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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冠肺炎（COVID-19）導致全球再多 1.5 億名兒童陷入貧困」、「若不迅速行動，每一分鐘，在
這地球上，我們將會失去至少四個五歲以下的兒童」⋯⋯自 COVID-19 大流行爆發以來，不時傳

來世界各地兒童飽受疫情侵擾的消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危急情況讓我們焦急、擔憂。

每當我閉上雙眼，想到數以百萬計原本經已生活在貧窮、戰亂、饑餓等困苦中的兒童，如今再飽受新冠
病毒的無情肆虐，雙重夾擊下，他們的生命如履薄冰，實在讓人揪心。然而，我們既為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UNICEF）、兒童的守護者，我們責無旁貸，必須保衛這「新冠世代」（COVID generation），為

他們重塑一個更公平、更強大的未來。

據此，在本年度的拯救行動計劃中，我們定出了兩大重中之重。

抗擊疫情，由遏止病毒擴散開始。UNICEF 擁有全球最大的單一疫苗買
家的獨特經驗，遂策動伙伴合作推出「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實施計劃」
（COVAX），進行堪稱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疫苗採購和供應活動。
我們將會於今年內，為全球 190 個已參與 COVAX 的國家，採購及運送 10
億枝針筒，並送上 20 億劑新冠疫苗，以為世界各地最弱勢的社群提供新冠
疫苗接種，保護最脆弱的兒童。此外，UNICEF 亦發起了有史以來最大金額、
達 64 億美元（近港幣 500 億元）的募捐呼籲，目標是在今年內於全球各地
實施各項人道救援計劃，救助 1.9 億名受疫情影響的兒童。

重塑「新冠世代」未來這任務縱然艱鉅，當中的挑戰亦是前所未見的，但
有您們在這困難時刻繼續信任和支持，我們將緊守崗位，全力迎戰。為了
表達我們對捐助者的謝意，去年底，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響應總部號召，特意舉行了「Thankathon 感謝活動」，致電捐助者親
口道謝。隔着話筒，我與多位機構委員和同事均深深體會到捐助者對我們的
期望和鼓勵，為我們的工作，注入了滿滿的力量。

2021 辛丑牛年，牛轉乾坤，轉機在望。我期待，新的一年，有您與我們攜手，
遠方同事將不時傳來報捷的號角聲——實現了一個又一個拯救「新冠世代」
未來的里程碑。我更期待，把這些振奮的消息，傳到您們的耳中。

為兒童，燃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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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聖誕前夕，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響應總部的全球活動，在
香港首次舉辦了 Thankathon 感謝活動，以答謝善長一直以來伴隨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UNICEF）堅守對兒童作出的承諾，特別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一年，眾多捐助者依然相信和支持
UNICEF 的工作。UNICEF HK 主席陳晴女士及一眾委員會成員鼎力支持和參與，親自致電捐助者道謝。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話筒一次又一次傳來捐助者的動人故事和勉勵說話，猶如為我們打了支強心針。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跟 80 多歲葉婆婆的通話，她每月都會親自到銀行捐款，至今已持續六年
之久，風雨不改。當我問到為何她有這種堅持時，葉婆婆表示已故的丈夫長期支持 UNICEF 
HK，丈夫過世後，她決心延續丈夫多年來的堅持，將善心傳遞下去。

── UNICEF HK 主席陳晴女士

與幾位捐助者傾談後，我發現他們都十分關心世界各地
弱勢兒童的境況，令我非常感觸。其中一位捐助者更敦
促我們，如今疫情肆虐全球，在發展中國家的兒童所面
臨的威脅比我們的還要大，希望 UNICEF 可以開展更多
項目，幫助這些弱勢兒童渡過難關。

── UNICEF HK 委員會成員吳君棟先生

一分一毫，聚沙成塔。我們希望透過 Thankathon 表達最
真誠的謝意。透過今次活動，我們希望讓捐助者了解善款
如何被好好運用，以幫助世界上有需要的兒童。

── UNICEF HK 籌募委員會主席李鄺保瑜女士

 UNICEF HK Thankathon

https://youtu.be/AbesG0xaIBw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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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
Thankathon
活動現場

https://youtu.be/AbesG0xaIBw
https://youtu.be/AbesG0xaI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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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天災人禍，兒童生命猶如草芥。

