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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基金会
同心协力
帮助受爱滋病影响的儿童
下期

告

2010 年曆慈善訂購
這本桌面日曆是採用智行資助的愛滋病者遺孤所繪的圖畫設計而成。
歡迎機構支持，並請於八月十五日前訂購。
訂購詳程請登入 www.chfaidsorphans.com或電郵 info@chihengfoundation.com。

展藝抒情˙共聚杭州

智行將於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日，在杭州舉辦首屆遊學籌款活動“展藝抒情
˙共聚杭州” 。來自香港的學生與智行資助的國內孩子將共同透過藝術活動，
互相交流學習。

智行夏令營2009
智行2009夏令營分別在北京（7月7日至13日）、上海（7月22日至28日）和廣州（
8月18至24日）舉行。所有的夏令營營員均為智行資助的學生，在夏令營中他們不
僅會參觀名校、名企、遊覽名勝，還會有專業的美術老師教大家畫畫。期間，参
加者包括名校大學生與其他志願者，與營員們一起度過一段美好而難忘的時光。

初、高中生學費及獎學金發放活動
5 月 29 日上午九時，智行主席杜聰
專程趕到河南，為某中學 60 名初中生
頒發獎學金。是次活動讓學生們有機會
直接向杜聰及智行訴說他們發自內心之
感謝。期間，杜聰對受助學生表達了殷
切期望。同時，當地慈善總會也對智行
多年來為學生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
下午，智行為百多名高三學生發放

學費及生活費，並為十八名高一、高二
優材生頒發獎學金。同時每位同學亦獲
贈學習工具書與名人傳記等書籍。同學
們表示不會辜負智行對他們的資助，他
們定會努力求學，期望將來對社會作出
貢獻，並將智行樂於助人、與人為善的
精神發揚光大。
隨後智行團隊與高中生及家長一起

海星作品

作品名稱：我的夢想

作者：小奇（智行資助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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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進晚餐。席間由學生代表、家長代表、
學校代表及村委代表向智行獻花及贈
送錦旗。
除學費 / 生活費外每位同學亦獲
贈學習工具書及名人傳記等書籍。

獎學金發放現場

“袋袋平安”—— 特別為支持智行基金會而舉辦的慈善活動
超過一百位藝術家、 設計師以及城中名人，齊齊携手參與一項
由數名本地設計師籌辦，並命名為「袋袋平安」的慈善活動，以表
達對智行基金會的支持。
參加者一起發揮無窮創意及想像力，為平平無奇的白帆布袋注
入色彩和生命，除顯示其個人風格，更表達出不同訊息。一百一十
七件獨一無二的作品於五月八日至三十日期間於「YY9畫廊」展出及
拍賣，同時接受公開認購。是次活動十分成功，籌得之善款全數撥
捐智行，作為援助國內華中地區受愛滋病影響兒童的經費。
是次展覽特定於五月份舉行，以配合5月7日的「世界愛滋孤兒
日」。籌委會希望這次活動可以引起更多人對華中地區受愛滋病影
響兒童的關注，同時透過智行基金會，向國內有需要人士表達關愛
與支持。
△ 展覽得到廣泛支持

捐贈圖書室正式開幕

香港商旅雜誌社捐贈，與智行基金會攜手在界首段寨中學興建
的圖書室，於5月19日在該校正式開幕。智行主席杜聰聯同安徽辦
事處職員及智行加拿大分會員工與一眾香港義工、香港商旅雜誌社
代表參加開幕儀式，另出席該開幕儀式的還有阜陽市政府秘書長、
阜陽市婦聯主席、界首市副市長等相關政府機構領導。
在開幕致辭上，杜聰道出了智行基金會的宗旨為「智慧付諸於
行動。知識改變命運！」而捐建圖書室計劃更體現了智行基金會著
眼於改善學校硬件設施的決心，為孩子們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智行基金會在河南、安徽兩地共捐建了9個圖書室，界首段寨
中學圖書室率先開幕，其餘8個亦在6月1日前後相繼投入服務。
商旅雜誌代表張文蘭女士與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

