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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  
多點家庭友善



主席的話

同的活動和宣傳策略，為本港的「雙職媽媽」
爭取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育兒環境。打響頭炮的
是推出進階版「Say Yes to Breastfeeding」推
廣母乳餵哺的運動，此舉可望大大擴闊支持母
乳餵哺的企業、辦公室與公眾場所版圖，為更
多新手「雙職媽媽」帶來正能量，奠定良好早
期兒童發展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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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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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職場媽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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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 副主席：方文雄先生，BBS，JP 
司庫：梁永樂先生 秘書：蘇彰德律師，JP 
委員：區璟智女士，GBS，JP、鄭煥然先生、趙言湄女士、鄒盛章先生、 
朱國樑先生、李家誠先生，JP、梁平醫生、李鄺保瑜女士、
黃永光先生，JP、劉麗薇教授、沈施加美女士、黃紹基先生、
胡展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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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顧問：呂楊俊婷女士、唐英年先生，GBM，GBS，JP

總幹事：陳立業先生

兒子已 8 歲多了，新一學年他便是小三生了；
轉眼間我也當了 8 年「雙職媽媽」，一方面

要為養育孩子而努力，一方面就要為事業而打拚。
這令我更加理解和關注本港「雙職媽媽」的挑戰。

作為媽媽，從兒子嬰孩時的掃風打嗝，到蹣跚學
步、牙牙學語，每一個微小的奇妙時刻都不欲錯
過；作為職業女性，不但要為事業打拚，也要為
公司、為團隊付出，以獲取工作上的滿足感。但
生活在步伐急速的香港，「雙職媽媽」每天與時
間競賽，周旋於忙碌工作和育兒重任之間，壓力
可真不少。

過去數月，我先後在「博鰲亞洲論壇」及「APEC 
女性領導力論壇 2019」兩個國際場合爭取發言，
宣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倡議的「雙軌

政策」（Twin Policy）的重要性，是為了捍衞婦
女賦權及兒童權利，也是為了喚起國際社會對「雙
職媽媽」的關注。事實上，女性在社會上的角色
日漸受到重視，而在職媽媽在工作與生活上能否
取得平衡，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福祉有着直接的
影響。據此，女性經濟賦權與維護兒童早期發展，
應雙軌發展，互為配合。

育兒不應只是父母的責任，理應整個社會共同承
擔。要社會進步，釋放女性經濟能力，同時維護
兒童的福祉，各國政府、企業和民眾須攜手為「雙
職媽媽」建設「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

在香港，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啟動「家庭友善政策」
（Family-friendly policy）推廣運動，陸續推出不

風災中的生命奇蹟，發生在非洲東南部的莫桑比
克，阿美尼亞一家三口劫後餘生。可惜她的國家在
今年 3、4 月內，兩遭強烈風暴吹襲，復元路遙。
當地仍有 1.1 百萬兒童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中

逾 33 萬學童因校舍被毀，需要緊急教育支援。
事隔數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仍然
在災區進行人道救援工作，保護兒童及預防致命
疾病。

「在毫無預警之下，家裏開始被水淹浸，我帶着
兩歲兒子避難逃生，走投無路，只好爬上附近的
芒果樹。不久之後，腹大便便的我開始感到陣痛，
我就這樣在樹上誕下女兒莎華。四野無人，我們
一家三口在樹上被困兩日，最終鄰居發現我們，
才能脫困。」──阿美尼亞

•阿美尼亞在風暴肆虐期間爬樹避難，最後在樹上誕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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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霍亂，確保食水衞生，以及為民眾接種疫苗 ; 
• 重建供水系統 ;
• 照顧與家人失散及失學的兒童 ;
• 保護兒童免受暴力傷害 ; 及
• 協助各社區處理出生人口登記及補發身份證明文件，保障眾多像莎華一樣在風災

中誕生的嬰兒，避免他們成為無證人士，淪為人口販賣或童婚的目標對象。 

5大UNICEF重點救援工作：

風災過後，UNICEF 迅速行動並與當地政府合作展開
人道救援項目，截至 5 月 5 日，行動成果如下：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亞

