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基金会

同心协力

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活动预告

智行发放中小学生补助

2009 年 8 月 1 日开始（暑假）智行资助的大学生协助智行基金会为河南省的 420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中小学生发

放了生活补助。活动共持续了 7天，遍及 24个乡镇的 280多个村落，是智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补助发放活动。

全体人员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前合影

2010年4月8日-9日，著名爵士吉他家Martin Taylor将在香港举

行慈善音乐会。届时，智行将作为该活动的受益机构。如欲购

票，请与智行联系。

商旅杂志2009年慈善拍卖的第三阶段已经开始，智行为此活动

的受益机构。

请登录http://asia.businesstraveller.com/了解更多详情 。

“开开心心上学去 —— 西安2009”

2009年11月，智行最具特色的年度筹款活动“开开心心上学去”

在西安举行，今年是智行连续第四年举办该活动。40多位来自香港、

中国内地和美国的支持者与 20 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共同参加

了此次活动。他们一起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

物馆，骑车游览西安古城墙欣赏日落，还在碑林练习书法。然后，

每个人都为周六晚宴的小组表演比赛认真地做了准备。最后，尽

管只有分数最高的团队获奖，但每个人都是赢家，因为他们建立

了新的友谊并且认识到了团队的力量。 

在活动反馈过程中，许多孩子表示，他们将努力学习，创造

美好的未来并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通过与孩子们一起参加这

些充满趣味的活动，支持者们更加了解了智行的工作以及孩子们

的学习、生活情况。支持者还向智行提出了许多关于改进“开开

心心上学去”和其他募集善款活动的宝贵建议。

在参加者和许多捐赠者的慷慨支持下，本次活动筹集的善款

数额超出了预期目标，这使智行能为国内更多的受艾滋病影响的

儿童提供教育机会。 

2009智行大学生暑期工作
2009年 8月 21日—25日智行大学生烟台

闭幕会议的顺利召开标志着 2009 智行大学生

暑期工作圆满结束。智行 2009 年暑期工作从

北京开幕会议到烟台闭幕总结会议一共进行了

七周，共有 100 余名学生参加了暑期大学生工

作，其中约 90 人协助华中地区工作，12 人协

助西南地区工作，是到目前为止参加智行暑期

大学生工作人数最多，涉及地区最广的一次。

会议中大学生们分别汇报了各自所在地区

的家访工作、补习班活动及在智行图书室举办

的其他活动。除了总结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同

学们还对如何发展智行以后的工作畅所欲言，

会场气氛非常活跃。

随着智行大学生暑期工作的不断积累，参

加人数不断增加，大家积极献策献力使得智行

的工作日趋完善。

大学生们在烟台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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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四川抗震救災

展艺抒情˙共聚杭州——智行 2009艺术营

智行明睛项目

2009年10月18日，为了缓解艾滋病患儿的心理压力，香港

智行基金会组织了22名艾滋病患儿参加了“薄山湖一日游”活

动。

伴着清脆的歌声，孩子们来到了薄山湖景区，他们对美丽

的薄山湖充满了好奇，不断地向智行员工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显得十分兴奋。中午，孩子们从午餐中品尝到了薄山湖美味的

