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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概括我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我會說
一個字，就是「愛」。

十多年前，我的媽媽去世，那時我非常難過，好像
從小就伴隨我的愛的保護牆倒塌。傷痛中，我將
許多時間和哀思投入了一項又一項的慈善工作。
從中我學會並體會了感恩與奉獻的幸福。我看見

世上很多人比我還痛苦，特別是那些失去母親和保護的孩子。他們
需要愛和關懷。對困境中的孩子來說，衣食住行和教育當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感到被愛。

每當我去探訪偏遠地區和貧困農村，看到那些被忽略的兒童，我都
很想成為他們的媽媽。我好想擁抱他們，看到他們天真的笑容。
我深信，若這些孩子都能在安全、具啟發性的環境中長大，得到
關愛和適當培育，他們每一個人都可茁壯成長，發光發亮。

可惜縱觀全球，很多兒童缺乏充足的愛和關懷。他們的看護者有時
也基於不同因素，未有經常與他們聊天、玩耍及回應他們的需要，
去啟發他們的發展。UNICEF估計，有2.5億名發展中國家兒童因
發育遲緩和貧窮而發育不良。

就算在已發展國家，我們都需要在兒童早期發展上作出更大投資，
包括擴大幼兒的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加強對父母和看護人的
支援，促進兒童的認知、社交和情緒發展。

我們不可以錯失這個關係到兒童未來的黃金發展機會，因為這個
機會是一去不返的。

為了兒童一生的好開始，UNICEF強調兒童早期發展的重要性。
我們與伙伴攜手，致力促進全球每一名兒童的福祉。

我們在超過190個國家和地區工作，保障兒童從幼兒期至青少年
時期的生存和發展權利。有您的支持，我們將能在幼兒期這個關鍵
階段，作出適當協助，讓更多兒童茁壯成長。

主席的話

幼兒發展  影響一生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
成立於1986年，是一個獨立的本地非政府
組織，主要透過向公眾籌募捐款、與私人機構
建立夥伴關係、籌辦特別活動等不同途徑，
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UNICEF HK
同時亦藉着在港舉辦各項教育和青少年
計劃，向公眾宣揚及倡議兒童權利。

委員會成員
主席：陳晴女士，太平紳士     副主席：吳世振先生     司庫：吳世振先生     秘書：蘇彰德律師
委員：區璟智女士，GBS，太平紳士、鄭煥然先生、趙言湄女士、鄒盛章先生、高婷詩女士、
方文雄先生，BBS，太平紳士、李家誠先生、梁平醫生、李鄺保瑜女士、黃永光先生，太平紳士、
劉麗薇教授

榮譽委員：
陳方安生女士，GBM，GCMG，CBE，太平紳士、陳韻雲女士，BBS，太平紳士、周啟和先生、
高來福，太平紳士、紀文鳳女士，全國政協委員，GBS，SBS，太平紳士、孔美琪博士，BBS、
梁劉柔芬女士，GBS，太平紳士、龍漢標先生、毛錫強律師、田北辰先生，BBS，太平紳士、
王仁曼女士，BBS、黃高美雲女士、王䓪鳴博士，DBE，太平紳士、伍淑清博士，SBS，太平紳士、
葉迪奇先生，MBE，BBS，太平紳士、于善基先生，BBS，MH

榮譽顧問：呂楊俊婷女士、唐英年先生，GBM，GBS，太平紳士

總幹事：劉玉燕女士

陳晴，太平紳士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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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場衝突及天災侵襲108個國家
都有我們一同回應

250萬
患上嚴重急性營養不良的兒童
獲得治療

25億
疫苗惠及100個國家的兒童

2,900萬
人獲得安全食水

230萬
兒童獲得社交心理支援

1,170萬
 兒童獲得基礎教育

2016年攜手拯救災難中的兒童

無論她是誰
無論他身在何方
每一名兒童都應該擁有童年
擁有未來
同享公平的機會
這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成立的原因
為了每一名兒童
日復日　年復年
在190個國家及地區工作
幫助最難接觸
最有需要、最被忽略的兒童
我們堅持到最後一刻
永不放棄

攜手為兒童

UNICEF 協助兒童的工作



Andrea James，曾在南蘇丹
指揮前綫救援工作

不過，Andrea亦從危見機。她表示：「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正盡力幫助有需要的兒童，不論他們身在
的地方有多偏遠，我們都為他們提供營養檢查及
營養治療食品。」

「全球各地，包括香港，都有弱勢兒童。無論兒童
身處何地，我們都要照顧他們的需要。南蘇丹兒童
正瀕臨死亡邊緣，需要我們即時的援助。」

營養為身心注入能量
在南蘇丹、索馬里、尼日利亞及也門，有140萬名
兒童因營養不良瀕臨死亡邊緣。若兒童在生命
首1,000日出現營養不良，將導致發展遲緩。由此
帶來的影響更無法逆轉，認知能力也可能受損。

接種疫苗　接種未來
只是疫苗這個簡單方法，已可預防無數疾病。

UNICEF是全球最大的兒童疫苗買家之一，單在去年，
已為全球近半數兒童提供可拯救生命的疫苗。

一劑疫苗往往只需港幣幾毫，而幫助一名兒童接種所
有基本疫苗，以得到全面保護，只需約港幣195元。 

UNICEF致力為每一名兒童提供小兒麻痺症疫苗。

只要港幣32元，就能為一名兒童提供
一日食糧，讓他們多活一天。

立即掃描二維碼，
體驗饑荒危機。

立即捐款，獲取VR360 Viewer，
了解我們杜絕小兒麻痺症的工作。

早期發展   至關重要

在南蘇丹，超過兩成人為下一餐
徬徨，他們無可奈何，只能煮樹
葉讓兒童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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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俗語有云：「3歲定80」。出生後首3年是兒童發展關鍵時期。
在這段期間，他們腦部發展迅速，為成長奠下重要基礎。

