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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和青少年参与体育
活动。对于其中一些儿童而言，参与体育活动可能只
为休闲娱乐。一些则是作为儿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青少年将体育视为未来的职业选择，希冀成
为杰出的运动员，或者教练、体育官员。运动还可以
作为引导青少年远离反社会或犯罪行为的手段。

儿童有权在安全、愉悦的环境中参与体育活动。他们
的权利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得以确立。 

在过去大约15年间，各类体育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意见
开始获得聆听和应对。在此之前，人们对于体育对青
少年有益无损的观点鲜有质疑。直至90年代末/00年代
初，针对成人或其他青少年行为，建立相关投诉处理
体系和结构的体育组织寥寥无几。 

今时今日，通过充足的研究和实证，我们清楚，体育
运动并非始终以儿童权利而核心，或者有时对儿童面
临的风险考虑不周，由此导致不容许讨论伤害与虐待
的组织文化（Brackenridge，Kay & Rhind，2012年）。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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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儿童和青少年还面临一些体育活动独有的风险，
例如出色年轻运动员遭受各类虐待的风险升高。儿童
发展计划的许多体育活动面向极其脆弱的儿童，对于
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遭受暴力和虐待的儿童而言，
运动应该是安全的避风港。我们全体应竭力确保青少
年在安全的环境下从事体育活动。

协作筹办2012年伦敦超越体育峰会（Beyond Sport 
Summit）的数家机构制定了一套拟议标准（现称 
“保障措施”）草案。其后通过2年的广泛试行，草案
历经审议完善。最终版保障措施于2014年10月的超越
体育峰会上颁布。该套保障措施为全面保障国际社会
儿童运动安全和保护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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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 保障指为确保全体儿童在参与体育俱乐部和体育活动时免受伤害而

采取的行动

— 儿童保护是面临遭受伤害风险/或正遭受伤害的特定儿童所需的一

系列活动

— 虐待指导致儿童受到伤害的作为或不作为

— 伤害指此类行为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或后果

— 暴力指“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 

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9条）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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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障措施旨在列述任何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体育活动的组织应当落实

的举措。保障措施应视为指导原则，协助组织保障儿童，而非以自身为

目的。

本保障措施反映国际声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相关立法、政府

指引、现行儿童保护/保障标准和良好实务。通过广泛的试行，本保障

措施以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的研究为依据，吸取来自不同国家和利益相关

群体的多方意见。

本保障措施阐明某一具体时间的良好集体实务，应接受定期审议，以确

保其反映保障实务的发展。

 国际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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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项保障措施

01  — 制定政策
02  —  应对保障相关事务之程序
03 — 建议与协助
04 — 降低对儿童的风险
05 — 行为指导准则
06 —  招聘、培训及沟通
07 — 与合作伙伴开展合作
08 — 监测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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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的目标在于：

— 不论地点和体育水平，协助营造安全的儿童运动环境

— 为帮助体育活动提供者和出资者进行明智决策提供衡量标准

— 推广优良实务，质疑对儿童有害的做法

— 向体育活动全体相关方清楚阐明儿童保障相关要求

10



保障措施基于下列原则

—   全体儿童有权在安全包容的环境中参与、享受体育活动并通过体育

活动培养个人能力，而免受任何形式的凌辱、暴力、忽视或剥削

—   儿童有权表达其意见及意见被聆听。他们需要知道当他们对参与体

育活动抱有顾虑时可以求助的对象

—   每个组织、个人、服务提供者及出资者对协助照顾和保护青少年负

有责任 

—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体育活动的组织负有照顾义务

—   某些因素导致一些儿童易受虐待，需要采取措施解决该问题

—   儿童有权参与建构保障政策和实务

—   组织应始终为儿童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   每个人有权受到尊重和享有尊严，不因性别、种族、年龄、族裔、

能力、性取向、信仰、宗教或政治背景而遭受歧视

—   制定、完善、执行保障举措的程序和活动应兼容并蓄 

请注意，尽管本保障措施为儿童（未满18岁）而制定，但可以为弱势

成人等其他群体的良好实务提供宝贵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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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试行 

