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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
委員會能走到30周年，全
賴40萬名捐助者、企業伙
伴、2,800名兒童權利倡
議者及義工與我們同行。

　　30年來，我們籌得港
幣25億元善款支持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在全球150個發展中國家推動健
康、營養、教育、食水及衞生、兒童保護、
防治愛滋，以及社會共融等工作。

　　今年我們也為兒童立下新的里程碑，包
括見證香港首間愛嬰醫院的誕生、首個共融
遊樂場正式動工，以及「零錢布施」機上籌
款計劃踏入25周年等。

　　讓我們一同回顧這些年來為兒童取得的
成果，同時放眼將來，繼續為兒童爭取最大
福祉─因為未來的社會發展，全賴今天對兒
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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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球約有100萬名兒童才剛睜開眼看這個世界，便
不幸夭折；每日超過1.6萬名兒童因可預防的疾病或因素而
活不過5歲。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
30年來一直致力提倡「兒童幫助兒童」的精神，鼓勵並提
供機會讓香港兒童幫助地球村的其他小同伴，讓他們也有
一個生存的機會。「中國兒童周──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
賽」就是其中一個。

百萬嬰兒活不過一天

　　「憑這幅畫便可幫助內地兒童，我覺得好滿足。平時
一般小朋友未必可以幫助其他小朋友，但通過『小畫大夢
想繪畫比賽』，我們就做得到！」
　　小五生黃采羚雖從未踏足中國，但從新聞中得知中國
兒童過着貧苦的生活，遂於今年初參加「小畫家大夢想繪
畫比賽」，畫出自己想當芭蕾舞劇主角的夢想，同時呼籲
更多人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中國的母嬰
健康工作，讓更多兒童可健康成長，實現夢想。
　　她與約千名12歲以下兒童齊集維多利亞公園，用畫
筆描繪自己開心的童年，並捐款支持本會在偏遠山區如雲

南、甘肅及四川等15個貧困縣進行的「中國貧困兒童資助
項目」，讓貧困戶得到現金津貼，更積極接受產前產後檢
查、住院分娩、初生嬰兒疫苗注射等生死攸關的服務。截
至2016年1月，項目已幫助超過1.2萬名孕婦及1歲以下嬰
幼兒。
　　UNICEF改善兒童健康的工作幾乎覆蓋全球，除了致
力改善母嬰健康外，本會亦通過與地方政府、企業及伙伴
機構，改善各地的醫療保健水平，並集中為弱勢兒童提供
基本醫療保障，務求令每一名兒童都有健康成長的機會。

　　去年，中國有逾18萬名兒童在5歲前死亡，全球數字更高達
600萬。要減低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個案，除了改善母嬰健康服務
外，疫苗更是一個廉價救星，不少兒童殺手病例如百日咳、結核
病、破傷風、小兒麻痺症、麻疹等，都可透過疫苗接種去預防。
　　然而，全球1/5兒童因為在偏遠地區居住、生活極為貧困、
缺乏對疫苗計劃的認識或並非在免疫服務範圍內而未獲接種疫
苗。UNICEF是全球最大的疫苗買家，保護兒童免受傳染病威
脅。
　　UNICEF HK鼓勵香港市民支持免疫接種工作，只需港幣3元
已可為兩名發展中國家的兒童接種麻疹疫苗，有效預防兒童死
亡，或因疾病導致失明、腦部創傷等終生殘障。

香港小畫家
為山區兒童送健康

■UNICEF HK一直透過「中國兒童健康基金」每月捐款計
劃援助中國內地。其企業伙伴周大福亦一直熱心支持「中
國兒童周」及UNICEF全球工作，迄今累積捐款達港幣
1,660萬元，當中有港幣1,250萬元投入改善中國偏遠地區
的母嬰健康。

■「中國兒童周─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
賽」活動的捐款，能為中國農村貧困兒
童提供生死攸關的母嬰健康服務。

■UNICEF HK創會主席馮慶彪醫生在「中國兒童周」活
動上發表講話。UNICEF HK自1993年起舉辦「中國兒童
周」，至今累計籌得超過港幣1.21億元，讓中國得以加快
杜絕小兒麻痺症、破傷風等可致命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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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3元　預防兒童染上殺手病！

UNICEF及伙伴為全球兒童健康
取得的成果

‧自1980年，全球免疫接種率增加了4倍

‧自1988年，122個國家杜絕了小兒麻痺症

‧自1990年，全球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降低超過一半

‧自2000年，因麻疹而死亡的個案減少了71%

■黃采羚贏得2016年「小畫
家大夢想繪畫比賽」全場總冠
軍。

■每年約有一千名香港小畫家齊集維園為中國兒童籌款，
發揮「兒童幫助兒童」精神。

健康



全港第二大長跑賽

在80年代，愛滋病被認定是一場全球危機，到了千禧年
代，更成為全球四大致命殺手之一。期間，不少嬰兒於媽
媽懷孕、分娩或哺乳期間，在無從選擇的情況下，一出生
便感染愛滋病病毒。幸而今日醫療科技進步，藥物治療已
可有效將愛滋病病毒母嬰傳播的風險大減至2%。只要各方
繼續攜手努力，實現「零愛滋世代」，絕不是夢。

