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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受爱滋病影响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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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發放中小學生補助
2009年8月1日暑假開始，智行資助的大學生協助智行基金會為四千多名受爱滋病影響的中小學生發放了生活補助。

此次活動持續了 7天覆蓋了 24個鄉鎮的 280多條村落，是智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補助發放活動。

團友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前合照

獲獎無數的爵士結他手Martin Taylor將會於四月八至九日在香港舉行
慈善音樂會，智行為此活動的受益機構。如欲購票，請聯絡智行。

商旅雜誌2009慈善拍賣
商旅雜誌的2009年慈善拍賣經已開始，智行為此活動的受益機構。
詳情請瀏覽他們的網站http://asia.businesstraveller.com/ 。

「開開心心上學去 － 西安2009」
智行年度最有代表性的籌款活動「開開心心上學去」在二零

零九年十一月第四度開展。接近四十位來自香港和美國的支持者
和二十位來自河南的受爱滋病影響的兒童，一起在西安渡過週末。
他們參觀了教人難忘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和陝西歷史博物館，
在日落時沿著西安城牆騎自行車，又在碑林練習書法。之後所有
團員都努力地為週六晚宴的小組表演競賽做準備。雖然只有得分
最高的幾隊才獲得獎品，每個團員其實都贏得了新的友誼和體會
到同情的力量。
在參加者的反饋中，許多兒童都說他們會為了美好的未來或

幫助有需要的人而努力學習。支持者在和孩子們共同參與的各種
充滿趣味的活動中，得到了一個可以加深他們對智行的認識和瞭
解孩子們學習情況的機會。他們亦向智行提供了如何把「開開心
心上學去」進一步的改進和其他募捐計劃的寶貴建議。
參與者和不少捐助者的慷慨解囊，大大增加了「開開心心上

學去 - 二零零九」籌得的善款，使智行能夠給很多在中國受愛滋
病影響的孩子們提供上學的機會。

2009智行大學生暑期工作
2009年 8月 21日—25日智行大學生煙台

閉幕會議順利召開，標誌著 2009 智行大學生
暑期工作圓滿結束。智行 2009 年暑期工作從
北京開幕會議到煙台閉幕總結會議一共進行了
七周，共有 100 餘名學生參加了暑期大學生工
作，其中約 90 人協助華中地區工作，12 人協
助西南地區工作，是到目前為止參加智行暑期
大學生工作人數最多，涉及地區最廣的一次。
會議中大學生們分別匯報了各自所在地區

的家訪工作、補習班活動及在智行圖書室舉辦
的其他活動。除了總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同
學們還對以後如何發展智行的工作踴躍發言，
會場氣氛非常熱烈。
隨著智行大學生暑期工作的不斷積累及參

加人數不斷增加，大家積極獻策獻力，使智行
的工作更趨完善。

大學生們在煙臺海邊

2009年冬季
第十五期

http://asia.businesstraveller.com/


智行基金會於200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在杭州舉辦了
一個名為「展藝抒情˙共聚杭州」的慈善籌款藝術營。
是次活動，有二十位來自香港、英國和美國的學生及二
十位,現正接受智行資助、受愛滋病影響的國內孩子參
與。在5天的藝術營裡，孩子們一同學習繪畫，透過獨自
及集團創作，分享個人的生活體驗。 
活動期間，孩子們參觀了西湖、省歷史博物館、西

泠印社和建於公元872年的著名水鄉烏鎮。在經驗豐富的
老師指導下，學生們在不同的景點一起創作寫生，並根
據他們對景色的印象，在酒店舉行的繪畫研討會上創作

出更多的作品。他們亦集體創作了多幅
漫畫故事來表達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最
高興及最傷感的回憶。這次合作不但讓
孩子們有機會宣洩他們的內心感受，而
他們的經歷，亦給外來的學生一次體會
生活的挑戰與學習「惜福」的機會。 
藝術營雖然完結，但每位參與者之

間所建立的友誼，將令他們終生難忘。
藉著這個藝術營，港、英、美的學生既
學會了「施予」的重要性，而內地的孩
子們，亦得到了一個開闊視野的機會。

智行四川抗震救災

展藝抒情˙共聚杭州——智行 2009藝術營

智行明睛項目

2009年10月18日，為了緩解愛滋病患兒的心理壓力，香港
智行基金會組織了22名愛滋病患兒參加了「薄山湖一日游」活
動。
伴著清脆的歌聲，孩子們來到了薄山湖景區，他們對美麗

