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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為兒童，關注早期發展
2018 年即將完結，是時候讓我們看看各地兒
童的狀況。這一年對孩子來說並不易過，天
災和衝突威脅着全球數以萬計的小生命，着
實令人痛心，我們必須立即伸出援手。衝突
持續發生，全球正受大規模的人道危機蹂躪。
而羅興亞難民問題、老撾水災和印尼蘇拉威
西省地震及海嘯等亦令情況加劇，這些危機
均為兒童帶來十分迫切和嚴重的影響。

作為母親，我非常珍惜每一個與兒子相處的
時刻。在他年幼時，為了給他最好的生命開

端，我堅持餵哺母乳。無論工作有多忙碌，都無法取代我們相處的
寶貴時光。這些窩心時刻不止是我珍而重之的回憶，更是我生命中
的原動力，照亮我生命的每一刻。看着他慢慢成長，每次聽他說我
愛你，都會有如一股暖流滋潤心窩。可惜與此同時，全球有很多兒
童依然得不到他們應得的愛和關懷，這使我十分難過。他們除了缺
少與父母和照顧者的相處時間外，連基本的權利都遭到忽視，甚至
剝奪。

多年來，UNICEF 一直與不同的伙伴緊密合作以提升兒童健康和全
面發展。過去一年，我很高興看到 UNICEF HK 與政府部門、商業
機構、家長及學校等不同機構的合作，致力推動兒童早期發展，讓
每一名兒童都有最好的開始。作為家長，我們知道若兒童在安全、
具啟發性的環境成長，並得到關愛及培育，他們便可健康成長，全
面發展。

UNICEF 在 190 個國家及地區以一切可行方式協助兒童生存、發展
及盡展潛能，工作貫穿兒童的成長期。不論是成長於較落後地區或
如香港般富裕的城市，營養 (EAT)、遊戲 (PLAY)、關愛 (LOVE) 均
是兒童早期發展的三大基本亦最為重要的元素。有你們的支持，我
們將繼續守護全球每一名兒童的福祉。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主席

陳晴，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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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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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婷詩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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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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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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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高美雲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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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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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 28 日，印尼蘇拉威西省發生強烈
地震和海嘯，黎克特制 7.4 級地震引發當地
海 嘯， 最 少 2,100 人 因 而 失 去 性 命， 超 過
71,000 人流離失所。另外，逾 2,700 間學校
受到破壞，導致近 270,000 學生失學。

Lisa 與她的家人住在臨時搭建的帳篷  

幫助 

受災兒童
印尼地震

在災難發生後，UNICEF 迅速行動並與當地政府合作展開人道救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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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保護人員在中
蘇拉威西帕盧省的臨時帳篷前，向兩
名當地兒童展示卡通人物，提供適切
心理輔導。

幫助兒童與其家人團聚
災後約有 5,000 名兒童與家人失散。UNICEF 為失散

兒童提供支援，追蹤其家人下落。

提供潔淨食水
清潔的食水和衞生環境是防止疾病傳播的基本條件。
UNICEF 及合作伙伴與當地政府緊密合作，互相協調

和即時回應災區的需要。

安慰受災兒童
地震及海嘯發生後，UNICEF 立即運送 200 個符合
UNICEF 標準的帳篷學校、200 個「教育百寶盒」和
50 個「幼兒發展百寶盒」到災區。而 UNICEF 亦是首
個接觸到蘇拉威西省中部的災民，並向他們提供基本

的緊急救援物資的聯合國組織。

餵哺最幼小和最脆弱的兒童
我們與印尼衞生部攜手，餵哺嬰幼兒、支援母乳餵哺

媽媽及持續評估生還者的需要。

© UNICEF/UN0245811/Wilander

在今個新年，為家人和朋友送上特別的禮物！您可透過 UNICEF
禮物布施，以他們的名義，為因逃離戰火而流徒的兒童添置冬季
衣服套裝、毛毯等保暖物資，分享佳節的喜悅！

https://www.unicef.org.hk/winterization/?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qrcode&utm_campaign=aut18


