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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兒童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全球經濟中發揮著重要和越來越大的作用。兒童每天

都在與企業互動, 無論是作為工廠和該領域的工作人員、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者、經營

社區的成員, 還是雇員的家庭成員。同時, 因兒童其漸進發展的特點, 使兒童比成人更

容易受到不利的商業影響。 

 

然而, 儘管存在這種脆弱性, 企業很少涉及或尋求他們所影響的孩子的投入, 且兒童面

對許多法律、實際和文化的障礙，讓他們的聲音難以被聽到。的確, 用聯合國前工商

業與人權問題秘書長特別代表約翰·魯格教授的話, "兒童是社會中最邊緣化和最脆弱的

成員, 而且可能不成比例,受商務活動、運營和關係的嚴重和永久影響。"1 

 

雖然《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的結構並非圍繞具體的人權、行業

部門、影響類型或權利持有人的類別, 但它們明確要求 "以非歧視性的角度, 特別關注

更有可能成為弱勢或邊緣化風險人口或群體的個人權利和需要以及面臨的挑戰 "。2 

 

因此, 關於工商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和類似政策顯然必須分析和確定《聯合國工商

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對兒童的相關性和適用性。在國家行動計畫的實質框架內和制

定國家行動計畫的過程中, 都應特別和具體地考慮兒童權利。強調與兒童有關的問

題，不僅使社會各階層都能更清楚地看到國家行動計畫, 而且有助於提高國家行動計

畫的可及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整體品質。 

 

除其他文書外, 這項工作可以《兒童權利公約》和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兒童權利與

企業的第16號一般性意見》(GC16)為指導。《兒童權利公約》為所有兒童規定了一套

全面的公民、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 GC16規定了這些權利與工商部門的相關性。除

了《兒童權利與企業原則》3等自願舉措外, 《兒童權利公約》和 GC16 為兒童權利納

入國家行動計畫和執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其他進程提供了廣泛的

政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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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指導 
 

本報告就關於商業與人權和其他類似政策的國家行動計畫中處理兒童權利問題提供了

指導。它補充了國際企業責任圓桌會議 (ICAR) 和丹麥人權研究所 (DIHR)所提的《國

家行動計畫工具包》 (NAPs Toolkit)4 。國際企業責任圓桌會議 (ICAR)和丹麥人權研

究所 (DIHR)與兒童基金會合作制定了這一指南, 概述了如何在制定國家行動計畫的過

程中考慮兒童權利, 以及在確定兒童權利行動的優先事項時, 重點內容應該是什麼。 

 

本文檔包含兩個應用工具: 
 

 

兒童權利國家行動計畫清單 和 兒童權利國家基準評估範本，將與ICAR-DIHR《國家行

動計畫工具包》一起使用, 以制定、評價和修訂國家行動計畫。通過遵循這一指導, 可

以確保在兒童方面更多和更有效地執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該指南提供了一個 "兒童權利國

家行動計畫清單", 以評估將兒童

權利納入國家行動計畫制定進

程的情況 

 

關於國家行動計畫的內容, 本指

南提供了補充的 "兒童權利國家

基準評估範本", 以評估兒童權利

和商業狀況, 發現全政府組織在

執行兒童方面的差距, 並建立在

兒童權利方面採取行動的優先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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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兒童在國家行動計畫過程中的權利 

至關重要的是, 各國應讓兒童權利利害關係方參與制定國家行動計畫, 以有效解決與兒童

權利和企業有關的問題和關切。許多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在政府內部 , 往往擔任兒童監

察員或專員, 並在青年、家庭、社會事務、衛生或教育部。 

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還可包括兒童議會、青年組織、民間社會、國際組織、學術專家、

家長/照料者、勞工組織、社區領袖與兒童自己。 

 

 

與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接觸 

與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接觸, 不僅有助於確定具體的風險和機會, 而且還提供了對更廣泛

的人權和商業問題的一系列觀點。諮詢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 使各國能夠: 

 在國家適應計畫進程中聽取兒童的意見、看法、經驗和資訊, 並將其納入其中; 

 瞭解兒童權利與更廣泛的工商業和人權背景之間的聯繫; 

 深入瞭解如何在國家行動計畫的內容中更好地解決與兒童權利和企業有關的問題; 

 為在國家行動計畫的執行、評價和修訂過程中與公民和社區不斷進行的協商和建

立關係奠定堅實的基礎; 

