-ams/ 

單位事蹟: 

台灣篩檢學會為促進疾病篩檢的研究與發展，並提昇疾病篩檢觀念及水準

遂自 2005 年成立，其間投入及創設社區整合式疾病篩檢，協助政府推動組織

性癌症篩檢，辦理疾病篩檢教育訓練，提昇疾病篩檢品質，維護我國民眾健康

不遺餘力。此外，為增進亞洲國家之癌症防治發展，拓展國際交流，學會於

2004 年成立亞洲癌症篩檢網絡，並著手辦理國際研討會，迄今已進行入第十三

屆，會議由亞洲各國輪流辦理，期間歷經 2005 年在台北的第二屆辦理，2006

年第三屆在新加坡，2007 年第四屆在在彰化及台南，2008 年第五屆在泰國，

2009 年第六屆在韓國，2010 年第七屆在台北，2012 年第八屆在印尼，2014

年第九屆在台北與亞太癌症預防會議 APOCP 做聯合會議辦理、2017 年第十屆

在台北、2019 年第十一屆在泰國、2021 年在台北、2022 年在彰化辦理。亞

洲癌症篩檢工作及模式，由亞洲癌症篩檢國際研討會開始發酵，經過十餘年的

不斷改進，台灣及亞洲等國由高危險群防治逐漸發展至以族群為主防治模式，

其中台灣癌症篩檢工作在發展期間造就許多傲人成績，除累積許多寶貴經驗，

透過實際國際交流，將此經驗籍由亞洲癌症篩檢國際研討會分享國際友人，尤

其是地理環境跟文化背景差異不深，且疾病型態較相近的亞太地區，引領亞洲

各國發展癌症篩檢，影響亞洲各國癌症篩檢政策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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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  社團法人牙科健康照護協會 

常務理事: 賴弘明醫師 

單位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hcotaiwan/ 

單位事蹟: 

牙科健康照護協會為提升及推廣台灣社區牙周病與其他口腔疾病的防治、

研究、國際交流，以促進國民口腔健康，遂由賴弘明醫師於 2014 年成立，其

間投入社區牙周病篩檢，協助政府推動口腔疾病預防，牙周病與其他口腔疾病

防治衛生教育，維護我國民眾口腔健康不遺餘力。除於 2014 年辦理牙周病健

康照護國際研討會、2018 年參與國際抗癌聯盟國際討會、協助辦理多項癌症篩

檢國際研討會等國際交流活動，每年亦定期辦理市民口腔保健講座，推廣口腔

衛生保健。 

與會代表賴弘明醫師是一位資深牙周病專科醫師，自北醫牙醫學系畢業後

赴美印地安那大學取得牙周病學碩士及專科醫師後，返台執業達三十餘年，治

癒千餘名牙周病病人。此外於 2016 年受國民健康署委託調查全國牙周病盛行

狀況，於國際期刊發表多篇本土牙周病流行病學及治療成效論文，亦著有多本

牙周病相關指引及教科書，對牙周病防治教育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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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  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 

董事長:  張金堅教授 

單位網址: https://www.breastcf.org.tw/ 

單位事蹟: 

乳癌防治基金會緣起於台大醫院張金堅教授和黃俊升醫師，本著關懷生

命、疼惜女性及追求圓滿的精神，為造福更多女性同胞遂於 2007 年成立基金

會，本著“關懷生命，疼惜女性，追求圓滿”之精神，二十餘年來已服務數十

萬位乳癌姐妹，陪伴她們努力走過乳癌陰霾。乳癌姐妹除需擔負照顧家庭重

任，還用生命抗癌，努力活出人生色彩，讓我們感動與疼惜。基金會致力於提

醒女性同胞愛護自己與家人，定期篩檢與追蹤，隨時掌握健康狀況，建立健康

及正確生活型態，避免已知的危險因子，進而遠離癌症，基金會總監蔡愛真女

士更以乳癌姐妹為主，成立真愛合唱團，她們的歌聲遍布各大醫院，如台大、

和信、雙和…等，撫慰無數罹病的病患，也常受邀到各大演藝廳，如社教館、

台北市議會、中山堂、國父紀念館或一些大型乳癌病友會獻唱，姐妹們不只從

舞台中展現自我更重建信心，以她們的美聲來感動更多朋友們，交織出生命樂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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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德威國際牙醫口腔醫院 

