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三十五載，忽焉已至。聯
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自1986年成
立至今，不經不覺已砥礪走過三十五年。
　　作為聯合國旗下唯一致力維護兒童權益的組織，
放眼全球，在最艱難最具挑戰的地方，都有我們的團
隊和伙伴們在幫助拯救最脆弱最需要幫助的兒童及
青少年。為支持全球19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工作，我
們積極地籌募善款，為支援各地推動健康、營養、教
育、食水及衞生、兒童保護、防治疾病、社會共融、
以及環境氣候改變等項目。我們深信，我們所到之地

確能讓苦難中的孩子得到溫飽得到關愛。感謝港人的慈善精神，同心同行，這
些年我們共籌得善款超過32億港元，為全球有需要的兒童送上溫暖，帶來希望。
　　聚焦香港，我們致力向公眾倡議及宣揚兒童權利。關心生命，關注嬰幼兒營
養需要是我們工作重要一環。多年來致力推動、保護及支持本地社區推動母乳
餵哺，從1994年推動成立愛嬰醫院香港協會，2017年正式在港推行的《香港配方
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銷售守則》，到《性別歧視條例》中禁止歧視母乳餵哺
修訂條例2021年8月正式生效，倡議立法過程都有我們的參與。為維護孩童營養
需要，並為提升公眾對哺乳媽媽所需支援的認識和建立公眾對母乳餵哺的正面態
度，我們推出「Say Yes to Breastfeeding」運動，鼓勵社會上各機構、公共場所
建立更多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及場所，並提高改善母乳餵養的便利和科學性。
　　我們關心成長中孩子全方位的身心健康，多年來與本地不同服務單位協
作：為健全及殘疾兒童而創建共融遊樂場計劃，為保護弱能兒童免受性虐的性
教育計劃，為守護邊緣青年的「UNI-SKATE」，為關注香港少數族裔兒童生活情
況的研究項目……，為孩子，我們重視青少年孩子們的種種不同的需要。
　　推動全面發展，我們用心培養青年領袖。無間斷的青年使者計劃已舉行25
屆，訓練超過1,300名精英幹事；連續16年在全港中學推行的 UNICEF Club，為
超過3,400名青年學生提供多元學習機會。新冠疫情肆虐的時刻，我們香港團隊
心繫貧困孩子，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發起「童你抗疫」衞生行動，為本港超過一萬
戶有兒童的基層家庭安排專業團隊噴灑消毒自潔塗層，派發抗疫物資，雪中送炭
……
　　35年來點滴成績與無數汗水回憶，有賴47萬名無私奉獻的捐助者、近5,000
名關懷兒童權利的兒童倡議者及義工、一眾熱心公益的企業伙伴、以及UNICEF 
HK 默默努力耕耘的員工長期以來的支持。在此，我謹代表UNICEF HK 向曾經
為兒童，為我們共同的理想付出過的每一位伙伴，致以由衷的謝意。
　　UNICEF HK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仍有很多造福兒童的工作正在密切計劃和
推動中，例如關注兒童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以及很快會推出，由兒童自己發
聲的兒童電台等新項目都會在明年初陸續推出，屆時亦希望可以得到大家一如
既往的大力支持。
　　三十五載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千磨萬擊還堅勁，熱血芬芳化彩虹。展

望未來，我們會繼續致力於推動兒童權利，期待有更多的朋
友能夠與我們同路，攜手為兒童，創造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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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你抗疫」衞生行動
聯合170個組織為基層築起防疫網

　　從2020年3月8日至2021年3月31日，UNICEF HK共派發超過130萬個口罩和
13,500個抗疫物資袋，逾17,000名兒童及家長受惠。UNICEF HK感謝有超過170個
非政府組織、學校和社區合作夥伴幫助實施「童你抗疫」，並有超過300人次義工
接受了培訓，一同參與家訪及準備衞生防疫物資包。行動共錄得義工家訪服務超過
6,800小時，包括國泰航空企業義工提供超過的550小時服務。
　　作為UNICEF HK經驗豐富的義工之一，Olivia表示：「一位受惠的母親在我面
前淚流滿面。我被她的眼淚感染了。過去，義工服務都是為人們帶來歡樂。後來我
再想一想，那些大多給他們帶來的快樂是短暫的，但這次活動真正解決了基層家庭
的燃眉之急。」
　　行動結束後，UNICEF HK收到不少正面反饋 ─ 超過90%的受訪者認為服務
有幫助；超過98%的受訪者對義工團隊的服務感到滿意；超過95%的受訪者會向其
他有需要的家庭推薦這計劃。

　　自2006年來，UNICEF慈善跑為「攜手為兒童．攜
手抗愛滋」全球運動籌款，得到超過130,000名參賽者支
持，成功籌得逾1.35億港元。至今，每日仍有超過大約
850名兒童感染愛滋病病毒。大部分是在不知情的情況
下，於媽媽懷孕、分娩或哺乳期間，透過母體感染病毒。
對抗愛滋需要各方努力，而UNICEF慈善跑將會繼續動員
多方力量，支持UNICEF全球工作，於2030年徹底實現
「零愛滋」的目標。