鱼，他们吃得很开心。午后，在智行员工的组织下，孩子们开

始一起做游戏、划船并合影留念。

一天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有一个孩子主

动分享说：“虽然今天玩得很累，但是很开心！”。今后，我

们会邀请更多的艾滋病患儿参加的这样活动，同时也相信这样

的活动会让这些孩子们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水乡乌镇写生 △

感染儿童薄山湖一日游

2009年7月29日至8月2日，智行基金会在杭州举行了

首个名为“展艺抒情˙共聚杭州”的慈善筹款艺术营。

20名来自香港、英国和美国的学生与20名受艾滋病影响

的学生共同参加了本次艺术营。在这五天里，学生们学

会了多种绘画技巧并独立创作了作品，他们还一起分享

了各自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学生们参观了浙江省历史博物馆、西冷印社、西湖

及著名水乡乌镇（建于公元872年）。在经验丰富的教师

的指导下，学生们在不同的景点创作了素描和水彩画。

回到酒店后，学生们凭借对景色的深刻印象在绘画研讨

会上创作许多作品。除此之外，学生们

还共同绘制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记忆中

最高兴和最悲伤的时刻，这次合作不仅

使受艾滋病影响的学生们有机会表达他

们的欢乐与忧伤，也使香港、英国和美

国的学生们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中

的挑战和机遇。 

离别时，每个学生都收获了友谊且

增长了知识。来自香港、英国和美国的

学生们学习到了如何去关心他人，中国

内地的学生也通过这次机会开阔了眼

界，增长了见识。 

 集体创作

智行明睛项目主要是为了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学生们更

好地保护眼睛健康，对眼睛有问题的学生及时进行矫正或治

疗。2009年8月3日，10名来自河南省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学生

成为 “智行明睛项目”的第一批受惠学生。在专业护眼师的

建议下，智行为5名学生进行了配镜，为3名轻度近视的学生

买了滴眼液。同时，护眼师还向学生们讲解了正确、科学用

眼的方法。三个月后，智行会对5名配镜的学生再次检查视

力，以确认“智行明睛项目”实施的意义，促进此项目的进

一步开展。感谢香港一位热心的善长对此项目提出的建议及

提供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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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智行夏令营

22名受年月资助的中小学生齐聚富饶的羊城——广州，参加智行

基金会举办的2009年广州夏令营。学生们首先接受了以“树立团队精

神”为主题的拓展训练，此次训练使所有学生互相认识，并增强了他

们的集体荣誉感与团队协作意识。除了参观威远炮台、海战博物馆对学

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外，学生们还参观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并在广州体院