創辦人：陳義聰醫師 

單位網址：https://group.dentway.com.tw/nhgc/ 

單位事蹟： 

1989 年陳義聰醫師在台北成立第一家德威牙科診所，至今院所橫跨全台灣

北中南東分區，並拓展至中國、日本與馬來西亞等海外地區。醫療體系包含牙

醫醫院、牙科診群、牙體技術所、牙材事業、醫務管理、數位醫學影像整合及

教育中心，是國內唯一具備垂直及水平整合口腔產業的口腔醫療體系。 

2021 年德威國際口腔醫療體系成立全台灣第一家牙醫口腔醫院，具全台最

完整牙醫專科團業，擁有最先進的牙醫設備及對病患最好的醫療照顧。德威國

際牙醫口腔醫院整合 10 項專科，提供個人化精準醫療服務，並以成為口腔醫

療照護的領導者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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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聯新國際醫院 

代表：張煥禎總院長 

單位網址：https://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 

單位事蹟： 

聯新國際醫院以打造「智慧醫療的無圍牆醫院」藍圖規劃，致力數位轉

型，開發多項系統與軟體，將新興智慧科技導入醫療服務，進行跨界跨領域結

合，與電信業者合作居家健康照護，民眾可在家將生理量測數據同步連線醫

院，如有異狀馬上處理，提供社區居民高品質、高效率的醫療照護。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提供 24 小時線上健康諮詢及遠距視訊看診，藉由智

慧醫療的推動走出國門、走入社區，提供全方位服務朝向「以智慧醫療為基

礎，建構無圍牆的保健醫療」目標邁進！ 

聯新醫院從醫療服務本業出發，希望成為散播善的種子，讓愛與公益無遠

弗屆。聯新醫院於 2007 年成立義診團，由台灣組成醫療團隊前往尼泊爾義

診，後來進一步拓展至山區行動醫療，至今義診行動已延續超過十五年。2014

年開啟當地醫療賦權行動，籌措第一間當地醫療中心，建立「聯新尼泊爾期望

醫療中心」，外派數名尼泊爾員工在當地深耕駐點，以確保由聯新義診團在當地

村落啟動之醫療服務得以延續。2018 年執行尼泊爾醫師來台灣超音波訓練計

畫，促使尼泊爾偏遠地區孕婦免於遭受因長途跋涉接受產檢所面臨困境；2020

年持續進行尼泊爾學童營養午餐蘑菇種植計劃，期望提供長期免費自循環營養

午餐之能力。聯新醫院秉持醫療無國界初心，提供國際醫療關懷與援助，更重

視國際援助的持續性，以賦權當地民眾與醫療服務持續為最終目標，削弱因貧

窮而造成的健康不平等。 

https://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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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  台北真理堂 

代表:  劉珈君 

單位網站: http://www.tlc.org.tw/ 

單位事蹟: 

台北真理堂是一個深深蒙愛的教會。七十年前，歐美宣教士遠渡重洋，在

許多人的生命中撒下愛與恩典的種子。他們經歷過上帝無條件捨己的愛、白白

賜下的恩典，並渴望把這樣的愛傳給更多人。這就是真理堂的開始。 

真理堂的弟兄姊妹愛上帝、愛自己、彼此相愛、愛鄰舍。同時也要把上帝

那無條件捨己的愛傳入每一個家庭、職場、社群。教會因愛而有能力，為各自

所在的國家社會帶來更大祝福。 

與會代表劉珈君為國泰人壽行銷總監，從小就對銷售很有興趣，在母親鼓

勵下進入壽險業，憑藉不服輸與認真勤勉的個性，業績表現優異，更因善用數

位行銷為自己創造出一番事業，而在忙碌工作之餘更抽空進修台大 EMBA 及台

大健管所充實自我，時刻追求學習新事物，創造自我最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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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愛福家協會 

