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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古箏慈善音樂會為愛滋遺孤籌款 

 

智行香港於 7 月 2 日假香港演藝學

院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舉辦了首屆

古箏慈善音樂會。音樂會由古箏大

師吳炳坤全力策劃及籌辦，吳老師

聯同音樂界好友及高足，除了古箏

演奏外，更有融合不同樂器及舞蹈

的表演，讓觀眾從新的角度欣賞傳

統中華文化。音樂會淨收益全數撥

捐智行基金會用於國內愛滋遺孤的

教育資助項目。 

 

《商旅》亞太區年度頒獎禮 

 

9 月 23 日，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先

生及智行的嘉賓獲邀出席《商旅》

雜誌的年度頒獎禮，杜聰先生代表

智行頒發紀念狀予特別嘉賓香港奧

運游泳選手江忞懿小姐，以感謝其

出席支持。此外, 感謝一眾智行義

工於前台幫忙及宣傳， 讓更多人

認識智行的工作。 

  

「開開心心上學去 2016」晚聚 

 

智行週年義工旅遊活動「開開心心

上學去」的籌委於 7 月 20 日晚上

假香港時代廣場 PizzaExpress 舉

辦了一場晚飯聚會，逾 50 位智行

支持者參與其中。是次活動由

PizzaExpress 全力支持及贊助，讓

參加者在享用美酒佳餚的同時，與

往屆的參加者分享交流，並獲得來

屆的最新資訊。「開開心心上學去

2016」將會是第十屆，定於 11 月 4

至 8 日舉行，這次將重回首屆的地

點 - 雲南麗江，併入住瑰麗獨特

的悅榕莊。今年籌款目標為港幣五

百萬元，籌得款項將全數用作愛滋

遺孤教育經費。活動籌委期望參加

者與智行資助的學生能共渡愉快旅

程、勉勵學生和分享生活經驗，幫

助更多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 

兒童慈善心嘉年華 2016 

智行香港於 7 月 10 日參加了由 Prestique Limited 主辦的「第七屆兒童慈善心

嘉年華」，於會中設置遊戲攤位，向小朋友及家長介紹智行的工作。攤位全

由義工幫忙運作，他們透過可愛的卡通人體彩繪，吸引小朋友隨緣樂助，感

受捐獻的快樂。是次嘉年華旨在將慈善的精神灌輸給年幼的孩童，從少便開

始培育他們一顆關懷互愛的心。活動的門票淨收益會平均撥捐各參與活動之

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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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籌款活動 

「Summer Fun Charity Bazaar」 於 8 月 21 日在上海

裸心社舉辦，由上海的善心人士捐出二手衣物作慈善義

賣，將所籌得的善款捐予智行。 

 「BD 蘇州經銷商晚宴」於 8 月 30 日在蘇州皇冠假日酒

店舉行，8 幅受智行資助孩子的複製畫於慈善拍賣環節

全部售出，為智行籌得可觀的善款。   

公益傳播 

AWS 公司於 9 月 7 日至 8 日在北京舉辦高峰論壇，智行

獲邀在現場設立展位作慈善義賣，同時向眾多互聯網企

業宣傳智行的工作。  

智行獲邀出席於 9 月 18 日舉行的加州大學北京校友會

聚會，分享智行的近況。加州留學生曾參加北京的夏令

營，與智行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合作關係。  

中秋節活動 

9 月 10 至 11 日，約 20 名受助學童共聚安徽，一同慶

祝中秋佳節。活動以「同一月餅、同一夢想、歡樂和諧、

智行同在」為主題，讓學童認識中秋節文化，透過親手

製作燈籠、猜燈謎及製作月餅等趣味活動，加深他們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   

 

智愛社會企業 

 

 

 

 

 