南非

津巴布韋

馬拉維

一 按 捐 款

拯 救 災 難 中 的 兒 童

人道救援，刻不
容緩，立刻捐款
支持 UNICEF 的
前綫工作，向災
難中的兒童伸出
援手。

六周內兩遭風暴吹襲
莫桑比克淪澤國
孕婦爬樹頂分娩 •霍亂可透過污水傳播，為阻止疫情擴散，

風災後重建供水及衞生設備是 UNICEF 的
首要任務。

•洪水破壞力驚人，除了教課書和筆記被
浸濕，莫桑比克逾 3,500 課室被毀，33
萬學童受影響。

•UNICEF 兒童保護人員親赴災區，派發
運動物資，讓小孩重拾遊戲的樂趣，撫慰
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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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災區貝拉，UNICEF 在災後即時開始
重建當地供水系統，僅一星期後已見成
效，當地現時 90% 的供水能力經已恢復

設立臨時學習區，提供教學物資 ; 同時設立幼
童專區，讓 3 至 5 歲的小童享受遊戲的樂趣，
以及接受社交心理支援。至今有大約 3,000 名
兒童受惠

為 1.1 百萬人接種預防霍亂口服
疫苗

協助訓練 1,400 人，落區宣傳保持
個人衞生及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並
向民眾闢謠

向逾 10,000 戶家庭派發淨水產
品，包括食水淨化水樽等物資

https://www.unicef.org.hk/donate/?udpid=43850&udt=one_time_donation&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webbutton&utm_campaign=eaa19
https://www.unicef.org.hk/donate/?udpid=43850&udt=one_time_donation&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webbutton&utm_campaign=eaa19
https://www.unicef.org.hk/donate/?udpid=43850&udt=one_time_donation&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webbutton&utm_campaign=eaa19
https://www.unicef.org.hk/donate/?udpid=43850&udt=one_time_donation&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webbutton&utm_campaign=eaa19


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兒童的大腦潛能發展並非與生俱

來， 生 命 中 的 首 1,000 日 至
為關鍵。這段時期大腦每秒能建立
多達 100 萬個神經元連接（neural 
connections），發展之高速可一不
可再，對兒童的認知、語言、社交

等未來發展有着決定性的影響。給
兒童最好的開始，父母需從 Eat、
Play、Love （營養、遊戲、關愛）
三方面着手──以母乳餵哺孩子，
給他們充分的遊戲，並以關愛陪伴
他們成長。

在香港這國際都市，在職父母比比
皆是，育兒時間和精力似乎比奢侈
品 還 要 奢 侈。 育 兒 與 工 作 彼 此 拉
鋸，父母下班時已幾近「斷電」，
回家又如何能夠陪孩子「放電」？ 
UNICEF 指出，育兒應當是社會共同

承擔的責任，政府及各大企業作為
僱主，須攜手為僱員創造支援充足、
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與在職爸媽
一同分擔育兒重擔，促進兒童早期
發展。

UNICEF HK 於 2015 年推出的「Say Yes to Breastfeeding」運動，
至今已獲得逾 200 個辦公室或公共場所，加入支援母乳媽媽的行
列。不少參與機構都配備環境舒適的育嬰室，但商場育嬰室卻人龍
依舊，反映社區中的母乳育嬰支援仍然不足夠。據此，運動今年重
新出發，期望吸納零售、餐飲及酒店等更多不同界別和行業，齊齊
打開歡迎母乳餵哺的大門，以友善態度支持母乳媽媽！如欲獲取 
最新資訊，請留意本會 Facebook 專頁「UNICEF Hong Kong」。

 1 一項本地調查結果指出，「重返工作崗位」是受訪母親於產後三個月內終止母乳餵哺的一大主因。(Tarrant et al 
(2010). Breastfeeding and weaning practices among Hong Kong mothers: a prospective study.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10(1), 27.)

