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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插畫作者 Garima（16 歲）， 
來自印度

「 我們正經歷艱難的時刻， 
但別怕，所有的努力 
都不會白費的。」

請按此瀏覽
更多畫作

https://bit.ly/2ZwcNPF


立即捐款

按此瀏覽及讚好 UNICEF HK
的 Facebook 專頁，緊貼全球
各地兒童的最新情況。

主席的話

疫 境，把全球民眾的尋常生活返轉了──昔日
小孩子在遊樂場隨心玩樂、自由遊戲的時間，

現在因衞生顧慮而大打折扣；從前雙職父母日常穿
梭於辦公室和家庭之間，隨着「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的安排，住所除了是家，同樣是工作
間，兩個生活重心忽然合二為一，考驗父母一心多
用的能耐；而捉襟見肘的基層家庭，生活更見艱難。

早前，我隨着「童你抗疫」衞生行動的義工團隊，
到訪深水埗的劏房家庭，其中有一個住戶，全屋只
有一張小摺枱，是一家人的飯桌，也是兩個小孩的
書桌，居所周遭的環境衞生亦令人憂慮，連日常食
物的選擇也相當單一，一瓶腐乳，就是每日餐桌的
「主角」。在這樣的情況下，每月多付幾百元買口
罩，實在是生活的重擔。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沒甚麼比鮮活的生命更重要。
照顧好自己和身邊人，大家健健康康，才是生活所
有一切的根源。戴口罩、勤洗手，我們做足衞生措
施，遠離病毒；但是，口罩之下，兒童心情怎麼了？
我聆聽了他們的心聲︰擔心跟不上復課後的學習進
度、整天在家滑手機實在無聊……過去一年，我們
從未間斷、多角度了解兒童心理健康與抗壓能力，
下半年將陸續推出相關的針對性工作，幫助兒童對
抗逆境。

疫境是灰暗的，但人性的光輝把前路照亮。在本港，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在艱難
時刻，除了謹守全球的籌募工作，亦能兼開本地項
目──「童你抗疫」衞生行動派發逾 135 萬件抗疫
物資，全賴商界的善心贊助，用實質行動支持本港

家庭。另外，倘若沒有迎難而上的義工團隊鼎力
支援，亦難以在短短 3 個月內，惠及近 1 萬名
兒童及家長。

縱觀全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一直
致力在災難之中守護兒童福祉，面對疫情的威
脅，人道救援工作難度大增，請您繼續關注並
支持我們打好「疫境波」，逆轉每一名弱勢兒
童的命運。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主席

 
陳晴，太平紳士

省思當下  守護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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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蘇彰德律師，JP  司庫：梁永樂先生   
委員：陳鳳英女士、鄭煥然先生、趙言湄女士、鄒盛章先生、 
朱國樑先生、藍章翔醫生，JP、李家誠先生，JP、李鄺保瑜女士、 
黃永光先生，JP、吳君棟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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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璟智女士，GBS，J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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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抗疫之戰，除了性命攸關之外，疫情所衍生的社會狀況彷如
一把把利刃，在不同的範疇威脅着兒童的福祉。
衞生方面，疫情令全球常規的疫苗接種服務中斷，包括 27 個國家停止麻疹疫苗
接種項目，38 個國家暫停小兒麻痺症疫苗接種項目等，在低收入國家中，至少有
2,400 萬人因而未能獲得各類疫苗服務。本來可以預防的疾病，如傷寒、黃熱病、
霍亂、輪狀病毒、HPV、甲型腦膜炎和風疹等，現時卻對兒童健康構成威脅。
至於災難地區，兒童情況更是雪上加霜。例如經歷數十年動盪的阿富汗，戰事帶
來毀滅性的破壞，惡果卻由兒童承受──過去 10 年，當地約 60 萬 5 歲以下的兒
童嚴重營養不良，加上衞生及醫療系統薄弱，應對重大疾病和疫情的能力有限。
可是，截至 5 月底，當地已有逾萬宗確診個案，兒童的處境面臨多重打擊。
要及時、全面地守護兒童，我們必須在混亂的時局梳理出清晰的目標，因此，
UNICEF 訂下了應對疫情的六大行動綱領。