慈善跑實現

■Matha Jere生於非洲馬拉維，一出生便感染愛滋病病毒，當時愛滋被視為絕症，但現在有適
當的檢查和治療，感染病毒的父母如Matha，也可誕下健康新一代。

全球抗愛滋運動成果 為「愛」出力！

　　UNICEF HK於2006年在港首辦以抗愛滋為主題的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至今已吸引近10萬名跑手
參與及為UNICEF全球抗愛滋運動籌得近港幣1億元。這
項年度賽事更是國際馬拉松及道路賽協會及香港業餘田徑
總會認可賽事中，以參賽人數計算，全港第二大規模長跑
賽。
　　每年在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前夕，過萬名個
人、企業、兒童及家庭跑手都出力支持慈善跑，當中包括
奧運港隊長跑代表姚潔貞及丈夫陳家豪。曾任兒科護士

的姚潔貞表示，無論行善或跑步，一切貴在堅持。作為
UNICEF的長期支持者，她說：「UNICEF一直致力行善，
是我信賴的機構。如果慈善跑需要我幫忙，只要檔期許
可，我必定出現！」陳家豪則希望將來能親赴海外，探訪
及幫助有需要的兒童。
　　今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將於本月27日舉行，
1.4萬名跑手將踏上「零愛滋世代」的征途，所籌得的善
款將投入UNICEF在全球預防愛滋病病毒母嬰傳播的工
作。

■慈善跑自推出以來一直獲得香港迪士尼樂園全力支持。賽道圍繞
樂園度假區及欣澳一帶，風景秀麗，空氣清新，獲得不少跑手好評。

■姚潔貞及陳家豪在2013年分別贏得10公里賽挑戰組及半馬拉松全
場總冠軍。

楊千嬅訪緬甸　籲防兒童染愛滋
　　UNICEF地區大使(東亞及太平洋)楊千嬅多年來
也有親身參與慈善跑。她曾到緬甸探訪受愛滋影響
的家庭，其中包括愛滋遺孤小吉。
　　7歲的小吉與祖母相依為命，她並不知自己從媽
媽身上感染了愛滋病病毒，也不知雙親3年前已因愛
滋病離世。
　　她的故事教千嬅心痛：「很多孩子年紀小小便
與父母生死分離，看到他們既堅強又失落的神情，
我彷彿體會到他們內心的悲痛，所以我更加希望
UNICEF的『零愛滋世代』目標能夠盡快實現，避免
愛滋病影響無辜的家庭。」
　　全球有1,340萬名兒童因父母患上愛滋病而成為
孤兒。UNICEF透過綜合的兒童福利保障，支持受愛
滋病影響的孤兒和家庭，同時提高公眾對愛滋病的
認識，減少大眾歧視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

‧ 159萬名15歲以下兒童免受感染

‧ 兒童新增感染個案大減70%*

‧ 兒童死亡個案下降58%*

‧ 7/10受感染孕婦及哺乳媽媽獲得治療

‧  曾經受愛滋肆虐的古巴及泰國，分別於2015及
2016年獲確認成功杜絕愛滋病病毒母嬰傳播

港幣55元 =  為1名孕婦進行兩次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
為防止愛滋病病毒母嬰傳播踏出重要一步。 

港幣84元 =  為1名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兒童提供1個月
的適切治療，幫助他們擺脫死亡的威脅。

「零愛滋世代」

了解更多及支持UNICEF實現
「零愛滋世代」

　unicef.org.hk/AIDStoZERO

防治愛滋

*0-14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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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首間愛嬰醫院誕生
讓嬰兒享「第一口母乳」

　　「能親眼見證首間愛嬰醫院的誕生，真的令人十分欣
慰。」愛嬰醫院香港協會副主席葉麗嫦醫生，在1992年應
UNICEF HK創會主席馮慶彪醫生邀請，加入他所成立的愛
嬰醫院委員會，將致力推動、保護及支持母乳餵哺的全球
運動「愛嬰醫院」行動帶到香港。兩年後委員會註冊成為
愛嬰醫院香港協會，是全港首間透過提倡母乳餵哺保護母
嬰健康的志願機構。

　　多年來，UNICEF HK與愛嬰醫院香港協會合作，在港
推動「愛嬰醫院」行動，鼓勵更多醫院協助母親於產後開
始餵哺母乳，並支持她們持續餵至6個月。
　　經過多年的母乳餵哺倡議工作，本港在出院前曾嘗試
進行母乳餵哺的孕婦比率已由1992年的19%升至去年的
88%。但部分哺乳母親出院後失去支援，只有約四分之
一媽媽能夠跟隨建議，以全母乳餵哺嬰幼兒直至6個月。
UNICEF HK去年推出「Say Yes to Breastfeeding母乳育
嬰齊和應」行動，至今已鼓勵逾160多所企業、食肆、商
場以至公共交通工具營運商承諾為哺乳媽媽提供一個哺乳
友善的環境。
　　母乳有許多抗體，能助嬰幼兒預防常見疾病。
UNICEF積極在全球推動母乳餵哺，以減低初生嬰兒夭折
率及改善兒童終生健康。今年初，一份發表於國際醫學期
刊《刺針》的研究報告指出，提升母乳餵哺率每年可拯救
中低收入國家82萬名嬰幼兒的生命，另外2萬名媽媽亦可
因餵哺母乳而避免死於乳癌。提高母乳餵哺率亦可顯著降
低家庭和政府承擔兒童感染肺炎、腹瀉及哮喘等疾病的治
療費用。