的薄山湖充滿了好奇，向智行員工發出一連串的問題，又顯得
十分興奮。中午，孩子們在午餐時品嚐了薄山湖美味的魚，大
夥兒都吃得很開心。午後，在智行員工的組織下，孩子們一起
遊戲、划船並合影留念。
一天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在回去的路上，其中一個孩子

主動分享說：「雖然今天玩得很累，但是很開心！」。智行會
邀請更多的愛滋病患兒參加類似的活動，同時也希望這些活動
會幫助到孩子們用積極的心態去面對這個世界。

水鄉烏鎮寫生 △

感染兒童薄山湖一日游

 集體創作

智行明睛項目主要是為了幫助受愛滋病影響的學生們更
好地保護眼睛健康，對眼睛有問題的學生及時進行矯正或治
療。2009年8月3日，10名來自河南省受愛滋病影響的學生成
為「智行明睛項目」的第一批受惠學生。在專業護眼師的建
議下，智行為5名學生進行了配鏡，為3名輕度近視的學生買
了滴眼液。護眼師同時還向學生們講解了正確、科學用眼的
方法。三個月後，智行會為5名配鏡的學生再次檢查視力，以
確認「智行明睛項目」實施的意義，並有助此項目的進一步
開展。智行非常感謝一位香港善長對此項目提出的建議及贊
助。

△開心的遊戲



智行四川抗震救災

2009智行夏令營

22名受智行資助的中小學生齊聚富饒的羊城——廣州，參加智行
基金會舉辦的2009年廣州夏令營。學生們首先接受了以「樹立團隊精
神」為主題的拓展訓練，使所有學生互相認識，並增強了他們的集體
榮譽感與團隊協作意識。除了參觀威遠炮台、海戰博物館對學生們進行
愛國主義教育外，學生們還參觀了中山大學圖書館，並在廣州體院與專業
運動員體驗了一場乒乓球賽，一靜一動之間讓學生們對大學校園生活充滿了
無限憧憬。此外，在渣打銀行廣州分行的志願者們的協助下，學生們有機會
去美麗的南沙公園看大海，一起感受那水天相接的無限空間，大家在海灘上
分組建起了沙雕，並一同分享美麗的成果。學生們在志願者的帶領下參觀了
廣東美術館並在館內寫生。最後，學生們還參觀了中國大酒店與酒店的哥哥
姐姐們一起共進晚餐，這些都成為學生們在廣州夏令營中美好的回憶。感謝
愛心企業與對廣州夏令營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廣州益力多乳品有限公
司、中山大學、廣州珀麗酒店、渣打銀行廣州分行、中山大學紅絲帶協會、
中國大酒店、雍雅山房、廣東美術館。

從2009年7月初至8月底，智行分別在武漢、北京、上海和廣州舉辦了夏令營，共有95名受智行資助的學生
參加，是舉辦夏令營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年。

由香港智行基金會、關愛之家、明愛文教、明愛互助等民間慈
善組織聯合舉辦的武漢夏令營得到了武漢大學的大學生志願者們的
熱情協助。其中有18 名受智行基金會資助的中小學生參加了武漢夏
令營。期間，學生們參觀了武漢科技館和辛亥革命博物館，瞭解到許

多有趣的物理現象和增進了歷史知識；親登黃鶴樓，也使學生們體驗到
詩人們登高望遠時的感慨。除此之外，他們在兩位解放軍教官叔叔的帶領下
前往青少年培訓中心體驗軍隊生活。在那裡他們見識到了軍人的風采，體驗
到了軍隊精神。

2009年7月，北京迎來了35名參加智行夏令營的中小學生。他們
既有機會參觀氣勢恢弘的皇家園林和奧運建築，也參觀了在北京的一
些知名企業如渣打銀行、北京現代汽車、歐萊雅培訓中心等，並與他
們的員工進行了互動遊戲。在志願者的帶領下，學生們還參觀了我國最
高學府之一的清華大學。在那裡，清華的大哥哥、大姐姐們除了詳細講解校
園文化外，還與他們分享了學習經驗。
夏令營結束後，智行在北京萬豪酒店舉行了北京夏日晚宴。由於此次夏令

營與大學生會議、大學生創業培訓同期舉行，所以受智行資助的學生共有100
多人出席晚宴。他們的現場表演和對北京之行的分享給所有在場的嘉賓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北京夏令營也在學生們的一曲《明天會更好》中圓滿結束。

2009北京夏令營得到了許多愛心企業如渣打銀行、北京萬豪酒店、瑞士
信貸銀行、歐萊雅公司、北京現代汽車、中國網、GBC、通用汽、CK舞蹈學校
等的大力支持。

20名來自安徽地區的中小學生參加了智行2009年上海夏令營。除
了保留往年廣受大家歡迎的項目之外，今年的上海夏令營增加了更多
的藝術特色。在短短一周的行程中，學生們在上海城市交響樂團80歲
高齡的指揮家曹鵬先生的帶領下，第一次現場聆聽交響音樂會。期
間，曹老先生為大家講解了交響樂的基本知識，引導學生們更正確地欣