　　UNICEF HK肩負守護兒童的責任，積
極研究如何在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下，舉辦
創新且富趣味的慈善項目。於是，UNICEF 
HK全新虛擬籌款活動「還童心導遊」應運
而生，市民可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
專屬手機應用程式上隨時隨地與朋友和親
人參與9個別具意義的虛擬趣味遊戲，其中
的主題呼應了UNICEF的各項前線工作，包
括教育、健康、食物營養、食水、環境及個人衞生（WASH）等。參加者可獲得積分，在活動
完成後換取活動獎牌及電子獎狀。活動旨在讓參加者玩樂的同時，幫助全球受疫情影響的弱勢
兒童，而活動其中兩週籌得的善款撥作海地地震及阿富汗危機緊急救援項目之用。
　　「還童心導遊」將於本年12月推出第二階段–全新慈善活動「虛擬跑」，以延續同樣的
主題，令大家可以打破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將跑步成為遊樂的一部分，繼續童心樂助，幫助全
球有需要的兒童。

　　除了應對疫情外，UNICEF在152個國家處理了455個全新或持續的人道救援挑戰，包括
102場自然災難、72個社會政治危機、211個健康緊急狀況、38個營養危機，以及其他32個難
題。
　　透過人道救援，UNICEF協助3,910萬人獲得安全飲用水、烹飪和個人衞生煮食和個人衞
生用品，包括也門的450萬人，其中超過170萬人獲得UNICEF的標準衞生用品包。UNICEF還
在110個國家支持社區洗手計劃及公佈新冠疫情相關資訊。2020年，UNICEF幫助1,340萬人獲
得基本衞生服務，另有560萬人通過應急方案獲得短期衞生服務。
　　在印度疫情嚴重爆發之際，UNICEF發出緊急呼籲，將不同救援物資送
抵印度，其中包括3,000台製氧機、診斷測試的物資和醫療包，以支援當地對
抗第二波疫情。

　　UNICEF在疫情下積極展開對策，並擔任領導角色，與伙伴展開COVAX計劃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實施計劃），致力確保疫苗的平等採購、分配和交付，
與運輸和物流公司合作，讓中、低收入國家能公平地獲得疫苗，保護當地的前線
醫護人員、社會工作者，及高危和弱勢社群。COVAX計劃已向100多個經濟體提
供超過3,800萬新冠疫苗，撥款資助92個中低收入國家購入新冠疫苗，以及協助
超過97個中高收入國家採購疫苗。截至2021年8月27日，UNICEF透過COVAX計
劃向不同國家和地區運送近2.18億疫苗，改善疫苗分配不平等的情況。在2021年
年底，新冠疫苗的保護預計能覆蓋世界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同時，UNICEF為
社區及衞生工作者提供培訓和相關物資，透過社區互動，向153個國家的30億人
（約15.3億婦女和女孩；8.1億兒童）
宣傳COVID-19的風險和教導市民防
疫意識。UNICEF還支持近260萬名醫
護人員配備個人防疫用品，亦對400
萬醫護人員進行防控感染培訓。疫
苗除了能捍衛健康外，還減輕經濟影
響，每月可最高防止高達3,750美元
的經濟損失，保護人民的生計。

　　UNICEF與世界衞生大會共同推出「2030年免疫議程」
（IA2030），為2021至2030年制定有關疫苗接種的全球
願景和戰略，並重點關注由嬰兒、青少年到老年整個生命
期的疫苗接種。以挽救500萬人生命為目標，無分年齡及
所在地，期望每人都能透過疫苗改善健康和生活。各國成
員、區域機構、伙伴及社會致力協調一致的規劃，將願
景轉化為具體計劃，配合可持續發展實現衞生目標。在
「2030年免疫議程」中，眼前的首要任務為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早期的實施工作專注在公平分配及擴大2019冠狀病
毒COVID-19疫苗的規模，並重建疫苗接種及基本衞生服
務，保護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民眾的健康。議程亦針對疫情
為各國提供指引，希望保持過往得來不易的接種成果，同
時重修疫情造成的破壞，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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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UNICEF HK隨即展開

緊急防疫項目—「童你

抗疫」衞生行動。UNICEF 

HK已向超過10,000個基層

家庭送上「抗疫物資袋」及

「防疫攻略」教育資源，提

高他們的衞生意識；並透過

家訪為8,440名兒童和6,430

個居住於劏房的基層家庭提

供廁所空間納米抗菌自潔塗

層服務，從而降低感染新冠

肺炎的風險。

現時，透過接種疫苗可預防20多種危害生命的疾病，守護男女老幼的

健康。儘管疫苗發展進步迅速，世界各地仍有許多人無法獲得疫苗

保障，包括每年約2,000萬名嬰兒。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疫苗發展更出現停

滯。

公平分配疫苗的挑戰
1.病毒傳播比全球分發疫苗的速度快
2.絕大多數疫苗集中於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國家
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疫苗接種被延遲，接種率亦較低

向逾10,000個基層家庭送上抗疫物資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努力實現全球「零愛滋」

緊急救援刻不容緩

積極確保全球公平分配疫苗

「2030年免疫議程」以挽救500萬生命為目標

▲超過10,000個基層家庭獲得「抗疫物資袋」及「防
疫攻略」教育資源。

▲「童你抗疫」衞生行動為基層家庭提供廁所空間納米抗菌自潔塗層服務。

▲UNICEF慈善跑動員多方力量，為實現「零愛滋」而努力。

▲「2030年免疫議程」制定有關疫苗接種的全球願景和戰略。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為國際

馬拉松及道路賽協會（AIMS）及香

港業餘田徑總會（HKAAA）認可賽事，亦

是全港最大規模的慈善公路長跑賽事。

「

▲COVAX計劃向100多個經濟體提供超過3,800萬新冠疫苗。

全新虛擬活動籌善款
突破時空限制

UNICEF HK2 UNICEF HK3



各界積極響應：「保護哺乳‧責任共擔」

　　今年雖受到疫情影響，但無礙UNICEF HK藉著慶祝國際母乳哺育周以推動「母乳餵哺友
善社區」的決心。本次慶祝活動改為線上舉行，並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和衞
生署的支持。出席人士來自社會各界，包括政府官員、平等機會委員會、醫學界、商界以及授
乳媽媽代表，一同響應今年國際母乳哺育周「保護哺乳‧責任共擔」的主題。