■伊利沙伯醫院成為全港首間「愛嬰醫院」，該院產婦出院時的
母乳餵哺率高達九成多。

今年5月，伊利沙伯醫院獲認證成為全港首間「愛嬰醫院」，
為UNICEF HK及愛嬰醫院香港協會等伙伴20多年推動母乳餵
哺的工作立下新里程碑。

■香港愛嬰醫院協會主席梁士莉醫生及副主席葉麗嫦醫生頒發愛
嬰醫院證書認證伊利沙伯醫院為全港首間「愛嬰醫院」。

■哺乳經驗豐富的潘太太希望更多市民能支持母乳餵哺：「大家
的一個微笑，一個點頭，已經是哺乳媽媽最大的支持。」

「小小試食員」　助UNICEF治療兒童營養不良
　　除了推廣母乳餵哺，讓嬰幼兒透過母乳攝取足夠營
養外，UNICEF在世界各地亦透過創新方法，改善兒童營
養狀況。例如預先包裝、無需以水送服的「高營養花生
醬」，就是針對嚴重營養不良，連吞嚥都有困難的兒童而
設的即食營養治療食品。營養不良的兒童每天食用3包，
便可改善病況，維持生命。
　　而在柬埔寨，當地有一成5歲以下兒童患有嚴重營養
不良。UNICEF發現當地人嗜吃含糖量高，卻沒有營養的
零食，遂與研究員及當地社會企業合作，試用魚肉及米飯
等有益的當地食材，炮製成價格廉宜兼含豐富營養的「脆
脆餅」小吃，更請來貧民窟2至7歲的小朋友擔任「小小試
食員」，以改良小吃口味。「脆脆餅」將於年內推廣至柬
埔寨全國，研究員同時繼續改良及測試，希望研究出適合
孕婦及哺乳母親的口味，更早介入全面改善兒童健康。

■柬埔寨的小小試食員
在為營養補充品試味。

■這種脆脆餅零食，將
於今年及明年於柬埔寨
全國推出。

■每日3包「高營養花生醬」，就可助嚴重營養不良的兒童維
持生命。

■國際醫學期刊《刺針》的研究報告指出，提升母乳餵哺率每年
可拯救中低收入國家82萬名嬰幼兒的生命。

營養



港產水博士
為廁所代言

　　楊振波在UNICEF工作達14年，曾參與汶川地震及南
亞海嘯等大型救災工作。2005年他到南亞海嘯重災區印
尼亞齊省救災，發現當地水井因與廁所建得太近而受糞便
污染，險釀成傳染病爆發。他說：「糞便可以傳染50多種
疾病，包括腹瀉、霍亂及傷寒等。」他立即為災民安排供
應清潔食水，後來又利用救災資金重建當地供水及廁所基
建，以長遠解決當地的食水及衞生問題。

　　這位「廁所代言人」強調，若糞便處理不好，便容易
污染環境及水源，對兒童的健康威脅尤大：「因為他們在
發育狀態，對任何疾病都很敏感。」根據UNICEF資料，
全球約有9%的5歲以下兒童死亡個案均由腹瀉導致，而缺
乏清潔食水及惡劣的環境衞生正是腹瀉的主因。
　　楊博士現任UNICEF駐中國辦事處水與環境衞生項目
主任，他正積極從政策及教育層面改善中國農村、學校及

診所的衞生基建，加強保障兒童健康。
　　事實上，UNICEF自1990年代起便參與改善中國的供
水與環境衞生，並取得重要成果──可取得清潔及安全供
水人口由1990年的67%增至去年的95%；能用上衞生廁所
的人口比例亦由當年不足1/4增至去年的76%。

水是人類的重要維生元素，可是全球仍有6.63億人無法取
得清潔食水；若環境衞生管理不善，一旦遇上天災，更可
污染水源，釀成雙重災難。人稱「水博士」的楊振波，
2001年在香港取得博士學位，翌年加入UNICEF工作，見
盡各地人民漠視廁所衞生造成的問題，於是決心為廁所代
言，改善食水及衞生問題。

■UNICEF HK過去30年曾就全球44個大型天災發起籌款行動，包括南亞海嘯、汶川地
震及尼泊爾地震，支持UNICEF為受災兒童提供清潔食水等生死攸關的服務。

■2008年楊振波到汶川地震災區救災。■楊振波說，在UNICEF工作最令他滿足的是，管理好
項目就能令孩子直接受惠。

■2004年南亞海嘯後，UNICEF為重災區印尼亞齊省學校重建供
水及衞生設施。

■TSL I 謝瑞麟舉辦為期3年的「聚沙成
金」籌款活動，目標最少籌款港幣240萬
元，支持UNICEF為中國農村貧困地區學校
及家庭改善供水及環境衞生。了解詳情：
unicef.org.hk/TSL