与专业运动员体验了一场乒乓球赛，这一静一动让学生们对大学校园生活充满

了无限憧憬。此外，在渣打银行广州分行的志愿者们的协助下，学生们有机会

去美丽的南沙公园看大海，一起感受那水天相接的无限空间，大家在海滩上分

组建起了沙雕，并一起分享美丽的成果。学生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了广东

美术馆并在馆内写生。最后，学生们还参观了中国大酒店与酒店的哥哥姐姐们

一起共进晚餐，这些都成为学生们在广州夏令营中美好的回忆。感谢广州益力

多乳品有限公司、中山大学、Janet Cheng、Becky Cheng、Ken Kung、广州珀

丽酒店、Peggy Teo、渣打银行广州分行、中山大学红丝带协会、中国大酒

店、雍雅山房、广东美术馆等爱心企业与善长对广州夏令营的大力支持。

从2009年7月初至8月底，智行分别在武01231456789:;夏令营，共有95名受智行资助的学生参

加，G参加HIJK的L&�

由香港智行基金会、关爱之家、明爱文教、明爱互助等民间慈

善组织联合举办的武汉夏令营得到了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的

热情协助。其中有18名受智行基金会资助的中小学生参加了武汉夏

令营。期间，学生们参观了武汉科技馆和辛亥革命博物馆，了解到许

多有趣的物理现象和历史知识；亲登黄鹤楼，也使学生们体验到诗人们曾

经登高望远的感慨。除此之外，他们在两位解放军教官叔叔的带领下前往青

少年培训中心体验军队生活。在那里他们见识到了军人的丰采，体验到了军

队精神。

2009年7月，北京迎来了35名中小学生参加智行夏令营。他们在

参观气势恢弘的皇家园林和奥运建筑之时，也参观了在北京的一些知

名企业，如：渣打银行、北京现代汽车、欧莱雅培训中心等，并与他

们的员工进行了互动游戏。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生们还参观了我国最

高学府——清华大学。在那里，清华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除了详细讲解校园

文化外，还与他们分享了学习经验。夏令营结束后，智行在北京万豪酒店举行

了北京夏日晚宴。由于此次夏令营与大学生会议、大学生创业培训同期举行，

所以受智行资助的学生共有100多人出席晚宴。他们现场的表演和对北京之行

的分享给所有在场的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夏令营也在学生们的一曲

《明天会更好》中圆满结束。2009北京夏令营得到了许多爱心企业的大力支

持，如：渣打银行、北京万豪酒店、瑞士信贷银行、欧莱雅公司、北京现代汽

车、中国网、GBC、通用汽、CK舞蹈学校等。

20名来自安徽地区的中小学生参加了智行2009年上海夏令营。除

了保留往年广受大家欢迎的节目之外，今年的上海夏令营增加了更多

的艺术特色。在短短一周的行程中，学生们在上海城市交响乐团80岁

高龄的指挥家曹鹏先生的带领下第一次现场聆听交响音乐会。期间，

曹老先生为大家讲解了交响乐的基本知识，引导学生们更好地欣赏交响

乐。接下来，著名演员吕凉先生带领学生们参观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其中

有4名上话的青年演员在游戏中向大家传授教了基本的舞台表演知识。上海歌

剧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张峰老师则抽空向同学们传授了唱歌技巧，有了名师指

点的“智行合唱团”在夏令营晚宴上一展歌喉，得到了所有来宾的赞赏。最后

一天，台湾歌手范玮琪和同学们一起畅游黄浦江，为上海夏令营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上海夏令营的成功举办，要感谢以下机构和善长的大力支持与帮

助：比萨马上诺、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上海交大、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张峰先

生、杨灵犀小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龙之梦万丽酒店、新极真会上海分

会、上海海港大酒店东方店、加勒比协会、K5餐厅、上海酷圣石冰淇淋、SMG

〈闪电星感动〉节目和范玮琪小姐。

武汉站

北京站

上海站

广州站

武汉夏令营

△ 台湾歌手范玮琪与营员们畅游黄浦江

△ 营员们在广东美术馆合影留念

 智行大学生与营员们合影



2009年11月28日，雅高“爱启未来”企业社会�任项目启动仪
式。雅高集团向该项目捐赠2万欧元，用于在河南省建立一家小型工
厂，雇佣并培训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中的妇女生产环保袋，这些环

保袋将在雅高大中华地区（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所有
酒店中进行销售，销售收入将由智行基金会按其章程进行管理，为

受艾滋病影响的少年儿童提供教育资助。雅高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
席副总裁马睿先生（Mr. Robert Murray）、亚太区公关传播副总裁

陆毅文（Mr. Evan Lewis）先生，以及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先生将
出席此次活动并接受媒体访问。著名造型师李东田先生专门为环保

袋设计了图案，并出席活动现场揭幕该作品。

2009年9月17日，110多位志愿者参加了智行在香港鸿星酒家举

办的志愿者庆功晚宴。当晚宴会的氛围愉悦，以精美的食物开始，
随后进行了幸运抽奖，并放映在2009年智行夏令营期间捕捉到的精

彩瞬间。在陈研新和Sampson Chan先生演唱歌曲之后，几位志愿者
分享了他们参与智行工作的感想与收获。宴会特别嘉宾2009年度加

拿大世界小姐马艳冰谈及了她与要行基金会加拿大分会的密切合
作，并开启了另一轮的幸运抽奖。本次晚宴在鸿星酒家、

Amorepacific HK、Bolaven Farms及其他支持者的赞助下，参会者
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礼物和奖品。与智行其它活动一样，此次宴

会的费用均由参加者自行支付，智行没有动用任何专项捐款。
志愿者系统对智行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日常提供给

支持者材料的准备，到捐赠玩具的库存管理，全天不间断的电脑和
网络维护，耐心细致地筹划募款活动，严格地审查合同以及对整体

运营孜孜不倦的管理等。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也因帮助受艾滋病影响
的孩子这一共同目标而走到了一起。

智行基金会也借此机会向所有志愿者对智行的支持和奉献表示
衷心感谢！

2009年10月，智行基金会“爱心大使”徐子淇专程到安徽某村探望受艾
滋病影响的儿童及家人。由于路途遥远，徐子淇到达该村时已近中午。在走

访其中一个家庭时，徐子淇看到这个家庭中的母亲生病在床不便劳动，便 
走进厨房与两姐弟一同做饭，期间还与两姐弟亲切地聊天，随后大家一起共

进午餐，简单的午餐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在走访的另一个家庭中，
徐子淇亲切地为一个小女孩整理头发。最后徐子淇去了一所学校，看望正在

那里读书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孩子们见到徐子淇都很高兴，他们用歌声
来表达对远道而来客人的欢迎与感谢。短暂的安徽之行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中结束，徐子淇带着孩子们的微笑与祝福踏上回港的飞机。
徐子淇给此次走访的家庭送去了关怀与感动，她的亲切、随和和真诚让