所謂「巾幗不讓鬚眉」，愈來愈多女性在職場上擔
當重要崗位，為不同的公司和企業打拚出亮麗的成
績，即使她們當上媽媽後，仍堅持產後重返職場。
只是對「雙職媽媽」而言，要同時兼顧工作與育兒兩
方面實在是一大挑戰。事實上，不少新手「雙職媽媽」
因而提早叫停母乳餵哺 1。
 
UNICEF 提出的「雙軌政策」（Twin Policy）理念，倡
議各國政府將婦女的經濟賦權及兒童早期發展，定作社
會政策的雙核心。UNICEF HK 主席陳晴女士早前，先後
出席了博鰲亞洲論壇及 APEC 女性領導力論壇，呼籲國
際社會響應「雙軌政策」，為「雙職媽媽」提供「家庭
友善」的辦公室政策及環境，從而釋放婦女勞動力，並
確保兒童早期發展得到保障，平衡工作和育兒的需要。

雙軌政策：婦女幼兒權利雙核心

UNICEF 兒童早期發展項目主任兼高級顧問 Pia 
Britto 博士於本年 3 月專程訪港，與中電、恒生銀
行及香港迪士尼樂園等一眾本港龍頭企業的領袖共
晉午餐。席間 Britto 博士闡述在職爸媽的工作條件
對兒童早期發展的影響，並與參加者討論商界在推
動家庭友善政策上所擔當的角色。

有嘉賓坦言，員工如能在工作和家庭間取得平衡，
有助企業提升員工士氣，從而可收吸引和挽留人才
之效；長遠更可提高僱員生產力，達致僱主、僱員
和社會三贏的局面。

殿堂級專家訪港 商界領袖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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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多個企業身居要職的陳立業先生（Lambert）於本年 4 月 1 日正
式出任 UNICEF HK 總幹事一職。他在商界的豐富閱歷，有助動員
商界力量及資源，與 UNICEF HK 攜手為兒童謀求更好的福祉，現時
Lambert 正積極鼓勵商界落實家庭友善政策。本年初，UNICEF 於全
球展開關於家庭友善政策的國際調查，超過 30 個國家及地區參與。
Lambert 坦言：「我們亦邀得超過 20 家本港企業參與調查，有關的
調查結果及 UNICEF 發表的全球性家庭友善工作間指引，將可為本港
企業帶來借鏡及參考作用。」

UNICEF HK 新總幹事 推動政策實踐

育兒全城有責

打造家庭友善工作間

10 項建議

提供足夠的
有薪產假及侍產假

支援父母選用價格相宜
及優質的託兒服務

支援母乳餵哺
提供授乳時段

鼓勵正向育兒技巧

容許彈性上班時間
幫助有需要的僱員

面對逆境

提倡合適工作條件 推動政府及行業轉變

保障女性
不受歧視

對外提倡
家庭友善措施

「Say Yes to Breastfeeding」重新出發

專題故事



好玩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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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Play）是兒童早期發展的三大要素之一。
真正童年，始於遊戲，但到底應該如何玩，

才是對小朋友最有益處呢？遊戲大致可分為︰較
多成人主導的結構性遊戲（Structured Play）和兒
童主導的自由遊戲（Free Play）。

如果小朋友砌積木時，需按成人的指示砌出指定
造型，或小朋友先要砌出一道橋，才可獲取更多
組件，孩子須遵循指令和玩法，便屬於結構性遊
戲。自由遊戲則是讓兒童主導及主動探索砌叠的
可能性，因而擁有即興、多變、靈活，以及無既

定學習目標的特色。成人只須提供組件、陪伴及
確保安全；或可順着兒童玩耍的節奏，成為其玩
伴。此外，年紀較大的兒童，更可透過自由遊戲
建立解難能力、社交及自我表達技巧。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近年
一直倡議，兒童每日應有至少 1 小時自由遊戲時
間。今年 1 月，UNICEF HK 便在赤柱舉行了一連
三日的「細路愛玩營」，奪目的藍色「幻想遊樂場」
首度在赤柱現身，讓小朋友與家長們親身體驗及
了解自由遊戲的樂趣。