UNICEF 在各地正派發緊急救援用
品，包括淨水丸、衞生套裝等，即
時回應兒童對食水、環境及個人衞
生的需要，另外，各項營養服務仍
迎難而上，持續進行，努力減緩疫
情對全球兒童的影響。我們的應急
準備和救援行動依賴您的持續支
持。長期及穩定的捐款確保能為所
有有需要兒童提供性命攸關的緊
急用品，建設供水和衞生設施，以
及使兒童無分性別，皆獲得教育和
保護。

在沒有硝煙的戰爭中 您的支持
讓UNICEF迎難而上

拯救兒童

02

© UNICEF/UNI325981

© UNICEF/ UNI328634© UNICEF/2020/Matas

© UNICEF/UNI329168

01

•�營養師的工作沒有停步，在疫情��下繼續進行家訪，為兒童提供
適切的營養治療。

•�專業人士透過流動圖書單車，向鄉村孩子提供UNICEF
的衞生訊息，並教他們洗手。

確保兒童健康和安全

讓兒童持續學習

保護兒童免受暴力傷害、剝削或虐待

為弱勢兒童提供水，保障環境及個人衞生

支援家庭的育兒需要

保護難民、流徙兒童，
以及在衝突地帶的受影響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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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行動綱領

印尼 阿富汗

https://bit.ly/38TqP1W
https://bit.ly/30z4zrX


全 球 同 步
並肩抗疫

封面故事

UNICEF 在拉丁美洲出版了
一本小冊子，支援家長在疫
情 下 教 育 子 女 的 需 要。 小
冊子以簡單易明的剪貼、繪
畫、填色等趣味遊戲形式，
告訴年幼的小朋友如何理解
疫情，並指導他們怎樣保持
身心健康，包括如何向家人
尋求幫助，讓他們少一些擔
憂和恐懼。

疫情的限制措施，有機會置兒童人身安
全於險地。例如，伊波拉疫情在非洲肆
虐期間，學校停課，導致童工問題、性
暴力事件及未成年懷孕數字增加，在
塞拉利昂，少女懷孕的數字在 2014 年
至 2016 年間倍增。倘若不幸事件發生
在兒童身上，學校關閉也讓老師無從知
曉，亦可能因社區封鎖而難以被揭發。
有見於此，UNICEF 與合作夥伴一起發
布指引，幫助政府和兒童機構應對可能
出現的虐待與暴力問題。

讓兒童遠離虐待

香港
敘利亞

巴基斯坦

拉丁美洲：
用孩子的語言解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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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

烏克蘭

也門

5 年的戰亂令也門醫院遭受破壞，全國僅
半數的醫療設施仍然運作，加上疫情，無
疑使得本就薄弱的醫療系統不堪一擊，兒
童的健康難獲保障。為了保護衝突地帶
的兒童及拯救生命，UNICEF 向也門運送
18,000 盒 試 劑、N95 口 罩 及 防 護 面 罩 各
33,000 個，以及 18,000 套防護服。這些
醫療物資為 400 名前綫醫護人員提供近 3
個月支援。

也門：
深入戰亂之地運送物資 UNICEF 與巴基斯坦政府合作，將

一個小兒麻痺症疫苗資訊熱綫，變
身成疫情求助熱綫，為當地人提供
關於疫情的正確資訊和醫療建議，
為家庭提供保障健康的訊息。自疫
情爆發後，致電諮詢的人次飆升至
每日 7 萬個，而接聽電話的職員
都接受過衞生部門的全面培訓，每
天運用專業知識耐心解答民眾的疑
問。

