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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中伦理标准的实施程序 
 

文件编号：CF/PD/DRP/2015-001 
生效日期：  2015 年 4 月 1 日 

发布者：数据、研究和政策局局长 

 

 

一．背景 

 

为支持其项目、政策和倡导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自主开展或委托其他机构开展的形式，对研究、

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进行了大量投入，为实现包括最弱势儿童在内所有儿童的权利提供强有力的

循证基础。 

为推动和保持儿童权利保护的全球进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鼓励创新、深化扩展循证基础的战略

日程，有鉴于此，确保证据生成的过程符合伦理是非常必要的。这不单体现了伦理自身的重要性，还因

为它能极大提升证据生成过程的质量和问责程度，特别是当课题涉及儿童时。 

 

证据生成过程中符合伦理的思考和行为是一个基于公平的工作框架的前提条件。由于我们工作的关注对

象是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群，通常是最脆弱人群，这必然要求我们制定相关措施，以确保课题参与者在

课题开展过程中受到尊重和保护。而且，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降低课题研究对象面临的风险，同时亦可

保护机构员工以及整个机构本身1 。 

为了确保人权和儿童权利在所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主开展或者委托开展的所有研究、评估和数据收集

工作过程中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本程序的设计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范围内为符合伦理的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流程建立最基本的、

具有约束力的标准； 

•  确保针对相关工作流程的伦理监管程序的效力和问责 

 

 

与本程序相互补充，并为本程序的制定提供了的基础的文件包括《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活动中伦

理规范制度化的战略指导意见》（Strategic Guidance Note on Institutionalizing Ethical Practice for UNICEF 

Research）2 及《儿童参与研究、监测和评估的伦理问题与管理者责任》（评估技术1号说明文件）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Research,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评估办公室，

2002年）。 
 

二．适用范围 

                                                      
1虽然本程序的适用范围为研究、评估和数据收集及相关的数据分析，然而根据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案规划方法和在更广泛领域中促进人权主流化

工作的明确要求，伦理方面的考虑和原则可以而且应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更广泛的方案和倡导工作中得到应用。 
2由负责方案的副执行主任于 2013 年 10 月 30日推荐和介绍。本指南文件概述了涉及儿童研究的伦理考量。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teams/OoR/SiteAssets/Strategic%20Guidance%20Note%20on%20Institutionalizing%20Ethical%20Practice%20for%20UNICEF%20Research.pdf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teams/OoR/SiteAssets/Strategic%20Guidance%20Note%20on%20Institutionalizing%20Ethical%20Practice%20for%20UNICEF%20Research.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emops/emopssite.nsf/0/5b491fcb1706329f852579b50078884c/$file/children%20participating%20in%20research%20and%20monitoring%20and%20evalu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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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图 1 所示，所有以人为对象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3或对敏感二手

数据的分析。 

 

2. 所有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部门（包括国家办公室、地区办公室和总部各处4）开展或委托开展的

研究、评估或者数据收集活动（如上一段所定义），无论是合作开展还是独立开展5。当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的合作伙伴拥有自己的伦理审查机制，且相关审查流程符合本程序制定的最低标准，项

目合作伙伴的伦理审制可以取代本程序。 

 

3. 本程序将在两年内进行修订。 

 

 

三．受众 

 

所有参与组织和实施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主要是证据生成

活动的项目管理人员、某些专项数据收集项目的国家联络人以及国家办公室代表、区域办公室主任和各

部门负责人等有责任确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证据生成活动达到最高伦理标准的人员。  

 

 

四．定义 

 

愿意——愿意是指当某人按法律定义年龄太小，根据现行的地方法律无法提供知情同意，但按其年龄已

足以能够理解研究的总体情况、预期风险、潜在惠益以及作为研究对象预期要参与的活动的情况下对参

加研究、评估或者数据收集工作的所表达的意愿。愿意与知情同意的流程相似。但是仅有愿意并不够，

除了研究对象表示愿意，必须同时获得其父母、监护人或对其负责的成年人的知情同意。 

 

保密——保密是保护个人隐私的程序，它涉及如何处理个体基于信任所披露的、且不希望未经本人许可

向外披露的信息。 

  

评估6 ——一项系统而客观的活动，它根据与重要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共同议定的标准和基准，评价发

展工作的相关性、适当性、有效性、效率、影响和可持续性。评估遵循一系列严谨、系统、客观的流程

进行设计、分析与信息解读，对特定问题作出回答。它用于判断哪些措施可行及为何可行、重点关注预

期会实现和预料之外的结果，小结主要经验教训，为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提供依据。 

 

符合伦理的证据生成——符合伦理的证据生成遵循伦理、道德、负责任的行为所广泛遵循的原则（如：

不剽窃他人作品、不提交有问题的数据、避免产生不良影响、确保研究的惠益及风险可以得到公平分担，

                                                      
3 该定义涵盖课题。 
4 鼓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国家委员会在他们自行开展或委托合作伙伴开展的研究活动中应用本程序所述伦理标准。 
5 包括在联合国儿基会支持下由合作伙伴开展的研究。 
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定义和划分研究、评估和课题的分类方法》（ Taxonomy for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Studies）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teams/OoR/SitePages/Research%20Taxonomy.aspx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teams/OoR/SitePages/Research%20Taxonom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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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在从规划到发布、监测评估的整个研究周期中，符合伦理的证据生成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

并充分考虑它对研究参与人员和更广泛的社区所产生的影响。 

  

证据生成活动——在本程序中，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统称为证据生成活动。 

 

最终报告——本程序所指的最终报告是根据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及分析的中期或最终结果撰写的公开

报告或向专门用户（如政府）提供的报告。 

 

知情同意——有法律能力作出同意的个人或者其授权代表，在无不当诱因或在其他形式的限制或逼迫下

行使自由选择权，对参加研究作出的自愿同意。相关个人在做出知情同意决定前须对所提出的证据生成

活动的性质、预期风险和潜在惠益以及活动要求有足够的了解和理解7。 

 

