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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藝抒情˙共聚蘇州

智行將於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蘇州舉辦遊學籌款活動
“展藝抒情˙共聚蘇州”。來自香港及外地的學生與智行資
助的國內孩子將共同透過藝術活動，互相交流學習。
2009 藝術營集體創作

展藝抒情˙共聚香港

智行將於八月四日至八日在香港舉辦首個攝影/藝術夏令營。此活動歡迎香港及外地的學生
參與，與接受智行資助的學生一起鑽研攝影技巧，亦可藉此了解到愛滋病在內地的影響。

月餅義賣
智行將於六月底至九月在香港舉行月餅義賣，詳情將於稍後在智行網站內公佈。

華中地區冬季送溫暖
2010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初，一批受智
行資助的大學生幫助智行基金會發放棉被和
春節慰問金給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希望他
們能度過一個溫暖而愉快的春節。此次活動
共為 1000 戶家庭送去了棉被，為 204 名特
困學生送去了慰問金，為成績優異的 90 名
學生發放了獎學金。
智行基金會正在發放棉被

凌晨三時的「喚醒服務」
學生們於凌晨三
時在香港地鐵站
內合照

大夥兒準備出發

七名受智行基金會資助的大學生於 2 月 28
日（星期日）在香港度過了 難忘的一天。他們
在凌晨三時起床，與其他參加「渣打馬拉松」
10 公里競步的大批健兒會合，並於一小時內（即
黎明前）完成賽事。接下來在維多利亞公園的
活動更令他們大開眼界。多謝「香港迪士尼」
的慷慨資助，讓學生們能在主題公園內歡度當
日餘下的時間。他們享受在園內的每一刻，體
驗了過山車和劇場演出、煙花表現及美國小鎮
大街上的購物樂趣等等，直至樂園的開放時間
結束為止。這次訪港亦為他們提供了會見智行
的支持者、參加午餐會、參 觀辦公室、接受媒
體訪問和與中學生及一群本地弱勢女童見面及
分 享 的機 會。在「黑 暗 中 對 話（DiD）」的 慷 慨
資助下，一個在 DiD 會場中舉行的慈善活動亦
讓這些學生與智行的支持者在完全黑暗中經歷
了一次非常有啟發性的旅程。

智行西南地區首次冬令營
2010年1月26至31日，19名西南地區受智行資助的中
小學生到達昆明參加智行基金會西南地區的首次冬令營
活動。
短短的幾天裡，學生們不但逛過翠湖餵過海鷗、遊
覽了野生動物園，還參觀了東方航空昆明維修基地、邦
克飯店、家樂福等一些昆明知名的企業。學生們得以認
識到這些企業先進的運作模式及企業文化，並且在參觀
邦克飯店和家樂福的過程中，親自動手為自己製作了生
日蛋糕和肉鬆麵包。
在雲南大學，志願者帶領學生們參觀了這所歷史悠
久的名校。在瞭解過校園文化、分享了學長們的學習經
驗之後，學生們還參加了一節有趣的泥塑課。在專業老
師的指導下，每個人都製作了一件充滿想像力和趣味性
的泥塑作品。此外，學生們還參加了拓展訓練，學習跆
拳道、英語和畫畫，並觀看了3D版電影《阿凡達》。
冬令營活動在1月31日晚，同學們依依不捨中結束。
在此感謝下列愛心企業和單位對昆明冬令營的大力支持

「智·勇同心」庚寅年慈善籌款晚宴
熱心支持智行基金會的白先勇教授，於三月三日在
銅鑼灣香港世界貿易中心會再次與智行携手主持「智 勇
同心」慈善籌款晚宴。

：家樂福、邦克飯店、雲南野生動物園、東方航空昆明
維修基地、昆明交通指揮中心、新東方學校、福林堂、
同立藝術學校、昆明黑帶精英跆拳道館、環銀國際電影
城及科普樂園。

多才多藝的智行義工隊員再次在會場的佈置上顯示
他們的專業才華，背景布幕上的戲曲人像及小孩照片點
出白教授與崑劇及智行的緊密關係，劉浩賢老師用優美
的書法在團扇上標記了每一桌的名字，配合著名畫家奚
淞老師三幅用作慈善拍賣的雅緻觀音畫像，使會場更顯
典雅祥和。
晚宴的節目亦充滿了藝術氣息；先有「牡丹亭」精
彩片段的播放，接著是王梓靜老師的琵琶演奏(在此鳴謝
香港中樂團)，精湛的造詣贏得了來賓熱烈的掌聲。
晚宴得到黃灌球先生贊助全部費用， Amorepacific
HK Co Ltd., Moet Hennessy Diageo Hong Kong，
Panacea Publishing Asia Ltd., 3 J's (HK) Ltd. 以及
余志明先生等多位善長贊助義賣珍品及席劵，智行資助
的三位大學生亦到場代表所有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向來
賓作出道謝。是晚收入足以資助三千名小學生一年的教
育費，所有來賓亦盡興而歸!
△