星 島 日報 七 十 周年 晚
宴 暨 2 00 8年 傑 出 領 袖 選 舉 頒 獎 典
禮，已於三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君悅酒店順
利舉行。智行創辦人杜聰獲選為「社區／公共
事務」組別得獎者，由香港愛滋病基金會主席梁智
鴻醫生頒發獎杯予杜聰。
選舉評審委員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主席錢果豐博士指
出：「杜聰先生在數年前股市黃金時代，毅然放棄銀行厚
職，投身協助內地愛滋病孤兒，為年輕人樹立榜樣。」他
認為杜聰先生以「金錢並非一切」為理念，憑勇氣面對所有
逆境與挑戰，實踐自己認為對的事情，是現今迷失於經濟危
機中的年輕人之引路明燈。
另一選舉評審委員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梁君彥先生
亦讚揚杜聰多年來積極在內地推動愛滋病教育及預防工
作，更致力救助因為愛滋病而失去雙親的孤兒。他認
為，時下年青人一般太著重個人物質，應學習杜
先生貢獻自己珍貴的時間，為社會做更多有
意義的事情。
△ 梁智鴻醫生頒發獎杯予杜聰

2008年傑出領袖選舉

首屆周口慈善大會
首屆周口慈善大會已於3月31日召開，與會人士包括中華
慈善總會，河南慈善總會及周口市委市政府各領導班子及成
員。會議旨在表彰為周
口市慈善事業作出貢獻
的熱心單位及個別人士
及推動周口市慈善工
作。智行近年在周口各
縣市區致力捐資助學，
周口市委員會特授予智
行助學項目「周口慈善
獎」，以作表揚。
智行獲「周口慈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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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基金會西南地區工作
智行自2006年起，通過與當地機構合作的形
式，在雲南和廣西等地開展了救助受愛滋病影響兒
童的工作。2009年3月，智行基金會昆明辦公室正
式啟用，這標誌著智行基金會在西南地區的工作正
式展開。該辦公室是由香港新世界集團屬下之昆明
市福林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智行在西南地區
的工作主要分為兩部分：(1) 援助受愛滋病影響的
孩子 - 至09年春季，受基金會資助的孩子已超過
200名。(2) 四川地震災區的救助工作 - 08年夏
天，智行派遣了20多名大學生到地震災區從事志願
工作，在當地得到了村民的熱烈歡迎與支持。09年
春節前，智行組織了另一次行動，多名大學生重訪
災區，為村民送上救援物資。智行計劃在今年暑
假，再次前往災區，為村民送上溫暖和關懷。

關注愛滋孤兒，共慶六一兒童節
5月7日世界愛滋孤兒日與6月1日前後，智行分別在北京、上
海及廣州三站舉行了主題為「關注愛滋孤兒,共慶六一兒童節」
的慈善宣傳活動。是次慈善宣傳活動主要以愛滋孤兒畫展、講座
、辯論等直接而又生動的方式在企業及高校中舉行。是次活動更
得到了百度公益、搜狐公益的支持。
其中，北京站的宣傳活動在兩家愛心企業及三所首都高校
以愛滋孤兒畫展及講座的形式進行，對北京站活動提供支持
的兩家企業為朝林集團及肯德基萬惠店；三所高校則分別
為：中國傳媒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及北京大學醫學部。
在舉辦愛滋孤兒畫展之同時，中國傳媒大學及中國人民
大學還舉行了捐書活動，為遠在貧困地區的愛滋孤兒提
供精神食糧。另外，為配合是次活動，智行主席杜聰還
親自到中國人民大學及北京大學醫學部，以「愛滋孤兒
現狀」之主題，為同學們舉行了講座。
上海站則以辯論比賽作為宣傳方式。上海外國語大
學與復旦大學的同學就「愛滋病人的隱私權和公眾的知情
權」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杜聰應邀擔任評委。比賽最後由
上海外國語大學的代表勝出。
廣州站的宣傳活動以「愛心兒童節」為主題，並在中山大
學舉行。該校的同學們在廣場上展出了接受智行資助的愛滋孤兒
所親手繪製的圖畫。圖畫形象生動，吸引了無數學生的目光。同
時，同學們還準備了許多手工摺紙材料，來看畫的同學，不忘摺
星星，摺紙鶴
……並親手製作
紅絲帶，將它們
貼到「愛心牆」
上，為愛滋孤兒
送上衷心祝福。
活動當天，也有
不少同學直接在
「愛心牆」上留
言，鼓勵愛滋
孤兒克服困難
，積極樂觀面
△在朝林集團舉辦「愛滋孤兒的呼喚」展覽
對生活。