　　在2020年，維多利亞教育機構(下稱「機構」)與
UNICEF HK展開為期一年的合作計劃。以「珍惜水源」
為主題活動，機構及其學生和家長，聯同周大福教育集團
及周大福珠寶集團的支持，共為UNICEF HK籌得港幣100
萬元善款。其中機構55周年的重點活動項目，「童創未來
Little Makers科藝教育節」，於2021年4月22日至29日以
線上形式舉行，旨在為學生於遙距學習期間帶來一段獨特

　　UNICEF HK一直提倡每日最少要讓兒童有1小時「自
由遊戲」時間，遊戲除有助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更是兒
童早期發展（0至8歲）的三大要素之一。在2019年，
UNICEF HK與光大環境合作呈獻了「『童』闖大自然」親
子戶外嘉年華，既講求「人樹同融」、尊重大自然，又讓
小朋友無拘無束地遊玩。
　　活動當天，大人和小朋友親身攀上樹冠，享受在林間
飛渡的樂趣。小朋友可以參與速度攀樹等不同項目，玩到
疲累便可以參與較靜態的樹上鞦韆及躺在特別設計的樹床
上休息，同場亦有不同的專業示範及樹藝攤位，介紹樹木
工作的種種面貌。此外，大會鼓
勵參加者自備水樽，並帶走自己
的垃圾，而家長也以身作則，教
導孩子做一個環保小先鋒。大會
當日的工作人員亦分別自備餐
具，因應自己的食量添加食物，
一起加入環保行列，珍惜食物和
保護環境。
　　活動能順利進行有賴樹木拓
展基金有限公司的專業團隊、首
席贊助光大環境慷慨捐款，以及
場地贊助香港哥爾夫球
會全力支持，這次綠色
活動吸引了800人參與，
共籌集港幣80萬元，而
所得款項均用於幫助農
村地區的母親和嬰兒。

　　歷經二十年的努力，UNICEF HK與香港愛嬰醫院協會一直致
力推動更完善的愛嬰醫療體制，倡議及支持全母乳餵哺。繼伊利沙
伯醫院、瑪麗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落實「成功母乳餵哺十項指
引」並定名為愛嬰醫院後，在2020年廣華醫院榮獲第二階段實踐證
書。UNICEF HK也歡迎馬鞍山母嬰健康院、北葵涌母嬰健康院、西
灣河母嬰健康院、藍田母嬰健康院和天水圍母嬰健康院加入行動，
向完善愛嬰醫療體制邁進了一大步。

　　母乳餵哺是成就寶寶健康成長的第一步。UNICEF HK一直致力在港推廣、保護及支持母乳餵哺。2021
年6月19日，《2020年性別歧視（修訂）條例草案》及《2020年歧視法例（雜項修訂）條例》關於保障女
性免因餵哺母乳而受到歧視及騷擾的條文正式生效。
　　作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UNICEF HK歡迎相關條文的落實及生效，這將為哺乳媽媽提供更大保障。此
外，《2019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於2020年7月13日獲通過，將法定產假由10周延長至14周，這鼓勵
了各界為餵哺母乳的女性建設更友善的環境，支援在職媽媽持續餵哺母乳。UNICEF HK根據《國際母乳代
用品銷售守則》監管不
良銷售手法，例如：
母乳代用品所有資料
包括標籤都應該說明
母乳之優點與母乳代
用品有機會引起的健
康風險，以及禁止推
銷 母 乳 代 用 品 等 。
UNICEF HK希望透過
發放相關資訊，讓公
眾了解適當的銷售及
分銷手法，從而確保
恰當地使用母乳代用
品，為嬰兒提供盡量
安全的代替食物。

　　UNICEF及其合作伙伴一直致力幫助兒童重獲得食水、個人及
環境衞生的基本權利。2021年，UNICEF已為4,500萬人提供安全食
水，用於飲用、烹飪和個人衞生。為應對新冠疫情，UNICEF亦啟動
了衞生計劃以防止疫情傳播，並確保為有需要的國家有能力持續提供
基本的WASH設施和服務。我們採購預防感染和控制物資，為社區、
醫護和教育從業者提供專業指導。在本地防疫方面，UNICEF HK推
出「童你抗疫」衞生行動，提倡正確洗手的重要性。UNICEF HK主
席陳晴女士更身體力行，與其兒子一同拍攝教學片段，示範正確洗手
的7個步驟以及傳達要用梘液洗手至少20秒的訊息，向公眾傳遞抗疫
正能量。

全球WASH項目在港行動

保護女性餵哺母乳的權利，是社會共同的責任。自2015年

起，UNICEF HK積極推動「Say Yes to Breastfeeding」

運動，旨在提升公眾對授乳媽媽所需支援的認識。

全城SayYes推動母乳餵哺 「童創未來」以水為題推出科藝教育節

「人樹同融」嘉年華
親子同闖大自然

邁向完善愛嬰醫療體制 今年里程碑－
母乳餵哺獲法律保障

UNICEF HK
提倡正確洗手的重要性

▲UNICEF一直致力為全球兒童創造良好的衞生環境。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推出「童創未來Little Makers科藝教育節」，並專誠製作了兩本以水為主題的親子活動冊。