智行四川抗震救災

△可愛的冬令營營員們

梁玳寧女士紀念晚宴
智行基金會於2010年1月8日舉行了一個名為「情繫
玳寧」的晚飯聚會，以紀念在2009年11月1日離世的義工
梁玳寧女士。
梁女士是全球首位獲得世界「傑青」榮銜之華人女
性、著名專欄作家兼美食家。樂於助人的梁女士在過去
數年一直傾力支持智行。這個飯聚由一位善長贊助，讓

△ 杜聰、智行義工/員工及智行資助的學生

白教授、奚淞老師、杜聰及智行義工合照

認識梁女士的義工及朋友們一起抒發對她的懷緬之情。
梁女士交遊廣闊，席上播放了各界登載在報刋上懷
念她的文章，以及由她發起的「智愛大行動」的活動片
段，並邀請了梁女士的各方友好分享他們與梁女士交往
的點滴，一次又一次的顯示出這位愛心滿溢的天使如何
的盡心盡力去助人。這個溫馨的飯聚在陳研新美妙的歌
聲中結束。
梁女士的笑容及熱心助人的精神將永遠存在我們心
中!

第二期大學生創業培訓
2010年2月1日至6日，在北京光華慈善基金會
的大力支持下，光華-智行第二期創業培訓班在鄭
州舉行，34名接受培訓的學員全部獲得畢業證書。
大學生創業培訓具有重大意義：一為學員提供求職
或創業的方法和建議；二為智行培養社會企業的骨
幹，成為能自主創造財富的人才。

義光華老師，智行員工與全體學員合影

大學生感言

迎新春，智行聯歡會
2010年1月至2月初，智行員工與其資助的大學
生們在大學生面試的各個地點舉行了「歡度春節聯
歡會」活動，共有近200名學生參加。值得一提的
是，杜老師專門為20名感染兒童舉辦了「慶新年慶
生日」活動，並致以新年祝福和分發新年禮物。

△ 杜聰，智行員工與參加「慶新年慶生日」活動的兒童
合影

玩具義賣
2010年1月24日，Pandamama的設計師
Gloria Leung在上海莫干山路的「罐子書屋」舉
行了一場限量版玩具義賣活動，並將拍賣所得全
數捐給了智行基金會，以資助受愛滋病影響的孩
子完成學業。

△ 圖為設計師Gloria Leung接受智行基金會的致謝禮物。

香港馬拉松感言
小董（Daniel）

為期一周的香港之行給我無窮的啟迪和
美好的回憶。對於曾遇見的那些人、那些事，
無法遺忘，將會永藏於我的記憶中。
很感謝此次同行的五位團員給我的幫助
和鼓勵，讓我有勇氣去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困
難，並且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給我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我們幾個男生在馬拉松比賽的過程
中，一直不離不棄，互相鼓勵，並幾乎在同一
時間跑完了十公里。我也特別感謝智行給我
這個機會，讓我再一次高難度地挑戰自己。
這是我第一次完成的十公里跑步，我很
高興自己能夠完成這樣的挑戰。在參加馬拉
松之前，我們幾個都信心不足，從早到晚的談
論都是如果不能完成該怎麼辦。在賽事當天，
我們很早起床，直奔起點，合影留念後便開始
了我們的征程。馬拉松之後，我更加相信自己
的能力了，更加相信「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
人」。團隊的合作精神是我們成功的基礎，這
也是我在活動過程中得到的總結。其實給隊
友一個微笑、一個鼓勵的手勢也是團隊精神
的表現。只要我們認真、努力去做，任何挑戰
和困難都會向我們低頭。
在香港的最後一個晚上，Leon、Aaron、鴿
子和我第二批回來的四個人都參加了「智行
基金會『智·勇同心』庚寅年慈善籌款晚宴」
活動。通過參加這次活動，我深感智行籌款的
艱辛，深知杜老師和智行的工作人員以及智
行的志願者為了幫助我們完成學業所做的工
作的不易。此外還有很多熱心公益事業的慈
善人士給智行，也是給予了我們很大的支持
和幫助，從內心裡感覺到他們人格的偉大，我
由衷地感謝他們。
這次香港之行尤其是參與馬拉松活動給
了我太多的感觸。曾經的我有那麼多希望與
失望，那麼多等待與無奈，那麼多迷茫與不
安，那麼多忽視與冷漠。當經歷了煎熬與憔
悴，痛苦與磨難，人會更加的堅強，知道該追
求什麼，捨棄什麼。一個旅程，收穫了無數的
友誼，讓我一生難忘；這一次培訓，啟發了我
的人生，使我一生受用。