智行參與09香港國際藝術展
於五月份舉行的「09香港際藝術展」，智行基金會獲選為唯
一的受惠慈善團體。智行將會把籌得之善款，用於資助智行大學
生為受四川地震影響的孩子所組織的暑期活動，以紀念地震一週
年。
這個擁有亞洲領導地位的藝術展，匯聚了一百一十間來自世
界各地主要畫廊的當代藝術品。展會於五月十三至十七日在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四天合共招待了超過二萬七千位來賓。
得到主辦機構的贊助，智行邀請了捐款人及支持者參加十四
日傍晚舉行的智行酒
會及貴賓優先場。智
行的展架擺放了受愛
滋病影響的兒童在參
加藝術治療時所繪畫
的圖畫，吸引了不少
參觀者。另外有不少
女士對「袋袋平安」
- 智行另一籌款活動
所展出的作品也深感
興趣。
智行非常感謝義
工們獻出時間，鼎力
協辦是項活動，讓參
觀者有機會了解智行
基金會的目的及工
△ 智行展覽攤位
作。

《中國兒童》之攝影旅程展覽
香港澳洲總領事館於六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假
金鐘太古廣場主辦《中國兒童》之攝影旅程展覽
，期間畫冊及展出的相片公開義賣，收益全數捐
助智行基金會。大會估計共有四千
人參觀展覽，更有多位參觀
者購買畫冊及相片作為禮
物或珍藏自用，同時對
智行作出支持。
《中國兒童》
畫冊收錄超過一百
張照片，捕捉了中
國兒童純真的神態
，既顯露了中國恆
久文化的一面，亦
呈 現 出今 日 的 現代
化。未曾到過中國的
澳 洲 著名 兒 童 服裝 設
計師Alethea Gold，竟然
夢見自己身在中國，她在無
意中與好友兼時裝設攝影師
△
Luca Zordan提及此事，結果這個夢改變了她的一
生。本書作者Alethea Gold表示：「我和Luca都未
曾到過中國，然而竟然一同夢見自己在中國幫助
當地的小朋友，看似偶然，卻又像是我倆命中注
定要做的事。」
Alethea Gold說：「我看到奧斯卡提名的記
錄片《潁州的孩子》，得知中國中部有許多貧困
的農民，不惜賣血來支付孩子們的食物，他們更
不幸地因此感染了愛滋病。看見許多兒童失去雙
親，變成孤兒，更推使我立下幫助這些孤苦無依
的兒童的決心。」
限量版相片及畫冊現正公開發售，收益將全
數捐助智行基金會。
請登入 www.chfaidsorphans.com，
電郵 info@chihengfoundation.com
或致電智行 (852) 2517 0564。

「父親節繪呔傳愛」
繪畫比賽
北角城市花園
酒店將二OO九年六
月份 訂為父親 月
，免費提供領呔
及油彩工具給顧
客，鼓勵他們參
加一個名為「繪
呔獻愛」的活動
。他們更將「綠茵
閣」餐廳整個月份
總收入的百份之五，
捐贈智行基金會，以幫
助愛滋病者的遺孤。是次活
動任何年齡的子女與他們的母親均可參與，
一起親手繪製彩色領呔送給爸爸，以表達對
父親的敬愛之情。
著名設計師陳瑞麟、芭蕾舞家曾雪麗一
起到場支持。以自繪彩呔為標誌的名作家蔡
瀾，亦出席主持頒獎典禮，倪匡和影星岳華
也列席，氣氛熱鬧。顯見這溫馨的活動，甚
受歡迎。智行非常感謝北角城市花園酒店的
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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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 屆國際愛滋病燭光紀念日
第26屆國際愛滋病燭光紀念日於5月16日在著名的屋
頂餐廳K5舉行。智行已連續4年被選為該慈善晚宴的受惠
機構。當晚有130位嘉賓出席晚宴，並表達了他們對逝者
的哀悼。
值得一提的是，晚宴中食用的法式麵包乃由受智行資
助的九名學生烘焙，他們參加了由法國青年商會主辦的海
上青焙坊項目，學到了製作正宗法式麵包的專業技能，並
在當晚初顯身手，以配合K5的「法式情懷」。
杜聰與智行資助的“麵包師”們