然而全球約2.5億名兒童，或低中收入國家43%5歲以下兒童，都因
發展遲緩、貧窮、處於弱勢等原因，未能充分發揮潛能。

全球有2.63億名兒童及青年失學，被剝奪發展潛能的機會。
萬寶龍（Montblanc）和UNICEF在4月再訂下長期合作關係，
透過幼兒護理及教育，改善500萬名兒童的生活。

攜手香港
與孩同行
我們一直關注本港的弱勢
兒童，並支持本港的非
政府組織及非牟利組織，
落實推廣及促進幼兒發展
的項目。

有興趣的團體請聯絡本會
了解更多。

您不需要超能力，都可成為「超級好爸」！為子女提供營養、遊戲與
關愛，便能促進他們的大腦發展。

父親也是兒童早期發展的重要一員！

改善兒童教育　攜手啟發人生

UNICEF HK大使黃金寶在父親節分享與兒子的溫馨合照，推廣育兒方法，
刺激兒童腦部發展。

UNICEF HK 大使梁詠琪親赴紐約
出席Montblanc及UNICEF舉辦的
慈善晚宴，支持UNICEF推動全球
教育項目。

adv@unicef.org.hk

snaptee.co/go/unicefhk/

母嬰健康
為母親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讓母親能安心養胎和
安全分娩，是確保每一名兒童有好開始的重要一步。

1,000名兒童參加 UNICEF HK「小畫家大夢想繪畫
比賽」，以「給媽媽的小心意」為題聊表心意，聯同
首席贊助周大福珠寶集團慷慨捐出的港幣80萬元善
款，活動合共為UNICEF「中國貧困兒童資助項目」
籌得近港幣100萬元，改善母嬰健康服務。

購買印有小畫家畫作的籌款T裇，支持小畫家及中國
的弱勢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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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童， 立即行動

mav.unicef.org.hk

unicef.org.hk/youngenvoys

run.unicef.org.hk

「聆聽．一分鐘」短片比賽
 訴說「我係我」

2017

9月

2017

7月

2017

11月

成為青年使者，攜手推動兒童福祉！
所有18歲以下兒童均有權利參與與自己生活相關的決策，並發表
意見。若您是12至18歲的全日制學生，可以參加UNICEF青年使者
計劃2017，為自己、為兒童倡議兒童權利。青年使者計劃每年9月
開始接受報名。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攜手為兒童，攜手抗愛滋！
UNICEF「零愛滋世代」的願景在於保護
每一名兒童及其家人免受愛滋病病毒及
愛滋病感染。

今年11月我們將再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慈善跑，請密切留意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及網站！

黃修平導演與3名「聆聽 ・ 一分鐘」短片項目2016的
參加者，攜手製作紀錄片《明天我》，藉此鼓勵社會
多聆聽香港兒童及青少年的心聲。

今年我們再獲恒生銀行全力支持，與香港藝術中心
ifva合作，舉辦「聆聽・一分鐘」短片比賽2017。
UNICEF HK 誠邀本港青少年以「我係我」為題，製作
一分鐘短片，展現自己，並建立健康的真我形象。
UNICEF HK 大使黃修平將再次擔任創作顧問，支持
短片比賽。

無論是參與活動，為兒童
發聲，還是成為義工和捐款
人，您每份付出都可給更多
兒童平等機會發展。

兒童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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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望．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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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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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請沿綫剪下

香港航空青年團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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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2017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Art Futures Group Company Limited
Baumhaus
奇極創作室
嘉里物流聯網有限公司
FAB-A-MATTER建築及跨媒介設計工作室
媽媽市集
創意學堂
Snaptee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Venture Studios (HK) Limited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聆聽．一分鐘」短片項目2016及青年紀錄片《明天我》
香港藝術中心ifva
恒生銀行
國際影片項目「青少年一分鐘短片」
娛藝院線有限公司
新世紀廣場
星島日報
香港南華早報青年報
尼康香港有限公司
曼富圖（香港）有限公司
oneLegkick Production Limited 
9Production Limited 
攝影札記
青年廣場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創新中心
時代廣場
apm  
黃修平導演
麥曦茵導演
PlayTime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通訊《Every Chil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愉景新城 — 購物商場
香港公共圖書館
Kubrick
K11 購物藝術館
信和酒店
Venture Studios (HK) Limited 
PizzaExpress
序言書室
綠野仙蹤 
開益書店 
田園書屋
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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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寶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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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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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衷心感謝信和集團慷慨捐助今期《Every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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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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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 / 訂閱 UNICEF HK通訊  NLA17 
我願意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

捐款人資料（請填寫）

我想率先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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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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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單次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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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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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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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單次捐款）：港幣________________ 元（抬頭：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捐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日）__________（月）__________（年）   *日間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人號碼（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號碼（本會專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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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 小姐 /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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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述的推廣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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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3 6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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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將您
的姓名及聯絡資料用於直接推廣。若您不願意收到上述資訊及資料，請剔選此方格。□

2015年，我們將逾90%淨捐款額用作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緊急救援行動、兒童權利倡議及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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