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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善同心💖戲曲雅聚
2019 年 5 月 13 日由錦園主辦，智行作受惠機構
的粵劇戲曲音樂會，亦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茶館劇場首次對外租借的活動。
當晚邀請了中大陳志輝教授及呂汝漢教授擔任
主禮嘉賓, 劉永全老師任大會音樂暨藝術總
監，又得到 19 位名伶演出精彩折子戲及獻唱名
曲。
晚會獲粵劇愛好者的支持，座無虛席，戲曲音
樂會收益全數用以支持智行基金會愛滋遺孤教
育項目。

「開心夢履行」2019 茶聚
「開心夢履行」活動籌委於 6 月 22 日下午假「五十年代餐廳」舉辦了分享會，與一眾新舊支持者
分享往屆活動點滴及介紹來屆活動資訊。
本年的活動將於 2019 年 11 月 1 至 4/6 日於中國山西, 太原舉行。
參與者將有機會與智行受助中,學生共同渡旅程。感謝「五十年代餐廳」預備地方和茶點招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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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屆香港國際旅遊展

2019 年 5 月 17 日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由 本會再次獲邀參與第 33 屆香港國際旅遊展，感
馬勒樂團主辦，智行作受惠機構的管絃樂音樂 謝主辦方讓本會設置攤位推廣智行工作及旅遊
會。
相關的籌款活動。
當晚邀請了台灣知名小提琴家胡乃元先生參與
音樂會領奏和小提琴獨奏，精彩演奏出古典音
樂的悠揚樂韻，包括孟德爾遜和莫札特著名交
響曲。
音樂會高朋滿座，經智行購買門票之收益全數
用以支持智行基金會愛滋遺孤教育項目。

活動於 6 月 13-16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完滿舉
行。
「開心夢履行」2019 籌委會主席潘仁風先生及
譚玉瑛女士更於活動中宣講公益旅遊的理念。
這次攤位的設計、佈置及管理全由義工負責，
謹此感謝所有幫忙的義工。

2019 「智愛筏可騎行 3000 里」
本會及筏可中學多年合作一起推動香港及國內青少年關心社會, 支持公益服務及促進中港交流的
活動。
今年首次由本會的「智愛騎士」及「佛教筏可紀念中學」自組合辦的「智愛筏可騎行 3000 里」,
不僅是希望給學生們一個自我挑戰的機會，更重要是讓大眾關注國內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及兒童
的情況。
「智愛筏可騎行 3000 里」於 2019 年 7 月 11 日舉行開幕禮，並邀請到鍾逸傑爵士為騎行隊伍鳴
槍起步, 騎行隊伍隨即由香港出發，十一位中港師生同心協力一起騎單車踏過 3,000 公里到達北
京，沿途走訪愛滋村落, 探訪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 參與村校義教工作及為本會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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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行」 巡迴攝影展覽

兒童慈善心嘉年華 2019

本會與常霖法師合辦「菩薩行」巡迴攝影展覽。

第 10 屆兒童慈善心嘉年華(CCC)於 7 月 27
日在屯門哈羅香港國際學校舉行。

這次是常霖法師透過三次親身探訪智行基金會在河
南、雲南和山西三地受助愛滋遺孤後的感受及當時拍 智行榮幸再次成為受惠及參與慈善團體之
攝的作品帶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向菩薩學習，讓自己 一。
的生命活得更加自在。並把三次探訪的照片編輯成
《菩薩行》圖文集免費贈閱給大家。
CCC 是由薈益(Prestique)公關公司籌辦的旗
艦企業社會責任項目，旨在透過提供平台予
展覽開幕禮於 7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於中 針對孩子服務的香港公益機構，推廣及教育
環國際金融中心一期一樓大堂舉行開幕禮並邀請到
孩子公益理念。
馮孝忠太平紳士擔任開幕主禮嘉賓。
常霖法師於開幕禮後親自帶各來賓參觀導賞。常霖法 CCC Facebook: https://ww
師希望透過攝影展覽帶出生命中的菩薩助我們自利, w.facebotok.com/Children CharitiesCarnival/
利他, 慈悲, 智慧. 無求、過程即是結果隨處輕安, 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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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慶中秋
佳節將至之時, 一眾智行支持者以愛與行動, 為國內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送上關懷及祝福, 讓他
們的中秋佳節過得更溫暖。
獲美心月餅多年持續的支持及贊助, 本年度的智行月餅慈善代購於 7 月至 8 月期間推出, 一共有 9
款月餅供支持者選購, 謝謝贊助商及每位支持者長期的支持。透過慈善代購活動, 義工村訪於 8
月 30 日出發, 直接把美心捐贈予本會的月餅交到智行資助的孩子/家庭手中, 慈善代購的淨收益
也為智行於內地的工作帶來一定的支援。

活動詳情 :: http://www.chfaidsorphans.com/staticpage.php?id=932 (Order Form)

内地

5月

6月

5 月 11 日, 北京項目組受邀參與北京外國語
大學志願服務論壇, 與首都二十餘家高校,
社團大學生暢談志願服務, 呼籲更多大學
生參與公益活動, 展現大學生的風采。

6 月 16 日在父親節當日, 北京項目組組織志
願者舉辦“父親節，志願者交流會”活動,
回顧在 2018 年的志願活動, 請幾位志願者
代表分享服務故事, 傳遞公益精神。並向到場嘉
賓分享北京地區在 2019 年的活動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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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聰先生受邀來到清華大學經管
學院, 舉辦專題公益演講。向經管學院的學生分
享智行二十年的心路歷程, 國內受艾滋病影響
兒童的生活現狀。並暢談社會企業的可持續發
展, 引導商業向善, 讓公益生活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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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至 27 日舉行為期 15 天的智行上海綜合
夏令營, 此次活動為來自河南駐馬店及上蔡的
60 位困境中學生提供參觀學習之旅。
活動期間學生們分別前往上海半島酒店, 上海
交通大學, 上海星巴克臻選店, 美敦力, BD¸ 百
勝中國, 迪斯尼度假區¸上海渣打銀行¸ 上海星
展銀行等知名企業, 高校及景點開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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