巴基斯坦：
求助熱綫極速變陣

© UNICEF Pakistan/2020/Sharmin

東帝汶

U NICEF 的抗疫工作遍及全球，截至 6 月
初，我們已空運近 200 萬個 N95 口罩、

逾 610 萬個外科口罩、960 萬隻手套等重要物
資；並向 26 億人傳播預防感染病毒的資訊。
無論是運送醫療物資、發佈防疫資訊還是教育
支援，UNICEF 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與人
們一起站在抗疫最前綫，落實六大行動綱領。

© UNICEF/UNI322663/Souleiman

水是基本的生活需要，疫情期間，用清水和肥
皂洗手更是防疫第一綫，但在戰亂之地，水資
源卻淪為政治籌碼，讓兒童和家庭因為缺水而
陷入窘境。自 2019 年底，敘利亞東北部的食
水供應不時中斷，46 萬人受影響。UNICEF 與
合作夥伴一直為居民和流離失所的家庭運送一
車車乾淨的水，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敘利亞：
確保乾淨食水的供應

「學習護照」（Learning Passport）是
由 UNICEF、微軟公司和劍橋大學合作
開發的學習平台，原本旨在透過數碼化
遙距學習平台為流離失所的兒童及難民
兒童提供教育。面對疫情，一直處於開
發階段的「學習護照」，現已作為先導
計劃啟動，率先在科索沃、東帝汶和烏
克蘭推出，讓兒童和青少年停課不停學。

© UNICEF/UNI320751/Soares

「學習護照」支援遙距課程

按此
瀏覽

https://uni.cf/3dQ7Jus


「童你抗疫」衞生行動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寶潔有限公司
•香港聯合利華

香港
童你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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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 HK 特意感謝以下贊助商（排名不分先後）
為我們的抗疫團隊增添了大量清潔及衞生用品，透過
「抗疫物資袋」送到最需要的基層家庭手中：

•亮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恆安集團

UNICEF HK 運用贊助所得的資源，搜集
逾 135 萬件抗疫物資，包括口罩、搓手
液、洗衣粉、濕紙巾、沐浴露等，然後
由義工包裝「抗疫物資袋」，派發予「童
你抗疫」衞生行動的受惠家庭。

義工團隊透過家訪為劏房家庭
送上「抗疫物資袋」，並派發
「防疫攻略」教育資源，傳播
正確的資訊及釋除謬誤。

「童你抗疫」獲本地高科技公司 Raze Technology
贊助光觸媒噴劑，並與專業團隊合作，為劏房戶
的家居噴灑消毒自潔塗層。

深入劏房家庭

• 專業團隊在劏房戶家居噴灑消毒自潔塗
層，保障基層家庭的居住環境衞生。

• UNICEF HK 主席陳晴女士（中）
與大使郭晶晶女士（右）親身探訪
劏房家庭，了解基層在疫情之下的
生活情況。

• UNICEF HK 總幹事陳立業先生（右）感謝 Raze Technology 
聯合創辦人及首席執行官方添明先生（左）贊助光觸媒噴劑。

5 月4 月3 月

家訪基層父母及兒童 上門噴灑消毒塗層

UNICEF HK 獲 李 家 誠 先 生
透過恒基兆業「抗疫基金」
捐 款 購 買 100 萬 個 兒 童 口
罩，其中 50 萬個口罩贈予
「童你抗疫」受惠家庭；4
月 下 旬，UNICEF HK 擴 大
對全港家庭的支援，為復課
做準備，餘下的 50 萬個兒
童口罩，公開予全港家庭登
記免費抽籤領取。