机构审查委员会(IRBs) 或伦理审查委员会 (ERBs) ——由某机构8专门设立或指定的审查委员会，其目的

是保护该单位招募的参加生物医学、行为学或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类受试者的权利与福利。机构审查委员

会通过前期预审或定期复查研究计划书及相关材料，努力为受试者提供保护。机构审查委员会将按照规

定审查研究、评估和数据收集和分析及其方法的伦理合规性，促进有能力做决定的潜在受试者的充分知

情和自愿参与（如果受试者没有决定能力，应由合适的代理人给出知情同意），并最大限度确保受试者

的安全。本程序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一词涵盖机构审查委员会。 

 

隐私——个人对与他人（通过动作、行为或者想法）进行分享的程度、时间和情景的控制能力。隐私指

的是个人有限制他人获取关于自身，包括自己的想法和个人识别信息在内的各方面信息的权力。 

 

计划书——本程序中所称的计划书指对于计划实施的研究、评估或数据收集及分析项目的详细概览。所

以，在本程序中，研究、数据收集的研究方法或者某项评估的开题报告均可被认作计划书。 

 

研究9 ——收集与分析数据和信息的系统过程，旨在获得新的认知，回答特定问题或检验某个假设。应详

细记录研究方法，确保能够对研究进行评价与复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应审视切实相关的议题，

为更好的项目方案和政策建议获取证据。 

 

原始数据——收集到的第一手新数据。 

 

二手数据——从已有来源或数据库中获得的信息。  

 

  

                                                      
7 Levine, R.J. （1988 年）《临床研究的伦理和条例》, 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 
8 可包括私人机构。 
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定义和划分研究、评估和课题的分类方法》（ Taxonomy for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Studies）.,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teams/OoR/SitePages/Research%20Taxonomy.aspx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teams/OoR/SitePages/Research%20Taxonom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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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程序的指导原则 

 

本文所列举的最低标准及程序以《贝尔蒙报告：保护参加科研的人体实验对象的伦理原则和方针》

（Belmont Report on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Research (1979) 

提出的三条原则作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相关原则适用于所有研究的参与者，但是儿童在循证依

据生成的过程中属于特别易受伤害的人群，所以在此过程可以而且应该考虑《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

究活动中伦理规范制度化的战略指导意见》（Strategic Guidance Note on Institutionalizing Ethical Practice 

for UNICEF Research）和《儿童参与研究、监测和评估的伦理问题与管理者责任》（评估技术1号说明文

件）（ Evaluation Technical Note No. 1,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Research,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 

— Ethics and Your Responsibilities as a Manager）中所详述的相关意见并加以体现。以下为符合伦理的证据

生成工作所应涵盖的三项原则： 
 

1. 尊重：所有的证据生成活动应确保对所有人的尊重，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被视作有自主性的人。一

个有自主性的人能够仔细思考个人目标，并朝着目标而努力。尊重自主性就是尊重有自主性的个体

的价值、偏好、信念，并承认其具备自我规范的能力，具有判断、表达意见和选择的能力。 

 

在尊重个人自主性的同时，我们须承认个人的自主性可能由于年龄、境遇或者个人能力而受到限制。

因此，尊重自主性要求我们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权力和成熟度的不同。对于儿童和其他弱势人群

来说，尊重他们的证据生成活动需要考虑他们的生活经历，认识到经常存在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现

实，并创造支持个体发挥自主性和维护个人尊严的有利环境。 

 

2. 惠益和不伤害 

 

惠益——惠益原则指的是证据生成活动须促进个体、社区和社会整体的福祉。惠益原则要求证明从

生成证据中可能带来的明确惠益。如果无法说明惠益，则需要对该活动进行重新考虑。惠益原则还

包括互惠的理念，也就是把所生成的证据反馈给课题参与者，也许他们能够对课题成果加以验证， 

更加理解自己的参与的意义，并从所发布的知识中有所收获。 

 

不伤害——不伤害原则要求避免通过行为或者不作为对参与者产生不良影响或者伤害。虽然研究、

评估和数据收集及分析工作的首要目的是生成新的证据，该目标绝不应凌驾于参与者的个人权利之

上。不伤害要求对研究人员和现场调查员的背景、能力和技巧进行考察，以确保不会由于研究人员

及调查员的能力不足、处理不当或者缺乏技巧而给参与者造成伤害。同时该原则要求明确考虑能确

保参与者隐私、安全和避免参与研究所带来负面影响的相关措施。 

 

3. 公正——公正原则要求考虑谁是受益方，而谁是证据生成工作责任承担者。这需要仔细检查对参加

人员的选择方式是否恰当。人员选择不应造成证据生成活动的责任和惠益的不公正分配。为了避免

由社会、种族、性别和文化偏见所造成的不公，必须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虑。 

                                          

 

 

  

http://videocast.nih.gov/pdf/ohrp_appendix_belmont_report_vol_2.pdf
https://teams.unicef.org/sites/ITA01/OoR/SiteAssets/Strategic%20Guidance%20Note%20on%20Institutionalizing%20Ethical%20Practice%20for%20UNICEF%20Research.pdf
https://teams.unicef.org/sites/ITA01/OoR/SiteAssets/Strategic%20Guidance%20Note%20on%20Institutionalizing%20Ethical%20Practice%20for%20UNICEF%20Research.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epp/evalsite.nsf/0/acf4c8b740fa19c085256bad007a9bd9/$file/technote%20ethics.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epp/evalsite.nsf/0/acf4c8b740fa19c085256bad007a9bd9/$file/technote%20ethi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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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伦理程序是否适用于你的工作？ 

 

 
  

 例子： 

• 调查、问卷、焦点小组、访谈、网点

监测数据； 

• 案例研究； 

• 可能需要对人群、文化、规范或惯例

作出普遍结论的故事讲述； 

• 实际或者虚拟环境下的游戏或实验 

• 人体或者生物医学测试——影像、扫

描、采血、人体测量； 

• 关于膳食和营养的课题； 

• 评估教育工具或课程大纲效果的课

题； 

• 运用仪器或设备（包括电话）来收集

数据、监测或影响行为； 

• 对公共行为进行被动观察（真实或者

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网络环境中）； 

• 评估个体对操控其真实或网络环境的

反应的课题； 

• 其他为收集信息而涉及的个体观察或

与个体互动的活动。 

 是否涉及人类受试者？（原始数据收集） 

项目是否涉及数据收集、分析研究或评估的委托、出资或实施？ 

 是否涉及…? 