 表現出對兒童作為利害關係方的尊重, 並承諾在國家行動計畫中認真考慮兒童的

意見和利益。 

 

 

與兒童接觸 

各國應考慮讓兒童直接參與國家適應計畫進程。根據《兒童權利公約》, 所有能夠形

成自己意見的兒童都應能夠根據自己的年齡和生活水準自由表達, 並使自己的意見得

到考慮6。 

各國有責任支援和鼓勵兒童發表意見, 承諾使國家行動計畫更具相關性、有效性和可持

續性。7與兒童的任何協商都應: 

 道德---由瞭解兒童權利和兒童保護問題的專家進行; 

 真誠---遵循明確的, 明確的願景, 確定政府和兒童的目標和利益; 

 完成---擁有充足的資源、時間和組織能力, 致力於確保兒童的成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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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 和成年人一樣, 孩子也皆非同質的。具有某些特徵的兒童可能會受到不同的工作特性影響, 各

國應包括基於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地點 (城市與農村)、身障、國籍、種族、宗教、語言和任何其

他可能面臨風險的可識別群體。 

 

考慮到兒童權利 

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必須儘早參與國家基準評估和國家行動計畫進程, 並持續參與進程直

至完成。這為利益攸關方和政府提供機會，以共同識別兒童權利和企業的關鍵行動問題，

並確定其優先次序。關於國家基準評估和國家行動計畫的磋商結果和資訊應以友善使用者

的方式公佈, 並明定如何考慮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的投入。還必須讓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

參與監測國家行動計畫執行的情況, 以及此後修訂或重新審查關於人權和企業的承諾的任

何計畫。 

 

兒童權利國家行動計畫清單 

 

下一頁的《兒童權利國家行動計畫清單》概述了各國如何確保在開始制定、評價或修訂國

家行動計畫的進程時，充分考慮兒童的在乎處與意見。它是為與附件5 ICAR-DIHR《國家

行動計畫工具包》一起使用而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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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家行動計畫檢查清單中的兒童權利 

 
治理 

 

• 確保將負責處理兒童權利問題的政府機構納入國家行動計畫進程。 
 

資源 

 
• 諮詢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 並酌情為兒童提供足夠的資源。 

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媒合 

• 尋找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 作為更廣泛的利益攸關方媒合工作的一部分。 

 

參與 

 
• 促進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的參與, 包括那些代表被剝奪權力或正面臨風險的兒童群體。 

 

國家基準評估 

 

• 在國家基準評估中納入和解決兒童權利問題, 讓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充分參與國家基準評估的發展和
完成, 並將本指南中包含的兒童權利國家基準評估範本的結果納入整體國家基準評估進程。 
 

範圍 

 

• 制定關於兒童權利的國際和區域標準, 包括《兒童權利公約》。 
 

內容 

 

• 包括一份承諾聲明, 以執行與兒童有關的聯合國排雷行動, 並確保所有與兒童權利有關的承諾都是特殊的、可

實現的、可衡量的、相關的和特定的時間承諾。 

 
 
優先次序 

 

• 優先處理與企業有關的最嚴重侵犯兒童權利行為, 以便採取行動。 

 
透明化 

 

• 以易於獲取、易於理解的格式發佈有關國家基準評估和國家行動計畫的資訊, 確保所諮詢的任何兒童和兒
童權利利益攸關方瞭解如何考慮他們的意見。 

 
追蹤事項 

 
• 將兒童權利利害關係方納入國家行動計畫執行情況監測和報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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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兒童在行動計畫內容中的權利 

 

在開展國家基準評估和編制國家行動計畫時, 各國應分析和評估具體措施, 以在本國

經濟交易中保障兒童權利, 保護兒童權利不受工商企業的干涉, 並確保:兒童在其權利

受到侵犯時可獲得有效補救。各國可以在聯合國全球行動計畫的框架內這樣做, 並促

進兒童權利利害關係方參與國家行動計畫的制定進程。 

 

在這方面, 國家對兒童權利的承諾必須是全面和普遍的, 並考慮到兒童受到商業活

動、業務和關係影響的各種方式，如《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兒童

權利與企業的第16號一般性意見》、《兒童權利與企業原則》和其他相關的國際標準

和舉措。  

 

 "兒童權利國家基準評估 (NBA) 範本" 可用於決定如何將兒童權利視為國家工商業與

人權法律和政策框架的一部分, 以及在更廣泛的國家、區域和國際背景下。它是為配

合ICAR-DIHR《國家行動計畫工具包》附件4中的完整 NBA 範本而設計的。 

 