UNICEF HK 與 OK 便
利 店 合 作， 在 38 間
分店設口罩領取點，
讓中籤人士可以簡便
地透過兌換碼，更彈
性地領取免費口罩。

分發口罩
予受惠家庭

分發口罩完成採購

完成採購100萬個
兒童口罩

搜集及包裝抗疫物資

1
派出抗疫物資總數︰

萬35 1
加入「童你抗疫」

NGO 及地區組織︰

間65
參與及受惠市民人數︰

2 萬5

李
璧
琦
女
士

洪
永
城
先
生

李
佳
芯
女
士

林
芯
菱

王
希
頴

黃
成
彬

梁
心
怡

吳
立
熙

汪
明
荃

正式展開

• UNICEF HK 感謝李家誠先生的捐
獻，並代表受惠兒童致以由衷謝意。

汪明荃博士及八和會館新晉演員

落區義工 星級陣容© UNICEF HK/2020

© UNICEF HK/2020

© UNICEF HK/2020

© UNICEF HK/2020 © UNICEF H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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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你抗疫」

花絮去片

https://bit.ly/2Bfnf65


童你抗疫

0807

小朋友未必完全理解病毒的威脅，離開了充滿歡笑
的課室，又不能和朋友出去玩，悶悶不樂，在所難
免。如果父母察覺到孩子有情緒，不妨鼓勵他們創
作「情緒日記」，畫下自己在鏡子或照片裏的表情，
或是獨特的表情符號，再引導他們以填充或造句等
方式，用文字釋放情緒。

除了疏導情緒，保持心情開朗之外，生理健康與衞
生習慣同樣重要。小朋友或許會疑惑，「為甚麼爸
媽一天到晚都要我洗手？」「戴口罩一點也不舒
適」……要釋除疑慮，大人可以透過遊戲、講故事、
角色扮演等形式耐心解答，切忌說「大人嘅嘢你照
做」敷衍了事。

UNICEF HK 設計了《防疫你要知》教育單張及《如
何回應孩子情緒》小冊子，前者可摺出圖文並茂的
「迷你書」，用趣味遊
戲幫助孩子學習衞生常
識，寓教於樂；後者則
提供保持健康情緒的妙
法。掃描 QR code 瀏
覽 UNICEF HK 教育資
源網，即可下載實用
資訊。

口罩遮蓋了表情，但請別隱藏心情。UNICEF 
HK 在社交平台發起「口罩下的心情」分享行
動，邀請大使、城中名人及 KOL，透過「心
情卡」率先分享在家的心情，並鼓勵兒童和家
長響應分享行動：透過有意義的抒發和分享，
守護兒童在疫境中的心理健康——即使帶上口
罩，兒童埋藏在口罩下的心情也應「被看見」。

疫情之下，今年的「青年使者計劃」除了把訓練工作坊改
以網上進行外，由一眾青年使者籌備的 GenAction 項目「童
一屋簷下」也透過社交媒體推出。青年使者 Mandy 表示，
其中一個活動「誠積表」令她感受甚深，「誠積表」活動
鼓勵青少年「誠」實地表達自己累「積」下來的心事，向
父母講出心聲；家長可透過「誠積表」了解青少年最真摯
的心底話，是改善雙方溝通、促進親子關係的第一步。

口罩下的心情

青年使者網上推出「誠積表」
拉近親子關係

身心防疫

兩者不可或缺

•�UNICEF�HK 大使李慧詩女士、郭晶晶女士及黃金寶先生，
於社交網高舉「心情卡」，透過圖像展示自己的「口罩下的
心情」，藉此守護兒童的微笑和情緒健康。

防疫小冊子
摺出迷你書

不論是前綫服務還是後勤支援，「童你抗疫」的工作全
賴一群善心的義工無私奉獻，即使經歷過首兩波疫

情，仍無阻接近 300 人次的義工扶持基層家庭的熱誠，完成
2,400 小時的義務工作。到底他們背後的推動力是甚麼？

原來致電受惠家庭的工作並不刻板，有一次，一名住戶激動地罵︰「你係咪玩嘢呀？」原來是
因為一些誤會，令她專程去拿口罩卻空手而回。我沒感到難受，只是怕把話說錯了，刺激了來
電者，或影響了團隊的形象。無論如何艱辛，只要我們做好本份，為他人踏出一小步，顧及他
們的感受，對他人也可以是很大的幫助。������������������������������������������������������──大專生 Duncan