• “限制使用”的二手数据分析，

即研究人员获得数据时已得知数

据使用有所限制，且未经授权不

得使用； 

• 未经匿名处理的个人调查数据或

其他二手数据分析； 

• 将社区、普查区、公司、周边地

区或地理数据与含有身份标识的

个体调查数据进行合并后进行二

手数据分析； 

• 结论可能会对弱势的利益相关者

及社区产生负面影响的二手数据

分析。 

需要按照本程序要求进行伦理审查 

 无需按照本程序要求进

行伦理审查（虽然鼓励

进行相关考虑）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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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程序说明 

 

以下为指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或委托开展的、有人类受试者参与或者涉及敏感二手数据分析的研

究、评估及数据收集分析工作的最低标准和其必须遵循的程序（包括通过签订个人顾问或机构顾问合

同开展的活动，以及和合作单位所开展的活动）。这些标准明确承认并体现了 1964 年《赫尔辛基宣言》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1964)）及相关修订文件的精神和意图，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意义。具

体来说，由于儿童对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的参与及重要性，这些标准旨在体现《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非歧视和儿童参与的原则。 

在本程序下，证据生成工作的原则和要求适用于四个核心伦理问题，即伤害和惠益、知情同意、隐私

和保密、报酬和补贴。除此以外，它们也清楚表达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证据生成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和资金的伦理规范性上的立场。 

 

核心程序 

 

1.  如图 1中的描述，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或包含敏感的二手数据分析的研究、评估和数据收集活动的计

划书中，必须有一小节来明确说明活动开展过程中所预计或实际存在的伦理问题，以及预计或已经采

用何种措施或方法来解决或减轻问题的影响。 

 

2.  所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者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订立合同的个人或机构所撰写的、与上述证据生成

活动相关的报告（包括“二. 适用范围”和图 1 中所列的活动）必须有一个小节用来明确项目开展过

程中所预计或实际存在的伦理问题，以及用于解决或减轻这些问题的措施或方法。 

 

3.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质量保证程序》（UNICEF Procedure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Research）以

及评估质量控制指南《评估分步走》（Evaluation “Step by Step”）的相关规定一致，对伦理问题进行

明确考量和审核必须作为发起办公室广义的质量控制程序的组成部分。 

 

4. 如果当地已有根据本地伦理标准为证据生成活动制定的规定和政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相关的证据生

成项目必须遵循这些规范。但是，如果当地标准无法达到本程序下的相关要求，实施或委托实施本程

序所涵盖的研究和证据生成活动的员工仍须执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标准。 

 

5. 在撰写计划书之前，所有的任务界定书须由办公室或相关部门的内部员工10进行审核。负责审核的员

工必须受过相关的伦理培训或者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及知识，能对拟开展的证据生成活动的伦理维度

作出评价。任务界定书须明确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以及未来负责该活动的顾问人员为此应具备的能力。 

 

6. 对于本程序所涵盖的研究、评估或数据收集活动，签订合同所依据的任务界定书中必须包括一个小节

来要求合同人员： 

在计划书中清楚地阐述任何潜在的伦理问题和应对措施，以及研究、评估或数据收集活动
的伦理审查和监督流程。 

                                                      
10 这里所指的内部员工不能是负责相关项目的员工，也不能是负责起草任务界定书的员工。 

http://www.wma.net/en/30publications/10policies/b3/17c.pdf
https://unicef.sharepoint.com/teams/OoR/SiteAssets/SitePages/Procedures/QUALITY%20ASSURANCE%20in%20RESEARCH%20PROCED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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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合同方的计划书时，对有关研究、评估、数据收集和分析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及应对策略的阐述应给予适当的权重。 

 

7. 参与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原始数据收集工作的研究人员、评估人员和调查员必须接受基础的伦理培训。

如果此前没有参加过此类培训，项目执行机构或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相关部门可提供一个单独的培

训，或者把它包括在一个大的数据收集培训活动中。 

 

8. 所有本程序涵盖的并符合以下一个或者多个标准的研究、评估或数据收集及分析活动的计划书必须经

过相关的外部伦理审查委员会或小组的审定。 

 

A. 涉及自主性受到年龄、处境、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并需要额外的照顾的弱势群体的证据生成活

动。这些活动包括进行原始数据收集的研究、评估和数据收集及分析活动，并且： 

o 包括了儿童参与者、研究者和数据收集者； 

o 参与课题的具体研究对象为病人、残疾人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人； 

o 针对并包括了在当地可能被视为弱势的群体（例如：女性、少数民族、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贫困或者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接受机构养育/照料的个人）； 

o 包括了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参与者（例如在难民营中、在冲突或冲突后过渡情况下

及受灾害影响的儿童、青年人和成年人）。 

 

B.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参与者直接受到伤害（通过肢体或者心理测试、相关措施或询

问问题）的涉及原始数据收集的证据生成活动。包括： 

o 具体探究有关暴力、虐待和创伤问题的活动； 

o 内容包括提供基于健康的评估、诊断和治疗的活动。 

 

C. 可能影响受试者隐私和数据保密的证据生成活动，其中包括： 

o  就限制访问或者非匿名的个体数据进行分析； 

o  对与健康相关的数据进行测量和收集，包括对生物样本的评估、诊断和收集； 

o 下文 D 部分所指出的问题。 

 