食水、環境及個人衞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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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童兵 今為反戰代言

「零錢布施」添新猷
　　現時全球6,100萬名小學適齡學童失學，當中1/3為亞
洲兒童。UNICEF自2012年起推出「亞洲助學計劃」，改
善11個國家早期幼兒發展服務、緊急情況下的教育支援、
提升學習質素，以及提倡均等教育以惠及最弱勢兒童。
計劃迄今已幫助逾4,000萬名兒童，今年UNICEF HK及國
泰航空的「零錢布施」機上籌款計劃，將捐出本年度籌得
的30%善款，通過「亞洲助學計劃」改善印度及中國的教
育。

　　「作為一名生活在戰爭中的兒童，我完全不想活下
去，因為我喪失了一切。」昔日童兵、現年36歲的伊
斯梅爾．比亞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將來，更遑論能
成為暢銷書作家、人權議題發言人及UNICEF第一位
受戰爭影響兒童的代言人。一切從UNICEF一個拯救
童兵行動開始。
　　1991年塞拉里昂爆發內戰，當時年僅13歲的伊斯
梅爾雙親及兄弟均被殺害，他更被迫成為童兵，經歷
令人難以想像的暴力。幸而，幾年後他在UNICEF的幫
助下脫離軍隊。死裏逃生過後，他不斷問自己：「我可
以怎樣回饋？」
　　26歲時，他寫了一本自傳《長路漫漫：一個童
兵的回憶》，為受戰爭及暴力影響的兒童發聲，並希
望向這些孩子證明生活有第二種可能：「他們渴望和
平、接受教育及更好的將來。以我的個人經驗，只要
有政治決心，一切皆有可能。」
　　目前全球約有九分之一，即2.5億名兒童在衝突地
區生活。他們有的被迫逃離家園，有的像伊斯梅爾般
被迫成為童兵。UNICEF及伙伴自1980年代中便開始
在塞拉里昂、阿富汗、中非共和國、剛果及盧旺達等

受戰爭衝突影響的國家倡議及推動釋放
童兵行動，至今逾10萬名兒童受惠並得
以與家人團聚。

　　任職國泰機艙服務員9年的呂言芝(左圖)，一直好奇
乘客捐出的外幣零錢如何發揮作用。去年她到中國四川昭
覺縣探訪，親眼目睹「零錢」如何改善當地兒童的生活。
育有一名2歲半女兒的她特別重視兒童教育，回想當時探
訪一所小學，聽到同學大聲朗讀有關意大利威尼斯的課
文，她深深希望教育能改變兒童的命運，讓兒童有日亦能
像他們一樣，飛得更遠，看到更大的世界。她感歎：「教

育未必一定令人成功，但沒有教育，就會扼殺小朋友的發
展機會。」
　　全賴國泰航空的支持，今年「零錢布施」機上籌款
計劃踏入25周年。自1991年推出以來 ，項目已籌得逾
港幣1.65億元善款，支持全球150個發展中國家拯救兒童生
命及促進弱勢兒童福祉的工作。上月計劃推出25款嶄新設
計的捐款信封，展示零錢如何改善25國兒童生活的故事。

■「零錢布施」藉25周年
推出25款新信封。

■今年「零錢布施」將撥款支持「亞洲助學計劃」，改善印度及中國的教育。

■伊斯梅爾到訪南蘇丹一間由UNICEF支援的
學校，部分學生為獲救的童兵。單單在去年，
該區便有1,700名童兵在UNICEF幫助下獲
釋。

■伊斯梅爾希望能以自身的經歷，讓正受戰爭和暴力困擾的青年
人看到希望。

■全球有2.5億名兒童在衝突地區生活，有的被迫離開家園，
有的更成為童兵。

支持亞洲助學

「他們渴望和平，接受教育及更好的將來。」
受戰爭影響兒童代言人　伊斯梅爾 ‧ 比亞

教育

兒童保護



明年有得玩
屯門遊樂場升級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表明兒童有權利參
與和自己年齡相宜的遊戲和康樂活動，以促進身心健康發
展。但現時香港遊樂場較為單一，趣味及挑戰性欠奉，殘
疾兒童要找尋合適的遊樂設施是更是困難重重。有見及
此，UNICEF HK透過推行「兒童權利倡議計劃」，與伙伴
推動「共融遊樂」，更獲政府支持，在屯門公園建立全港
首個以水和沙作主體玩樂元素的共融遊樂場，為不同能力

的兒童提供富趣味和挑戰性的無障礙遊樂空間。
　　去年UNICEF HK、智樂遊樂協會及香港園境師學會合
辦「共融遊樂空間設計比賽」，邀請本地設計師以屯門公
園遊樂場為藍本，提升本地共融遊樂環境的設計。優勝者
的設計概念更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採納，應用於屯門公園
兒童遊樂場設施改善工程的整體設計中。有關工程已於今
年7月展開，預計2017年啟用。

UNICEF HK兒童權利倡議計劃
邀本地機構推動幼兒發展

　　除「共融遊樂」外，UNICEF HK的「攜手香港，
與孩同行」兒童權利倡議計劃今年以本港幼兒發展
（即8歲以下的兒童）為核心，邀請本地非政府、非
牟利機構及慈善團體提交倡議性項目合作方案，為本
地貧窮兒童、有特殊需要或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及少
數族裔兒童謀福祉，並攜手倡議母乳餵哺及兒童遊戲
權利等。首階段申請至12月31日止。