•近 400 位家長及小朋友在首度啟航的「海上飄流教室」上，   •專家及工作坊導師即場示範及帶領簡單遊戲。

聯想比拼

「細路愛玩營」將在全港各區「落地
開花」，向本港家長宣揚兒童早期發
展的三大元素：#EatPlayLove（營養、
遊戲、關愛），並會將「幻想遊樂場」
帶到不同區域，盡享自由遊戲的樂趣。
請追蹤本會 Facebook 專頁「UNICEF 
Hong Kong」！

玩法一

扮動物玩法二

輪流模仿動物動作及叫聲，即使
是簡單的遊戲，也可有助口部肌
肉發展，啟發想像力。

©UNICEF HK/2019©UNICEF HK/2019

UNICEF HK 的教育資源網，現已新增了家
長專區，為家長提供各項促進兒童早期發
展的育兒資訊，例如專家教授「BB 話」秘
技、「好玩」小貼士及育兒是非題等，內
容豐富。

此外，教育資源網亦有提供不同的教材，
例如有關兒童權利、國際兒童議題及全球
目標概覽等，以供教師及學生作參考。

「升級版」教育資源網 新增家長專區

兒童是最好的遊戲專家，身處「幻想遊樂場」，
他們可自由選擇不同大小、不同形狀的巨型散件，
個人創作或共同建設屬於自己的玩意和遊樂空間。
這邊有小迷宮，那邊就有大城堡；時而組裝汽車，
時而搭建搖搖板，滿場都是小小建築師、發明家。

同場加映首個「海上飄流教室」啟航，在穿梭赤
柱與香港仔的渡輪上，時而平穩、時而顛簸的航

程中，專家無間斷與小朋友互動遊戲，並即場為
參加者父母示範多項隨時隨地都適合的親子遊戲
點子。

有家長表示︰「海上風景是流動教材，擴闊小朋
友的視野；另外，參與講座和幻想遊樂場的樂趣，
令我明白玩遊戲只是過程，家人花時間陪伴子女
才最重要。」

EAT
LOVE

PLAY

隨意說出一個詞語後，下一位緊
接說出相關的事物。例如從彩虹
聯想到天空，然後從天空想到白
雲、藍色等，有助於豐富和鞏固
小朋友詞彙。

親子遊 戲 隨 時玩

海 陸 兩 路 宣 揚 自 由 遊 戲
「細路愛玩營」樂在赤柱

了解自由遊戲及親子玩樂的技巧。

免費下載

育兒資訊

https://bit.ly/2VJ8noJ
https://bit.ly/2VJ8noJ
https://bit.ly/2VJ8noJ


零 錢 的 力 量
香港酒店業協會與 UNICEF HK 自 2011 年起合作推行
「童望 • 同望」酒店籌款計劃，鼓勵酒店住客捐出零錢
以支持 UNICEF 的兒童項目。37 間會員酒店曾參與此計
劃，籌得善款用作改善中國農村地區的母嬰健康服務，而
2018 年首三名籌得最多善款的酒店為︰

2017 年，韓國男團 BTS 防彈少年團 與 UNICEF 合作推行 
#LoveMyself 計劃，喚起更多人關注針對兒童及年青人的暴力
問題，並全力支持 UNICEF #ENDviolence 行動， 促使世界為
年輕一代造就更安全的環境。BTS 更在本年 3 月在香港舉辦四
場「Love Yourself 世界巡迴演唱會」，透過演出將訊息帶給支
持者，呼籲大家攜手保護兒童免受暴力傷害。

©UNICEF HK/2019

©UNICEF Korea

全球每 5 分鐘就有一名兒童死於暴力行為。

中國貧困地區孕婦   為慳車費棄產檢
中國僅逾五成孕婦聽從國家建

議， 接 受 至 少 五 次 產 前 檢
查，貧困山區的情況尤其嚴重，
農村山高路遙，交通困難，有婦
女僅僅為了省下數十塊錢車費，
或因忙於照顧牲畜，擔心「手停
口停」，甚或「產檢非傳統」的
思想，而拒絕到醫院接受產檢。