D. 可能影响个人自身的安全和福祉的证据生成活动。这包括涉及社会或政治敏感问题的原始数

据和二手数据的收集，相关问题包括： 

o 暴力 

o 虐待 

o 卖淫 

o 女性生殖器切除 

o 政治观点 

o 艾滋病 

o 生殖、性和心理健康 

o 其他在社会环境中可能被视为属于个人或者敏感的信息 

o 进行公众披露以后可能会引起个人将来人身自由或者服务获取受限的观点11。 

                                                      
11  本列表仅为示意，并不详尽。 



 

8 

 

 

 

 

 

 

 

E.  涉及非普遍资源分配的证据生成活动（例如向某一人群提供现金转移支付或者提供其他物品

及服务的随机对照实验）。 

 

9. 常规项目的监测和数据收集工作不需要经外部审查委员会的审定，但是本程序的原则、注意事项和要

求仍然适用。 

 

10. 在需要进行外部伦理审查时，可能会涉及国家级伦理审查委员会或者签约方的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

在法律或者机构规定不要求项目必须提交这些部门进行审查的情况下，课题发起单位、办公室或部门

应选择现有的且所持标准与本程序相一致的伦理审查委员会12（例如，隶属本地高等院校的或者国家

级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伦理审查。或者，可为特定课题研究或为整个单位或办公室成立一个伦理

审查小组，成员人数不得少于三名，且须具备合适的资格或经验13， 并为发起单位、办公室和部门以

外的员工。14 （附件（A）选用合适的外部审查机制） 

 

11. 所有满足上文第 8 项标准的证据生成活动只能在计划书提交到相应的伦理审查小组并得到批准后才可

以开始实施。 

 

12. 在按照法律或者机构规定要求某项目须提交到相关机构，但其标准无法完全满足本程序要求的情况下，

项目仍须满足本程序下相关标准的要求。 

 

  

 与伤害和惠益具体相关的程序 

 

1. 对于本程序涵盖的所有证据生成工作，相关的计划书均须说明其开展的原因。说明时，必须考虑到现

有的证据或者相关证据的不足，明确数据来源以及采用的具体方法，并确保所采用的方法能将对参与

者及其社区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2. 所有的计划书须说明某些人群被包括或者被排除在外的原因。课题须承认并尊重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

参与权，尤其应采取措施增强过去对其研究较少的群体的参与度或代表性。然而，尊重相关人群和个

人参与权的同时须考虑到参与是否会给相关群体带来任何潜在伤害。 

 

3.  在说明涉及人类受试者或者敏感二手数据的证据生成活动的开展原因时，必须证明目前没有或无法

从公开渠道获得这些证据或支持证据的数据。 

 

4. 在证据生成过程中和在计划书和最终报告中，必须考量并明确课题参与者和他们的家庭或更广泛的社

区群体所面临的所有潜在的伤害和惠益。应利用现有数据进行包括本地意见咨询在内的现状分析，对

潜在的伤害和惠益作出评估。在进行本地意见咨询时（尤其是对项目执行单位），选择对哪些利益相

关方进行咨询应明确考虑到其权力关系和动态变化。 

 

                                                      
12 各国卫生领域伦理审查委员会名录请见：https://healthresearchweb.org/en/regulation_and_ethics_review_of_research 
13  在本程序下“具备合适的资格或经验的成员”指的是在以下领域拥有合适专业经验的个人，例如：证据生成方法，技术专业领域，涉及儿童、

青少年、少数民族等相关参与人群的工作或对他们所进行的研究等。 
14  可以包括学者或研究人员，相关民间社会组织成员，以及课题发起单位、本办公室或部门以外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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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计划书起草阶段，若发现潜在风险大于潜在惠益，则须考虑修改或者撤回此计划书。 

 

6. 在证据生成过程中以及在计划书和最终报告中，必须说明采取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来确保参与者从活动

开始到完成及发布的整个过程中不会因参与活动对其造成伤害。 

 

7. 所有的项目必须设计并使用合适的方法、措施和数据收集环境15，将参与者的压力降低到最小。计划

书和最终报告必须对相关措施进行详细说明。 

 

8. 保护儿童以及其他相关弱势群体的保护预案必须落实，为数据收集提供安全的环境，保护他们免受粗

暴或不称职的研究人员、评估人员、调查员造成的伤害，回应有关安全问题的担忧及申诉。考虑到儿

童及青少年所处的特殊弱势情况，必要时，在证据生成活动的过程中或结束后，把他们转介给当地的

支持部门。有关证据生成过程中弱势参与者的保护措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件（B）隐私和保密。 

 

9. 当有确凿证据表明在证据生成过程已对参与者或其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时，必须启用参与者保

护预案，项目管理人员应对项目是否可进行调整以防止进一步负面影响或终止项目进行评估。 

 

10.  所有根据研究、评估或数据收集及分析结果所撰写的报告，都应将数据中的个人信息进行移除，或

者将结果进行适当的汇总、综合，以保护参与者的隐私并对其信息进行保密，尤其是在会产生歧视或

者报复等明显负面影响时。 

 

应考虑课题结论对于特定群体的影响以及可能潜在的负面影响，并在解释结论时采取措施加以避免。

如果结论会对相关群体或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应重新考虑是否对结论进行公开发

布或向特定利益相关方（在适用的情况下）进行发布。 

 

这些问题及相关措施应在计划书中有所预见并加以说明；计划书撰写后出现的未能预见到的问题，应

在其发生时加以解决。 

 

 

 与知情同意相关的程序  

1. 如有人类受试者参与课题，必须征得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知情同意的性质必须在计划书和最终报

告有关伦理的章节中进行说明。 

 

2. 任何有儿童作为参与者、研究者或数据收集者的项目，至少必须遵守当地有关提供知情同意的年龄或

适用情形的法律法规。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的情况下，对于根据当地法律定义为未成年人的儿童和青