「放大快樂尋幸福」慈善宴

△鴻星集團行政總裁何永年先生(左三)
接受杜聰及梁玳寧女士(右一)衷心致謝

「放大快樂尋幸福」是智行熱心義工及著名食家梁玳寧女士為智
行所籌辦的一個慈善宴，席中有「笑星」表演「棟篤笑」散播歡樂，
也有全用〝杏〞為配料製作的特色佳餚，包括：杏液雞茸羹、脆杏鳳
尾蝦、杏脯烤香豬、銀杏錦绣蔬、杏汁田園飯和幸福樂雙輝。菜譜由
曾獲日本鐡人料理大賽冠軍的周權忠師傅與梁玳寧設計。
此宴席設灣仔瑞安中心鴻星酒家。至七月為止，已辦五塲，每晚
均獲鴻星集團及樂本健有限公司的贊助與支持。由於菜式精緻，每晚
最多十席。六月份有一晚被新界崇德社包塲，不止一位參加者說從未
出席如此開心的飯敍，下一塲將於八月十四晚舉行，。
李曾超群博士、鍾慧冰小姐、林超榮先生、黎文卓先生和蔡子健
先生都獲大會策劃人梁玳寧邀請出席，散播勵志訊息，將美食與笑聲
共冶一爐。善長在送出愛心之時，也得着愉悅的回報。
雖然是義務工作，而且要兼顧每一細節，梁玳寧並不介意繼續辦
下去，因為許多善長因參加此晚宴而認識了智行的工作 。
如有意購票或贊助可致電2891 0874李小姐
或電郵leungdoreen@gmail.com

「學生做得到2009」藉音樂向愛滋遺孤傳達愛與關懷
「學生做得到2009」音樂會，已於本年三月十四日在香港城市大
學順利舉行。是晚主題為「愛之雛體驗」，目的是透過音樂，為遺孤
們獻上一點點祝福與支持。
當晚共有二百多名大學生出席音樂會，而三支由本地不同大學所
組成的學生樂隊，則輪流以音樂向受愛滋病影響的國內遺孤傳達點點
愛心與關懷。此外，音樂會亦邀請了於本港樂隊「Mister」作表演嘉
賓，用歌聲將關懷付諸行動。
除了樂隊表演，當晚亦播放了國內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的真實片
段，期望同學們能多了解一點國內愛滋病的情況，引發他們反思，並
呼籲他們關懷受愛滋病影響的人士。此外，大會亦在表演場地外擺放
了展板，向同學們介紹智行在國內的工作。是次活動由「智行基金
會」與「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合辦，並由「明德抬轎比賽慈善基
金」撥款支持，而所有門劵收益將用作國內愛滋病遺孤之教育經費。
「學生做得到」為智行年度的教育活動，目的是透過動員大學生
及中學生的力量，設計及組織不同的社區活動，提高公眾對愛滋病的
關注，並宣揚關懷受愛滋病影響人士的訊息。

愛上了阜陽

△ 本港樂隊「Mister」

周永業 加拿大多倫多

到達智行阜陽辦事處不久，我便開始採訪辦事處的一些工作人員。期間，我遇到了一位年輕
美麗的女孩，她的名字是萍兒，得到智行資助，今年夏天大學畢業後，她決定回來智行工作，希望
能幫助像她一樣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另外還有一位英俊的工作人員，小代大哥哥，他是一個受愛
滋病影響的孤兒，亦一直由智行資助學業，大學畢業後，也回來智行工作。他現在是一名父親，有
一個可愛的男孩。像萍兒說，智行基金會和杜老師幫助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給予學費，生活費，
就像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這樣的事只可能會出現在夢裡，沒想到夢想可以成真。在我的眼前，我已
經看到夢想成真，在智行的幫助下，兩名青年的生命有了美好的改變。要感謝的是，智行不僅照顧
他們，愛他們，也轉送這種愛給他們，讓他們也把愛送給其他一樣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
接著的幾天，我們走訪了許多許多由智行資助的家庭。許多受到愛滋病影響的兒童，他們和
他們的父母，每天都面對別人的排斥和歧視。他們的前途受到很大的影響，不祗長大之後就業會
遇到困難，自身的婚姻問題也會受到影響。因此，向他們提供教育，給他們支持和幫助，是讓他
們擁有一個更美好未來的唯一途徑。像萍兒和小代哥哥，他們得到了智行的資助，完成了大學，
前面是一條光明及美好的人生道路。
我很高興通過是次一個多星期的訪問，從阜陽人民中，我看到愛、希望和未來。我愛上了阜
陽。我愛上了智行在中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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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慈善愛心粽義賣
簡訊