UNICEF 與中國商務部合作，自
2013 年起展開「中國貧困兒童資
助項目」，以現金津貼鼓勵孕婦
接受產檢、住院分娩、初生嬰疫
苗注射等生死攸關的母嬰健康服
務。項目在雲南、甘肅、四川等
省份當中 15 個貧困縣推出後，住
院分娩人次增約兩成，近九成半
產婦獲醫院服務支援。截至本年
初，已有達 25,802 對母嬰受惠。

香港小畫家出一分力 
守護母嬰健康

©UNICEF HK/2019

UNICEF HK 的「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
2019」獲超過 1,500 名 12 歲或以下小朋友
支持。一班創意無限的小畫家齊集添馬公
園附近，以「『童』創大世界」為題揮動
畫筆，為改善中國貧困地區母嬰健康服務
籌款，充分發揮「兒童幫助兒童」的精神，
UNICEF HK 大使梁詠琪亦現身支持，活動
合共籌得逾港
幣 155 萬元。

©UNICEF China

交通問題
四川媽媽吉多：「懷第一胎時，婆婆幫

我接生，我流了好多好多血，之後很長

時間都沒力氣。懷第二胎時，村醫要我

上鄉衞生院做檢產，去鄉裏要一個半小

時，不是每天都有車，往返還要 40 塊

錢，我沒有。」

©UNICEF China

經濟困難
甘肅婦女勒毛草：家在海拔 2,750 米高寒牧

區的勒毛草，被勸下山到醫院接受產檢和住

院分娩，雖然絕大多數的醫療費用都由政府

資助，但勒毛草不肯去，因為她每天都忙着

照顧家裏的犛牛和羊，擔心「手停口停」，

生計受影響。

©UNICEF China

文化風俗
雲南母親熊麗：「我想去醫院檢查，

但家裏老人家有意見，因為要花錢，

而且老人說，以前他們生孩子都從來

沒去過醫院。」

山區媽媽不接受產檢的原因

註 : 上述婦女再度懷孕時皆獲 UNICEF 項目補助，接受醫院服務及適切支援。

香港四季酒店第三位

太子酒店第二位

©UNICEF HK/2019

BTS 防彈少年團
第一位 馬哥孛羅香港酒店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中排右三）、UNICEF HK
主席陳晴女士 （中排右二）、副主席方文雄先生（後排右二）、大使梁詠琪女士（前
排中）、總幹事陳立業先生（後排右一）、首席贊助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執行
董事孫志強先生（後排左二）、創意贊助華潤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副理事長魏耀東先
生（中排中）及樂高 ® 香港有限公司區域市場主管岑皓祺先生（後排左五），走到
草地上為小畫家們打氣。

6 歲或以下組別：Chan Pan Chi 7 至 9 歲組別：Ho Lap Tak 10 至 12 歲組別：Leung Hoi Yiu

冠軍小畫家及作品一覽

支持UNICEF #ENDviolence行動

籌款活動



     

 「聆聽 ‧ 一分鐘」短片屢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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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友善場所
Baby Basic HK
形點

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澳美製藥廠有限公司
尚健醫療器材公司
南方東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格林國際幼兒園
新都會廣場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主動思維學院
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BTS LOVE MYSELF 
#ENDviolence 企劃（香港）
Big Hit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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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合作伙伴 — 全球最大課堂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福澤兒童」
燙金利是封慈善義賣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2019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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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柏嘉 ( 香港 ) 有限公司
親子王國
Baumhaus
FAB-A-MATTER Architecture & Design
富邦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警察工藝會
創意學堂
信和集團
晴報
WeWah 音樂家