下面的《兒童權利NBA範本》強調了落實兒童權利和商業的關鍵領域, 提出了可能特

別突出的問題。雖然整個國家基準評估範本努力使其方法更加全面, 但仍會有其他廣

泛問題與兒童權利和商業有關。如上所述, 兒童權利應在與工商業與人權有關的情況

下單獨且具體審議。 

指導概要 
 
 
 
 

 

 
4. 內容 

 

3. 執行區域 2. 兒童權利的倡議和回應 
 

1. 法律和政策框架 

• 本節收集關於政府

建立關於兒童權利

的法律和治理框架

的資訊。 

• 本節收集關於企業

對兒童權利的倡議

和對策的資料。 

• 本節收集關於落實兒

童權利的關鍵領域資

訊。包括童工、父母

和照料者的工作、產

品安全和行銷以及安

全保障等領域。 

• 本節通過國際和當地

來源收集有關當地情

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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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兒童權利國家基準評估 (NBA) 範本 

1. 法律和政策框架 

國際標準 政府是否簽署和批准了相關的國際兒童權利法律文書, 例如: 

 《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

定書》 

 《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設定來文程序任擇議定書》 

 國際勞工組織 (勞工組織) 《關於准予就業最低年齡的第138號公約》 

 勞工組織《關於最有害的童工形式的第182號公約》 

與NBA範本的第1.1、1.2 和2.2 節相關。 

現狀/差距: 

區域標準 
政府是否簽署和批准了相關的區域人權文書, 例如: 

 《非洲兒童權利與福利憲章》 

 《歐洲行使兒童權利公約》 

 《歐洲委員會保護兒童免遭性剝削和性虐待公約》 

與NBA範本的第1.1和1.2 節相關。 

現狀/差距: 

國家標準 關於兒童權利的總體國家法律和政策 (例如, 將《兒童權利公約》納入國家法

律的法案) 是什麼？ 

與NBA範本的第1.5、3.1 和3.2節相關。 

現狀/差距: 

其他標準 政府簽署、參與或以其他方式認可了哪些其他相關的兒童權利標準和舉措, 

例如: 

 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兒童權利和商業的第16號一般性意見 

 兒童權利和商業原則 

 勞工組織體面工作倡議 

 聯合國全球契約關於童工問題的原則 

 國際電信聯盟 (itu) 《兒童工業線上保護準則》 

 《保護兒童免受旅行和旅遊中的性剝削行為守則》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與NBA範本的第1.4和2.2 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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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權利的倡議和回應 

公共部門倡議 政府開展了哪些專案和方案來促進和保護工商部門的兒童權利？ 

與NBA範本的第1.4、3.2 和3.3 節相關。 

現狀/差距: 

國家優先事項 政府在國家兒童權利戰略中確定了哪些優先事項, 包括企業的建議作用 

(如果有的話)？ 

與NBA範本的第3.2 和3.4 節相關。 

現狀/差距: 

企業倡議 哪些由企業主導的專案和計畫旨在促進和保護兒童權利 (如果有的話)？ 

與NBA範本的第3.3節相關。 

現狀/差距: 

區域和國際倡議的參與 政府參與了哪些(如果有的話)關於商業與兒童權利的區域和國際倡議 (如兒童基

金會、拯救兒童聯盟和聯合國兒童權利和企業原則、勞工組織體面工作倡議、聯

合國兒童權利理事會關於兒童的原則)《兒童基金會-國際電聯兒童線上保護準

則》、《保護兒童免受旅行和旅遊中的性剝削行為守則》、《國際母乳代用品銷

售守則》)？ 

與NBA範本的第1.1、1.2和2.2 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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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區域 

3.1一般措施 

政策承諾 是否通過批准《兒童權利公約第16號一般性意見》和/或《兒童權利與企業原

則》等方式, 對落實工商部門的兒童權利作出了總體政策承諾？ 

與NBA範本的第8.1、10.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實質調查 企業在何種情況下會被要求或期望進行兒童權利實質調查, 或將兒童權利視為更廣

泛的人權實質調查的一部分？ 

與NBA範本的第 3.4, 4.1, 4.2、6.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影響評估 作為法律、政策或慣例, 在通過法律、起草政策、頒佈法令或命令時,是否 要