賞交響樂。接下來，著名演員呂涼先生帶領學生們參觀了上海話劇藝術中
心，其中有4名上話的青年演員在遊戲中向大家提示了基本的舞台表演知識。
上海歌劇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張峰老師則抽空向同學們傳授了唱歌技巧，有了
名師指點的「智行合唱團」在夏令營晚宴上一展歌喉，得到了所有來賓的讚
賞。最後一天，台灣歌星范瑋琪和同學們一起暢遊黃浦江，為上海夏令營畫上
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上海夏令營的成功舉辦，要感謝以下機構和善長的大力支
持與幫助：比薩馬上諾、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上海交大、渣打銀行上海分行、
張峰先生、楊靈犀小姐、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新極真會
上海分會、上海海港大酒店東方店、加勒比協會、K5餐廳、上海酷聖石霜淇
淋、SMG〈閃電星感動〉節目和范瑋琪小姐。

武漢站

北京站

上海站

廣州站

武漢夏令營△

△ 臺灣歌手范瑋琪與營員們暢遊黃浦江

△ 營員們在廣東美術館合影留念

 △ 智行大學生與營員們合影



2009年11月28日，雅高「愛啟未來」企業社會責任項目進行了
啟動儀式。雅高集團向該項目捐贈的2萬歐元，將會用於在河南省建
立一家小型工廠，僱用並培訓受艾滋病影響的家庭中的婦女生產環
保袋，這些環保袋將在雅高大中華地區（包括大陸、香港、澳門和
台灣）的所有酒店中出售，收入將由智行基金會按其章程進行管
理，為受愛滋病影響的少年及兒童提供教育資助。雅高酒店集團大
中華區首席副總裁馬睿先生（Mr. Robert Murray）、亞太區公關傳播
副總裁陸毅文（Mr. Evan Lewis）先生，以及智行基金會始創人杜聰
先生均有出席此次活動並接受媒體訪問。著名造型師李東田先生亦
專門為環保袋設計了圖案，並出席活動現場介紹該作品。

超過110位義工參加了智行於2009年9月17日在香港鴻星酒家
舉辦的義工慶功晚宴。這個充滿歡樂的夜晚在美食，幸運大抽獎
和2009年智行夏令營照片的幻燈片分享中開始。在陳研新小姐和
Mr. Sampson Chan演唱過後，幾位義工與大家分享了在智行工作的
感想和收穫。是晚的特別嘉賓-2009年加拿大世界小姐馬艷冰講述
了自己與加拿大智行基金會的密切關係,並主持了另一輪的抽獎。
得到了鴻星酒家, Amorepacific HK, Bolaven Farms和其他支持者
贊助的禮物和獎金,每位參加者都收到最少一份禮品。和所有智行
其他的活動一樣，這次的晚宴費用是由參與者支付，而沒有動用
任何捐款。
智行的義工網絡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每天準備發送給

支持者的信息、到整理捐贈玩具的庫存、24小時無間斷的電腦和
網路支援、精細的籌款項目規劃、法律合同的嚴格審查、以及不
懈的整體業務管理、義工的所有付出都是為了幫助受愛滋病影響
的兒童。智行籍此機會多謝所有義工一直以來對智行的支持和貢
獻!

2009年10月，智行基金會「愛心大使」徐子淇專程到安徽某村探望受艾
滋病影響的兒童及家人。由於路途遙遠，徐子淇到達該村時已近中午。在走
訪其中一個家庭時，徐子淇看到這個家庭中的母親臥病在床，不便勞動，便
走進廚房與兩姐弟一同做飯，又與兩姐弟親切地聊天，隨後大家一起共進午
餐，簡單的午餐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結束。在另一個家庭，徐子淇親切地
為一個小女孩整理頭髮。最後她到了一所學校，看望正在那裡讀書的受愛滋
病影響的孩子，孩子們見到徐子淇都很高興，他們用歌聲來表達對這位遠道
而來客人的歡迎與感謝。短暫的安徽之行在孩子們的歡聲笑語中結束，徐子
淇帶著孩子們的微笑與祝福登上回港的飛機。
徐子淇給此次走訪的家庭送去了關懷與感動，她的親切、隨和和真誠讓