▲陳晴女士和兒子一同拍攝正確洗手的教學影片。

▲「『童』闖大自然」親子戶外嘉年華，吸引了800人參與。

聯合 國 兒 童 基 金 會 食 水 、
個 人 及 環 境 衞 生 項 目

（ W a t e r ,  S a n i t a t i o n  a n d 
Hygiene, WASH）注重確保醫
療機構及學校等地方都能為孩
子們提供所需設施和服務。在
2020年內，WASH項目為1,700
萬人取得安全飲用水，1,340萬
人獲得基本環境衞生服務。

▲因應疫情，UNICEF HK今年舉辦的國際母乳哺育慶祝活動改為線上舉行。

▲UNICEF HK與各界攜手共建「母乳餵哺友善社區」

而奇妙的探究式學習旅程，讓學生發揮創意及兩文三語能
力，創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表達他們對未來世界的奇想
和希望。機構更將「珍惜水源」主題納入旗下7間幼稚園
的教材，專誠製作了兩本獨特的親子活動冊，並充分實踐
STEAM創客教學法，讓學生親身體驗UNICEF在全球支援
工作中使用的淨水丸功能，啟發學生思考，認識保護水資
源的重要議題。

▲小朋友在戶外空間，無
拘無束享受大自然。

▲UNICEF HK推出「金章」及「藍章」標誌以識別可提供母乳支援服務的場所。

▲UNICEF HK攜手香港愛嬰醫院協會，推動更完善的愛嬰醫療體制。

　　UNICEF HK主辦的「Say Yes To Breastfeeding」，於2019年舉辦嘉許禮，
頒發嘉許狀予195家落實「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的機構，涵
蓋653個工作間；同時亦邀得酒店業響應，令全港「母乳餵哺
友善場所」增加至178個。為了鼓勵更多母乳餵哺的場所，
UNICEF HK已推出「金章」及「藍章」標誌，並讓母乳媽媽能
夠輕易辨認可提供母乳支援服務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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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兒童學習權利

　 　 U N I C E F 推 動 了 名 為「重 塑 教 育」（R e i m a g i n e  
Education）的倡議運動，致力凝聚各方力量捍衛兒童學習
權利，並齊心為下一代創造網上學習的必要條件，為脆弱
兒童的未來帶來改變。Reimagine Education從多方面入
手解決兒童教育問題，包括電子學習解決方案，以及確保
學校具備網絡設備等。
　　其中，UNICEF與微軟公司、劍橋大學合作，推出名
為Learning Passport的線上學習平台，以電子方案，讓流
離失所的兒童及難民兒童在數碼化遙距學習平台上接受教
育。Learning Passport率先在科索沃、東帝汶、烏克蘭等
12個國家或地區推出，讓當地兒童和青少年在疫情下停課
不停學。在多方支持下，平台提供兒童早期教育、中小學
教育、青少年職能教育的本地化資源。Learning Passport
也為教師和家長提供多方面的資訊，幫助他們教導學生或
子女。

　　為了讓所有兒童都能同享遊戲的權利和樂趣，同時考慮
到不同兒童在身心發展、年齡和身體狀況上的差異，UNICEF 
HK一直支持共融遊樂空間的發展。而位於屯門公園的全港
首個共融遊樂場在2018年底正式投入運作，其設計理念便是
取材自UNICEF HK、智樂兒童遊樂協會（Playright）和香港
園境師學會於2015年攜手舉辦的「共融遊樂空間設計概念比
賽」的優勝作品。UNICEF HK期待政府當局把共融遊樂的理

　　自1996年起，UNICEF HK一直透過「青年使
者計劃」為本地青少年提供寶貴的學習機會，讓
他們了解本地及世界各地與兒童生存、受保護、
發展及參與權利有關的議題。隨後由2007年起，
更與中學校園接軌，開展「UNICEF Club校園學
會」項目。
　　這些青年發展及培訓項目都希望多培育關心
兒童權益的青年領袖，提升他們的領袖素養、
溝通技巧和動員力，以及擴闊他們的全球視野，
喚起他們對發展中地區兒童的關注，從而更了解
UNICEF的工作如何改善兒童的生活。
　　過去五年，這些項目共培育了350名青年使
者及支援190個學生委員會。透過青年使者及
UNICEF Club的行動，已策動了約770項大大小
小的校園和社區活動，並成功接觸近15萬人次的
學生和公眾人士。其中青年使者倡議項目「童一
屋簷下Under the Same Roof」，以推廣正面親
子溝通的重要性為目標，並成功接觸超過2萬人
次。即使於2020年受疫情影響及停課期間，他們
亦善用網上平台發放訊息，協助同學開拓國際視
野。UNICEF HK寄望更多本港青少年能了解全球
兒童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以及與其攜手為改善
兒童的發展狀況出力。

　　自2002年起，UNICEF與一
分鐘短片基金會合作舉辦「青少
年一分鐘短片」項目。項目至今
已有近4,000名來自香港、德國、
英國、南韓等121個國家的青少
年參與。不同主題的短片讓社會
聆聽到弱勢及邊緣青年的心聲。
　　在2012-2018年間，UNICEF 
HK「聆聽，一分鐘」短片項目
鼓勵及協助青少年製作逾520條
一分鐘的短片，與社會分享青少
年成長上的擔憂、關注及需要；
同時以「一分鐘故事，一刻鐘聆
聽」為口號，凝聚社會各界用心
聆聽與回應兒童與青少年的處境
及盼望，體現兒童參與權。
　　在2017年，UNICEF HK更邀請黃修平導演及其團隊與青少年攜手製作了
青年紀錄片《明天我》。過程中，透過貼身採訪及深度訪談，三名青少年漸吐
心底話，包括對家庭關係、朋輩相處、教育的看法。他們的故事，同時呈現許
多香港青少年在成長路上的掙扎。UNICEF HK更舉辦了五場公眾放映和超過
20場校園放映，讓更多人了解青少年眼中的世界。