少年，参与证据生成活动时必须考量与其自主性相关的能力和处境。当自主性有限或受制于文化习俗

时， 应取得监护人、家长的同意，或在无法或不宜征得他们的同意时16，取得相关照料人或者负责儿

童福利的人士的同意。 

                                                      
15 指的是现场的视觉和声音条件，出现在数据收集现场的研究人员、家庭和社区成员，以及现场的设备设施等。 
16 当儿童的最大利益和家长或监护人提供同意两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不宜征得后者同意。例如，收集与暴力或虐待相关的证据，已知家长

或监护人为施暴方时，不宜征得其同意。此类情况下，需重新考量儿童或者青少年提供同意的能力，可行时，可征得儿童或者青少年信任、同时

也有责任感的其他成年人的同意（比如老师或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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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要求征得父母、监护人、照料人或者负责儿童或个人福利的人士知情同意情况下，如有可能并根据

其能力，仍须获得儿童或者个体本人的同意。在所有的证据生成活动过程中，必须运用适用于儿童及

相关成年人的辅助工具，使他们充分了解活动的目的以及他们的参与活动的内容。17  

4. 必须让潜在参与者明白他们的参与是自愿的。必须尊重他们的决定，无论是否参与，包括不同意或不

愿意参与。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告诉参与者同意是可以协商的，他们随时可以退出而不会造成任何不良

后果。 

5. 鉴于社区和家庭中可能存在的权利结构和等级关系，应咨询当地人士以决定是否需要取得社区领导、

户主或家庭成员代表的知情同意。此项考虑是为了确保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不会由于某些关键人物的

个人、政治和社会背景而无法参与课题。 

  

与隐私和保密相关的程序 

 

1.  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和收集后确保参与者的隐私，尤其当参与者可能处于极易受

到伤害的敏感环境中时。 

 

2. 在数据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移除数据中的个人信息，通过定位系统采集数据时，可

采取打乱坐标，取消数据关联和设置较大的地理参照系等方式。 

 

3. 与参与者有关的需要保密的信息或数据必须妥善存储、保护及销毁。这包括限制访问带有身份标识的

原始数据，具体措施有：对电子数据设置密码保护，安装锁具，限制可以接触到带标识数据的员工人

数。更多有关数据保护方法的信息，请参阅附件 (C) 数据的匿名处理和存储。 

 

4. 课题参与者应被明确告知哪些人员有权限获得其个人数据，以及获得数据的方式。 

 

5. 任何对参与者作出的关于保密的保证必须包括对保密措施局限性的明确说明，同时也告知参与者，相

关工作人员会做好准备，根据项目的保护预案和本地有关滥用信息的报告和披露的法律法规审慎地解

决安全问题。 

 

6. 计划书及最终报告必须在有关伦理的章节中就确保参与者的隐私和保密所作的考虑和对策作出说明。 

 

 

与报酬和补贴相关的程序 

 

1. 不得使用报酬来逼迫、强迫或者贿赂成人或儿童来参加研究或影响他们作答的性质。 

 

2. 证据生成活动必须考虑社会和文化背景，并向当地人士咨询有关报酬或其他形式的互惠问题，来决定

报销、补贴或答谢的性质或必要性。 

 

                                                      
17 可包括对证据生成过程进行简要介绍，口头（而非书面）解释并表示同意，借助手势来表示理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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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提供报酬和补贴时，由于款项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不切实际的期望或导致失望，必须仔细考虑

这些可能性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及制定相关的缓解策略。 

 

4. 需明确考虑报酬或补贴的形式、时间和金额，以确保费用得到恰当的报销，且相关金额不会扰乱参加

课题的决定或对问题的回答。 

 

5. 与报酬和补贴相关的问题及决定必须在计划书和最终报告的伦理部分中进行说明。 

 

与利益冲突和资金相关的程序 

 

1. 所有向单位、办公室和部门高级管理层提交的计划书以及向审查委员会提交的计划书都必须涵盖关于

资金、资助方及合作机构的信息。 

 

2. 若伦理审查委员会或小组的某个成员与某项研究、评估或数据收集及分析活动存在或由此引发实际或

潜在的利益冲突，该成员则不得参加与上述活动相关的所有讨论和咨询。 

 

3. 若员工、合同方、签约机构或者出资方与某项研究、评估或数据收集及分析活动存在或由此引发实际

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必须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 年）财务披露和利益申报”行政指令

CF/EXD/2012-003（UNICEF (2012) 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Statements, Executive 

Directive CF/EXD/2012-003）18，在计划书中对这些利益冲突进行披露，以确定该项目是否应该继续

开展。更多细节信息请参见附件（D）。 

  

4. 即使在证据生成活动获得相关批准可以开展的情况下，仍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质量保证程

序》（Procedure Relating to Quality Assurance for UNICEF Research）在所有向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交的

计划书及研究出版物中对相关的利益冲突进行说明。 

 

5. 证据生成活动的资金来源一定不能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零容忍政策所认定的行业领域或机构。《携手为

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企业合作指南和手册（2001 年）》（Building Alliances for Children – UNICEF 

Guidelines and Manual for Working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 (2001) 对零容忍政策所认定的行业领域和

机构进行了说明，后又在《开发企业合作关系遴选标准说明》（Briefing Note on Screening Criteri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Partnerships）中进行了修订。另外，所有提出合作意向的出资方和机构必须由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私营部门筹款和伙伴关系处19按照程序进行遴选。 

  

  