■屯門公園將會大
革新，成為全港首
個以水和沙作主體
玩樂元素的共融遊
樂場。

■UNICEF HK呼籲家長每日為兒童提供最少1小時自由遊戲時
間，還兒童真正童年！

實現兒童「遊戲權利」實現兒童「遊戲權利」
社會共融

了解更多：
unicef.org.hk/uniteforhk

Music for every child!
　　早期幼兒教育足以影響兒童一生，更有助打
破跨代貧窮，所以UNICEF正致力推動世界各國
以此為全球發展目標的核心。世界著名鋼琴家、
UNICEF國際親善大使郎朗早前亦拍攝宣傳片，
支持行動。
　　「孩子和音樂是最能夠讓我投入的事情！」
郎朗全情投入推廣普及兒童早期發展服務，希望
藉此讓每一名兒童都得到身體、社會、情感、認
知、思維及語言上的全面發展。他指：「孩子生
命之初幾年是他們形成世界觀的時期，學東西特
別快。就像早上練鋼琴記譜會很快，這個年齡階
段相當於他們一生中的早晨。」

「讓兒童享有最佳的生命開端！」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親善大使郎朗

■早前郎朗探訪幼兒園，並與被稱為「小郎朗」的小
朋友進行四手聯彈，鼓勵他繼續努力實現夢想。

身兼聯合國和平使者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親善大使的郎朗，最近捐出他有份參與設計的「明日之
星」鋼琴、五張親筆簽名的CD及三張郎朗音樂世界的體驗課程禮劵，以支持UNICEF HK 30周年，並
為災難中的兒童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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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化身世界公民
聯合國青年大會為兒童發聲
　　21歲的鍾穎峰（Harrison）6年前成為UNICEF HK青
年使者，展開倡議兒童權利的旅程。他猶記當年導師說的
一句話：「我們（兒童）都可以推動改變。」
　　他更以行動實踐這句話，先是出任Voices of Youth青
年電台主持，在大氣電波大談兒童及青年相關議題；3年
前，他又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等全球青年代表出席
聯合國青年大會，推動「教育第一」項目。
　　「我們的教育，不應只切合大多數人，而是所有人的
需要。」Harrison竭力為香港少數族裔學生的教育權利發
聲，希望讓全港每一名兒童都可獲得優質教育。

　　「透過UNICEF HK，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和願意付出努
力，你便能得到一切的幫助，實現你想帶來的改變。」現
正就讀香港大學法律學系的他正計劃進行研究，繼續推動
改善本地兒童權益。
　　自90年代，UNICEF HK便通過青年使者計劃、Voices 
of Youth青年電台、UNICEF Club校園計劃及義務學校講
者等項目培育了近2,800名青年成為兒童權利倡議者，只
因一個信念──兒童不單是受惠的對象，他們也有參與社
會事務的權利及改善兒童福祉的能力。

　　除了青年教育項目，UNICEF HK自2012年推出短片項目，鼓勵本港青少年創作短
片表達心聲，提升社會對青少年的了解。今年共有160名青年參加短片比賽，創作一分
鐘短片，道出平日難以向父母啟齒的說話。
　　15歲的沈銘俊憑《親情投資攻略》短片獲得高中組青年創作獎。沈銘俊的媽媽是一
名保險經紀，因長時間工作養家而不能陪伴他，所以他特意製作短片向媽媽表達心聲。
「媽媽，我需要的不是金錢，而是您的愛和關懷」，在短片中兒子向母親推銷「美麗人
生基金」保險計劃時道出這句話。沈銘俊認為，短片可以作為改善與媽媽關係的起點：
「短片是一種很好的媒介去表達信息，而且沒有面對面說那麼尷尬。」

一分鐘短片　助港青道出「給爸媽的話」

■UNICEF HK培育了近2,800名青年成為兒童權利倡議者。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連續9年贊助青年使者計劃，
培育香港兒童放眼世界，成為改善全球兒童權利的新力軍。

■自2007年以來，有37間本地中學及10間國際學校在校內成立
了UNICEF Club。聖公會林裘謀中學UNICEF Club幹事會主席曾
睿熙(右四)說：「UNICEF Club培養了我服務兒童的使命感。」

《親情投資攻略》■今年項目獲恒生銀行全力支持，並安排恒生義工隊協助整個
項目的推行。為支持青少年的短片拍攝，有義工擔任義務演
員，在片中飾演父母及教官等；亦有義工擔任項目典禮的活動
助理，協助行動不便的參加者及為非華語青年提供傳譯。

■鍾穎峰出席聯合國青年大會。

全新校園伙伴計劃　開拓中學生國際視野

UNICEF HK 推出校園伙伴計劃，推動學校、老師和大
專義工參與，發展一系列以中學生和課程為本的活動，
深化他們對國際兒童議題的認識和思考，並以行動回應
相關議題。