這些家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愛之關懷。

關愛之行 —— 徐子淇探望爱滋孤兒

△ 義工合照

雅高「愛啟未來」企業社會責任項目

智行義工慶功晚宴

嘉賓合影

△
 

大學生創業培訓
智行基金會資助的8000多名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與青年中約有

400餘名在校大學生，為了幫助這些大學生作好就業或創業的準
備，2009年7月1日至6日，智行與北京光華慈善基金會聯合舉辦了第
一期「光華-智行創業培訓班」。

43人參加了培訓並全部獲得畢業證書。很多學員表示此次培訓
有助他們建立以後就業或創業的信心。

△ 徐子淇為小女孩整理頭髮

△ 師生合影



智行選送的7名同學參加上海曹楊職業學校第一期「海上青焙坊」班於2009年9
月19日順利結業，並獲得上海曹楊職業學校的結業證書和由國家勞動部頒發的初級
麵點師證書。
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馬捷力先生（Thierry Mathou）和上海市慈善基金的負責人於

當日應邀到場為同學們頒發證書。由於第一班的成功，「海上青焙坊」的合作夥伴
同意為已獲得初級證書的同學繼續提供深造的機會。經過第二學年的學習，考試合
格者將獲得上海市中專畢業證書和勞動部頒發的中級麵點師證書。
當天，來自華中地區的7名新生也一同分享了學長們的喜悅。他們第二天便開始

了為期一年的「海上青焙坊」課程。這是智行基金會連續兩年為「海上青焙坊」選
送合格的學生。

在第22屆「世界愛滋病日」當天，歐萊雅公司在北京徐凱造型
中心（「歐萊雅攜手美發師抗擊愛滋病」抗艾大使髮廊之一）啟動
了一個為期十天的愛滋孤兒畫展。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傳播中心主任
王新倫，香港智行基金會始創人杜聰，歐萊雅中國有限公司美髮部
大北方區總經理陳迎，著名演員、衛生部愛滋病防治宣傳員濮存昕
與首都美髮界精英等齊聚歐萊雅抗艾大使髮廊，共同參加了畫展的
啟動儀式。
此次活動邀請了12位愛滋孤兒共同完成了一幅名為「愛的種

子」的壁畫，其中6位小作者參加了當天的啟動儀式。12位孩子一起
完成一幅作品既配合了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同時，孩子們也
通過自己的想像力把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祝福生動的現於紙上。

加拿大智行基金會在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四
日於新時代電視舉行的「中國心、孤兒情、智行
籌款夜」已完滿結束。是次籌款目的是為提高各
界對受愛滋病影響的國內兒童的關注，鼓勵大家
獻出愛心及施以援手。當晚籌得的電話捐款超過
九萬加元，成績令人鼓舞。
加拿大智行基金會會長李子文稱：加拿大智

行基金會舉辦「中國情、孤兒心、智行基金籌款
夜」，主要目的是透過電視介紹智行基金會的工
作目標、願景，讓大眾更瞭解中國愛滋孤兒的苦
況，藉此籌募經費，讓更多愛滋孤兒受惠，得到
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
加拿大智行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一直全心全

意支持和協助香港智行基金會在中國各地對愛滋
遺孤的救助項目和教育工作：通過各式各樣的宣
傳、教育和呼籲，激發公眾對愛滋遺孤的瞭解和
關懷，更積極在全加拿大展開募捐運動。最主要
的目的，是幫助這些愛滋孤兒面對困難，不僅僅
是擺脫貧困、不再孤獨，還有如何面對各種各樣的誤解、偏見甚至歧視。他們需要的，除了金錢上的幫助，還有平等的
教育機會和源自愛心的關懷。 

加拿大智行基金會 —— “中國情、孤兒心、智行基金籌款夜”

爱滋孤兒畫展

在2009年的世界愛滋病日，搜狐公益與智行基金會等機構攜手在中
國電影博物館舉行了一場以「守護希望——關注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
為主題的公益活動。「跳水王子」田亮先生作為該活動的「愛心大
使」，和近200名搜狐網友和中國電影博物館會員來到活動現場，一起
為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奉獻愛心。
在活動現場，愛心網友代表將書包、棉衣、足球等禮物贈送給智行

基金會代轉交給孩子，並與嘉賓一起摺許願星，表達對孩子們的祝福。
智行資助的受愛滋病影響孩子代表小雷專程由河南趕來，從聯合國愛滋
病規劃署中國大使周柳建成先生（James Chau）手中接過大家送贈的星
星，小雷同時也回贈了一幅孩子繪製的畫作。接著是香港智行基金會始
創人杜聰先生關於《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的演講。最後，在接受田亮
先生、搜狐公司副總裁陳陸明先生以及網友的贈品之後，杜聰分別回贈
了受愛滋病影響兒童的畫作以表謝意。