                                                      
18 关于利益冲突的进一步建议请查阅 UN （2013）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New York。 
19 参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企业合作关系遴选标准说明》，2011 年 5 月，
https://intranet.unicef.org/GENEVA/fundraising.nsf/pageid/46E3033AE3B089E48525765100282BCF/$FILE/2011updateonscreeningcriteria.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pd/pdc.nsf/0/8CEFED3027C957FF85257A0900615565/$FILE/Financial%20Disclosure%20and%20Declaration%20of%20Interest%20Statements%20EXD.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pd/pdc.nsf/0/8CEFED3027C957FF85257A0900615565/$FILE/Financial%20Disclosure%20and%20Declaration%20of%20Interest%20Statements%20EXD.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GENEVA/fundraising.nsf/pageid/46E3033AE3B089E48525765100282BCF/$FILE/2011updateonscreeningcriteria.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GENEVA/fundraising.nsf/pageid/46E3033AE3B089E48525765100282BCF/$FILE/2011updateonscreeningcriteria.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GENEVA/fundraising.nsf/pageid/46E3033AE3B089E48525765100282BCF/$FILE/2011updateonscreeningcriteria.pdf
http://icsc.un.org/resources/pdfs/general/standardsE.pdf
http://icsc.un.org/resources/pdfs/general/standardsE.pdf
https://intranet.unicef.org/GENEVA/fundraising.nsf/pageid/46E3033AE3B089E48525765100282BCF/$FILE/2011updateonscreeningcriter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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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责、职责与责任 

 

建立并保证适宜的伦理监督程序 

 

(a) 对于本程序适用范围内的活动，某项证据生成活动的管理人员或某项数据收集活动的国家办公室联

络人， 有责任确保该活动符合本程序的要求。对于符合本核心程序第五部分所设标准、且非常规性

数据收集和监测评估的活动，当国家或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不强制要求对其进行正式的伦理审查时，

项目管理人员必须保证：1) 寻找当地伦理审查委员会或者其他机构审查委员会进行伦理审查；或是 2)

按规定成立外部伦理审查小组。 

 

(b) 项目管理人员或国家办公室联络人必须从启动实施到监测评估，再到最后的结论发布，全程保证对

员工、参与者及相关社区的保护。在项目实施和交付阶段，任何在项目过程中因违反本程序而引发

的问题必须上报伦理审查委员会。上述情况下，项目管理人员有责任立刻采取措施，包括适当修改

或执行相关的保护预案和流程。在无法避免严重负面影响的情况下，项目管理人员或者国家办公室

联络人应确保立即中止该项目，并通知相关管理层、参与者及审查委员会或伦理小组。 

 

在所有证据生成活动中保持最高伦理标准 

 

(a) 国家办公室代表将负责保证国家办公室所有证据生成活动保持最高伦理标准，确保采取适当的步骤，

合理分配资源，以满足本文所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规定。 

  

(b) 区域办主任和部门领导负责保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办公室、各部门所有证据活动保持最高伦理标

准， 确保采取适当的步骤，合理分配资源，以满足本文所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规定。 

 

确保证据生成项目符合伦理的组织支持 

 

(a)  总部、区域办、研究办公室（OoR）、评估处和数据分析处根据其工作任务、标准操作流程（SOP）

和其他战略性文件，负责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其他部门提供相关支持以促进符合伦理的研究、评

估和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活动。 

 

(b)  研究办公室负责提供建议、能力建设支持和工具以促进符合伦理的研究和证据生成活动。 

 

  

程序的审计 

 

(a) 本程序的合规工作可能需要接受内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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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险管理 

 

 

与本程序有关的几类典型风险 
缓解风险措施的最低预期 

与风险一一对应 

1. 管理与问责 

• 伦理保证流程缺乏适当的监管。 

 

 

 

2. 与出资方及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 由于伦理审查要求增加额外的流程，所以需要处理

好出资方及利益相关方对于时间期限的期望。 

 

 

 

 

 

3. 预算与现金管理 

• 由于额外的要求，包括内部和外部（如需要）审

查，研究项目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 要求对符合本程序下标准的活动进行伦理

审查。 

 

 

 

• 根据审查委员会决定的审查程度决定伦理

监管的级别。 

 

• 向出资方和利益相关方明确说明伦理监管

对于确保研究的严谨和外部效度的重要

性。 

 

•  根据上文第六部分说明的措施制定适宜

的问责制度。 

 

 

 

• 向出资方和利益相关方明确说明伦理监管

对于确保研究的严谨和外部效度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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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附件 

 

附件（A）选择适宜的外部审查机制 

 

如果需要跨国在多个地点开展研究，按现行规定，需要分别针对这些地点进行外部审查，而不能将该研

究作为一个整体接受审查。 

  

研究签约机构是否有被认
可的机构伦理审查流程，
且要求提交获该流程审定
的伦理许可？ 

根据法律法规你是否须向
国家级伦理审查委员会提
交课题计划书？ 

出资方是否要求你向特定
的机构或国家级伦理审查
委员会提交课题计划书？ 

你是否能找到一个被认
可的本地或机构伦理审
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应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并
能严格按规定执行本程
序要求的伦理审查流
程。 

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 
• 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 

•  部门或行业伦理审查委

员会 

• 医疗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 

 
 
 

国家级伦理审查委员会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地区

或国家办事处现有的外

部审查委员会（须符合

本程序规定的标准）  
 
如果没有上述机构，
则： 
 

• 成立本地（可能是国家

级）专家伦理审查小

组） 
 

 以上均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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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隐私和保密 

 
采集人类受试者数据时须注意的隐私和保密 

 

从人类受试者中采集数据需要考虑以下关键问题： 

 

1. 若其他人知晓参与者参加研究，参与者是否会感到尴尬或者不安全？是否通过咨询本地社区、相

关个人及机构，及进行现状分析来了解当地对于证据活动的大致态度？如果有人表示担忧，则可

考虑以下的解决方法（以下列举并不详尽，仅供参考）： 

 

a. 如果有二手数据，可使用二手数据来获得信息。例如：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系统数据（必