智行周口辦公室啟用
在周口民政局和慈善會的支持下，智行周口慈善聯
合辦公室在3月16日正式投入服務。其工作範圍將覆蓋湖
北北部及河南中南部大部分地區。

智行人為白血病女生募款
智行資助、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小雷於09年3月被驗
出患上白血病，需要進行骨髓移植手術。據了解，父母
均為愛滋病患者的小雷現上高一，因學習成績優異，08
年被保送到河南某高中就讀。智行員工在得知這一消息
後，即時動員所有員工及智行現正資助的大學生為小雷
籌款，最終籌得超過一萬八千元人民幣。

希 拉 莉克林 頓
會見杜聰
美國國務卿希
拉莉女士於二月第
一次以官式身份訪
華，在緊密行程中
亦安排時間與杜聰
會晤。

杜聰獲得《名牌》雜誌
評選為「2008年十大精英男性」
4月26日，杜聰在廈門獲得《名牌》雜誌評選為「
2008年十大精英男性」。《名牌》雜誌是南方報業所屬的
國內高端男性雜誌，杜聰因長期對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
提供援助而獲選。在特別為獲獎嘉賓而設的「財富人生
和家國情懷」論壇上，杜聰與其他獲獎人士一起分享了
他們的心得。

員工心聲

我與智行
從高中到大學畢業，智
行一直資助我上學。到現在
我仍接受著智行的幫助，只
因我已成為智行的一份子！
來智行工作，不僅是感動，更
是由於良心驅使。
我的雙親均是愛滋病患
者。在2002年冬天，我的父親
因愛滋病去世，剎那間，我的
世界像天塌了一樣，傷痛、無
助、迷茫一併向我襲來。我決
△ 吳華偉
定退學，外出打工為家裡幫
補生計，但最終還是被媽媽勸回來。一個偶然機會，我接
觸到智行基金會，那時我不敢相信，會有這樣資助學費而
不圖任何回報的好事（因我從沒有機會接觸過任何慈善
機構），最後我決定抓住這一線希望試一試。04年還沒到
交學費的時候，智行基金會早已把我一年的學費存進銀
行戶口裡，高三、大學…每一年的學費都會準時送上。那

加拿大“關德興長者樂園” 於五月主辦的愛心粽
義賣，加拿大智行為受惠機構。是次活動得到各界善
長及贊助商的熱烈支持。

Clé de Peau Beauté La Crème u
產品發佈會
資生堂的Clé de Peau Beauté La Crème u產品發佈
會於一月八日在奧迪香港陳列室舉行。出席者包括李
徐子淇女士(智行的慈善大使) 、岡部義昭先生(資生堂
日本市場部總經理)及奧迪汽車有限公司的Chong Got先
生。智行獲Clé de Peau Beauté 捐赠出售慈善禮品裝的
所有收益。

2009年加拿大商會週年晚會
香港加拿大商會及澳門加拿大商會於五月十六日
在香港君悅酒店聯合舉辦2009年加拿大商會週年晚會
。智行被選為是次晚會抽獎收入的受惠機構。

「兒童慈善心嘉年華」
智行於五月三日在香港「兒童慈善心嘉年華」中與小
朋友們歡度一個下午，小朋友亦趁此機會摺紙飛機及
寫上祝福語句給受智行資助的兒童。是次活動由百家
寶集團及薈益有限公司聯合主辦。

「怎樣教你的寶貝學中文」新書推介會
學生、家長和智行支持者於五月二十七日參加了
在Hong Kong Lusitano Club舉行的「怎樣教你的寶貝
學中文」新書推介會。該書作者何光鴻先生把現場售
書所得全數捐贈智行。

區瑞強2009演唱會
著名歌星區瑞強先生於四月十日至十一日在香港
文化中心舉行「至愛靚歌再重聚2009演唱會」亦不忘
支持智行。多位善長經智行購買門券，既享受最佳座
位時亦使智行受惠於慈善售票在扣除成本後的收益。