求、期望或鼓勵官員和/或立法者進行兒童權利影響評估或以其他方式考慮兒童

權利, 以及作出與工商部門有關的行政或財務決定？ 

與NBA範本的第 1.5, 3.1, 3.3, 5.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報告 是否要求公司以報告或其他方式披露其對兒童權利影響的資訊, 無論是一般情況還

是在某些問題或背景下？ 

與NBA範本的第 1.5, 2.1, 3.1, 3.3, 3.4節相關。 

現狀/差距: 

公共融資/採購/私營化 在哪些要求、預期、方針到位後，政府機構會考慮參與商業關係或利用公共資金支

投資於商務工作 (例如公共採購、出口信貸、貿易代表團和國家退休/主權財富基

金)對兒童權利的影響？在讓私營部門參與為兒童提供基本服務 (如衛生、教育和

替代照料) 時, 哪些法律和行政框架確保服務的持續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公平性

和品質提供？ 

與整個NBA範本指導原則 4,5,6下的所有章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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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童工/青年工人 

禁止童工 法律是否明確禁止童工, 包括最惡劣形式的童工？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教育 完成義務教育的年齡是多少 (如果有的話), 這是否等於最低就業年齡？在多大程度

上向所有兒童提供免費、可獲得和優質的公共教育系統？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出生登記 出生登記的要求和期望是什麼, 是否有有效的登記制度來涵蓋所有兒童？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年輕勞動力的保障 是否有關於合法雇用18歲以下者的工作條件的明確條例和標準, 包括禁止使用任

何形式的暴力, 包括體罰？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供應鏈 要求、期望或鼓勵企業採取哪些措施, 確保其全球供應鏈中沒有童工 (例如審計、

披露)？為提高企業界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作出了哪些努力？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部門/群體 哪些經濟部門對童工的風險最高, 採取了哪些措施來應對這些風險？特定兒童群體 

(如女童、少數民族或原住民兒童) 遭受剝削的風險是否增加？為解決非正規經濟

中的童工問題採取了哪些措施？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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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執行 已建立哪些機制來監測童工問題 (例如監察員)？兒童如何加劇對其免受有害勞動

的權利的侵犯？可能的制裁措施是什麼, 包括可對被發現使用童工的企業實施的刑

事處罰？有哪些服務可以説明被發現從事童工勞動的兒童康復和重新融入社會？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3.3. 父母/照護者的工作 

最低薪資 合法最低工資 (如果有的話) 是什麼, 採取了哪些步驟確保為父母和照料者提供

生活工資？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家庭友善的雇傭環境 在法律和政策中, 圍繞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和假期權利, 父母和其他負有育兒責

任的雇員的需要和權利如何考慮？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母乳餵養 雇主必須採取哪些便利和其他支助措施, 以便利工作母親的母乳餵養？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育嬰假 帶薪和不帶薪育兒假的最低法定權利是什麼？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免除不平等 孕婦和哺乳母親是否明確受到保護, 在工作場所不受歧視？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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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服務之管道 採取了哪些措施確保工作家庭有管道可獲得適當、可負擔和優質的兒童教育、幼

兒發展方案和其他相關社區服務？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監測/執行 建立了哪些機制來監測父母和照料者的工作條件 (例如監察機構)？父母和照料

者如何提出侵犯其權利的行為？ 

與NBA範本的第1.5, 1.6, 3.1, 9.1節相關。 

現狀/差距: 

 

 

3.4. 販運和商業性剝削 

禁止 是否明確禁止與販運兒童、買賣兒童、利用兒童賣淫以及買賣、製造和擁有兒童

色情製品有關的活動, 包括通過數位和網路媒體？這些行為的刑事、民事或行政

責任是否擴大到法人, 包括工商企業？ 

與NBA範本的第1.5, 7.4節相關。 

現狀/差距: 

治外法權 能否對在領土邊界以外對兒童進行商業剝削有關的罪行主張管轄權, 如果是, 在

什麼情況下？ 

與NBA範本的第1.5, 2.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免除不平等 與販運兒童和商業性剝削有關的法律、政策和方案是否平等地適用於女孩和男

孩以及所有18歲以下的兒童？ 

與NBA範本的第1.6節相關 

現狀/差距: 

保護 採取了哪些措施確保販運或商業性剝削的兒童受害者不被視為罪犯或被視

為罪犯？ 

與NBA範本的第1.6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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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ARATIONS/ 

REHABILITATION 
性剝削的兒童受害者可以利用哪些機制從包括工商企業在內的責任方獲得

賠償？提供哪些服務, 協助性剝削的兒童受害者康復和重返社會？ 

Most relevant to Section 1.6 and all sections under Pillar III of the full NBA Template. 