要时需确保移除数据中所包括的身份标识）。 

b. 不开展会给受试者造成危险的研究。 

c. 如果参与者听取调查员、评估人员或研究人员对于证据生成流程及发布的全面说明后表示

同意，但该研究内容特别敏感，应考虑在在较大社区范围内采取恰当的方式开展，以减少

不参与课题的人员对该研究的负面反应。以针对妇女暴力为题的研究为例，研究人员可考

虑增加一些关于健康和幸福的一般性问题，在较大社区范围内开展研究时，也主要从健康

和幸福的角度而非暴力角度加以推广或解释。 

d. 在相对易于保护隐私的环境中或在可以保证参与者隐私的地点开展研究，地点可选择参与

者进行日常活动的地方，因而不会吸引公众注意，例如：健康和社区中心等。 

  

2. 考虑收集数据所处的文化环境，是集体主义文化还是个人主义文化？若是前者，他们对于隐私可

能是什么态度？家庭或社区成员是否会坚持或认为要共同参加调查、访谈、焦点小组或测试？如

果答案为是，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a. 考虑是否有条件避免以上问题发生，例如： 

i. 设立投票间 

ii.  选择到本地以外的某个地方收集数据（针对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可能还要采取

辅助措施，例如让其信任的成人参与）。该办法可在研究活动引起社区群众猜疑和

担心的情况下使用。 

iii.  使用电脑及手机等技术。 

 

b. 考虑是否需要询问明确的问题。为了保护个人安全和隐私，有时可能有需要对问题作一些

修改，使之更具一般性而非针对个人。例如，“你认为家庭暴力在本社区是否常见？”比 

“你在家是否遭遇过暴力？”更具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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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对数据进行匿名处理和存储 20  
 

1.对数据进行匿名处理 

 

定量数据 

• 删除或者不收集直接的身份识别信息（例如姓名及地址等个人信息）。如果必须收集这些信息，

如固定样本调查，则数据获取、储存和安全将变得尤为重要，应限制可以接触包含个人身份识别

信息数据的人员（详见下面一节：数据的访问、储存和数据安全）。 

• 对可识别个人信息的变量进行汇总或是降低其精确度（例如邮编） 

• 在报告中对文本变量进行概括以降低身份信息的可识别程度 

• 限制连续变量（连续变量的例子包括身高和年龄，即任何可测量因而可识别身份的变量）以减少

离群值（离群值因为不同寻常而容易透露身份信息）。 

• 特别要小心对关联数据的匿名化处理，某些匿名变量在合并考虑时可能透露个人身份信息。 

• 传输地理坐标数据时对信息进行加密，并可考虑去除个人身份和方位信息，在两者不可行的情况

下可扩大数据的坐标范围。 

 

 

定性数据 

 

• 定性数据的匿名化处理十分复杂，并非是简单地删除姓名或地址等个人信息或使用化名。定性陈

述中的特殊事件或组合描述可以导致身份被识别。这意味着需要对定性数据进行编辑以确保其匿

名性，然而英国国家数据档案中心警告称： 

• 只要数据被编辑了，研究人员就需意识到可能会引起的数据失真。例如，将所有可能的身份信息

从文本或者录音中删除是一种简单而机械的处理方法，会在形成保密同时造成数据无法使用。 

 

 

2. 数据的访问、储存和数据安全 

 

不论是收集新数据还是访问现有数据， 你都需要考虑： 

• 怎样储存数据； 

• 谁可以访问数据； 

• 以及他们怎样能够访问数据。 

 

 记住，研究中的伦理考量就是关于应对意外事件，所以你需要为突发事件和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准备预案。 

 

相关预案应考虑包括如何处理纸质材料（如访谈笔记）、包含无身份标识的匿名数据的电子文件以及含

有个人信息或可识别身份的电子数据文件。 

 

纸质材料，如访谈笔记、打印的照片、录音或录像带等，需要安全上锁。例如，只有研究团队中获得允

许的成员才能 开启的带锁的文件柜。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20 Boddy, J., Neumann, T., Jennings, S., Morrow, V., Alderson, P., Rees, R., and W. Gibson （2014 年）《 社会科学研究伦理指南》（The Research 

Ethics Guidebook: A resource for social scientists）, 伦敦大学, http://www.ethicsguidebook.ac.uk/, 2015 年 3月 4 日读取。 

http://www.ethicsguidebook.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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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人需要访问纸版数据？ 

• 是否需要在储存前对这些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如果不需要，为什么？ 

• 是否需要把相关数据和其他带有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的数据分开储存？ 

• 钥匙应在哪里保管？ 

• 有无其他人员（除关键人员外）能够发现并访问数据？ 

• 数据收集到数据储存期间如何处理纸版材料？ 

 

文件，包括含有个人或者身份识别数据（如姓名）的电子文件。这些文件需要被加密或设置密码，只有

获得允许的团队成员才能进行访问。通过电脑硬盘或邮件与研究团队共享文件时，或者将个人数据传输

给研究团队以外的个人时（例如，管理人员给你一份联系人列表）需要特别小心。 
  

匿名处理后的电子数据文件仍然需要安全妥善的保管，并且只能根据参与者同意的条件进行分享。所以，

如果你计划对数据进行存档以供其他研究人员使用， 需要提前征得参与者的同意。 

 

为了保证只有获得允许的成员（例如你的核心组员）能访问匿名处理过的数据或个人数据，你可能需要

帮助来建立额外的安全系统。参考以下例子： 

 

一个研究小组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参与研究的通过家庭供养的老年人的数据。该研究关
注重点为体育锻炼对参与者健康的影响，因此需要收集相关的生物医学数据（例如，血压和皮质醇水
平），并就研究参与者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度访谈。所以团队会掌握以下数据集：参与者的个人信息；居
住地点；来自生物医学试验的定量数据；数字音频录音和采访手稿。这些数据带来两个关键问题： 

 

1. 应确保除了团队成员以外，没有人可以访问数据。研究团队的工作跨两家机构：两家机构的电脑服务
器提供的共享硬盘允许机构内的所有员工访问。研究人员需要建立的安全系统：1）确保机构内的其他工
作人员无法通过员工共享硬盘的访问研究的数据，2）确保机构之间的数据传输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可
考虑使用限制数据共享权限的云储存。 