經 歷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一整年的煎熬，學校關閉、網上教室、限聚令等抗疫措施，均對兒童
的成長及身心發展構成沉重影響。疫情更導致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率飆升，防疫注射、醫療等

關鍵服務中斷，威脅着無數兒童的生命，情況岌岌可危。

疫下的嚴峻威脅
1.  全球約 30 億人缺乏基本的洗手設施。超過四成的學校無法提供備有水

和肥皂的洗手設施，受影響的兒童高達 8.18 億

2.  全球 13 億學齡兒童無法在家中連接互聯網，學校停課改為網上學習，
變相剝奪了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

3.  全球 68 個國家，合共約 8,000 萬名一歲以下兒童因醫療服務停擺，無
法接種與性命攸關的疫苗，被置於疾病和死亡的威脅之中

4.  疫情對日常生活造成限制，大量疫情訊息的轟炸，再加上無法掌握前景，
均使兒童產生負面情緒，甚至惡化成心理問題

為了擴大戰綫，全速挽救「新冠世代」，UNICEF 遂於去年底發起有史以
來最大金額的募捐呼籲，目標籌集 64 億美元（即港幣近 500 億元），以
拯救和幫助全球 1.9 億名受疫情影響的兒童，合共 3 億人。相關人道救援
行動主要包括：

倡全球教師優先接種新冠疫苗
抗擊疫情，由遏止病毒擴散開始。 整個募捐呼籲當中的 4.1 億美元（即港幣近 31.8 億元），
將用以為各國提供新冠疫苗、治療和診斷工具，支持由 UNICEF 牽頭推動的「2019 冠狀病
毒病疫苗實施計劃」（ COVAX ）。目標是在本年底前，為所有參與了計劃的國家及地區採
購和運送 10 億枝針筒，及提供 20 億劑新冠疫苗。單是新冠疫苗運輸量，預料每月將高達
850 噸。UNICEF 更倡議，繼前綫醫護及高危人群後，各國亦應優先為教師接種疫苗，為他
們恢復面授課程提供最大保障，讓校園得以早日重開。

UNICEF 計劃在全球
拯救和幫助 3 億人

1,590 萬名
殘障人士

1,490 萬名
成年女性 / 女童

930 萬名
女童

704 萬名
殘障兒童

其中包括
1.9 億名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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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毀滅性的病毒與戰亂、武裝衝突和天災同時出現，多重夾擊下，兒童
的生命猶如草介般脆弱。

黎巴嫩大爆炸
2020 年 8 月，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生大爆炸，造成逾 200 人死亡、6,500
人受傷以及 10 萬名兒童流離失所。災難發生前，當地經濟早已陷入崩潰，
新冠疫情的出現，幾近拖垮整個醫療系統，災難令當地本已嚴峻的危機進一
步加劇，使國情雪上加霜。UNICEF HK 響應了總部的緊急救援呼籲，拯救
當地受影響的兒童及家庭。

敘利亞
2021 年 3 月將標誌着敘利亞衝突持續了整整 10 年，新冠疫情肆虐使當地的
糧食短缺和營養不良問題進一步惡化，也嚴重干擾了當地的教育系統。

也門
自 2015 年衝突升級以來，該國已儼如兒童生存的地獄。新冠疫情蔓延，當
地還能運作的衞生設施剩半，當中絕大部分缺乏供醫護人員使用的基本防護
裝備如口罩、手套等。

剛果民主共和國
2020 年上半年，隨著伊圖利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暴力事件的加劇，嚴
重侵害兒童的行為急增16%。在受衝突影響的省份，性別暴力問題相當普遍。

衝突、戰亂、天災等，皆無法預測。UNICEF 正在努力減緩疫情及人道危機
對全球兒童的影響。2021 年，UNICEF 將加強裝備，應對全球各地不可預測
的人道救援需要，幫助衝突地區或受災難影響的兒童渡過最艱難的時刻。