義工分享

我的義工工作分享

智行義工 Lucie Chau 周汶嫻女士

很喜歡以下一首詩，和各位分享：

《孩子從生活中學習》(1998)
Dorothy Law Nolte (1924 - 2005)
在批評中成長的孩子，學會怨天尤人。
在敵意中成長的孩子，學會爭強鬥勇。
在恐懼中成長的孩子，學會驚惶憂慮。
在同情中成長的孩子，學會自憐自艾。
在嘲諷中成長的孩子，學會消極退縮。
在嫉妒中成長的孩子，學會猜忌多疑。
在羞辱中成長的孩子，學會心虛愧疚。
在鼓勵中成長的孩子，學會自信果斷。
在寬容中成長的孩子，學會耐心堅韌。
在讚美中成長的孩子，學會心存感恩。
在接納中成長的孩子，學會廣施仁愛。
在嘉許中成長的孩子，學會愛人愛己。
在欣賞中成長的孩子，學會志向遠大。
在分享中成長的孩子，學會慷慨無私。
在誠實中成長的孩子，學會真誠處世。
在公平中成長的孩子，學會公義無私。
在善良體貼中成長的孩子，學會尊重他人。
在安定中成長的孩子，學會信任自己和他人。
在友善中成長的孩子，學會世界是人間樂土。
數名智行資助的大學生曾來港出席慈善晚宴，和與會
者交流，談及他們在智行幫助下有何轉變，以及在求學過
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同桌一名人士說：“這些孩子非
常'陽光'，說話有條理、也充滿自信，很多香港學生也遠
不及他們。真難想像他們曾有那麼悲惨的遭遇”。

簡訊

華中地區第二次大學生面試
繼2009年8月底完成之首次面試，智行基金會在
2010年1月至2月初進行了華中地區第二次大學生面
試，共有158人參加。直至2010年3月，智行累積資助
超過600名大學生。

「先施」110周年紀念
先施公司於2010年1月7日慶祝其110周年紀念，拍
賣了12幅由智行資助的愛滋孤兒所繪畫的圖畫，並甄
選了智行基金會為受益機構。「先施」更把這些圖畫
刊載於其2010（特別版）年曆中。

「科勁」30周年晚宴
科勁發展有限公司於2010年1月8日慶祝其30周年
紀念，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賓客分享智行的工作。許
多賓客都深受感動即席向智行作出捐獻。

「金至尊」分店開幕及捐贈
金至尊珠寶（香港）有限公司在2010年1月20日為
其設於澳門威尼斯人大運河購物中心內的分店舉行了
盛大的開幕儀式。為慶祝是次盛典，「金至尊」向智
行作出捐贈，並由智行的親善大使李徐子淇女士代為
接受。

右思維幼稚園慈善賣物會
右思維幼稚園（RMKG）於本年2月7日在其位於海
怡半島的校園舉行慈善
賣物會，以鼓勵其學生
及家長參與慈善工作並
選擇一間慈善機構作深
入了解。雖然整個下午
都下著滂沱大雨，智行
的義工在義賣玩具的過
程中仍遇上許多善心的
學生、家長和老師。

溫哥華慈善晚宴

聽後，我不禁為智行喝彩。愛滋遺孤要從憂鬱無助
的深淵中走出來，邁向“陽光”大道，是何等不容易，
而這正是智行的目標，不僅給予這些遺孤金錢 上的幫
助，更要為他們建立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讓他們感受
到關懷、接納、嘉許和友愛，學會該怎樣生活，從而有
更豐盛的人生。

「智行基金（加拿
大）」於2010年2月27日
在溫哥華明月海鮮酒樓
舉行了慈善晚宴。該素
菜晚餐得到熱情的參
與，主辦單位在晚宴時
分享的理想和目標亦得
到各參加者的認同和支
持。

在眾多的慈善團體中，我選擇成為智行的義工，因
為我認同這目標。這目標看似很艱難，但可從一個親切
的笑容、一個擁抱、一些鼓勵的說話開始，這些都是你
我可以輕易做到的。

联络我们

关于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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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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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爲華中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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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