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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善同心💖戏曲雅聚
2019 年 5 月 13 日由锦园主办，智行作受惠机构
的粤剧戏曲音乐会，亦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
茶馆剧场首次对外租借的活动。
当晚邀请了中大陈志辉教授及吕汝汉教授担任
主礼嘉宾, 刘永全老师任大会音乐暨艺术总监，
又得到 19 位名伶演出精彩折子戏及献唱名曲。
晚会获粤剧爱好者的支持，座无虚席，戏曲音
乐会收益全数用以支持智行基金会爱滋遗孤教
育项目。

「开心梦履行」2019 茶聚
开心梦履行」活动筹委于 6 月 22 日下午假「五十年代餐厅」举办了分享会，与一众新旧支持者分
享往届活动点滴及介绍来届活动资讯。
本年的活动将于 2019 年 11 月 1 至 4/6 日于中国山西, 太原举行。
参与者将有机会与智行受助中,学生共同渡旅程。感谢「五十年代餐厅」预备地方和茶点招待我们。

微博: 智行基金會

網站 Website:

简报
马勒乐团「唔使指挥」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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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届香港国际旅游展

2019 年 5 月 17 日于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由 本会再次获邀参与第 33 届香港国际旅游展，感
马勒乐团主办，智行作受惠机构的管絃樂音乐会。 谢主办方让本会设置摊位推广智行工作及旅游
相关的筹款活动。
当晚邀请了台湾知名小提琴家胡乃元先生参与音
乐会领奏和小提琴独奏，精彩演奏出古典音乐的 活动于 6 月 13-16 日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完满举
悠扬乐韵，包括孟德尔逊和莫札特著名交响曲。 行。
音乐会高朋满座，经智行购买门票之收益全数 用 「开心梦履行」2019 筹委会主席潘仁风先生及
谭玉瑛女士更于活动中宣讲公益旅游的理念。
以支持智行基金会爱滋遗孤教育项目。
这次摊位的设计、布置及管理全由义工负责，
谨此感谢所有帮忙的义工。

2019 「智爱筏可骑行 3000 里」
本会及筏可中学多年合作一起推动香港及国内青少年关心社会, 支持公益服务及促进中港交流的
活动。
今年首次由本会的「智爱骑士」及「佛教筏可纪念中学」自组合办的「智爱筏可骑行 3000 里」,
不仅是希望给学生们一个自我挑战的机会，更重要是让大众关注国内受爱滋病影响的家庭及儿童
的情况。
「智爱筏可骑行 3000 里」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举行开幕礼，并邀请到钟逸杰爵士为骑行队伍鸣枪
起步, 骑行队伍随即由香港出发，十一位中港师生同心协力一起骑单车踏过 3,000 公里到达北
京，沿途走访爱滋村落, 探访受爱滋病影响的家庭, 参与村校义教工作及为本会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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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行」 巡回摄影展览

儿童慈善心嘉年华 2019

本会与常霖法师合办「菩萨行」巡回摄影展览。

第 10 届儿童慈善心嘉年华(CCC)于 7 月 27 日
在屯门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举行。

这次是常霖法师透过三次亲身探访智行基金会在河
南、云南和山西三地受助爱滋遗孤后的感受及当时拍 智行荣幸再次成为受惠及参与慈善团体之
摄的作品带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向菩萨学习，让自己 一。
的生命活得更加自在。并把三次探访的照片编辑成
CCC 是由荟益(Prestique)公关公司筹办的旗舰
《菩萨行》图文集免费赠阅给大家。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旨在透过提供平台予针
展览开幕礼于 7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二时三十分于中 对孩子服务的香港公益机构，推广及教育孩
子公益理念。
环国际金融中心一期一楼大堂举行开幕礼并邀请到
冯孝忠太平绅士担任开幕主礼嘉宾。
CCC Facebook: https://ww
常霖法师于开幕礼后亲自带各来宾参观导赏。常霖法 w.facebotok.com/Children CharitiesCarnival/
师希望透过摄影展览带出生命中的菩萨助我们自利,
利他, 慈悲, 智慧. 无求、过程即是结果随处轻安, 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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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庆中秋
佳节将至之时, 一众智行支持者以爱与行动, 为国内受爱滋病影响的孩子送上关怀及祝福, 让他
们的中秋佳节过得更温暖。
获美心月饼多年持续的支持及赞助, 本年度的智行月饼慈善代购于 7 月至 8 月期间推出, 一共有 9
款月饼供支持者选购。 谢谢赞助商及每位支持者长期的支持。透过慈善代购活动, 义工村访於 8
月 30 日出发, 直接把美心捐赠予本会的月饼交到智行资助的孩子/家庭手中, 慈善代购的净收益也
为智行于内地的工作带来一定的支援。

活动详情:: http://www.chfaidsorphans.com/staticpage.php?id=932 (Order Form)

内地

5月

6月

5 月 11 日, 北京项目组受邀参与北京外国语
大学志愿服务论坛, 与首都二十余家高校, 社团
大学生畅谈志愿服务, 呼吁更多大学生参与公
益活动, 展现大学生的风采。

6 月 16 日在父亲节当日, 北京项目组组织志
愿者举办“父亲节，志愿者交流会”活动,
回顾在 2018 年的志愿活动, 请几位志愿者
代表分享服务故事, 传递公益精神。并向到场嘉
宾分享北京地区在 2019 年的活动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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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杜聪先生受邀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举办专
题公益演讲。向经管学院的学生分享智行二十年
的心路历程, 国内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生活现
状。并畅谈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引导商业向
善, 让公益生活化常态化。

2019 年 5-7 月

7 月 14 至 27 日举行为期 15 天的智行上海综合
夏令营, 此次活动为来自河南驻马店及上蔡的
60 位困境中学生提供参观学习之旅。
活动期间学生们分别前往上海半岛酒店, 上海
交通大学, 上海星巴克臻选店, 美敦力, BD¸ 百
胜中国, 迪斯尼度假区¸上海渣打银行¸ 上海星
展银行等知名企业, 高校及景点开展活动。

聯繫我們
Contact Us
地址 Address：香港九龍青山道 479-479A 號 麗昌工廠大廈 7 樓 703A 室 Room 703A, 7/F, Lai Cheong Factory Building, 479-479A Castle Pea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郵政信箱 PO Box: 香港中央郵局 3923 號 G.P.O. Box 3923, Central, HK
電話 Telephone : (852) 2517 0564 傳真 Fax : (852) 2517 0594 電郵 Email : events@chihengfoundation.com WhatsApp: (852) 5137 2726
網站 Website: www. c hi hengfoundation.com

微博: 智行基金會

網站 Web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