時我才相信，智行確實在幫助我們。於我來說，這些資助
像是從天掉下來的餡餅，而那位分發餡餅、樂善好施的人
就是智行基金會的杜聰老師。
如今我也加入了智行基金會，我想幫助一些與我家
庭背景相近、又上不起學的孩子。我不想看到那些茫然而
又無助的眼神，更不想看到那些因為沒有知識而出外打
工，卻遭受非人待遇的孩子。我在此呼籲這些和我有著相
同家庭背景、遭遇，同樣承受著親人離去痛苦的弟弟妹妹
們，雖然這些日子讓我們不堪回首，但不要怕，我們還有
智行，還有和藹可親的杜老師，他會支持我們，直至我們
享受到成功的喜悅。
目前，在智行基金會，除了負責學費發放的工作，我
同時須兼顧孩子們的聯繫工作。下一步，我希望能從事社
會企業，創造效益，資助孩子們上學。現在，雖然工作量大
，工資亦不高，一個月甚至有20多天須在外出差；但是我
很快樂，感覺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有時我會想：要在最
短時間內讓這些孩子拿到學費，不能因為步伐緩慢，而耽
誤了孩子的一生。我不願看到那些孩子們遭受痛苦，更不
願看到同樣的一個生命卻有不同樣的命運。
最後，我想說：
生活不相信眼淚，命運不同情弱者！
而我雖痛卻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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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感言

香港之旅——旅後感想

小董

久聞香港之名，但在我的腦海裡，她始終只是個概念。雖
然在電視上看過報道，卻一直未能親眼一睹她的芳容。此次在
杜叔叔及智行其他的哥哥、姐姐、叔叔、姨姨幫助下，我有幸親
臨香港，除了賞心悅目的美景，更令我感受良多的是香港人積
極樂觀的生活態度。
在這幾天的時間裡，我看到了香港人如何安排自己每天
的生活。他們生活充實，時間觀念強，即便是一天中零零散散的
時間也被充分利用。在內地，很多大學生的生活都很懶散；沒課
的時候，女生會悠閒地逛街或者選擇睡覺，而男生則會上網玩
遊戲而熬到半夜，直到第二天吃午飯才起床……在這樣的環境
下，即使勤勞的人也容易變得懶散。
香港人非常文明、懂禮貌。穿過香港的大街小巷，我看不
到路邊有垃圾，也沒見過路人邊走邊吸煙。他們很習慣說「你
好」「謝謝」之類的話，讓我感覺很舒服。當我問路時，他們會很
熱情地指示，甚至想親自帶我到目的地，讓我非常感動！
在這幾天活動裡，義工李阿姨一直負責我們的行程安排，
並親自帶我們去參加活動及遊玩。此外，她還經常給我們講一

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讓我大概總結如下，與大家一起分享：
一、要多和別人溝通。要抓住機會和不同階層、不同類型的人
交流，向他們學習。
二、Everyone has a place in the circle of life! 在人的一生中，每個人
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但理想的位置不是我們光坐著便能得到
的；無論我們的父親是大亨還是農民，都不要趾高氣揚或自憐自
怨，我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換來的。
三、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有禮貌的人，對別人則不要太苛刻，
做好自己本份才是最重要。
四、時刻要為身邊的人著想，不能只顧自己方便，而忽略其他
人的感受。
五、要做一個有思想的人。要有主見，不要盲從。
她這些話我都會牢記於心。
在香港的眾多活動中，最讓我感動的就是馬拉松了，這是我
第一次和那麼多人一起跑步。因為平時少跑這麼遠的路，比賽前
還有點緊張，不過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我看到四周的
人不斷地超越和被超越，我就變得放鬆了！這不是什麼考試，成績
好與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參與和那種堅持到底的精神！於是
我放鬆心態去完成了10公里的路程，感覺很興奮，也很有成就感。
此時此刻，在我腦海裡不斷閃現的是杜叔叔那善良、和
藹、智慧的面容！我想再次謝謝我們可愛更可敬的杜叔叔，是他帶
給我們內地8000多名孩子幸福，是他為這些特殊家庭帶來希望。他
不辭勞苦、絞盡腦汁去幫助更多的人！杜叔叔，我們愛您！我會用
行動來回報您、回報社會！謝謝您！