現狀/差距: 

 

 

3.5. 產品安全 

保護 需要採取哪些措施 (例如研究和檢測), 以確保可能被兒童使用的產品不對其健康

或安全構成威脅？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兒童在公共市場上獲得有害產品, 承認兒童

的言論和資訊自由權？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免除不平等 有哪些保護措施可防止產品和服務面特定年齡組或兒童群體 (例如少數民族和殘

疾兒童) 的歧視？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監測/執行 有哪個機構 (如果有的話) 負責確保產品安全和責任標準的適用？企業如何對提

供不安全產品負責？責任標準在多大程度上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了在購買或使

用被認定不安全的產品或服務後的有效補救和適當賠償？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3.6. 行銷和廣告 

一般限制 對兒童行銷和廣告的法律限制和禁令是什麼 (如果有的話)？涉及哪些年齡

組, 涵蓋哪些形式的行銷和廣告？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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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害的產品 是否採取了有針對性的措施, 禁止或限制向兒童推銷和宣傳有害、不健康和危險

的產品和服務 (例如酒精、煙草和不健康的食品飲料)？對向公眾推銷母乳替代

品是否有明確的限制？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管道/位置 在限制兒童廣告和行銷時, 考慮了哪些溝通管道, 包括數位媒體, 以及物理設置, 

包括學校和其他兒童可能花時間的地方？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技術 是否有限制使用可能吸引兒童的特定技術, 如使用卡通人物？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消費者資訊 是否有產品標籤的要求, 以清晰、真實的方式顯示有關公開商品和服務的

相關資訊, 以及易於理解的時尚, 是可訪問的, 並知道的兒童和家庭？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兒童的利用 對在廣告活動中利用兒童, 包括擔任品牌大使, 有哪些限制和保護？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監測/執行 由哪個機構負責監察及審理商業廣告？違反廣告和行銷標準的企業如何受

到制裁？ 

與NBA範本的第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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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媒體 

隱私權 根據法律, 兒童是否享有公認的隱私權, 包括不以電子方式儲存或公開資料或資

訊的權利？是否禁止媒體查明兒童受害者、參與法庭訴訟的兒童或處於其他弱

勢狀況的兒童？ 

與NBA範本的第1.5, 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管道 採取了哪些措施確保所有兒童都能以公平、不歧視的方式獲得數位和線上媒體

服務管道？ 

與NBA範本的第1.5, 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保護 是否有法律框架保護兒童不接觸有害其福祉的材料, 同時承認兒童的知情權和言

論自由？為發展和促進兒童和家庭的數位掃盲採取了哪些措施, 包括瞭解線上活

動的好處和風險？ 

與NBA範本的第1.5, 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網路保護 有哪些法律框架, 包括刑法規定的框架, 以保護兒童免遭網上剝削和騷擾？

有哪些機制可以報告和刪除網路上的非法內容？如何在網路上為兒童營造和

鼓勵安全的環境？ 

與NBA範本的第1.5, 3.1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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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安全性 

招募兒童 是否明確禁止公共和私營保安供應商招募和使用兒童？ 

與NBA範本的第1.4, 5.1, 7.2節相關 

現狀/差距: 

安全性 公共和私營保安提供者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於保護商業利益的業務和活動中考慮

和尊重兒童權利？ 

與NBA範本的第1.4, 5.1, 7.2節相關 

現狀/差距: 

監測/執行 對於使用或招募兒童的企業，可能會尋求哪些制裁或監測，來使企業對兒童提

供安全性？ 

與NBA範本的第1.4, 5.1, 7.2節相關 

現狀/差距: 

 

 

3.9. 衝突地區和緊急情況 

緊急回應 當邀請企業參與應急工作時, 採取了哪些措施來保護兒童權利不受侵犯, 包括

強迫勞動、販運和其他形式的剝削？ 

與整個NBA範本指導原則 7下的所有章節相關。 

現狀/差距: 

實質調查 需要、預期或鼓勵在衝突地區、緊急情況或其他對兒童權利構成高度威脅的其他

局勢中經營的企業採取哪些額外措施, 以減輕潛在的負面影響？ 

與整個NBA範本指導原則 7下的所有章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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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補救辦法 

機制 兒童可利用哪些機制就與企業有關的侵權行為提出申訴 (例如法院、國家

人權機構和兒童監察員)？ 

與整個NBA範本第三支柱下的所有章節相關。 

現狀/差距: 

