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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支持者及朋友 : 

 

「智愛同行二十載‧新春慈善晚宴」邀請函 

 

  為慶祝智行基金會創立 20 週年，20 位受本會資助的大學生及畢業生將於

2018 年 1 月 19 至 22 日來港參與一連串活動，包括親身參與渣打香港馬拉松賽

事、機構參觀、交流活動、名勝觀光等。 

 

  當中 15 位大學生將參加渣打香港馬拉松 10 公里賽，2 位畢業生將挑戰全

馬 42 公里賽事。他們更會於馬拉松活動當晚參與「智愛同行二十載‧新春慈

善晚宴」，與支持者互動交流。晚宴的淨收益將全數用於中國內地愛滋遺孤教

育資助項目及智行行政開支。 

 

「智愛同行二十載‧新春慈善晚宴」詳情： 

日期：2018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 6 時半至 9 時半(6 時正恭候) 

地點：香港世界貿易中心會 (銅鑼灣告士打道 280 號世貿中心 38 樓) 

衣著：休閑服 (會所規定：短褲及涼鞋恕不招待) 
 

  現誠邀 閣下/貴司慷慨支持，一同參與此盛宴，與學生共進別具意義的

晚餐， 給予學生真摯的關懷及祝福。 

 

  隨函附上贊助詳情以供詳閱。我們期待 閣下/貴司的參與。如對活動有

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3709 6543 或電郵至 cherrycheung@chihengfoundation.com

與張小姐聯絡。 

 

敬祝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智行基金會團隊 

敬邀 

2017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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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愛同行二十載‧新春慈善晚宴」贊助詳情及回條 

 

請選贊助項目： 

□ 白金贊助 (HK$38,888) 

晚宴白金桌 1 席 

(每席 11 位賓客用，加 1 名學生共晉晚膳) 

鳴謝： 

-  台上頒發感謝狀  

□ 黃金贊助 (HK$28,888) 

晚宴黃金桌 1 席 

(每席 11 位賓客用，加 1 名學生共晉晚膳) 

鳴謝： 

-  晚宴司儀鳴謝  

□ 未能出席晚宴，但欲捐款支持學生的馬拉松體驗之旅 金額：HK$      

 (凡捐款 HK$10,000 或以上，本會將於本會網頁及社交平台刊登 閣下/貴司名字鳴謝。) 

若 閣下/貴司欲贊助是次活動，但未能出席晚宴，歡迎捐贈晚宴席券予本會義工或友好的慈

善/學生團體。 

□ 捐贈晚宴席券 數量：     

 

請提供聯絡資料，以便我們與您跟進贊助事宜： 

公司/姓名:                   

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職銜: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付款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智行基金會有限公司)  □ 直接存款 

支票號碼:        銀行: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金額:HK$         戶口號碼: 502-199813-838 

發出銀行:         帳號名稱: 智行基金會有限公司

收據詳情(如與上述不同請提供資料):   

收據上姓名:                   

收據郵寄地址:                  

                     
 

請將填妥的回條、支票/銀行存款收條透過以下方式遞交至智行基金會： 

郵寄：香港九龍青山道 479-479A 號麗昌工廠大廈 7 樓 703A 室 (張小姐收) 

傳真：2517 0594   電郵：info@chihengfoundation.com 

 

謹代表國內的愛滋遺孤感謝閣下的慷慨支持！ 

mailto:info@chihengfound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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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Chi Heng Foundation 智行基金會簡介 

 
Give AIDS Orphans the Chance of an Education – Help Change their Destiny!  
 
Chi Heng Foundation (CHF) was founded in 1998 and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in Hong Kong (IR 
file No. : 91/6187). The philosophy of “Chi Heng” is to put “wisdom into action” to help the 
underprivileged. CHF’s work in China focuses on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care and support 
to AIDS impacted children, with education being the main focus. Since 2002, Chi Heng has 
been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se children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heir schooling. As of today, CHF has cumulatively sponsored around 20,000 AIDS 
impacted children, including primary, junior high, senior high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CHF 
has set up local offices in Henan, Anhui, Yunnan and Guangxi Provinces to follow up on the 
needs of the children and provide timely assistance.  
 
Chi Heng’s work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oth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wards received includ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Charity Project Award by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in 2015 and China Charity Festival Award in 2014. In 2010, CHF received the 
China Philanthropy Award from One Found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agencies such as 
UNESCO, the Global Fund, and the Clinton Foundation, Chi Heng continues its work in HIV 
prevention, care and support.  
 
「智行基金會」於 1998 年成立，為香港註冊的合法慈善團體，稅局檔案號 : 91/6187)。
「智行」的理念是把智慧付諸行動，幫助不幸的人。  
 
智行在中國的工作，主要是全方位照顧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及青年(簡稱：愛滋遺孤)，
並以助學、教育為重點。從 2002 年起，智行開始為國內不同地區的愛滋遺孤提供援助，
讓他們可以繼續上學。至今,智行巳累積資助約兩萬名愛滋遺孤，當中包括小學生、初
中生、高中生、技校生和大學生。智行在河南、安徽、雲南及廣西等省份均設有辦公
室，以便隨時跟進孩子們的情況並及時提供幫助。 
 
經過多年的努力，智行的工作得到廣泛的認可和讚譽。智行在中國及海外亦獲得多家
機構的支持與讚賞，包括於 2015 年獲「中華慈善總會」頒發第九屆中華慈善獎「最具
影響力慈善項目」獎項及 2014 年度中國公益節最佳公益組織獎。同時智行基金會亦獲
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基金和克林頓基金會的大力支持，於 2010 年獲得壹基金典
範工程獎，成功地完成了多項救助愛滋遺孤和愛滋病預防的專案。 
 

 

智行網站 Like Us on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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