　　UNICEF HK於2018年就本地父母對兒童自由遊戲認知進行網上問卷
調查，成功訪問逾千名本地父母，結果發現雖然絕大部分父母懂得兒童
自由遊戲對孩子成長很重要，但他們缺乏相關指引，以致知易行難。為
了啟發和協助更多父母，UNICEF HK推出了「細路愛玩營」社區參與活
動，提供平台讓更多父母透過幻想遊樂場（Imagination Playground）、
模擬家居探索區、兒童早期發展專區及主題工作坊等不同體驗，以掌握
促進兒童早期發展的竅門。是次於東港城舉辦為期23天的活動，共錄得
逾4萬入場人次。
　　由於反應熱烈，「細路愛玩營」於2019年再戰社區並進駐赤柱廣
場，配合全新的活動元素「海上飄流教室」，與一眾家長和小朋友在船
上遊覽赤柱和香港仔的同時，進行親子互動遊戲。UNICEF HK亦邀請到
不同專家及導師帶領講座和體驗工作坊，活動吸引了約2,600名家長和孩
子出席。
　　據密歇根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兒童平均
每天失去1.7小時的自由遊戲時間；同期2至11歲的肥胖兒童人數多了一
倍。此外，美國兒科學會發現，失去自由遊戲時間的兒童更容易出現抑
鬱和焦慮。UNICEF HK希望透過「細路愛玩營」，宣傳自由遊戲對兒童
早期發展的重要性，以及鼓勵更多人為兒童的需要發聲。

　　自2013年開始，UNICEF HK將「小畫家大夢想繪畫
比賽」籌得的善款分配給中國雲南、甘肅和四川省的15個
縣，以現金補貼方式支持貧困家庭的婦女，讓她們能夠進
行產前和產後檢查、住院分娩和為嬰兒接種疫苗。中國貧
困兒童資助項目推出後，當地住院分娩人次增約兩成，近
九成半產婦獲醫院服務支援。
　　2019年的「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在中西區海濱
長廊─中環段舉辦活動，成功吸引了1,500多名12歲或以
下的兒童報名。以「『童』創大世界」為主題，參加者透
過在草地上自由揮動畫筆和玩耍，與大自然建立聯繫，同
時發揮「兒童幫助兒童」的精神，畫出他們對美好世界的
願景。在此，UNICEF HK衷心感謝主要贊助商 大福珠寶
集團有限公司，以及創意贊助商華潤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和

香港首個共融遊樂場正式啟用

全球有約2.5億兒童及青少年失學，教育和技能發展危機對最邊緣化的兒童及青少年（如女
童和殘疾兒童）尤其嚴重。近年，新冠疫情來襲，使網上教育成為「新常態」，然而全球

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學童（約4.63億）不能遙距學習，進一步拉闊數碼鴻溝。世界銀行估計，若
不盡快解決當下兒童的學習危機，這一代兒童和年輕人一生中將損失10萬億美元的收入。

培育年輕力量推廣兒童權益 520港青少年以
「一分鐘短片」訴心聲

「自由遊戲」玩轉海陸

小畫家繪畫大夢想  彰顯兒童幫助兒童精神

▲位於屯門公園、全港首個共融遊樂場啟用。

愛玩，是孩子的天性，然而香港有多少兒童能每天無拘無束地遊玩？UNICEF HK一直提倡每日
最少要讓兒童有1小時「自由遊戲」時間。除有助兒童身心全面發展，遊戲更是兒童早期發展

的三大要素之一。「自由遊戲」是兒童自發的、無組織的，不受成人指示所束縛的。其並不包括電
子遊戲，以及由父母安排的課外活動及興趣班。「自由遊戲」讓兒童主導遊戲，培養兒童變得更獨
立和自主，同時有助其體能及心理健康發展，加強社交能力，對促進兒童成長有莫大幫助。

　　與此同時，UNICEF與國際電信聯盟（ITU）開展名為Giga的項
目，旨在讓每所學校連接互聯網，使每個學童獲得資源、機會和選
擇，並研究更強大的網絡基礎設施，在「後COVID時代」把握希望和
機遇。在2020年4月至
9月期間，Giga項目團
隊在11個嚴重受疫情
影響的國家，籌集資
金實現學校及學習數
碼化，同時為他們提
供各類軟件支援。現
時，Giga重點協助肯
尼亞、尼日爾、塞拉利
昂、哈薩克斯坦等地學
校的工作，改善他們的
電子設備和學習系統。 ▲UNICEF推動的「重塑教育」倡議，從多方面入手解決兒童教育問題。

▲舉辦多年的「青年使者計劃」及「UNICEF Club
校園學會」，成功協助同學開拓國際視野。

念應用至更多本地的兒童遊樂場設施的設計當中。
　　在此次合作期間，UNICEF HK和Playright更合力進行了
一項研究，以了解本地共融遊樂場情況、殘疾兒童的遊樂體驗
和需求，並就此推出了全港首部符合國際標準的《共融遊樂空
間設計指引》，藉此讓持分者對「共融遊樂空間設計」有更具
體的了解，有助把「共融遊樂」的理念推而廣之，從而讓每一
名兒童都能平等享受遊戲的權利。

收窄數碼鴻溝 支持貧困學童實現網上學習

▲青年紀錄片《明天我》，呈現香港青少年在成
長路上的掙扎。

▼

「
細
路
愛
玩
營
」
宣
傳
自
由
遊
戲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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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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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性
。