这些家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爱与关怀。

关爱之行——徐子淇探望艾滋孤儿

△ 志愿者合影

雅高“爱启未来”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智行志愿者庆功晚宴

嘉宾合影

△
 

大学生创业培训
智行基金会资助的800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与青年中约有

400余名在校大学生，为了帮助这些大学生毕业后更好地就业或创
业，2009年7月1日至6日，智行与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联合举办了第

一期“光华-智行创业培训班”。
43人参加培训并全部获得毕业证书。很多学员表示通过此次培

训更加树立了以后就业或创业的信心。

△ 徐子淇为小女孩整理头发

△ 师生合影



在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业际，欧莱雅公司在北京徐凯

造型中心（“欧莱雅携手美发师抗击艾滋病”抗艾大使发廊业一）

启动了一场为期十天的艾滋孤儿画展。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传播中心

主任王新伦，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美

发r大北方t总经理陈迎，著名演员、卫生部艾滋病防治宣传员濮
存昕与首都美发界精英等齐聚欧莱雅抗艾大使发廊，共同参加了画

展的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共邀请了12位艾滋孤儿共同完成了一幅名为“爱的种

子”的壁画，其中的6位小作者参加了当天的启动仪式。12位孩子完

成一幅作品代表了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同时，孩子们也通过

各自的想象把自己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祝福跃然于纸上。

2009年10月��日，智行基金会加拿大分会在
新时代电视台举行了“中国心、孤儿情—智行筹

款夜”活动。此次筹款是为提高各界对中国国内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关注，鼓励大家向这些弱势

群者奉献爱心或伸出援手。当晚筹得的电话捐款

超过九万加元，成果可观。

智行基金会加拿大分会会长李子文称：加拿

大智行举办的“中国情、孤儿心—智行基金筹款

夜”主要是想通过电视介绍智行基金会的工作及

愿景，让人们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内地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的现状，并借此机会筹募善款为更多受艾

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智行基金会加拿大分会自成立以来，一直通

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宣传智行的工作，呼吁并激发

公众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关注和帮助，全力支

持和协助香港智行基金会对艾滋孤儿的救助工

作。智行基金会加拿大分会还在整个加拿大范围

内积极开展募捐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解决了受艾

滋病影响儿童所面临的家庭贫穷与孤独等困难，还消除了公众对他们的误解、偏见及歧视。除了金钱方面的帮助外，受

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还需要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和人们发自内心的关爱。  

“中国情、孤儿心 —— 加拿大智行筹款夜”

艾滋孤儿画展

在2009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业际会搜狐公益携手智作基金会等机构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了一场以“守护希望——关注受艾滋病影响的孩

子”为主题的公益行动。“跳水王子”田亮先生作为该活动的“爱心大

使”及近200名搜狐网友和中国电影博物馆会员来到活动现场，共同为受

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奉献爱心。

活动现场，爱心网友代表将书包、棉衣、足球等礼物赠送给智行基

金会转交给孩子们，并与嘉宾一起折起许愿星，表达对孩子们的祝福。联

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大使周柳建成先生（James Chau）代表大家将这些

星星赠送给受智行资助的学生代表小雷，小雷同时也回赠了一副由受艾滋

病影响的孩子绘制的画作。接着，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先生做了关

于《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的演讲。最后，在接受田亮先生、搜狐公司副

总裁陈陆明先生以及网友的赠品万后，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先生分别

回赠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画作以表谢意。

△ 加拿大电视慈善筹款夜幕后义工

“守护希望，关注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

 嘉宾合影

海上青焙坊再传喜讯

△ 杜聪、田亮与陈陆明

2009年9月19日，智行选送的7名同学参加上海曹杨职业学校第一期“海上青

焙坊(Shanghai YoungBakers)”班顺利结业，并获得上海曹杨职业学校的结业证书

和由国家劳动部颁发的初级面点师证书。

届时，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马捷力先生（Thierry Mathou）和上海市慈善基金的