《香港守則》
成效未如理想
UNICEF HK 發表的一項調查報告發現，嬰
幼兒配方奶公司仍持續向哺乳媽媽發出有
關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市場推廣資訊及優
惠，反映《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
兒食品相關守則》（《香港守則》）的實
際成效未如理想。

於今年七月中旬，共有 511 個育有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的
母親接受訪問或填寫網上問卷。 逾九成受訪者在過去三
個月，曾透過不同平台經常或間中接觸到嬰幼兒奶粉廣告

和推廣活動。當中 42% 受訪者表示，上述宣傳的對象為 0
至 6 歲初生嬰兒；而 67% 受訪者則接觸到針對 6 至 36 個月

嬰幼兒的宣傳，顯示《守則》所涵蓋的規定並未有效執行。

©UNICEF H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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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亦揭露違反《守則》的市場推廣手法，例如
索取個人資料以推廣配方奶產品。89% 受訪者表
示，嬰幼兒配方奶公司曾利用其個人資料接觸他
們，當中更有四成人曾被動地接收配方奶餵養資
訊。另外，41% 受訪者曾在上述公司舉辦的活動
收到嬰幼兒配方奶推廣資訊，超過六成受訪者更
曾收取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的產品試用裝。

除了 UNICEF HK 發表的本地調查報告之外，
UNICEF 亦於全球推出三項新資源，以加強推行、
監管並落實《國際守則》，包括網上入門課程，
闡述執行《國際守則》之必要，更有用以持續監
察和作出周期評估的 NetCode 工具，及探討各
國就《國際守則》法定地位的最新報告。

衞生署於 2018 年 7 月 26 日與愛嬰醫院香港協
會、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和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合辦「國際母乳哺育周 2018」慶祝
活動。立即掃瞄 QR code，支持哺乳媽媽！

國際母乳哺育周 2018

《國際守則》的重點：

• 不得推廣母乳代替品、奶瓶和奶嘴

• 不得向母親送贈免費試用品

• 不得在醫護中心推廣產品

• 嬰幼兒配方奶公司職員不得接觸母親

• 不得向醫護人員送贈禮物或試用品。醫護人員亦不可向母親轉發試用品。

• 使用合適語言標籤，同時不得印有鼓勵選擇嬰幼兒配方奶的任何字眼或圖片，如嬰兒的圖片。

• 所有有關嬰幼兒配方奶的資訊必須清楚解釋母乳餵哺的好處，並警告選擇嬰幼兒配方奶帶來

• 的風險和代價。

• 即使政府未有推行，生產商及代理商應自行遵守《國際守則》（以及所有於世界衞生大會達成的決議）。

©UNICEF H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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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yyestobreastfeeding.hk/individual/?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qrcode&utm_campaign=bfhi_blog


攜手解決
兒童營養不良問題

均衡營養是兒童生存、健康成長及發展的基本元素，不
但可以讓兒童茁壯成長和有效學習，更可以幫助他們發
展抗逆和面對挫折的能力。營養失衡則會奪去兒童的未
來，使年幼的性命安危不定。

對現時全球數百萬名營養失衡的兒童而言，現實非常殘
酷。每年約有 300 萬名兒童死於營養不良，慢性營養
不良亦令數百萬名兒童發育遲緩，阻礙他們生理和認知
的發育，造成無可挽回的影響。

• 在七個次區域中，最少有五分之四的五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
• 全球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五歲以下發育遲緩兒童及逾四分之一

的急性營養不良兒童居於非洲。
• 非洲是全球唯一一個區域發育遲緩兒童的數字仍在上升；
• 全球數百萬的兒童因急性營養不良而命懸一線。

根據 UNICEF、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共同研究指出，兒童營養
失衡依然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最新的研究結果包括：

您的支持將協助 UNICEF 發展營養項目，特別是針對投放資
源於生命之始，為兒童及他們的家庭和社區帶來顯着的改變。

您的即時協助十分重要！支持 UNICEF 為兒童提供基本食物、
治療和安全食水。

為中非共和國及其鄰近國家的兒童緩解飢餓問題：

300萬

兒童發育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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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五分之四

https://www.unicef.org.hk/children-in-crises/?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qrcode&utm_campaign=cic18