LEGOHongKong的慷慨支持，協助UNICEF HK籌集超過
港幣155萬元支持UNICEF「中國貧困兒童資助項目」。每
位參賽者能獲得一份LEGO®樂高禮品，UNICEF HK亦設有
「LEGO®Friends『童』創不同之旅」積木拼砌攤位，讓
小朋友結合個人興趣和拼砌LEGO的
經驗，啟發創意和無限想像力。新增
的工作坊加入了音樂元素，包括「福
星寶寶shake shake小沙鈴」及唱遊
班等。比賽現場同時舉辦面部彩繪、
趣味遊戲和慈善義賣等攤位活動，為
家庭提供多元化的周末玩樂好去處。
此外，UNICEF HK大使梁詠琪女士現
身為小畫家打氣，她表示：「記得早

前到青海偏遠農村探訪，見到很多孕婦家境貧困，負擔不
起交通費去醫院做產檢。UNICEF項目以現金津貼，令一
眾媽媽更安心去接受醫療服務，令產婦死亡率和嬰兒夭折
率下降，我樂見活動籌得善款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讓參加者畫出他們對美好世界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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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兒童的35道彩虹
時值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成立35週年，我們很高興能出版題為《獻給兒童

的35道彩虹》的週年紀念書，向公眾介紹多年來支持UNICEF HK的幕後人物。書中記載了個人
及企業夥伴的動人故事，並以其角度訴說UNICEF HK在不同範疇的項目。UNICEF HK衷心感謝每一
位支持者對我們堅定不移的信任，助我們取得今天的豐碩成果。

攜手推動母乳餵哺結緣
續為兒童爭取權益

委員會委員高永文

孩子是我們的未來，
是我們的希望

Chairman of Rusy 
and Purviz Shroff 

Charitable Foundation
施羅孚夫人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為全球
更多兒童帶來溫暖和希望

委員會副主席李家誠

幫助有需要的孩子  
給予下一代保護和關愛
中國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梁森林

保障兒童身體健康之餘，
還要啟發他們對世界的理解 

基金會國際親善大使成龍 

為了兒童，力所能及便
盡力去做

委員會大使郭晶晶

出席聯合國青年大會
為教育議題發聲

青年使者鍾頴峰

整理機構管治手冊、推動本
地化項目，樂做改革先行者

委員會榮譽委員紀文鳳

推動母乳餵哺三十年愛嬰之路成果豐碩
愛嬰醫院香港協會創會成員葉麗嫦

酒店業並肩同望行善 
彰顯香港品牌

香港酒店業協會
執行總幹事郭志傑

不忘他人困苦行善盡心而為
從青年使者轉變為合作夥伴方添明

15年來風雨無阻，落手落腳籌劃最好玩慈善跑
UNICEF慈善跑顧問王劍麟、楊鴻波

為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推動教育獻計新手媽媽變身 
軍師活出意義

UNICEFClub幕後功臣陳慧明

基金會成績有目共睹
盼續促進本地兒童的
權利和福祉

長期捐款人黃美慧

將零錢轉化為改變
生命的力量

國泰航空行政總裁鄧健榮

先做人後做事保障兒童
權利創建更好未來

周大福珠寶集團
董事總經理黃紹基

與父親慈善跑成愛的記憶
延續體育精神跑道上再 
奮鬥

UNICEF慈善跑參與者凌子謙

與志同道合的夥伴攜手
並肩，走得更遠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永光

每月50元捐助兒童
獨居善長發揮不凡力量

捐款人周章明

義工元老領軍行善冀
感染下一代傳承愛

義工麥蔡業瑛、劉允恆

守護下一代健康成長 
共建可持續發展未來
中國光大環境（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王天義

支持孩子努力去追尋
他們的夢想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
莫偉庭

讓企業價值結合社會價值
為兒童謀福祉
順豐香港公共事務及傳訊負責人

廖家欣

啓迪兒童關愛世界
周大福教育集團

執行副主席及集團總裁、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校監

鄭余雅穎

願攜手同行為基層兒童
提供公平發展機會

香港賽馬會主席陳南祿

倡議兒童權利融入課堂
助學生找定位成堅持動力

校園夥伴計劃參與老師譚念慈

拍片揭示《愛的束縛》
呼籲家長給予子女空間
國際影片比賽得獎者吳妙玲

敬業樂業默默奉獻
望保障弱勢兒童

員工余仕遠

小畫家大夢想畫出理想國度
發揮兒童幫助兒童精神
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參與者李梓鍵

設 計 賀 卡 貼 紙 傳 遞 愛
與快樂

9歲捐款人AnnaBrontie

珍視每一步的力量匯聚萬里慈善路
國泰顧客時尚生活董事及

「亞洲萬里通」行政總裁施愷民

與UNICEF HK關係相輔相承
培育青年使者在社會上發光發亮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以音樂聯繫人心身體力行
推動兒童權利

委員會大使李垂誼

繼 承 丈 夫 遺 願 堅 持 
每月捐款助困苦兒童
改善生活

80歲長期捐款人葉婆婆

攜手共創好玩香港給孩子
遊樂自主玩得精彩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總幹事王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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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 HK慶祝成立35週年

　　35週年紀念活動暨新書發佈會當日，可以說是「善心
匯聚」。活動邀請得UNICEF HK榮譽顧問唐英年先生、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中聯辦）青

