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EF Club
校園籌款活動指引
1. 簡介
UNICEF HK 感謝你們的支持，及為舉辦籌款活動所作出的努力，我們希望你們能在籌辦過程中有所得着。
我們鼓勵 UNICEF Club 於校內舉辦籌款活動，為 UNICEF 的各樣項目及緊急救援項目（例如饑荒及自然災害等）
籌款。以下文件簡單介紹於籌辦活動中的注意事項，以及一些籌款小點子。
如就本章指引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club@unicef.org.hk。

2. 活動清單


開始籌辦活動



撰寫活動計劃書
籌款目的？




你會如何籌款？
有否擬定主題？



你的活動預算？



獲得批准
 先取得校方批准，亦應符合學校對籌款活動的規定
 籌款活動目的及機制須與 UNICEF Club 及 UNICEF HK 的願景是一致。所有籌款活動須先經
UNICEF HK 審批，在獲得批准後才能進行宣傳及舉辦活動。
 預算計劃必須於舉辦活動前一個月完成及提交。



舉辦活動
 當 UNICEF HK 確定活動符合指引，你才可以進行籌備工作。


誰可以協助你進行活動－你需要多少義工？



宣傳活動
 向你的所有朋友（及他們的家人）及老師發送活動訊息





財政


可考慮於校報、校園電視台及校園電台等宣傳你的活動
運用社交媒體發放訊息，讓更多人知道有關活動

記錄每項活動支出，並在活動報告中反映




保留所有單據正本
所有資源均來自捐款，UNICEF Club 需謹慎計劃活動的成本和開支



活動開支不應超過活動總捐款的 25%



例如：活動開支是港幣$250，活動預期捐款須至少達到$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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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
 向嘉賓及老師發出感謝信


完成活動報告



遞交活動報告給 UNICEF HK 教育主任

3. 籌款指引


籌款活動應…
 安排恰當
 安全
 訊息清晰簡潔



生活必需品槪覧
發生緊急災難時，UNICEF 會不扣除行政開支，將 100%的捐款用在救援工作上，盡一分一毫拯救及改變
兒童生命。所籌得善款將會為嚴重營養不良的兒童購買生活必需品，你可向師生舉例說明：

相片

價格

詳情

HK$3.1

可購買 1 包預先包裝的高營養花生醬，孩子可直接食用。每日食用 3
包，便可維持生命。

HK$4

可購買１支鉛筆和１本練習簿，為孩子提供基本學習文具。

HK$6.2

可購買 1 包高能量餅乾，讓孩子得到溫飽。

HK$51

可購買 1 張絨毛毯，讓孩子得到溫暖。

HK$142

可購買 1 張 20 平方米的防水布，為受災家庭提供簡單的庇護和棲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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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購買 1 套急救裝備，內含必需藥品和急救設備，可供災民治療受輕

HK$254

傷。

家庭衞生套裝含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能為 1 個 5 人家庭提供約一個月

HK$334

的緊急援助，讓兒童及家庭保持個人衞生，保障他們的健康及尊嚴。

可購買 10,000 粒淨水丸，每粒淨水丸能把 4 至 5 升的污水過濾成乾

HK$365

淨的飲用水，讓災民能安全地飲用。

HK$1,646





可購買 1 套教育百寶盒，為 80 名兒童在緊急時期提供教育援助。

註：上述資料僅作參考之用，生活必需品之最新價格可瀏覽：
https://donate.unicef.org.hk/inspiredgifts/index.jsp。
善款用途將根據前綫援的實際需要，最終由 UNICEF 決定和分配。

捐款方法

捐款方法
借用捐款箱



可填寫「UNICEF HK 捐款箱申請表格」向本會申請捐款箱，於指
定日期內到 UNICEF HK 辦公室借取及歸還。

網上捐款



使用信用卡透過 http://www.unicef.org.hk/donate 捐款

收集善款後，直接將善款存入下列其中一個銀行戶口
戶口持有人：Hong Kong Committee for UNICEF

匯豐銀行：567-354014-001

中國銀行：012-875-0-021868-3

永隆銀行：020-601-003-7634-8

東亞銀行：015-260-81-01210-0

請把抬頭寫上「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的支票（支票背面請
支票捐款
註明學校名稱），並連同已填妥之捐款表格郵寄至聯合國兒童基金
香港委員會