今年暑假，青年使者有幸前往菲律賓馬尼拉
及中國內地四川省考察，親身了解及考察 
UNICEF 的前線工作。他們走訪多個項目實
施點，並目賭 UNICEF 的工作如何在各方面
改善兒童的生活。

一眾青年使者到訪馬尼拉參與有關氣候轉變
及減低災害風險的講座，認識 UNICEF 在當
地支援基礎教育、兒童健康與疫苗接種的服
務，以及青少年健康與預防愛滋病的工作等。
另外，亦在四川省涼山州了解 UNICEF 在
當地的前線工作，包括婦幼保健工作和兒童
福利項目。過程中，青年使者積極向項目專
家、衞生人員、當地兒童及婦女交流，討論
兒童的發展需要和夢想。透過真實確切的接
觸，青年使者內化所見所學，並立志繼續與
UNICEF 並肩為兒童的福祉和權利努力。

©UNICEF H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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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地 考 察 各 地 兒 童 狀 況
青 年 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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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短片     
展示青少年如
何拼命去追求

最佳一分鐘
短片大獎

《所謂，堅持》劉佩伶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蛻 變》潘慧雯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特別表揚

《零音》洪頤寧 I 福建中學

《不忘初心》胡嘉玲 I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真．相》張楚怡 I 保祿六世書院

《餐單》何欣饒 I 聖保羅男女中學

《「手」望者》李明懿 I 恩主教書院

《擁抱這分鐘》陳穎謙 I 張祝珊英文中學

初中組 高中組

UNICEF HK「聆聽．一分鐘」2018 短片
比賽於 10 月 13 日舉行頒獎典禮，合共 8
名本地中學生獲獎。透過參與暑期短片日
營，以及公開參賽兩個途徑，參賽同學均
以一分鐘短片強而有力地呼應比賽主題
「拼命去追求」，用創意短片向公眾訴
說成長的故事，展示自己的價值和理
想。今年，更有 3 份短片作品獲提名，
遠赴荷蘭阿姆斯特丹競逐國際「青
少年一分鐘短片大賽」及成功奪
取一項國際獎項。

網上重溫
得獎短片：

獎
項
及
得
獎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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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av.unicef.org.hk/?utm_source=everychild&utm_medium=qrcode&utm_campaign=mav


國泰航空行政總裁何杲先生（右二）與顧客董事羅世民先生（左二）將
2017 年「零錢布施」善款支票交予 UNICEF HK 主席陳晴女士（中）。

國泰航空「零錢布施」機上籌款計劃
每一名兒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包括
身處偏遠貧困山區的一群孩子。在有限
的經濟環境及童婚問題下，他們大多未
有機會接受教育或被迫輟學。24 名國泰
航空員工分別在今年六月和九月，跟隨
UNICEF HK 到中國和尼泊爾的村落作
親善探訪。他們在短短的行程裏獲益良
多，進一步認識 UNICEF 在幼兒發展、
非正式教育及兒童保護方面推行的項
目，並了解「零錢布施」計劃如何為當
地兒童的生命帶來改變。

由國泰航空及 UNICEF HK 合作的「零
錢布施」在 2017 年共籌得港幣 1,170
萬元。「零錢布施」於 1991 成立以來，
已成功把機上乘客的零錢捐款轉化為緊
急救援物資及服務，改善全球弱勢兒童
的生活。

©Cathay Pacific Air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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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 HK
「以愛點亮慈善之光」
慈善藝術展 

UNICEF HK 舉辦首個慈善藝術展，展出了兩位
中國當代藝術家別樹一格的作品，他們以獨特的
創作風格為貢獻非凡的名人繪製肖像，筆下的人
物有著名藝術家、影星、政治人物和傳教士。這
些傑出人士以行動延續愛心，將慈善精神遺愛人
間，這份無私的精神與 UNICEF 為每一名兒童創
造美好將來的願景不謀而合。我們希望通過展出
他們的畫像、公益善行和經典語錄，喚起大眾對
弱勢兒童的無私關愛。