Innovation Lab
港鐵公司

「聆聽．一分鐘」短片項目 2018
香港藝術中心 ifva
國際影片項目「青少年一分鐘短片」
Young Post, SCMP
he/art group
尼康香港有限公司
oneLegkick Production Limited 
攝影札記 Photoblog.hk

青年廣場
apm
時代廣場
將軍澳廣場
屯門市廣場
黃修平導演
麥曦茵導演

全球工作項目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Caffco International Limited

青年使者計劃 2019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聚沙成金籌款活動
謝瑞麟珠寶（香港）有限公司

鳴 謝

齊創造綠色慈善跑
UNICEF HK 慈善跑是本
會一年一度的籌款盛事，
在過去 13 年間漸漸發展
成全港最大規模的慈善公
路長跑賽事，共吸引超過
13 萬人次為兒童而跑，
籌款幫助全球最弱勢、最
有需要的兒童。

此外，大會亦致力減廢，以減少此大型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壓
力。去年活動一共回收了 210 公斤廢紙、165 公斤膠樽及 432
公斤蕉皮，並為跑手提供環保摺杯。

今年賽事日期暫定在 11 月 24 日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及
欣澳舉行，詳情請留意本會網頁：www.unicef.org.hk

UNICEF HK「聆聽．一分鐘」短片比賽鼓勵青少
年拍片發聲，用影像向大眾道出他們成長的心聲和
掙扎，當中兩位同學的優秀作品，近期分別於本港
及國際比賽奪得殊榮。

小導演曾在紓憑着其短片《開聲 ON》，入選第廿
四屆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的「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
媒體比賽」，打入青少年組最後十強，最終奪得特
別表揚獎。自認為是黑馬的在紓表示，首次自編

自導自演的作品能入圍已是奇蹟，獲獎更是喜出望
外，「這是一個里程碑，但其實自問未夠實力，日
後仍要加油」。

而另一位小導演張楚怡，早前更成功衝出國際，憑
着其作品《真．相》勇奪國際比賽「青少年一分鐘
短片大獎」（The One Minutes Jr. Awards），並
遠赴荷蘭出席頒獎禮。

©UNICEF HK/2019 ©UNICEF HK/2018

曾在紓同學 張楚怡同學

加入 UNICEF Club 成為青年領袖
「參加了 UNICEF Club，讓我深入了解兒童四
權（即生存權、受保護權、發展權和參與權），
以及世界各地的兒童問題，培養了同理心和領導
能 力。」 中 學 生 Carson 踏 出 了 成 為「Agent of 
Change」（改變推動者）的第一步，透過擔任

UNICEF Club 幹事會主席，策劃富創意的校園活
動及參與義工服務，化身深耕細作、捍衞兒童權
利的推動者。2018/19 學年間，UNICEF Club 的
大家庭一共有 67 間中學及兩間大學分別籌組幹事
會，向超過 15,000 名學生闡釋兒童權利的概念。

©UNICEF HK/2019

UNICEF Club 小資料

對象：中學生及大學生

活動時期：每年 10 月至翌年 8 月 

活動內容︰籌辦校園活動或參與義工服務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前

 

   ©UNICEF HK/2018

觀看更多
青年短片

您的意見推動我們進步

我們衷心感謝信和集團慷慨支持印製《Every Child》。

作品《開聲 ON》 作品《真．相》

您的寶貴意見讓我們
不斷進步。請完成簡
單讀者意見問卷，可
獲精美禮品包一份。

網上報名

快訊

http://bit.ly/2FfVIzU
http://bit.ly/2FfVIzU
http://bit.ly/2JzHy0q
http://bit.ly/2JzHy0q
http://bit.ly/2QhjOP5
http://bit.ly/2QhjOP5
http://bit.ly/2Wii1ie
http://bit.ly/2Wii1ie
http://bit.ly/2Wii1ie
http://bit.ly/2G1TfKj
http://bit.ly/2G1TfKj
http://bit.ly/2G1TfKj
http://bit.ly/2FfVIzU
http://bit.ly/2QhjOP5
http://bit.ly/2JzHy0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