1. 食水、個人及環境衞生：為 4,500 萬人提供乾淨食水

2. 教育：讓 9,300 萬名兒童獲得教育，包括早期學習

3. 疫苗：為 2,740 萬名兒童接種麻疹疫苗 

4. 保護： 向 1,920 萬名兒童及其照顧者提供精神及心理健康支援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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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運送
10 億枝針筒

派送
20億劑疫苗

支持我們迎戰 2021 危機
為兒童建立更公平、更強大的世界立即捐款 支持 UNICEF 保護全球兒童

我們的應急準備和救援行動有賴您的持續支持 立即捐款

https://donation.unicef.org.hk/zh-hk?programme_id=67
https://donation.unicef.org.hk/zh-hk?programme_id=2


齊心抗疫

本 地方面，UNICEF HK 繼 2020 年上半年啟動「童你抗疫」衞生行動後，絲毫沒有半點鬆懈，連月
來持續推出了不同的活動和資源，與青年、兒童以及相關持份者齊心抗疫。

看動畫輕鬆抗疫 
UNICEF HK 與防災系列兒童繪本 COPE 合力推
出《2019 冠狀病毒病》繪本。該繪本原為英文撰
寫，在凱瑟克基金支持下，由 UNICEF HK 重新
整理成中文版及動畫版，更加貼合本地兒童的需
求。動畫版並邀得嘉芙姐姐以聲音演繹故事，以
更立體的形式為兒童重溫防疫知識，閱覽不同地
區兒童的抗疫日記。

讓師生一起學習情緒調節  
面對種種新常態，學生和老師都可能承受不同程度的壓力，需要
喘一口氣。UNICEF HK 特別為學生準備了保持身心健康的小貼
士，亦為老師準備了有助調節學生情緒的手冊。預期疫情在新的
一年，仍然會影響着我們的日常一段時間，請即下載 / 收藏小貼
士及手冊，以備無患！

禮物布施　拯救生命  
疫情讓我們帶來更多反思：例如怎樣照顧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每天、每分鐘都有不幸的
兒童因可預防的原因而喪命，以「禮物布施」為待救的兒童送
出一份禮物，挽救他們脆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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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PE 小隊的四名「防災減災大使」帶領下，
繪本從兒童視角出發，生動地解釋 2019 冠狀病毒
病的成因；同時透過新穎的日記形式，讓小朋友了
解世界各地兒童的「疫下生活」，從而培養孩子的
同理心。

動畫亦不忘為兒童送上「疫境小貼士」，例如與人
保持約「十個足球長度」的安全距離、透過互聯網
與親朋好友一同讀故事等，提醒兒童仍要注意衞
生，以及為長期留家增添生活趣味，從而有效緩解
兒童的心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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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觀看
《2019 冠狀病毒病》繪本

 免費下載

立即觀看
《2019 冠狀病毒病》動畫

https://donation.unicef.org.hk/inspiredgifts/index.php?route=common/home
https://edu.unicef.org.hk/zh-HK/how-to-take-care-yourself-during-covid-19-for-youth
https://edu.unicef.org.hk/zh-HK/how-to-take-care-yourself-during-covid-19-for-youth
https://edu.unicef.org.hk/zh-HK/cope-covid-19-storybook-for-children
https://youtu.be/Fcsc-0eyVTg


2020 年 11 月，維多利亞教育機構與 UNICEF HK 展開為期一
年的合作計劃，透過旗下的幼稚園以「珍惜水源」為切入點，
除了合辦籌款和主題活動、派發教育資源，還讓小孩子接觸

UNICEF 在全球支援工作中使用的
淨 水 丸， 親 睹
其淨化污水的功
能，從而明白乾
淨水源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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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危，也是機。疫情為全球兒童的健康成長和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疫情卻可帶來團結各方同心抗
疫，為兒童築建更強更大的保護網的重要契機。UNICEF 特此向以下機構致謝，我們需要更多合作