了解更多
　2338 5151　　edu@unicef.org.hk
unicef.org.hk/schoolpartnership

青年參與



展望2030年
兒童眼中的「可持續發展」
　　兒童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UNICEF在《世界兒童狀
況2016》報告中警告，若各國再不關注最弱勢的兒童，按
照目前趨勢，到2030年，全球將有1.67億名兒童生活在極
端貧困中。另有6,000萬名小學適齡兒童失學、6,900萬名
5歲以下兒童因可預防因素而不幸夭折，並有7.5億名未成

年女性經歷童婚。

　　去年9月，世界領袖就全球發展訂下17個可持續發展
目標，當中包括消除貧困、飢餓、全民教育、促進和平及
社會共融等。就讓我們與兒童攜手一同實現目標。

我希望2030年世界再沒
有貧窮！
 陳聿銘，17歲

我希望全球都能使用可再
生能源。
 孫仲文，14歲

我希望貧富差距大大減
少。
 黃天欣，17歲

我希望小朋友不用挨餓！
 
 龐頌絺，6歲

我希望世界可達成兩性及
種族平等。
 魏曉琳，15歲

我希望每個小朋友都有清
潔的食水！
 王希藍，7歲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得到
平等的發展及教育。
 孔施朗，18歲

我希望沒有戰爭，世人會
更加珍惜彼此，學懂關愛
互諒。 李靜雯，17歲

我希望所有人能互相合
作，一起達成可持續發展
目標。 葉芷彤 ，16歲

我希望大家珍惜天然資
源，令下一代能享受地球
的禮物。 戚樂怡，17歲

我希望基礎設施及創新科
技能更進步，改善人們的
生活素質。 呂芷瑩，16歲

良好健康

工作機會與
經濟增長

可持續發展
城市及社區

應對氣候變化 海洋生態保育 陸上生態保育

2 6

17

2030全球目標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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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衷心感謝以下企業及善長，慷慨捐助UNICEF HK 30周年慶祝活動。每一名兒童都需要溫飽及
在安全的環境成長，我們呼籲各界繼續攜手守護全球兒童，讓他們得到全面發展。

特別鳴謝

全力支持

請支持災難中的兒童　　　　unicef.org.hk/donate

UNICEF HK 30周年晚宴贊助*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帝盛酒店集團
方樹福堂基金及方潤華基金
康業信貸快遞有限公司
你好漂亮時尚集團
朗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Poly澳門拍賣有限公司
百欣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莎莎美麗人生慈善基金
新鴻基有限公司
大生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天辰時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鄭和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陳正龍先生夫人
朱年耀先生夫人
Ms Bell Chung
何遠清先生
Henrietta and Bon
Ms Angela Leung
盧啟邦先生

廣告贊助*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卓智財經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海洋集團及成都海洋萊普敦酒店 
仕德福酒店及仕德福山景酒店
林忠豪先生
毛錫強律師

慈善拍賣品贊助*

其他捐助/贊助*
美光印刷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Yellow Creative (HK) Limited
何家駒先生
孔美琪博士, BBS

獎品贊助*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Anna Hu Haute Joaillerie
Brass Spoon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CosMax醫學美容中心
DFN Studios Limited
dragon-i
Drawing Room Concepts
巴塞隆拿足球會
Lily & Bloom
Maggie & Rose Beach Club
曼徹斯特聯足球會
美醇（香港）有限公司
派
Qeelin
深圳市和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及
　郎朗音樂世界
信和集團
SM娛樂有限公司
耶魯北京中心

碧咸先生
陳艾黎小妹妹
陳禹嘉先生及李淑慧女士
陳晴女士, JP
崔始源先生
周俊輝先生
孔侑先生
李慧詩小姐, MH
蘇彰德律師
黃金寶先生, SBS, MH

*按英文名稱字母順序排列

長期合作伙伴*

我們亦衷心感謝其他長期合作伙伴多年來的支持，特別是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飛雪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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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 UNICEF HK/2011

P02 健康
© UNICEF/UNI184140/Jingjie
© UNICEF HK/2016
© UNICEF HK/2016
© UNICEF HK/2016
© UNICEF/UNI28457/Dean
© UNICEF HK/1997
© UNICEF/UNI40611/Pirozzi

P03 防治愛滋
© UNICEF/UNI201831/Schermbrucker
© UNICEF HK/2013
© UNICEF HK/2013
© UNICEF HK/2013
© UNICEF/UNI111941/Asselin

P04 營養
© QEH/2016
© UNICEF HK/2016
© UNICEF HK/2016

© UNICEF/UNI184466/Page
© UNICEF/UNI102885/Noorani
© UNICEF Cambodia/2015/Arnaud Laillou
© IRD Cambodia/Wieringa 

P05 食水、環境及個人衞生 
© UNICEF/2013/S.Nazer
© UNICEF/China/2015
© UNICEF/UNI28565/Dean
© UNICEF/UNI74568/Estey
© UNICEF HK/2016

P06 教育
© UNICEF HK/2016 
© UNICEF/UNI144872/Singh
© Jennifer Lui/2016

P06 兒童保護
© UNICEF/UNI202908/Holt
© UNICEF/UNI42319/LeMoyne
© UNICEF/UNI202915/Holt