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先生、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國際組織
部主任王琪先生，以及UNICEF 
HK主席陳晴女士擔任主禮嘉
賓。眾多一直支持UNICEF HK
的社會賢達、熱心人士、UNICEF HK的大使、義工、濟濟
一堂，為UNICEF HK 成立35週年送上祝福。
　　UNICEF HK主席陳晴女士在致辭時表示《獻給兒童的 
35 道彩虹》記錄了35個動人故事。她強調，幕後英雄絕
對不止35位，有更多的朋友一直默默支持UNICEF HK捍衛
兒童福祉的工作，和多年來的一眾支持者就像彩虹一樣，
為有需要的兒童的生命帶來了色彩和希望。
　　陳晴女士又說：「2021年是UNICEF HK成立 35週
年，我們很自豪能夠在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的保
護兒童權利工作上取得許多重要的里程碑。在過去35年
間，我們總共籌得32.6億港元善款，這驕人成績全賴一眾
幕後英雄、捐助者、企業合作伙伴、義工和同事的堅實支
持。」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先生表示：「UNICEF 
HK 成立 35 年來，在社會各界支持和幫助下無私奉獻、
辛勤工作，創辦各種符合青少年特點的慈善活動，以及兒
童權益倡導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支持香港本地發展，

同時也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190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兒
童慈善發展。」他亦對 UNICEF HK 未來寄予厚望，希望 
UNICEF HK 能夠充份發揮國際機構的優勢，多渠道全方
位推動青少年發展及慈善項目。
　　UNICEF HK榮譽顧問唐英年先生補充︰「UNICEF 
HK 自成立以來，一直倡導香港的兒童權利，扮演中流砥
柱的角色。我衷心感謝紀念書冊中所記錄的朋友、一直給
予我們支持的幕後英雄，以及 UNICEF HK 合共 47 萬名
捐助者。我們會繼續與大家攜手並肩，努力為世界各地的
兒童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活動期間，陳晴女士代表UNICEF HK向一眾出席典禮
的幕後英雄及代表贈送紀念書並頒發感謝，以答謝他們對 
UNICEF HK的支持。UNICEF HK大使、國際知名大提琴
家李垂誼先生，與著名鋼琴家閻韻女士現場獻技演奏，令
全場動容。另外，維多利亞（海峰園）幼兒園小豆豆合唱
團的35位小朋友則用他們的純真童聲唱出他們《小小的夢
想》，贏得掌聲滿堂。

UNICEF HK 自1986年成立以來致力保障全球每位兒童的權利。在這35年間，除了機構成員傾力付出，還有無數的「幕後英雄」默默
支持UNICEF HK，才得以讓其為更多兒童及其家庭帶來生活上的改善，給全球各地的小朋友應有的愉快童年。為向這些幕後英雄致

敬，UNICEF HK箇中35位的故事記錄結集成書，取名《獻給兒童的 35 道彩虹》，並在2021年11月29日舉行週年誌慶暨新書發佈儀式。

▲UNICEF HK榮譽顧問唐英年先生衷心感謝紀念書冊中所記錄的
朋友、以及一直給予支持的幕後英雄。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先生希望UNICEF HK能夠充份發
揮國際機構的優勢，多渠道全方位推動青少年發展及慈善項目。

▲著名大提琴家及UNICEF大使李垂誼為慶祝周年紀念，在活動中
即席演奏兩首樂曲，令在場人士聽出耳油。

UNICEF HK大使們心情分享︰
郭晶晶女士︰「擔任大使7年以多，參加了多項不同範疇的活
動，當中感受最深是疫情期間探訪劏房戶，他們的生活條件很
差，住的空間亦很狹小。我希望能夠盡力呼籲社會多關注和幫
助他們。」

▲主席陳晴女士（中）與眾多主禮嘉賓大合照後，正式開始週年紀念活動。

黃金寶先生︰「我好慶幸能出任UNICEF HK
大使。作為一個爸爸，我也呼籲大家平日
抽多一點時間陪伴家人子女；即使只是多
一點，都可以幫助子女有更好的發展。」

黃修平先生︰「希望有更多機會與UNICEF合作，同時呼籲成
年人能夠以新生代的角度，去了解他們，真正彼此聯繫起來，
或許我們大家的明天都可以更好一點。」

　　《獻給兒童的35道彩虹》收錄了35位不同背景的幕後英雄至誠動人的故事，講述了他
們支持UNICEF HK的非凡動力。UNICEF HK主席陳晴女士透露出版這本紀念書緣起在2020
年新冠疫情期間舉行的Thankathon 活動。她說，當時UNICEF HK的成員透過電話與善長們

直接通話，感謝他們對UNICEF HK的支持，並送上
問候。該次活動原意是向各方支持者送上感謝，卻收
到不少來自善長的動人分享，獲得意想不到的回饋。
陳晴女士說：「活動期間我們聽到很多『原來靜靜地
發生了』的善舉，大家都很被觸動！讓我印象最深的
是跟80多歲葉婆婆的通話，葉婆婆每月都會親自到
銀行櫃檯捐款，至今已持續六年之久，風雨不改。當
我問到為何有這種堅持時，葉婆婆表示已故的丈夫長
期支持UNICEF HK，丈夫過世後，她決心繼承丈夫
堅持多年的信念，將善心傳遞下去。」正因如此，
UNICEF HK決定將這些幕後的故事集結成書，與社
會大眾分享這些動人的善舉，向每一位幕後英雄表達
敬意。

幕後英雄故事觸動人心  結集成書分享真摯點滴

▲主席陳晴女士逐一頒發證書表揚一眾幕後英雄。

疫情啟發記下動人故事

維多利亞（海峰園）幼兒園小豆豆合唱團獻唱
 　童聲寄語，未來可期。由維多利亞（海峰園）幼兒園35位學生所組成的合唱團也
成為了今次活動的表演嘉賓。他
們在表演期間說出自己對未來的
昐望，包括︰「我長大後也要成
為超級英雄去幫助別人。」童言
童語觸動在場賓客。隨後，合唱
團演唱《小小的夢想》和《We 
are the World》，為UNICEF 
HK送上祝福 。