一位母親告訴我，她的小朋友有自閉
症，而丈夫患上鼻咽癌，太多的不幸發

生在她的身上，實在不知如何回應才恰當。
但她後來的說話令我印象深刻︰再艱難也不
會放棄，這不是上天拒絕幫助我們，而是上
天相信我們能做得更好。

──大學生 Terrence

我的孩子把小口罩藏好，因為現在不只爸
媽有口罩，他自己終於有專屬的口罩了。

我與義工團隊經歷了許多難忘時刻，例如不停城市
定向，尋找受惠家庭的住所，穿梭於唐樓樓梯之間，

有一次更要長途拔涉，坐船入長洲後再搭街渡。但能為
基層家庭出一分力，再艱辛也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噴塗師傅 Lucas

看到受惠的媽媽就在我面前湧出眼淚，當下讓
我感到不知所措，從前做義工都是為人送上歡

樂，但今次卻令人落淚。其後我在想，以前的義工經
歷，帶給人的快樂是短暫的，但今次為基層送上口罩，
是切實地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資深義工 Olivia

最深刻的印象是，有些劏房廚廁合一，
一些踎廁甚至沒有廁板，存在極高的衞

生風險。與之相比，自己的居住環境十分不
錯，令我更懂得知足，有能力的時候，定必
盡力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噴塗師傅阿泰

身為UNICEF�HK 的義務學校講者，我們會到本港中、小學進行各個主題講
座，推動兒童權利教育。但受到疫情的影響，講座變成網上進行，首次錄製
網上講座，十分緊張，錄了幾次才成功，希望同學們以輕鬆的心情在家中觀
看，日後盡快在校園見到大家。── UNICEF HK 義務學校講者 Toby 及 YC

我是一名單親媽媽，除了囡囡外，無親無故。「童
你抗疫」這個活動讓我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

2,400小時的推動力

前綫團隊��不畏艱辛

後勤支援��最強後盾

受惠家庭��表達感激

按此瀏覽並讚
好 UNICEF HK 

GenAction Facebook
專頁，回顧青年使者更
多精彩活動，追蹤青年
項目的最新消息。

 免費下載

https://bit.ly/UNICEF_roof
https://bit.ly/2Qze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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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下一代的環境
節約用紙 支持電子版

您的意見
是我們的推動力

自然資源有限，為了下一代的福祉，保護環
境，從節省資源做起。請按左邊圖案後填寫
表格，訂閱電子版《Every�Child》。

您的意見及需要，讓我們精益求精。請按
右邊圖案，然後完成簡單的讀者意見問
卷，可獲精美禮品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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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友善場所
九龍酒店

九龍酒店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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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款箱支持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

滙橋資本集團 ( 香港 ) 有限公司

美珍香 ( 香港 ) 有限公司

時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中華書局

皇朝會

Estee Lauder Asia Pacific Limited 

Estee Lauder (H.K.) Ltd.

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

澳門假日酒店

國際金融公司

過橋麵檔

Lady M Hong Kong Limited

源澧有限公司

Lelume Shop

Little Tai Hang Hotel Management Limited

露露檸檬

麥格理銀行

邁拿鐘表國際有限公司

Y 旅舍 (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

One3rd Concept Company Limited (N Violet)

原味家作

三星證券 ( 亞洲 ) 有限公司

標準普爾

譚仔三哥米線

譚仔雲南米線 

雅潔洗衣有限公司

永年士多

英揚教育中心

「童你抗疫」衞生行動
亮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OK 便利店

恆安集團

Lalamove  (Easy Mobile Logistics Hong Kong Limited)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家誠先生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寶潔有限公司

睿致科技 (Raze Technology Limited)