P07 社會共融
© UNICEF HK/2013
© UNICEF HK/2014
© UNICEF HK/2014

P07 MUSIC FOR EVERY CHILD
©UNICEF/China/2015/Xia Yong
©UNICEF HK/2016

P08 青年參與
© UNICEF HK/2013 

© UNICEF HK/2011
© UNICEF HK/2016
© UNICEF HK/2014
© UNICEF HK/2016
© UNICEF HK 2016
© UNICEF HK/2016
© UNICEF HK/2016

P09 2030全球目標
©UNICEF Sierra Leone/2015
其他相片

©UNICEF HK/ 2016

封底
© UNICEF/UNI131501/Biswas
© UNICEF/UNI87630/Gangale
© UNICEF/UNI183774/Karki
© UNICEF/UNI132915/Alcock
© UNICEF/UNI182989/Noorani

圖片來源

「布施行動」
奇極創作室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三星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timmilk's Photography
Yellow Creative (HK) Limited

「童望．同望」的酒店籌款活動
香港酒店業協會

「零錢布施」機上籌款活動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災難中的兒童籌款活動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聆聽．一分鐘」短片項目2016
香港藝術中心ifva
恒生銀行
青少年一分鐘短片
星島日報
香港南華早報青年報
尼康香港有限公司
Manfrotto Distribution HK Limited
oneLegkick Production Limited 李兆龍
Photoblog.hk
青年廣場
時代廣場
apm
黃修平導演
麥曦茵導演
PlayTime
陳俊廷、鄭偉麟、鄭嘉倫、
張志豪、張頴鋒、李大維、
梁杏倩、吳兆麟

「母乳育嬰齊和應」
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消費者委員會
利亞零售有限公司

敦豪國際速遞(香港)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怡和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捷成洋行
翠豐亞洲有限公司
凱兒有限公司
史偉莎集團有限公司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達信風險管理及保險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Microsoft 香港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香港機場管理局
永誠資訊科技集團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卓佳大中華有限公司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
永隆銀行
和富社會企業
母乳餵哺友善場所
D.PARK
ELEMENTS 圓方
十八克精品咖啡
牛角
海王漁港
麥當勞有限公司
牛涮鍋
洋蔥
Penthouse
PizzaExpress
四季襌
壽司大
魂
真味鮮廚
海港酒家

海港燒鵝海鮮酒家
海港薈
支持者
潘小姐及家人
蔡思晨及家人
Sonia

Team UNICEF World Run
Feed Co. Limited
FeedMe Limited
「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Biotherm
澳動傳科有限公司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2016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薈學坊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永明金融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新世界集團有限公司
愛迪達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華材有限公司
萬利仕(亞洲)顧問有限公司
昭興建築運輸有限公司
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
精工表 –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 設計學院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美心集團
Tanner De Witt Solicitors
One Advertising Limited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城巴有限公司 /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輔助隊
香港航空青年團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哈利大衛信香港車主會
香港業餘無線電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通訊《Every Chil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D.PARK
香港公共圖書館
Kubrick
K11 購物藝術館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
Venture Photography Hong Kong
序言書室
綠野仙蹤
開益書店
田園書屋
好單位

UNICEF LINE官方帳號
Line Plus Corporation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球工作項目
隆堡柏寧頓酒店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LEMENTS圓方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2016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高藝菎女士

Voices of Youth
香港電台第二台《尋常事認真做》

食水、環境及個人衞生工作
飛雪

聚沙成金籌款活動
謝瑞麟珠寶(國際)有限公司

製作：頭條日報

鳴謝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香港英皇道75-83號聯合出版大廈七樓
電話：(852) 2833 6139
傳真：(852) 2834 0996
電郵：info@unicef.org.hk
網址：www.unicef.org.hk

捐款及訂閱UNICEF HK通訊表格 NLB16
我願意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
□參加「兒童之友」每月捐款計劃
每月捐款金額 ○港幣220元 ○港幣500元 ○港幣1,000元 ○港幣2,000元 ○其他金額港幣__________元（請註明）

□參加「中國兒童健康基金」每月捐款計劃
每月捐款金額 ○港幣220元 ○港幣500元 ○港幣1,000元 ○港幣2,000元 ○其他金額港幣__________元（請註明）

□一次性捐款
捐款金額 ○港幣1,000元 ○港幣2,000元 ○港幣5,000元 ○港幣10,000元 ○其他金額港幣__________元（請註明）
港幣100元或以上捐款可申請免稅

捐款人資料(*必須填寫)

捐款人姓名*：＿＿＿＿＿＿＿＿＿＿＿＿＿＿＿＿ （姓）＿＿＿＿＿＿＿＿＿＿＿＿＿＿＿＿＿＿＿＿＿＿＿（名）先生／小姐／女士

出生日期：＿＿＿（日）＿＿＿（月）＿＿＿＿＿ （年）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捐款人號碼（如適用）：＿＿＿＿＿＿＿＿＿＿＿＿＿＿＿＿＿＿