在2012年超越体育峰会上，参与联合倡议的多家组织同意与其他数家致

力于加强用于改善儿童运动安全的办法的组织合作，试行本保障措施。

在试行阶段，来自这些组织的安全保障负责人参与虚拟学习空间（VLS）

学习。VLS由具备儿童安全保障专业知识的创立团队成员主持。所有组织

根据使命、所在地和规模分为6-8人的小组。VLS每2个月在线会面一次，

讨论各自为落实保障措施而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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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试行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与其中32家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研究数据收集自多

个来源：

— 与各组织安全保障负责人进行的访谈 

— VLS负责人的定期意见反馈

— 2013年费城超越体育峰会上收集的试行组织意见反馈 

— 面向参与者的修订版保障措施在线调查 

基于以上数据，研究者为创立团队提供建议。最终版保障措施于2014

年的超越体育峰会上颁布。有关各项保障措施的详情请参阅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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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程序 
关键步骤

 

步骤01： 
筹备 
提升对儿童安全保障
需要的认识

步骤02： 
准备实施
思考目前所处的
状况，排列后续
步骤优先顺序

保障程序关键步骤

以下步骤将引导您执行每项保障措施。它们有助组
织反思现行的系统，为确保儿童安全相关工作提供
资讯。

本指引包含5个步骤：

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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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5： 
巩固保障措施

步骤04： 
实施保障措施

步骤03： 
制定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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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内容 — 为未满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体育活动或对
此类体育活动负有责任的任何组织应设立保障政策。
保障政策作为意向声明，表明承诺保障参与运动的儿
童免受伤害，并且为制定具体程序提供框架。

原因 — 保障政策向全体阐明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有
关的各项要求。这有助于为儿童营造安全、积极的环
境，说明组织严肃对待其照顾责任。保障政策还会考
虑到可能令某些儿童更加脆弱的具体因素。

保障措施 01
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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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有内容清晰、易于理解的保障政策

— 政策清楚说明您对于所有形式的伤害的理解和定义

— 政策包含组织对于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保障儿童安全的承诺

— 政策明确阐明全体儿童享有平等的受保护权利

— 政策获得组织最高级别员工的正式认可

— 组织最高级别员工对监督政策的执行负有责任

— 全体员工、志愿者、看护者或其他代表已签字承诺恪守政策

— 作为政策初步制定和/或持续审查的一部分，您的组织已征

求儿童、父母/看护者和员工的意见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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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内容 — 程序说明实施组织政策所需的操作流程，为不
同情况下应采取的行动提供明确的分步指导。程序澄
清相关职务和职责，以及沟通管道。有效的制度必不
可少，有助处理任何投诉或顾虑，为暴力受害者提供
支援。您应该基于现有的制度，从相关国家体系和立
法的角度理解您的角色。

原因 — 为确保安全保障有效，对于儿童而言程序务必
可信。程序有助保证及时应对与儿童安全和福祉有关
的顾虑。它们还将帮助您遵守和落实立法和指引。对
儿童施加的暴力行为令人痛心且难以处理。组织负有
责任，需要确保妥善提供建议与协助，帮助人们在保
障儿童安全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

保障措施 02
制定应对保障相关事务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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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有清晰的程序，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出现与儿童安全和福祉有关

的顾虑时，为应采取的行动提供分步指导

— 您的组织落实相关安排，在事故、控诉或投诉期间及其后为

儿童、志愿者和员工提供协助

— 您的组织委派一名员工负责领导安全保障工作

— 您的组织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关于其权利和担忧时可以求助的对

象的信息，赋予他们自主权

— 您的组织为儿童和其父母/看护者提供信息，以简单易懂的形式

和措辞说明披露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

— 您的组织设有以公平透明的方式处理投诉的流程，其中包括上诉

流程

— 记录、监控和安全保存所有事故、控诉和投诉

— 作为应对制度初步制定和/或持续审查的一部分，您的组织已征

求儿童、父母/看护者和员工的意见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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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内容 — 为负责保障儿童安全的人士提供必要信息和协
助的安排。告知儿童和青少年可以获取帮助和支持的
途径。