義工分享

我與智行的不解之緣

潘仁風 香港

廿一世紀的開始，標誌著我進入
起，我們都為自己的無知感到尷尬。相反地，
事業的新里程：正式成為一個退休人
那些孩子一看到杜聰便跳起來擁抱他，並天
士。
真、重複地喊著「杜叔叔」。此情此景令我們
我花了長達五年的時間，也無法
明白到杜聰確實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努力、
找到一份有意義的義務工作，只因為一
愛心、熱情及關懷在這些孩子身上。
個堅持：要有回報。這恰當嗎？義務工作
此外，我們入住的是一間有蟑螂四竄
不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嗎？哪不
的一星級酒店，這清楚證明智行是一家對支
一定，因為義務工作若沒有回報是無聊
出進行嚴格控制的非牟利機構。
乏味，甚至無效果的．這裡我當然不是
再者，八月尾正值新學年開課前幾天，
指金錢或物質上，而是精神上的回報
杜聰的其中一項例行工作乃親自與每位第
（或自我滿足感）。如果編輯容許我佔用
一年入讀大學，並欲向智行申請獎學金的學
下期通訊錄的部份空間，我可以與你們
生面談。杜聰採用一個頗仔細的評分方式，
潘仁風與受智行資助的學生
分享我的觀點。
只有合資格的申請者才會獲得批准。這正好
說回我的新里程，我「奇蹟」地找
顯示，杜聰謹慎處理善心人的捐款。
到了智行基金會，自此體驗到一個真正獨特、有啟發性、和具豐
此外，就算申請人通過所有評核標準，杜聰仍不會全數交出
盛回報的旅程。
所需費用；他一般只簽發60至70%，並要求申請人透過其他途徑，
2005年初，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朋友轉交給我一篇由智行
如銀行／學校貸款、補習、兼職等工作自行籌募餘款。杜聰尊重每一
創辦人杜聰所撰寫的文章。雖身為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
位能獨立照顧自己的學生，並利用這一種方法，助他們建立自尊
碩士畢業生，杜聰放棄了投資銀行的高薪厚職，奉獻他的時間
和自信。
給予受愛滋病影響的中國孤兒。故事極之感人，令我和太太數
每一筆獲批出的款項，其後會直接匯入申請人的銀行帳號，
個晚上都無法入睡。於是我們致電杜聰，邀請他見見面，看看他
智行亦會要求學生遞交大學發出的收據以作核實，這絕對有助紓
的故事究竟有多「真實」？會面中我們聽到更多令人詫異的故
解我們最大的憂慮──部份善款會被中間人私下挪用。
事，但我們仍半信半疑，因為那些敘述實在悲慘得令人難以置
在我眼中，智行不只是一所慈善機構，它還給予許多不幸失
信。
去雙親的孤兒一個家。它那種近乎父母親般的關懷與愛護，給了
我們保持緘默，直到2005年8月我們被一股內在的聲音引
這群孤兒一種歸屬感，亦為他們帶來「將來有盼望」的信息。
導，再次致電給杜聰，看看我們能否跟隨他實地到一些受影響
「修正」對杜聰和智行的理解後，我和太太決定加入成義工行
的村落去視察。他用仁慈和歡迎的語調回答我們說，他正計劃
列，至今我們仍沒有後悔當初的決定，因為從義務工作中，我們已
下周啟程，於是我們興奮地訂了機票，迅即起行，首次往河南
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感和自豪感。
去。
最後，我們希望藉著這一小角落向各位讀者發出「挑戰」，若
這段旅程使我們著迷，並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杜聰和那些
你相信我剛才所說的，並確信自己有奉獻的精神，我們歡迎你隨
弱勢愛滋病遺孤的印象。
時加入這個細小但積極，快樂的義工團隊，並歡迎你經智行與我
首先，我們對初次認識的愛滋病遺孤表現笨拙。每次回想
聯絡。

聯繫我們
地址： 香港中央郵箱3923號
電話：（852）25170564
傳真：（852）25170594
電郵： info@chihengfoundation.com
網站： www.chfaidsorphans.com

關於智行
智行基金會是在香港註冊的慈善機構。自2002年
起，基金會的愛滋孤兒專案為華中8000多名受愛
滋病影響的兒童提供教育和關懷。僅需250元港
元就可以支付一名小學生全年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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