捐款方法

□信用卡　　〇American Express　　〇Diners Club　〇VISA　〇Master Card
信用卡捐款可傳真至（852）2834 0996

信用卡號碼：＿＿＿＿＿＿＿＿＿＿＿＿＿＿＿＿＿＿＿＿＿＿＿ 有效日期：＿＿＿＿＿ ／＿＿＿＿＿（月／年）

持卡人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持卡人簽署：＿＿＿＿＿＿＿＿＿＿＿＿＿＿＿＿＿＿＿＿＿＿＿ 授權號碼（本會專用）：＿＿＿＿＿＿＿＿＿＿＿＿＿＿＿＿＿

□銀行戶口自動轉賬（只適用於每月捐款）：請致電（852）2833 6139索取自動轉賬（直接）付款授權書，填妥後寄回本會。

□支票／本票（只適用於一次性捐款）：港幣____________元（抬頭：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本會」)遵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收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目的 - 本會收集您的
個人資料的目的為： 1. 處理及管理您予本會的捐款／對本會發佈的通訊或其他刊物的訂閱，並就此與您溝通； 2. 進行研究及統計，
以提升本會的服務及活動質素； 3. 回應您提交的疑問或訴求，或就您的捐款、您就計劃、義工或工作機會的申請與您溝通； 4. (在獲
得您同意的前提下)告知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全球緊急救援及兒童權利發展項目相關的計劃、活動及籌募呼籲； 5. 遵守適用法律或
法規。 轉交及披露資料─本會只在獲得您同意的前提下，向本會在香港或境外的服務供應商轉交及披露您的個人資料，以使有關方面
可代表本會向您傳送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推廣材料，並為本會提供後台、行政、通訊或資訊科技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處理信用卡的付款網
關、進行捐助者滿意度調查的調查公司及代表本會致電推廣及每月捐款的代理)。本會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任何第三方，令該
方向您推銷其產品或服務。 必須填寫的資料─您須提供本表格上標有星號「*」的資料。如您未有向本會提供該資料，我們可能無法處
理或管理您的捐款或申請。 查閱及更正資料─您有權要求查閱或更正本會所持有關於您的個人資料。如您希望查閱或更正您的個人資
料，請聯絡本會的個人資料私隱聯絡主任林翠筠女士，電話(852)28336139，電郵 info@unicef.org.hk  推廣活動─未經您事先同意，本
會不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推廣用途。若您遞交此文件，即表示您同意本會根據上文第 4 段，將您的姓名及聯絡資料用於直接推廣。若
您想表示反對，請於相關表格中剔選不願意收到上述資訊及資料的方格。□

簽署 X

日期：

訂閱UNICEF HK通訊　緊貼最新動向

優先了解UNICEF改善兒童生活的工作進展，把握機會投入幫助兒童的行列！

□新讀者　訂閱　□電子版　　□印刷版　｜□現有讀者（□轉訂電子版　□更新聯絡資訊　生效日期：＿＿＿＿＿＿＿＿＿＿＿＿＿＿）

姓名：＿＿＿＿＿＿＿＿＿＿＿＿＿＿＿＿＿＿＿＿＿＿＿ （姓）＿＿＿＿＿＿＿＿＿＿＿＿＿＿＿＿＿＿＿（名）

捐款人號碼（如適用）：＿＿＿＿＿＿＿＿＿＿＿＿＿＿＿ 出生日期：＿＿＿＿＿＿＿＿＿＿＿＿＿＿＿＿＿

電郵：＿＿＿＿＿＿＿＿＿＿＿＿＿＿＿＿＿＿＿＿＿＿＿ 聯絡電話：＿＿＿＿＿＿＿＿＿＿＿＿＿＿＿＿＿

地址：＿＿＿＿＿＿＿＿＿＿＿＿＿＿＿＿＿＿＿＿＿＿＿＿＿＿＿＿＿＿＿＿＿＿＿＿＿＿＿＿＿＿＿＿＿＿

遞交訂閱表格方法
傳真：（852）2834 0996　電郵：info@unicef.org.hk　使用背頁回郵信封

UNICEF 2015年度全球直接計劃項目開支

健康
27%

教育
21%

愛滋病/
愛滋病病毒

2%

社會共融
6%

營養13%

兒童保護
13%

食水、環境
和個人衞生

18%

您的捐款可以⋯⋯支持UNICEF HK守護全球兒童！

網上捐款

　　在2015年，UNICEF HK共籌得港幣179,884,885元善
款，我們並無接受聯合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財政支
持，所得資金全賴公眾及私人機構的慷慨捐款。在2015
年，超過90%的捐款均投入支持UNICEF全球的救援項目、
兒童權利倡議及教育工作。 港幣250元：可為160名兒童

提供麻疹疫苗，讓他們免於
死亡威脅。

港幣1,000元：可為256名兒
童提供一枝鉛筆和一本練習
簿，讓他們可以書寫畫畫。

港幣1,500元：可提供16,025 粒淨
水丸，每粒淨水丸可過濾4-5升污
水，確保兒童可飲用清潔食水。

港幣585元：可提供156包高
營養花生醬，為52名兒童提
供一日的食糧。

教育

6%
護

與我們聯繫
facebook.com/unicefhk

Instagram.com/unicefhk

youtube.com/hkunicef

fl ickr.com/unicefhk

unicef_hk

UNICEF HK

t.qq.com/unicefhk

linkedin.com/company/unicef-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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