展覽區展示多年的工作成果
　　UNICEF HK 一路走來的豐碩成果，幸得各位支持者沿途見證。UNICEF HK在
活動場館內設置展覽區。在場人士可透過觀看不同展板，了解更多UNICEF HK的工
作，包括：UNICEF 慈善跑、青年使者計劃、母乳餵哺倡議、「童你抗疫」衞生行
動，以及「還童心導遊」等等。遊覽展區的途中，來賓更可接觸UNICEF平日於危機
地方所使用的物資用品，了解 UNICEF的緊急救援工作。另外，大會特別準備了明信
片，讓來賓寫下想對UNICEF HK說的話，投遞到在場的郵筒裏。來賓的打氣留言，
給予UNICEF HK莫大的動力，繼續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兒童。

▲維多利亞（海峰園）幼兒園一班合唱團學生也到場支
持，獻唱動人樂曲祝賀周年紀念。

幕後英雄聚首一堂  共享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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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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航空公司 

「童你抗疫」衞生行動 
恒基兆業「抗疫基金」
勞士施羅孚先生夫人慈善基金    
黃焯書慈善基金    
亮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OK便利店    
恆安集團    
香港聯合利華    
Lalamove
(Easy Mobile Logistics Hong Kong Ltd.)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寶潔有限公司    
睿致科技（Raze Technology）  
  

　　繼2019年底夥拍PayMe開
通「一掃即捐」的快捷捐款模式
後，UNICEF HK於去年9月15日
響應#PayMeForGood24小時行
動，市民凡透過PayMe應用程式
向UNICEF HK捐出港幣50元或
以上，PayMe便會就每宗捐款配
對捐出港幣10元，為公眾捐款
增值，以支持本地緊急防疫項目
「童你抗疫」衞生行動。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球工作項目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Caffco International Ltd. 

印度新冠疫情緊急救援 

勞士施羅孚先生夫人慈善基金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Chellaram Foundation Ltd.     
香港瑰麗酒店    
JK Capital Management Ltd.
 

「希望之禮」籌款活動 

春華資本集團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南益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溥儀眼鏡有限公司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青年使者計劃2021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還童心導遊」 
中國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劉鑾雄慈善基金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    

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迪虎實業有限公司    
誠信行貿易有限公司    
Logitech Asia Pacific Ltd.    
友營堂    
偉易達集團    
震歐線衫廠有限公司    
Fenix Outdoor Asia Ltd.    
亮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Polar Electro H.K. Ltd.   

  

快閃捐款
開拓電子捐款
新潮流

「童」闖大自然 

光大環境公益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哥爾夫球會    
樹木拓展基金有限公司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2019

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華潤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樂高®香港有限公司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童創未來Little Makers科藝教育節」

 大福教育集團
 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

  重塑教育 

Infants Toddlers & Twos Ltd.

如捐款超過港幣100元並需要收據，請於交易時提供電郵地址。後補申請，恕不受理。
If you need a receipt for donation above HKD100, please input your email address in the transaction.
*適用於PayMe, 云閃付, 微信支付用戶 
*Apply to PayMe, UnionPay, WeChat Pay donor. 

支付寶HK用戶請於交易時提供電話號碼並發送交易截圖至 
donor@unicef.org.hk ，註明「捐款收據申請」。

For AlipayHK donor, please provide phone number in the 

donor@unicef.org.hk, indicating "Donation Receipt Application".

如捐款超過港幣100元並需要收據，請於交易時提供電郵地址。後補申請，恕不受理。
If you need a receipt for donation above HKD100, please input your email address in the transaction.
*適用於PayMe, 云閃付, 微信支付用戶 
*Apply to PayMe, UnionPay, WeChat Pay donor. 

支付寶HK用戶請於交易時提供電話號碼並發送交易截圖至 
donor@unicef.org.hk ，註明「捐款收據申請」。

For AlipayHK donor, please provide phone number in the 

donor@unicef.org.hk, indicating "Donation Receipt Application".

如捐款超過港幣100元並需要收據，請於交易時提供電郵地址。後補申請，恕不受理。
If you need a receipt for donation above HKD100, please input your email address in the transaction.
*適用於PayMe, 云閃付, 微信支付用戶 
*Apply to PayMe, UnionPay, WeChat Pay donor. 

支付寶HK用戶請於交易時提供電話號碼並發送交易截圖至 
donor@unicef.org.hk ，註明「捐款收據申請」。

For AlipayHK donor, please provide phone number in the 

donor@unicef.org.hk, indicating "Donation Receipt Application".

如捐款超過港幣100元並需要收據，請於交易時提供電郵地址。後補申請，恕不受理。
If you need a receipt for donation above HKD100, please input your email address in the transaction.
*適用於PayMe, 云閃付, 微信支付用戶 
*Apply to PayMe, UnionPay, WeChat Pay donor. 

支付寶HK用戶請於交易時提供電話號碼並發送交易截圖至 
donor@unicef.org.hk ，註明「捐款收據申請」。

For AlipayHK donor, please provide phone number in the 

donor@unicef.org.hk, indicating "Donation Receipt Application".

如捐款超過港幣100元並需要收據，請於交易時提供電郵地址。後補申請，恕不受理。
If you need a receipt for donation above HKD100, please input your email address in the transaction.
*適用於PayMe, 云閃付, 微信支付用戶 
*Apply to PayMe, UnionPay, WeChat Pay d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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