 

2. 不同的数据文件应可互相关联，但需要分开存放，这样才能由有权限的研究人员根据特定需要将不同
的数据集链接到一起。同时还要确保数据从安全系统删除时不能影响数据安全。例如，如果经匿名化处
理的几个数据集进行组合后可以识别出身份，则不能将它们下载到同一个 U 盘中，以免 U 盘丢失被他人
捡到或者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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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利益冲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 年）财务披露和利益申报，行政指令 CF/ EXD/2012-003 

 
2.1 和 2.2 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员工必须避免其个人利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机构利益发生实际和潜在冲突。这是每个
员工最基本的义务，员工有义务保持国际公务员所要求的诚信、独立和客观。 

 

实际的利益冲突是指通过实际行为或者不作为，员工出于个人利益，在履行公务或职责时采取了与机构利益不
符的方式。潜在利益冲突是指员工置身于可能会导致其个人利益与机构利益不符的情况中。举例来说，实际或
潜在的利益冲突会在以下情况下发生：a）员工与营利企业或组织的管理层关系密切或在这些企业或组织中拥
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b）员工或这些营利企业或机构可从他们的关系或经济利益中受益；c）且这是由于员
工的职位原因所致。 

 

 

 



 

19 

 

 

 

 

 

 

 

 

 

附件（E）涉及人类受试者或敏感二手数据分析的研究、评估和数据收集工作程序的记录要求 

 

以下是对记录伦理问题的明确要求。对于由国家级或机构审查委员会监管的活动，研究计划和数据收集流程的模板将由相关机构提供。 

 

研究计划书 
 
在有关伦理的章节中应明确说明： 
 
• 任何利益冲突 

• 为什么要开展此项活动（以及为什么

包括或排除某些人群） 

• 潜在的伤害和惠益 

• 将采取哪些方法和措施来确保不造成

伤害、并将压力最小化 

• 强调保护预案的准备情况（及任何相

关细节） 

• 与研究发布相关的伦理问题及将采取

的解决问题或降低影响的机制或措施 

• 知情同意可能的性质 

• 为保护参与者隐私可能采取的机制 

• 保证数据储存安全的方法 

• 提供报酬和补贴可能的种类，并说明

理由 

 

 

 

数据收集及分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员工、合
同承接方或合作伙伴必须设
计并向参与者提供知情同意
书，同意书的具体形式应与
参与者的能力（包括识字能
力）相匹配。 
 
知情同意书须涵盖以下信
息： 
 
• 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包

括联系方式以便获得进

一步信息 

• 关于参与的自愿和可协

商性，以及报酬和补贴

的信息 

• 数据收集和储存的隐私

保护 

• 活动的后续跟进 

• 相关发布流程 

• 是否允许未来对数据作

匿名使用 

 

 

 

 

最终报告或数据发布 
 
在有关伦理的章节（包括下列相关章节）应明确
说明： 
 
• 任何利益冲突 

• 任何将来可能发生或实际存在的伤害和惠益 

• 所使用的保护预案及任何相关问题 

• 为解决研究发布所引起的伦理问题或为降低

其影响所采取的机制或措施及任何相关问题 

• 获得知情同意的方式及任何相关问题 

• 保护参与者隐私的方法及任何相关问题 

• 数据储存的形式 

• 提供的报酬和补贴，相应的理由说明及任何

相关问题 

• 任何由该项目所引起的、涉及员工、合同承

接方或出资方的潜在利益冲突 

 
注意：所有研究产品，包括从研究中产生的结
论、媒介和其他公开数据，都必须接受伦理审
查，以保护利益相关方、社区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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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支持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证据生成流程中伦理实践的相关资源 
 

• 《符合伦理的儿童研究纲要》（The Ethical Research Involving Children Compendium）是研究办公

室、南十字星大学、奥塔哥大学和儿童观察国际研究网络的合作成果。纲要详细论述了涉及儿童

和青少年研究的主要伦理问题、挑战和最佳实践，以支持符合伦理的研究。应将其作为基本参考

资料的组成部分提供给相关个人和团队，为常规的研究规划、委托、审评和发布提供依据和指导。

参见 http://childethics.com/wp-content/uploads/2013/10/ERIC-compendium-approved-digital-web.pdf  

 

• 《纲要》中的入门指南工具和案例研究（The Getting Started Tool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Compendium）：《纲要》中的这两部分将为研究团队、外部合同承接方和合作伙伴在研究各阶段

有关伦理的决策提供指导。 

 

• 《宪章》：《宪章》是一份愿景宣言，它号召在儿童研究领域中各方共同合作，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恪守七个核心承诺，确保研究的质量和伦理水准。它能帮助我们在与政府、民间社会组织、

捐资方、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及网络、当地和国际儿童权利的领袖以及当地伦理审查委员会合作

中， 倡导合乎伦理的、高质量的研究。 

 

• 互动网站 Interactive Website（网址为 http://childethics.com/）。该网站提供了一个围绕儿童研究相

关的伦理问题、分享研究团体和儿基会的经验并进行交流与学习的平台；同时，该网站鼓励用户

提供新的案例、参与案例分析并根据个人在研究伦理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取得的突破以及相关见

解展开网上讨论。儿基会各团队应积极利用这一网络平台。 

 

• Shrestha, B., Giron, G., (2006 年) 基于儿童权利的监测评估工具和机制的地区能力建设研讨会，救助

儿童会，http://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s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761.pdf。读取日期：

2014 年 6 月 11 日。 

 

• 救助儿童会， (2006 年) 《儿童参与实务标准》（Practice Standards in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救助儿童会，http://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se/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017.pdf。读取日期： 

2015 年 3 月 4 日。 

 

http://childethics.com/wp-content/uploads/2013/10/ERIC-compendium-approved-digital-web.pdf
http://childeth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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