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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古筝慈善音乐会为艾滋遗孤筹款 

 

智行香港于 7 月 2 日假香港演艺学

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举办了首届

古筝慈善音乐会¨音乐会由古筝大

师吴炳坤全力策划及筹办，吴老师

联同音乐界好友及高足，除了古筝

演奏外，更有融合不同乐器及舞蹈

的表演，ĲĐ众从新的角度欣赏传

统中华文化¨音乐会淨收益全数拨

捐智行基金会用于国内艾滋遗孤的

教育资助项目¨ 

 

て商旅と亚太区年度颁奖礼 

 

9 月 23 日，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先

生及智行的嘉宾获邀出席て商旅と

杂誌的年度颁奖礼，杜聪先生屈表

智行颁发纪念状予特别嘉宾香港奥

运游泳选手江忞懿小姐，以感谢其

出席支持¨此外, 感谢一众智行义

工于前台帮忙及宣传， Ĳ更多人认

识智行的工作¨ 

  

ひ开开心心上学去 2016ふ晚聚 

 

智行週年义工旅游活动ひ开开心心

上学去ふ的筹委于 7 月 20 日晚上

假香港时屈广场 PizzaExpress 举办

了一场晚饭聚会，逾 50 位智行支

持 者 参 与 其 中 ¨ 是 次 活 动 由

PizzaExpress 全力支持及贊助，Ĳ参

加者在橘用美酒佳餚的同时，与往

届的参加者分橘交流，并获得来届

的最新资ŀ¨ひ开开心心上学去

2016ふ将会是第十届，定于 11 月 4

至 8 日举行，这次将重回首届的地

点 - 云南丽江，并入住瑰丽独特的

悦榕庄¨モ年筹款目标为港币五百

万元，筹得款项将全数用作爱滋遗

孤教育经费¨活动筹委期望参加者

与智行资助的学生能共渡愉快旅程′

勉励学生和分橘生活经验，帮助更

多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 

儿童慈善心嘉年华 2016 

智行香港于 7月 10日参加了由 Prestique Limited主办的ひ第七届儿童慈善心

嘉年华ふ，于会中Ų置游戏摊位，向小朋友及家长ャ绍智行的工作¨摊位全

由义工帮忙运作，他们透过可爱的卡通人体彩蹡，吸引小朋友随缘乐助，感

受捐献的快乐¨是次嘉年华旨在将慈善的精神灌输蹩年幼的孩童，从少便开

始培育他们一呏篰怀互爱的心¨活动的门票淨收益会平均拨捐各参与活动之

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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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筹款活动 

さ“uﾏﾏer Fuﾐ Charity Bazaarざ 于 8月 21日在上海裸心社

举办，由上海的善心人士捐出二手衣物作慈善义卖，将

所筹得的善款捐予智行¨ 

 さBD 苏州经销商晚宴ざ于 8 月 30 日在苏州皇冠假日酒店

举行，8 幅受智行资助孩子的複制画于慈善拍卖环节全

部售出，为智行筹得可Đ的善款¨   

公益传播 

AWS 公司于 9月 7日至 8 日在北詰举办高峰论坛，智行

获邀在现场Ų立展位作慈善义卖，同时向众多互联网企

业宣传智行的工作¨  

智行获邀出席于 9 月 18 日举行的加州大学北詰校友会聚

会，分橘智行的近况¨加州留学生曾参加北詰的夏屉营，

与智行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合作篰系¨  

中秋节活动 

9 月 10 至 11 日，誶 20名受助学童共聚安徽，一同庆祝

中秋佳节¨活动以ひ同一月饼′同一梦想′欢乐和谐′

智行同在ふ为主呞，Ĳ学童认识中秋节文化，透过亲手

制作灯笼′猜灯谜及制作月饼等趣味活动，加深他们对

中华文化的认识¨   

 

智爱社会企业 

 

 

 

 

 