我們衷心感謝支持伙伴大華銀行及創作伙伴 Art 
Futures Group，令是次展覽得以成功舉行。



同路跑出不同意義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
於 11 月 25 日舉辦的第 13 屆「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慈善跑」圓滿結束。UNICEF 慈善跑獲近
13,500 名跑手報名參加，籌得港幣 1, 200 萬
元善款，為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及家庭開展
防治愛滋病病毒母嬰傳播工作。

UNICEF 慈善跑是全港最大型的道路賽慈善
跑，設有半馬拉松、10 公里賽、5 公里賽、3
公里賽等多項賽事，其中半馬拉松及 10 公里
賽道均獲國際馬拉松及道路賽協會及香港業餘
田徑總會認可。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UNICEF HK 榮譽顧問唐英年先生、近 40 名
工商界領袖及 UNICEF HK 大使黃金寶先生，
響應「為兒童 • 跑」的號召，齊齊為跑手打
氣，並呼籲各界繼續支持 UNICEF 全球抗愛
滋運動。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2018 全賴以下企業
的支持，包括首席贊助：中國信達 ( 香港 ) 控
股有限公司；鑽石贊助：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
公司及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金贊助：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場地贊助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以及一眾支
持機構。此外，今年的大會指定運動服裝愛廸
達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活動紀念 T 恤及為參加跑
手提供訓練工作坊。

期待您明年的參與，與我們一起
「為兒童 •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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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瞄 QR code 完成簡單讀
者意見問卷，可獲精美禮
品包一份！

©UNICEF HK/2018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擔任慈善跑頒獎
典禮的主禮嘉賓，她在致辭中提到，本屆特區政府的社
會政策都是將愛護兒童放在首位，無論在衞生健康、醫
療、福利、教育，都非常重視兒童，並表示 : 「據我所
知這個慈善跑只有『半馬』，希望日後可以做『全馬』。
如果有甚麼我可以幫忙的話，請儘管提出。」

九十歲的黃伯伯是 UNICEF 慈善跑
最大年齡跑手，去年更成功完成半
馬賽事！

超過 2, 000 位兒童和家庭成員參
與 3 公里親子賽，共享親子時光。

©UNICEF HK/2018 ©UNICEF HK/2018

半馬拉松企業接力賽的參加者展現出非凡的團隊精神。

https://www.unicef.org.hk/en/every-child-issue-44-readers-survey/?utm_source=newsletter_en&utm_medium=qrcode&utm_campaign=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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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衷心感謝信和集團慷慨捐助今期《Every Child》。

保護兒童的企業原則：
促進孟加拉成衣供應
鍊維護兒童權利
VF Corporation

母乳餵哺友善場所
永旺百貨
香港機場管理局
淘大商場
荃新天地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黃金海岸商場
合和廣場
康怡廣場
置地廣塲
Mikiki
旺角新世紀廣場
奧海城
悅來坊
Popwalk
實惠家居
屯門市廣場

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
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
孩之寶東遠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Lamcc Limited
宏利人壽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菲利普莫里斯亞洲集團有限公司
筆克 ( 香港 ) 有限公司 
Pizza Express Hong Kong
荷里活廣場有限公司
優越專業醫療中心
信和集團

南華早報出版有限公司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時代廣場有限公司
富國銀行
科進顧問 ( 亞洲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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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中的兒童籌款活動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印尼地震及海嘯緊急救援
Sunshine Forever Limited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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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杜絕小兒麻痺症運動
Sunshine Forever Limited 

中非共和國人道救援
國際啟詩音樂有限公司

亞洲學童計劃
順豐速運 ( 香港 ) 有限公司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2018
中國信達 ( 香港 ) 控股有限公司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
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愛廸達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
歷峯亞太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滙豐保險 
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
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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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工表 –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晴報
T&J Design Ltd.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港鐵公司 
美心集團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及
城巴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嘉里物流
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醫療輔助隊
可持續大嶼辦事處
Run-Pic
香港航空青年團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Innovation Lab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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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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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以愛點亮慈善之光」慈善藝術展
大華銀行
Art Futures Group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球項目
春華資本集團
Sunshine Forever Limited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
年使者計劃 2018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 田中秀夫先生
荃新天地二期

聚沙成金籌款活動
謝瑞麟珠寶 ( 香港 ) 有限公司

鳴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