负责人应邀到场为同学们颁发证书。第一班的成功使“海上青焙坊”的合作伙伴

同意为已获得初级证书的同学继续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经过第二学年的学习，

考试合格者将获得上海市中专毕业证书和劳动部颁发的中级面点师证书。

当天，来自华中地区的7名新生也一同分享了学长们的喜悦。他们第二天便开

始了为期一年的“海上青焙坊”课程。这是智行基金会连续两年为“海上青焙

坊”输送合格生源。



简讯

大学生面试
2009年8月底，杜聪在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进行了大

学生面试。由于今年华中地区大学生新增人数较多，面试
工作分两次进行。第一次面试的大学生有35人，其中包括

西南地区的12名大学生。

新建图书室揭牌仪式
2009年11月25日至26日，在渣打银行通过智行基金会

捐建的图书室中，有两个河南地区的新建图书室相继揭牌

并正式投入使用。

智行发放冬季物资
2009年11月，

智行基金会在华中 

地区给千余受艾滋
病影响的家庭发放

了米、油、棉被等
生活物资，在寒冬

季节向受艾滋病影
响的家庭送去温暖

与关爱。图为智行
员工与志愿者在发

放物资。

瑞士信贷银行年会
2009年12月8日，瑞士信贷银行在香港湾仔的the 

Pawn举行了2009年年会，并选择智行作为活动的慈善受惠

机构。瑞士信贷团队共同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募款活动，包
括彩票销售、无声拍卖及选秀活动。此次筹款活动做得非

常成功，也使参会者们在这些多样的活动总渡过了一个美
好的夜晚。

Hogan����版的奥林匹克运动鞋
为庆祝在香港全新的旗舰店开业，Hogan委托专业壁

画家TAT’s Cru设计了限量版的奥林匹克运动鞋，并将这
些限量版运动鞋的全部收入捐献给智行。从2009年11月3

日开始，88双限量版的奥林匹克女式运动鞋和88双男式运
动鞋将在香港独家销售。

月饼义卖
在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智行在香港的首

次月饼义卖活动于2009年9月30日成功结束。许多企业和
个人都为此次义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他们也品

尝到了美味的月饼。

“给孩子们一个未来`�	
�
2009年12月16日，世纪香港酒店和智行的代表在世纪

香港酒店发起“给孩子们以一个未来”的慈善活动并通过

贺卡向孩子们传达圣诞祝福。酒店宾客受邀在海星卡片上
留下祝福的寄语，并通过购买义卖商品或直接捐赠的形式

来表达对智行工作的支持。

W�ef`��年�	a�
2009年11月8日，修身堂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

Westin Bayshore Grand Ballroom举行三周年慈善晚

宴，智行加拿大分会作为当晚的慈善受惠机构。来自
香港和台湾的艺人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以表对慈善事

业的支持。

大提琴U�
2009年9月24日，在GAM HK Limited和Crown 

Wine Cellars的赞助下，世界著名大提琴手李垂谊

先生和获得过国际大奖的钢琴家李嘉龄在香港Crown 
Wine Cellars进行了义演，50多名观众欣赏了当天表

演。

智行�	b���
2009年11月17日，在香港石澳高尔夫俱乐部，智

行举行了首个慈善高尔夫日。活动得到了奥迪、英皇

钟表珠宝、瑞士尊贵理财,DNA Golf和雪花秀的赞助。
此次筹款活动举办得十分成功，所有参加者都尽兴而

归。

W��儿童”图片展
从2009年10月12日到2010年1月初，香港的美国

商会在其办公处举行了《中国儿童》一书的图片展。

商会成员和参观者对所展出的图片留下深刻印象也通
过本次活动了解了智行。

智行获�BC表彰
2009年11月24日，GBC（Global Business 

Coalition on HIV/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中国抗艾滋病媒体联盟（CHAMP）”在

上海启动。智行资助的5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学生参加
了活动，向与会来宾展示了他们自强不息和乐观的精

神。GBC总裁John Tedstrom向智行主席杜聪颁发了奖
杯，以表彰智行对GBC的贡献。

智行获最佳实践案例表彰
2009年11月22日，第五届全国艾滋病国际项目

经验交流会在上海召开。上海K5西餐厅因为长期以
来与智行的成功合作，被主办方选为本地唯一最佳

实践案例并在
大会交流。

图 为 大

会主持濮存
昕和蒋文丽

与 K 5餐厅总
经理 Franck 

Crouvezier

（中间）合

影。

联络我们
地址：香港中央邮箱3923号
电话：（852）25170564/ 010-58208559

传真：（852）25170594

电邮：info@chihengfoundation.com/ Beijing@chiheng.org

网站：www.chfaidsorphans.com

关于智行
智行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机构。自2002

年起，基金会的艾滋孤儿项目为华中8000多名

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教育和关怀。仅需250

港元就可以支付一名小学生全年的上学费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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