智爱社企志愿者团队 

由白领和大学生贜趟的智爱社企志愿者团队在暑假接受

了企业高諉管理培ĳ后，将所学的理论实践，应用在农

村发展项目¨这次活动希望建立可持续的志愿者系统，

支持智爱社企公益项目的发展¨ 

爱心骑行 

4 名智爱社企大学生志愿者发起了慈善骑行活动为智行

筹款，从桂林出发至云南临沧，全程 2200 公里，历时

25 天¨启程仪式于 7 月 17 日在桂林大圩古镇举行，智

行屈表赠送锦旗蹩 4 位爱心骑士以表谢意及祝福¨沿途

他们会与当地的社群互动交流，包括于大圩古镇教导小

海星骑行及于趫点临沧与当地的小海星一同到茶园採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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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智行学院 

智行在学费资助外，同时亦篰注受助学生的身心发展¨

其中智行学院是特别为受资助的大学生而Ų，为他们提

供职业辅导′领导能力′沟通技巧等多项培ĳ¨ 

2016 年度第 6 期智行学院培ĳ在暑假期间完满举行，共

195 位大学生参与，他们日后将有机会参与大学生暑期

工作计划¨ 

大学生暑期工作计划 

完成智行学院培ĳ的大学生均可参与大学生暑期工作计

划，透过暑假期间在智行实习，以工作实践回馈社会¨ 

2016 年的暑期工作共有 252 名大学生参与，分别于各地

办公室进行实习工作，工作包括家Ǘ′资料整理′筹备

活动及簃趣班等¨这次的大学生暑期工作一共完成了

4899名受助学童的家Ǘ，更举办了 36个簃趣班及 98个

活动，受惠学童誶 2900人¨ 

除了智行的工作外，当中一些大学生小贜更带领受助学

童到敬老院探Ǘ，陪伴老人家聊天′为他们表演及帮助

打扫卫生，深得老人家喜爱¨ 

 

 

2 

3 

5 

6 

 

珍贵时刻 

1. 大学生暑期工作开幕会ĸ¨ 

2. 大学生参与拓展活动ĳ贗¨ 

3. 大学生于暑期工作结束时分橘在暑期工

作的中的体验，为日后的大学生署期工

作提供宝贵的建ĸ与经验¨ 

4. 大学生筹办及教授簃趣班¨ 

5. 每位大学生都亲身到受助学童家中探

Ǘ¨ 

6. 与小孩进行游戏活动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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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夏屉营 

每年 7 至 8 月份，智行都会于国内不地方举办夏屉营，

目的是Ĳ受资助的孩子有机会到大城市里参Đ及学习，

从而激发他们多元的潜能及对未来的憧憬¨ 

各地的夏屉营行程虽有所不同，行程安排却同出一辙，

就是Ĳ学生于以下四个范畴得到发展¨  

1. 学术发展– 

透过参Đ大学校园Ĳ学生了解升学的前景¨ 

2. 职业导向– 

透过参Đ企业Ĳ学生认识不同行业的工作环境¨ 

3. 心理辅导–  

不同的艺术工作坊，例如蹡画′音乐′舞蹈等，

Ĳ学生学习以不同的艺术方式抒发情感¨ 

4. 增广№闻– 

透过游览地标′博物馆及名胜古蹟等扩阔学生的

眼界¨ 

モ年除了于北詰′上海及广州三地办的城市夏屉营外，

幸获有心人全数贊助，特别加Ų了两个杭州夏屉营，

加上于周口′郑州′驻马店及广西等地举办的地区夏

屉营，屉本年受惠的学童人数达 500多人¨ 

除了参Đ及游览外，我们亦会安排一些教育性的活动，

例如于广西北海夏屉营中，学生学习了红树林保育与

勘探，还有减灾防灾的应急知识，此外每位学生获发

减灾应急包，以便他们日后能学以致用¨ 

每次活动完结后，我们都会收集学生的活动评估问卷，

以作ŉ录及分析检Ħ之用，从而改善日后的活动¨总

Đ可№,学生们从夏屉营中最大的收获是友谊，他们

都交了不少新朋友，而经历了数天离家的日子后，孩

子们的独立生活和思考能力也得以提升，还学会了照

顾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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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时刻 

1. 学生于上海夏屉营中参Đ交

通大学¨ 

2. 南阳夏屉营中孩子们游览了

西峡县龙潭沟景区′信陽南

灣湖景區，還有鳥島′猴

島′茶文化園等島嶼¨ 

3. 学生在周口儿童大世界体验

销售员的工作¨ 

4. 学生参Đ周口气象局及周口

博物馆，了解周口历史文

化，并体验高科技带来的方

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