原因 — 您负有责任，需要确保妥善提供建议与协助，
帮助人们在保障儿童安全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让儿
童了解其可以求助的对象。

保障措施 03
建议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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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家和/或地方相关儿童保护机构、非政府机构及为保护儿

童提供支持的社区团体建立联系

— 您的组织确保承担保护儿童安全特殊责任的员工接受专业

建议、支持和信息

— 就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为儿童提供建议和协助

— 您的体系承认，更脆弱的儿童（例如患有残疾）在获取帮助时

可能面临额外的障碍

— 为广泛社群的父母/看护者提供有关保障儿童安全的信息、建

议和协助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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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内容 — 评估和尽量降低对儿童的风险的举措。

原因 — 某些从事或试图从事有偿或志愿体育工作的
个人对儿童造成风险。此外，如果儿童处于不恰当的
环境或需要参与不恰当的活动，包括与年龄不符的活
动、过度训练和承担不切实际的期望，儿童也可能面
临风险。落实保障措施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此类风险。

保障措施 04
降低对儿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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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活动、交通、住宿和空间进行风险评估

—  采取措施最大程度降低风险评估中辨识的任何风险

—  如果评估判定风险过于重大，则叫停活动

—  为员工和志愿者提供培训，帮助了解某些儿童因其种族、

性别、年龄、宗教、残障、性取向、社会背景或文化而可

能面临的额外风险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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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内容 — 说明可以接受的行为标准、推广现行最佳
实务的行为准则。

原因 — 儿童应在安全、积极、给予鼓励的氛围中
进行运动。行为标准就可以接受的行为为全体人员
树立衡量基准。

保障措施 05
行为指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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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组织拥有成文的行为指导准则（行为准则），其中包含尊严、

尊重、体贴和公平的待遇

—  您的组织对于活动设立指引和期望，包括在家外度过的时间，含儿童

寄养和在外过夜

—  当组织参与儿童寄养时，与儿童定期会面，讨论其体验

—  您的组织对于与残疾儿童来往设有指引

—  您的组织对于适当使用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设有指引，以避免置儿童

于危险中，确保不使儿童易受剥削

—  您的组织对于积极的儿童行为管理方式设有指引，积极的管理方式不

涉及体罚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有辱人格或羞辱性待遇，且与年龄、性别

相符

—  您的组织对于期望和可以接受的儿童向他人表现出的行为设有指引，

特别是其他儿童（例如学习方案）

—  对于不遵守行为指导准则设置明确的组织纪律处分机制

—  组织最高级别对确保政策的遵守负有责任

— 作为组织行为指导准则的初步制定和/或持续审查的一部分，您的组

织已征求儿童、父母/看护者和员工的意见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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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内容 — 招聘适当的员工，创造机会让他们发展和维持
必要技能，以及保障事宜相关的沟通。

原因 — 与儿童接触的每个人在儿童保护中扮演着角
色。只有知晓关键技能，具备必要理解，并且有机会
发展、练习和运用关键技能，他们才可以充满自信地
有效发挥作用。为儿童提供体育活动的组织有责任为
员工和志愿者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

保障措施 06
招聘、培训及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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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描述包含有关尊严、尊重、体贴和公平待遇的陈述

—  招聘流程包括面试、品行/就业推荐信，以及符合当地立法

的背景调查

—  全体员工、志愿者及其他相关人士已接受有关保障和保护

儿童的培训，包括如何上报顾虑

— 组织最高级别员工对监督培训的执行负有责任

—  承担保障儿童安全特殊责任的全体员工、志愿者和相关人

士可以获取额外的定期培训和专业协助

— 作为组织招聘、培训和发展的初步制定和/或持续审查的一

部分，您的组织已征求儿童、父母/看护者和员工的意见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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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内容 — 组织为影响和推动合作伙伴组织采纳和实施儿
童安全保障举措所采取的行动。