伙伴同行，才可有更大的力量在保護兒童的路上走得更快、更遠。

日本尊貴護膚品牌 Clé de Peau Beauté 是 UNICEF 在推動女
童賦權和教育工作方面的首個全球合作企業夥伴，合力推出
名為「UNLOCK The POWER of GIRLS」的全球慈善計劃。
品牌透過將選定的護膚產品重新包裝成限量版，以宣揚女童
賦權的重要訊息，同時捐出部份產品收益，以支持 UNICEF
在相關方面的工作。去年 8 月，此項慈善計劃亦有在港推行，
讓本地公眾亦有機會透過參與此計劃，為全球女童爭取教育、
賦權和就業能力出一分力。此外，品牌亦承諾捐款 870 萬美
元（約港幣 6,700 萬）支持 UNICEF 的性別平等項目，成為
該項目有史以來全球最高的單宗企業捐款。

重塑產品包裝 宣揚女童賦權

普及衞生意識　從教育開始

國泰航空和 UNICEF HK 早前公佈，2019 年度「零錢布施」
機上籌款計劃共籌得港幣 677 萬元，透過此項計劃，累積的
每一分每一毫，都持續為困境中的兒童帶來希望。

國泰航空亦積極支持 UNICEF HK 舉辦之「童你抗疫」衞生行
動，眾多國泰航空的員工都加入了 UNICEF HK 的義工團隊，
幫助本地有需要的家庭提高衞生意識。

聚沙成塔落區抗疫

商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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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響應 #PayMeForGoo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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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閃捐款  開拓電子捐款新潮流

©UNICEF H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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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訊

根據一項由 UNICEF HK 支持及由香港融樂會進行的
意見調查顯示，由於擔心子女中文水平未能應付主流
小學以中文教授的學科，過半數的受訪少數族裔家長
沒有信心將子女送入主流學校。此外，32% 的受訪
家長未獲提供中英文的幼稚園入學申請文件，同時有
10% 受訪家長表示校方只安排全中文的面試，使少數
族裔學童未能獲得公平的入學機會。為改善這種情況，
UNICEF HK 支持了 39 場家長會，及 50 場針對教師
及社區服務中心工作人員的培訓及分享會，以改善前
線服務人員對少數族裔兒童及家長所提供的支援。

兒童是玩樂專家，遊樂空間的設計怎可以缺
少兒童的意見 ? UNICEF HK 與智樂兒童遊樂
協會合辦為期兩年的「小小遊樂場規劃師」
計劃，讓兒童親自參與社區遊樂空間的設計。
透過有系統的培訓工作坊、遊樂場實地考察、
模型製作和與設計師對話後，由觀塘基督教
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的學生們親自規劃並
構思的「夢想滑梯」，終於於校內成功建成，
小朋友的想法獲真正實踐！

每年的 11 月 20 日是「世界兒童日」，這天所有兒童都是主角，並
獲得祝福。去年，年僅 9 歲的香港小女孩 Brontie，卻充滿創意和善
心，與哥哥及弟弟合力設計了不同款式的「兒童日賀卡」和活動貼
紙，讓家長不僅可以藉賀卡為兒童送上祝福，還可以與子女共同計
劃親子活動，共度美好時光。「兒童日賀卡」所獲得的收益已全數
捐贈予 UNICEF HK，支持我們促進兒童福祉的工作。

少數族裔兒童的公平教育機會

學生創意「夢想滑梯」登陸校園

09

「兒童日賀卡」彰顯「兒童助兒童」精神

母乳餵哺友善場所
香港灣仔薈賢居

如心南灣海景酒店

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中港城

帝國中心        

藍灣廣場

尖沙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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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le Suisse

上海么鳳有限公司

PayMeForGood 活動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Innovation Lab
信和集團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全力支持 -  
聯合國兒童基金「珍惜水源」關愛慈善活動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球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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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E 2019 冠狀病毒病》繪本故事
凱瑟克基金 

積極開展全新生活 -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培育兒童及家庭（東亞及太平洋地區）
保誠亞洲公益基金

©UNICEF H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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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 訂閱 UNICEF HK通訊 NLA21_OTH_AM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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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中國兒童健康基金」每月捐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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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先生 / Ms 小姐 / Mrs 女士）

信用卡捐款可傳真至 (852) 2834 099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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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347547/UNI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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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