地址：香港英皇道 75-83 號聯合出版大廈 7 樓 孫林先生收
UNICEF HK 不接受任何實物捐助。

直接銀行存款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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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捐款方法
 UNICEF Club 所籌得的善款（透過捐款箱或支票），均須直接交予 UNICEF HK，不得從善款中扣
除任何開支。
 如透過銀行直接存款，請保留存款收據並將副本連同學校名稱及聯絡人資料透過電郵或郵寄交予
UNICEF HK。
 有關 UNICEF Club 的籌款活動開支，UNICEF HK 將會以實報實銷的方式把活動開支退還予
UNICEF Club，詳情請參閱「校園活動財務管理」。
 UNICEF HK 將會盡快處理 UNICEF Club 的善款，並於 30 天內發出感謝信予 UNICEF Club。
所有資源和善款將由 UNICEF 分配於不同的緊急救援工作和發展計劃，致力促進每一名兒童的權
利和福祉。



常見問題

同學問

：

善款將會如何使用？

您可回答

：

請您放心，UNICEF 每一個地區辦事處，都會定期接受內部和外部審計，而有
關審計報告是公開的。UNICEF 亦有系統監測辦事處的收支情況，並跟蹤監督
物資運送，確保災民得到真正的幫助。

同學問

：

我如何能監察善款的使用情況？

您可回答

：

請您放心，UNICEF 會定期發表救災報告，讓大家知道兒童的最新情況及善款
的運用，並上載至網頁。以 2008 年的中國四川汶川地震為例，UNICEF 先後
發表了 3 個月、半年、1 周年、2 周年、3 周年報告。

同學問

：

為何我要捐款予 UNICEF？

您可回答

：

1)

UNICEF 的工作遍及全球：過去 70 多年，UNICEF 一直孜孜不倦為兒童
的生存和發展而努力，在全球超過 190 個國家及地區設有辦事處，讓我
們能走到最前綫協助有需要的兒童和婦女。

2)

人道救援網絡及機制：我們累積多年的工作經驗，並已建立好完善及有
效率的全球人道救援工作的網絡、機制及系統，隨時為救援做好準備，
更承諾於災後 72 小時內將物資從哥本哈根的供應部送到災區。

3)

專業、並最了解兒童需要：透過專業的前綫人員及團隊，展開健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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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教育、食水及衞生等方面的緊急工作，亦特別關注身處災情最嚴峻
地區兒童的物質及情感需要。在災難中，兒童往往是最脆弱的，有了您
們的支持，我們希望能盡早於災區設立「兒童友好家園」（見註解），
協助受災兒童在受保護環境下舒緩心理陰影及壓力。

註解：「兒童友好家園」為受災兒童提供「社區為本」之服務，由心理學
家、社工等專業團隊主理及營運，服務包括為受災兒童及家庭提供心靈重
建、遊戲治療、藝術治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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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園籌款活動參考
1. 樂隊比拼
樂隊比拼是傳統校內籌款活動中，最能引起校內音樂人、歌迷及所有師生關注的一項。
日期及時間：
事件∕議題：
所需物資：
對象：
內容：

午膳∕校內活動或開放日∕放學後時段
任何時題
學校應具備大部份你們所需要的音響器材，而參賽者亦應自備樂器。
全校師生
收取入場費（或捐款），可加入有趣環節，例如：有特色的投票活
動、節扣買賣或具創意的特色零食等。

2. 相片故事展覽
舉辦校內相片故事展覽，可選擇以南蘇丹食物短缺為主題。
日期及時間：
事件∕議題：
所需物資：
對象：
內容：

彈性
任何議題
請搜尋及選取使用 UNICEF 的相片：
https://weshare.unicef.org/C.aspx?VP3=CMS3&VF=Home
全校師生
下載 UNICEF 相片後，製作展板及提供相片的故事內容，讓師生了解
相片背後的故事。

3. 「捐午膳」 籌款活動
舉辦校內籌款活動，希望同學捐出一頓午膳的金錢體會飢餓，亦可為嚴重營養不良的兒童提供緊急援助。
日期及時間：
事件∕議題：
所需物資：
對象：
內容：

午膳
任何議題
自行預備可上鎖的捐款箱或向 UNICEF HK 申請借用。
全校師生
向師生籌募一頓午膳的金額，讓他們體會嚴重營養不良的兒童如何飽
受身心折磨，並讓他們了解善款為兒童帶來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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