原因 — 许多体育组织在儿童和青少年方面扮演着制定
策略和提供服务的角色。当与其他组织建立或发展机构
合作伙伴关系、成员资格、资助或委托关系时，组织应
运用其影响力，推动保障措施的落实。组织应提供或指
明与实施充分的保障措施有关的支持和资源。组织应积
极推进《国际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的采纳。

保障措施 07
与合作伙伴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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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组织已与合作伙伴/成员单位合作，确保对于保障抱有共同的

期望

—  您的组织已与合作伙伴/成员单位合作，就如何分享有关改善儿童

运动安全的经验教训商定一致

—  您的组织已经分享现行与儿童相关工作最佳实务有关的书面指引

（例如分享国际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  您的组织的保障政策构成任何合作伙伴/成员资格协议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  您的组织对社区、合作伙伴和成员单位公布政策相关信息

—  您的组织致力于深化社区对于保障儿童安全重要意义的认识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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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内容 — 对合规情况和有效性的持续监督，涉及所有
相关团体。

原因 — 组织需要掌握保障是否有效，是否需要改进
和调整，或者辨识风险模式。

保障措施 08
监测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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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从以下方面监测与评估您的组织的体系：

 •  政策 

 •  应对保障相关事务之制度 

 •  建议与协助 

 •  尽量降低对儿童的风险的制度 

 •  行为指导准则 

 •  招聘、培训及沟通 

 •  与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保障儿童安全 

—  组织最高级别员工对监督监测与评估体系的实施负有责任 

—  作为监测与评估体系的初步制定和/或持续审查的一部分，

您的组织已征求儿童、父母/看护者和员工的意见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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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AbleChildAfrica 

ACER Brasil 

Aquarius Sport

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Blaze Sports America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布朗大学 

文莱英联邦运动会协会

ChildFund Australia 

ChildFund Laos 

国际儿童求助热线

Coaches Across Continents 

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

Commonwealth Games Scotland Ltd

塞浦路斯英联邦运动会委员会

Deafkids International

EduSport Foundation Zambia 

国际无板篮球联合会 

Isiqalo

Lao Rugby Federation 

草地网球协会 

Magic Bus

马耳他英联邦运动会协会 

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 

曼联足球俱乐部 

毛里求斯英联邦运动会协会

MomsTEAM Institute | SmartTeams 

Moving the Goal Posts 

国家青年体育学院（新加坡）

挪威奥林匹克暨残障奥林匹克委员

和体育同盟 

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Women 

in Sport, Physical Activity and 

Recreation 

多项运动国际组织 

Panathlon Sorocaba Club 

Play and Train

Right to Play Thailand 

Sadili Oval Sports Academy 

苏格兰足球协会

塞舌尔英联邦运动会协会

Skillshare International 

Sport4Socialisation

Slum Soccer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Spirit of Soccer 

Soccer without Borders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 

Sport Hampshire & IOW 

Tackle Africa

UK Sport

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办公室

Urece Sports and Culture for the 

Blind

美国游泳总会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帆联 

倡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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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 it Back，越南 
摄影师： 
Phung Quang Bi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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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port 
Caribbean Sport & Development Agency
Child Protection in Sport Unit
Comic Relief 
英联邦秘书处 
International Inspiration 
Keeping Children Safe 
Right to Play 
Swiss Academy for Development 
英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K Sport 
WomenWin 

依据以下人士之研究制定：

Daniel Rhind博士
Celia Brackenridge教授
Tess Kay教授
Laura Hills博士
Frank Owusu-Sekyere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

橡树基金会慷慨支持

如欲获取更多有关加强贵组织安全保障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sportanddev.org/en/toolkit/safeguarding_toolkit/ 

由以下创立成员编制：

国际 
儿童运动安全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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