總幹事：涂心寧  

單位網站：https://www.gottocare.org.tw 

單位事蹟： 

愛福家協會成立於 1995 年，秉持「關懷至上 (GOT TO CARE) 」的初

衷，致力於健全家庭功能、增進社會福祉、促進社會福利事業發展、提昇社會

福利服務品質、倡導社會福利權益意識及完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核心價值為

串起每雙手成為生命共同體，以優質、創新、活力的心提供服務並看到笑容，

以 Care One  (領先服務) 成為照顧服務界先趨為願景。協會於 1996 年便開辦

新北市首次的居家服務員培訓，隔年成為新北市唯二可提供自費居家服務的單

位。與會代表涂心寧總幹事突破框架，不同於傳統社福路線，尊重並串連各領

域專業人員，建立獨特經營之道。愛福家協會與資訊公司合作開發台灣第一套

居服管理系統，2009 年通過 ISO 品質管理認證。協會協助政府推動長期照顧

及辦理「幼兒、少年、婦女、老年、身心障礙者」等社會服務暨福利促進事

項，辦理各式社會服務暨福利促進有關之人才培育發展與研究創新工作。 

https://www.gottocar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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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 展宏新創有限公司 

代表：  侯秉宏 

成立時間：2013 年 

單位事蹟： 

展宏新創有限公司早年從事機電設備買賣及東南亞設備出口銷售，自 2019

年底全球爆發新冠病毒疫情，東南亞台商客戶因邊境關閉及工作因素而無法返

台，急需要許多醫療物資，故委託公司協助相關醫療資源，並代理新冠病毒血

清抗體快篩檢測試劑。有感於北醫研究團隊在萬華社區實行新冠病毒血清抗體

調查研究在全民共同防疫抗疫的崇高理念與重要性，基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的理念，捐贈當時研發的抗體快篩檢測 6000 份於萬華社區，使得研究團

隊得以了解社區免疫保護力，即時回饋社區防護重點及訊息。展宏新創善盡企

業公民責任，在疫情艱困情況下仍儘最大力量提供全民健康與生命安全保障之

精神，實為台灣企業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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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 臺灣斯巴克集團 

董事長： 林錦堂 

單位網址: https://www.swash.com.tw 

單位事蹟： 

斯巴克集團是台灣清潔服務業之產業領導者，前身是鐵路局的關係企業，

主責車箱內外清潔，台鐵周邊逐步民營化之後，斯巴克承接原來班底，繼續提

供專業清潔服務。自 1995 年集團成立以來，與美國 SPARKLE WASH 加盟

後，陸續發展多元化業務。斯巴克集團清潔業務主要分成三大事業群：軌道事

業群、站體事業群與新事業群。秉持「品質、安全、法遵」三大原則，強化組

織創新和成長的動力。以「專業創新、顧客至上、誠信確實、以人為本」為核

心價值，期望成為提供舒適環境的創造者。創新的結果，斯巴克連續 14 年拿

到台鐵合作訂單，並持續向外拓展服務。新冠肺炎期間，斯巴克集團承接桃園

機場清潔服務，透過「創新」的清潔技術與策略，打造一個無接觸、不會二次

污染的國際級公共空間，可謂防疫重要一線人員。 

  

https://www.swas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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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郁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賀庭郁 

單位網址：https://yurhsin.com 

單位事蹟： 

郁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6 年 7 月 1 日，為專業製造土木工程及

大地工程材料之工廠。主要成員由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研發部門的資深研究

人員所組成，具有高度的專業素養及研發能力。為因應國內地理環境的狀況，

開發出一系列適合工程上排水系統、水土保持及生態綠化植生的新型材料，以

增進國內土木工程的品質。其主要產品有：排導水板、透水網管、綠牆、植生

網毯、抗沖蝕網及攀翠綠化塗裝……等，均是自行技術開發及生產的優良土木工

程材料。 

  

https://yurhs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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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單位：德旺旅行社 

總經理：潘如玲 

單位網址：https://wondertravel.travel.net.tw 

單位事蹟： 

 德旺旅行社以專業商務性展覽服務起家，以真誠、專業、負責、實在為經

營理念，志在使客戶安心交付專業規劃，在客戶支持下擴展服務項目，除專業

商務旅行，涵括企業差旅、客製化旅遊團與歐語國家交流團。德旺更以「利

他、共好、心服務」為核心宗旨，從專精的規劃服務穩健踏實地邁向全方位、

高品質的旅遊規劃。德旺承辦數場橫跨電子科技、製造業等商業展覽，跨越美

國、德國、歐洲與亞洲多國，提供專業高品質服務，與客戶並肩從台灣走向全

球。 

 

 

https://wondertravel.travel.ne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