法律上的能力 是否允許兒童以自己的名義提出申訴和提起法律訴訟, 而不需要官方授權或父母

批准？ 

與整個NBA範本指導原則 26下的所有章節相關。 

現狀/差距: 

時間限制 是否提出延長兒童時期發生的侵犯權利行為案件的最後期限, 以便在兒童達到成

年年齡之前不開始工作？ 

與NBA範本的第26.2節相關 

現狀/差距: 

法律援助 在多大程度上，有免費和兒童友善的法律建議和援助可用於補救方案或提出申訴，

包括通過官方法律援助方案、國家人權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大學為基礎的法律援

助診所和公益安排？ 

與NBA範本的第 1.6 , 26.2節相關 

現狀/差距: 

集體訴訟 集體投訴、集體訴訟和其他形式的集體訴訟是否有權處理多重和類似侵犯兒童

權利的行為？如果是, 這是否需要個別兒童的識別和參與？ 

與整個NBA範本指導原則 26下的所有章節相關。 

現狀/差距: 

決議 有關兒童的法律訴訟在司法系統中被列為優先事項的程度？ 

與整個NBA範本指導原則 26下的所有章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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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容 

對於本節, 建議研究人員使用: 

 特定國家的來源; 

 商業和人權資源中心網站上的兒童權利和商業門戶; 

 兒童權利委員會和其他聯合國條約機構的檔、報告和建議; 

 勞工組織和其他專門機構提供的資料; 

 定期審查檢視報告; 

 國際、區域、國家和地方國際民間社會報告; 

 媒體報導 

國際監測 向政府發佈了哪些關於兒童權利和商業的建議: 兒童權利委員會、其他聯合國

條約機構和普遍定期審議程式？包括兒童基金會和勞工組織在內的國際和區域

組織在國家範圍內編制了哪些與兒童權利和企業有關的統計資料、資訊和指

導？ 

與NBA範本的第1.1, 1.2, 2.2節相關 

現狀/差距: 

公民社會 在國家範圍內發起了哪些與兒童權利和商業有關的運動？地方、國家、區域和

國際民間社會組織 (如商業和人權資源中心----商業和兒童入口網站) 公佈了哪

些相關資訊;兒童權利國際網路)？ 

與NBA範本的第1.4節相關 

現狀/差距: 

媒體 地方、國家和國際媒體對哪些與兒童權利和企業有關的報導？ 

與NBA範本的第1.3節相關 

現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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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拯救兒童和聯合國全球契約, 兒童的權利和商業原則TTCONTEXT (2014), 可點以下連結   

    http://childrenandbusiness.org/. 

 

2 John Ruggie, 秘書長特別代表 : 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問題, 《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執行聯合國 "保   

   護、尊重和尊重補救 "框架, 一般原則, 1, 聯合國檔. A/HRC/17/31 (2011), 可點以下連結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3 
兒童基金會、拯救兒童組織和聯合國發佈了《兒童權利與企業原則》2012年《全球契約》。見兒童基金會, 附錄1。 

 

4 
見丹麥人權研究所和國際公司責任之路, 關於商業和人權的國家行動計畫: 國家發展、實施和審查的工具 

  商業和人權框架的承諾 (2014年), 可點以下連結   
  http://icar.ngo/wp-‐ content/uploads/2014/06/DIHR-‐ICAR-‐National-‐Action-‐Plans-‐NAPs-‐Report3.pdf. 
 

5
類似的是, 公司必須按照規定與兒童權利利益攸關方接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兒童權利工作: 公司工具" (2014年), 可   

  點以下連結 

http://www.unicef.org/csr/css/Stakeholder_Engagement_on_Childrens_Rights_021014.pdf. 

 
6 
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 藝術, 12, G.A. Res. 44/25 (Nov. 20, 1989), 可點以下連結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rofessionalInterest/crc.pdf. 
7 
見聯合國, 兒童權利委員會, 關於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的第12號一般性意見 (2013年), 聯合國 CRC/GC12 

  號檔 (2009年7月1日), 可點以下連結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rc/docs/AdvanceVersions/CRC-‐C-‐GC-‐12.pdf. 
8 
《兒童權利與企業原則》顯示了企業如何尊重和支援兒童權利在工作場所、市場和社區。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附錄

http://www.unicef.org/csr/css/Stakeholder_Engagement_on_Childrens_Rights_021014.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rofessionalInterest/cr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