勞士施羅孚先生夫人慈善基金

UDomain

香港聯合利華

黃焯書慈善基金

Innovation Lab
港鐵公司

2019 新型冠狀病毒全球響應
瑞士信貸集團

Smartkarma Innovations Pte Limited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球工作項目
Caffco International Limited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青年使者計劃 2020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我們衷心感謝信和集團慷慨支持印製《Every Child》

Hong Kong Committee for UNI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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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籌募快訊

最 近，「亞洲萬里通」和 The Club 在網站進行籌款，全力支援 UNICEF 的全球抗疫工作。另外，
Smartkarma 和瑞士信貸集團亦踴躍捐輸，支持新型冠狀病毒緊急支援基金。聚沙成塔，歡迎大家

慷慨解囊，把善心化成行動，支援 UNICEF 阻截病毒傳播的前綫工作，所得善款將為兒童提供遙距教育
及心理健康支援，並為學校，健康中心及兒童服務中心等地方提供急切的衞生和洗手用品，保護兒童、
孕婦及更多的家庭，免受病毒侵害。

遺愛人間，延續希望。遺產捐贈意味着即使生命走到終結時，但仍能延續對被忽略兒童的支持。透
過我們的全球網絡，這一份傳承可為孩子們帶來充足疫苗，讓他們接受優質教育，改善生活。特別
在一些突如其來的情況，如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下，保障孩子們的健康成長。
以遺囑或保單捐贈予UNICEF，讓我們有充足的資源，為全球弱勢兒童提供適切所需。
遺產捐贈有兩種方式：

商善一心  眾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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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遺囑或保單中命名 UNICEF HK 為捐贈受惠機構，為孩子構建美好將來。

C1 M82 Y91 K0

K100

PRIMARY: Group / TC bilingual / Horizontal:

Sino (150119) Without Grids

Group brand mark
(CMYK)

SECONDARY: Group / English / Horizontal: SECONDARY: Group / Bilingual shortform / Horizontal:

SECONDARY: Group / SC Chinese / Horizontal:

PRIMARY: Group / SC bilingual / Horizontal:

SECONDARY: Group / TC Chinese / Horizontal:

請電郵至�legacy@unicef.org.hk�或致電�2836�2975聯絡李先生，
免費索取傳承愛遺產捐贈小冊子及相關詳情。

1. 遺囑捐贈
遺囑是人生其中一份最重要私人文件，以表達遺產將被如何運用的意願。
不論是選擇訂立遺囑或於修改現有遺囑之內容，您都可尋求律師協助，將
UNICEF HK 列入為遺囑受益人。
2. 保單捐贈
您可以命名 UNICEF HK 為全部或部份保額投保的受益人。

送上未來的禮物
您也可守護下一代

支持
電子版 您的意見 

了解更多

請按此

http://bit.ly/Eversion_CHI
https://bit.ly/3cZdBRE
https://www.unicef.org.hk/legacy-giving-programme/?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online&utm_campaign=legacy


捐款 / 訂閱 UNICEF HK通訊 NLA20-OTH-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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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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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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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參加「兒童之友」每月捐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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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救援基金

單次捐款

信用卡

銀行戶口自動轉賬（只適用於每月捐款）：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 / 本票（只適用於單次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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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頭：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捐款人資料（* 為必須填寫）

捐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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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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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Express      ○VISA      ○Maste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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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間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日）_________（月）_________（年）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 小姐 / 女士

有效日期：______/______ (月 / 年)

持卡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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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 100 元或以上捐款可申請免稅

（先生�/�小姐�/�女士）

信用卡捐款可傳真至 (852)�2834�0996

2018 年，超過 90%淨捐款額用作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全球發展及人道救援工作，以及本地倡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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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ICEF/UN0148747/Volpe

簽署�X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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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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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郵寄下列捐款表格至本會， 
您亦可按此於網上捐款。 
感謝您對 UNICEF 的信任和支持。

https://www.unicef.org.hk/donate/?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online&utm_campaign=do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