智愛社企義工團隊 

由白領和大學生組織的智愛社企義工團隊在暑假接受了

企業高級管理培訓後，將所學的理論實踐，應用在農村

發展項目。這次活動希望建立可持續的義工系統，支持

智愛社企公益項目的發展。 

愛心騎行 

4 名智愛社企大學生義工發起了慈善騎行活動為智行籌

款，從桂林出發至雲南臨滄，全程 2200 公里，歷時 25 

天。啟程儀式於 7 月 17 日在桂林大圩古鎮舉行，智行

代表贈送錦旗給 4 位愛心騎士以表謝意及祝福。沿途他

們會與當地的社群互動交流，包括於大圩古鎮教導小海

星騎行及於終點臨滄與當地的小海星一同到茶園採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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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智行學院 

智行在學費資助外，同時亦關注受助學生的身心發展。

其中智行學院是特別為受資助的大學生而設，為他們提

供職業輔導、領導能力、溝通技巧等多項培訓。 

2016 年度第 6 期智行學院培訓在暑假期間完滿舉行，共

195 位大學生參與，他們日後將有機會參與大學生暑期

工作計劃。 

大學生暑期工作計劃 

完成智行學院培訓的大學生均可參與大學生暑期工作計

劃，透過暑假期間在智行實習，以工作實踐回饋社會。 

2016 年的暑期工作共有 252 名大學生參與，分別於各地

辦公室進行實習工作，工作包括家訪、資料整理、籌備

活動及興趣班等。這次的大學生暑期工作一共完成了

4899 名受助學童的家訪，更舉辦了 36 個興趣班及 98 個

活動，受惠學童約 2900人。 

除了智行的工作外，當中一些大學生小組更帶領受助學

童到敬老院探訪，陪伴老人家聊天、為他們表演及幫助

打掃衛生，深得老人家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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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時刻 

1. 大學生暑期工作開幕會議。 

2. 大學生參與拓展活動訓練。 

3. 大學生於暑期工作結束時分享在暑期工

作的中的體驗，為日後的大學生署期工

作提供寶貴的建議與經驗。 

4. 大學生籌辦及教授興趣班。 

5. 每位大學生都親身到受助學童家中探

訪。 

6. 與小孩進行遊戲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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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夏令營 

每年 7 至 8 月份，智行都會於國內不地方舉辦夏令營，

目的是讓受資助的孩子有機會到大城市裡參觀及學習，

從而激發他們多元的潛能及對未來的憧憬。 

各地的夏令營行程雖有所不同，行程安排卻同出一轍，

就是讓學生於以下四個範疇得到發展。  

1. 學術發展– 

透過參觀大學校園讓學生瞭解升學的前景。 

2. 職業導向– 

透過參觀企業讓學生認識不同行業的工作環境。 

3. 心理輔導–  

不同的藝術工作坊，例如繪畫、音樂、舞蹈等，

讓學生學習以不同的藝術方式抒發情感。 

4. 增廣見聞– 

透過遊覽地標、博物館及名勝古跡等擴闊學生的

眼界。 

今年除了於北京、上海及廣州三地辦的城市夏令營外，

幸獲有心人全數贊助，特別加設了兩個杭州夏令營，

加上於周口、鄭州、駐馬店及廣西等地舉辦的地區夏

令營，令本年受惠的學童人數達 500 多人。 

除了參觀及遊覽外，我們亦會安排一些教育性的活動，

例如於廣西北海夏令營中，學生學習了紅樹林保育與

勘探，還有減災防災的應急知識，此外每位學生獲發

減災應急包，以便他們日後能學以致用。 

每次活動完結後，我們都會收集學生的活動評估問卷，

以作記錄及分析檢討之用，從而改善日後的活動。總

觀可見, 學生們從夏令營中最大的收穫是友誼，他們

都交了不少新朋友，而經歷了數天離家的日子後，孩

子們的獨立生活和思考能力也得以提升，還學會了照

顧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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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時刻 

1. 學生於上海夏令營中參觀交

通大學。 

2. 南陽夏令營中孩子們遊覽了

西峽縣龍潭溝景區、信陽南

灣湖景區，還有鳥島、猴

島、茶文化園等島嶼。 

3. 學生在周口兒童大世界體驗

銷售員的工作。 

4. 學生參觀周口氣象局及周口

博物館，瞭解周口歷史文

化，並體驗高科技帶來的方

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