 

「守護希望，關注受爱滋病影響的孩子」

 嘉賓合影

海上青焙坊再傳喜訊

△ 杜聪、田亮与陈陆明

△ 加拿大電視慈善籌款夜幕後義工



簡訊

大學生面試
2009年8月底，杜聰在華中地區和西南地區進行了大

學生面試。由於今年華中地區大學生新增人數較多，面試
工作分兩次進行。第一次面試的大學生有35人，其中包括
西南地區的12名大學生。

新建圖書室揭牌儀式
2009年11月25日至26日，得到渣打銀行的捐建及智行

的籌劃，兩個河南地區的新建圖書室相繼揭牌並正式投入
使用。

智行發放冬季物資
2009年11月，

智行基金會在華中
地區給千餘戶受艾
滋病影響的家庭發
放了米、油、棉被
等生活物資，在寒
冬季節向受愛滋病
影響的家庭送出溫
暖與關愛。圖為智
行員工與義工在發
放物質。

瑞信年度聚會
瑞信於2009年12月8日在位於香港灣仔的the Pawn舉辦

了它們2009年的年度聚會，並選擇了智行作為受益機構。
瑞信團隊齊心合力，安排了彩票銷售，無聲拍賣和天才表
演等非常成功的籌款活動，讓所有人都過了一個很愉快的
晚上。

Hogan 限量版 Olympia
為了慶祝全新的旗艦店在香港開業，Hogan委託紐約

的專業壁畫家TAT’s Cru設計了限量版的Olympia運動鞋，
並將售鞋的收入全數捐給智行。88雙限量版Olympia女鞋
和88雙限量版Olympia男鞋於2009年11月3日開始在香港發
售。

月餅義賣
得到美心集團的大力支持,智行的首次月餅義賣在

2009年9月30日完滿結束。是次活動得到很多公司和善長
支持,因為既可捐款給智行,亦同時可以嘗到美味的美心月
餅。

「給孩子們一個未來」
世紀香港酒店和智行的代表於2009年12月16日在該酒

店大堂開展了「給孩子們一個未來」的籌款活動，並用海
星賀卡向孩子們送上聖誕祝福。酒店客人和支持者受邀在
海星形狀的卡片上寫下祝福,並支持義賣或作出捐款。

「修身堂」慈善晚宴
「修身堂」於2009年11月8日在加拿大溫哥華的

Westin Bayshore Grand Ballroom舉辦了他們的三週
年慈善晚宴,受益人為加拿大智行基金會。來自香港
和台灣的藝人們踴躍參加此項有意義的活動，以示支
持。

Cello @ Cellar 
超過50位客人於2009年9月24日在香港Crown 

Wine Cellars的酒會上欣賞了世界知名的大提琴
家李垂誼和國際鋼琴大獎得主李嘉齡的表演，是
次演出由 the GAM HK Limited 和 Crown Wine 
Cellars贊助。

智行慈善高球日
智行的首個慈善高爾夫球日於2009年11月17日在

香港石澳高爾夫球會舉辦。此次活動得到了奧迪香
港, 英皇鐘錶珠寶, 瑞士尊貴理財, DNA Golf 和雪花
秀的的贊助。籌款活動非常成功,所有參加者都盡興
而歸。

「中國兒童」圖片展覽
香港的美國商會從2009年12月12日到2010年1月

初主辦了一個圖片展覽，介紹「中國兒童」一書中的
照片。商會成員和參觀者都被照片深深打動,亦透過
這個活動認識了智行。

智行獲GBC表彰
2009年11月24日，GBC（Global Business 

Coalition on HIV/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中國抗愛滋病媒體聯盟（CHAMP）」
在上海啟動。智行資助的5名受愛滋病影響的學生
參加了活動，向與會來賓展示了他們自強不息和樂
觀的精神。GBC總裁John Tedstrom向智行主席杜
聰頒發了獎盃，以表彰智行對GBC的貢獻。

智行獲最佳實踐案例表彰
2009年11月22日，第五屆全國愛滋病國際項目

經驗交流會在上海召開。上海K5西餐廳因為長期以
來與智行的成功合作，被主辦單位選為本地唯一最
佳實踐案例並在會上作交流。
圖為大會

主持濮存昕
（左一）和
蔣文麗（左
二）與K5餐
廳總經理
Franck 
Crouvezier
（中間）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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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行基金會是在香港註冊的慈善機構。自2002年

起，基金會的愛滋孤兒項目爲華中8000多名受愛

滋病影響的兒童提供教育和關懷。僅需250港元就

可以支付壹名小學生全年上學的費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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