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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來��上�」

阿�都–巴哈



��的巴迪基金會的朋友和支持者，

在前�年的�步發展的基礎上，及社�合作夥伴們的支持下，2019年對於澳⾨巴迪
基金會的行動路線而言是豐碩的一年。

�國學校繼續增強學生主動推�自我品格和智力的成⻑，並積�推動社�發展的能
力。近年來，我們在學�的一個�域是關於如何通�組織夏令�，�造密�學�和成
⻑的空間。2019年，我們組織了�個夏令�，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一群初三學生到
印度勒克瑙和德里的拜訪。在�次拜訪中，學生們得到�會去瞭解當地的實況，�印
度同伴一起參�到服�當中，並參加密集培訓，為�來在高中�任青少年小組的輔�
員服�工作做準�。 

在澳⾨教育暨青年局的支持下，巴迪基金會繼續�擁有相似理念的學校合作，實施道
德賦能項目，其目的是幫助提高11-15歲的青少年的感知力，增強他們的表�能力和
構建�引�他們一生的道德框架。 2019年期間，該項目�3所學校和88名志願者合
作，有477名青少年參�。許多不同形式的對話得以�行，探討有意義的主題，如在
遇到困難�保持希望，為實現崇高的目�而持續努力等。

�國學校持續教育中心繼續支持澳⾨教育工作者的專�發展，�辦工作坊，讓來自不
同的本地學校的教師探討能�幫助學生的英語學�及讓學�者通�各種途徑參�學�
的策略。在幼稚教育�域，對「�珍」幼稚�課程開始了�查和修訂工作，目的是借
�多年來積累的經驗來�一步完善該專案。

此報告的印製正好在世界正努力應對全球疫情，現實情況發生著巨大變化的�期。儘
管局�艱巨，但它也引起了團結，堅�和�私等品質，並為深入思考我們人�共同�
和相互依存的關�提供了�會。始終根植於巴迪基金會的一個信念是：教育能以獨特
的方式�放人�被賦予的�力。 2020年，我們�在�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同�，繼
續��源集中於�其他人一起參�⻑�的學��程，以探索如何使教育能�幫助年輕
人為促�人�福祉的生活做好準�。

您的信任和支援對於�些工作至關重要。我們想借此�會對持續做出所有貢�——�
論是�間、善意、物質�源、才能�是精力——的個人和�構表示衷心的感�。我們
期待繼續為改善我們的社會�行合作。

巴迪基金會

來⾃巴�基⾦會的⼀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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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基金會致力於�擁有相似理念的個人，�構和組織合作，為澳⾨社�的物質
�精神發展做出貢�。 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學�如何發展�實施教育項目，並改
�組織框架以促�參加者�能的�放，使他們成為自身成⻑及社會轉變�程的積
�參�者。

介紹

01
正規��

�國學校為澳⾨600多個從幼稚�至高中的學生提供教育，
學校的主要特徵是學��謹性及品格�智力教育的整合發
展。

02
�少年��年的�德賦�

通��一些本地教育�構合作和一群青年志願者的才能，道
德賦能項目旨在�放 12 至 15 歲的青少年的�能以使他們
為社�發展做貢�。

04
早期兒童��

「�珍」早期兒童教育課程在�國學校和�域�不同的教育
�構應用，課程精心整合三年的�能、智力和精神教育。

03
�師培訓

�本地教育�構合作，基金會支持老師在他們的工作中通�
一個學�、磋商、實踐及反思的�程改�他們的教育教學工
作。

項⽬�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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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發展方向是物質和精神雙重繁�的全球文明

每個人都有�利和義�參�到物質和精神繁�的社會建設中

除了提供物�和服�，發展項目的目��有提升個人、�構和社�參�

社會發展的能力

最有效的發展項目應當起始於一個�度的�圍，並且伴�著能力的提升

逐步�展其�疇並增加其��程度

發展行動應當源自參�人群和�構本身的理解和期望

集��策應當在一個允許不同�點被理性檢視，不斷深化理解並允許�

宜行動路線被�擇的氛圍中開展

工作在一個學�模式下�行，在不斷反思中�結經驗，克服挑戰並改�

方式方法

在人�一�性、人的高貴性、公正及男女平等根本原則的指�下工作

巴迪基金會所有的工作在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框架下展開，它其中的要素包
含了對相關現實的信念、價值�、方式�途徑；我們通�行動、反思、磋商
和學�的�程並不斷完善，不斷加強對框架的理解。

以下是�一框架的部分要素：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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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基金會根�中�人民共和國澳⾨特別行政�非�利慈善組織�例註冊成立。
基於澳⾨的行政法律，基金會的管理�系包含了管委會（�能相當於董事會）和
理事會。董事會由在發展、教育、法律、商�和金融等�域有著豐富經驗的成員
組成，負責�督整個基金會的發展方向和相關政策並確保基金會有最高程度的誠
信和責任感。

理事會成員由基金會的高�管理團隊成員組成，以確保基金會的項目和活動在董
事會的指�下�步推�。董事會和理事會的成員都不支取任何薪酬。董事會和理
事會共同�督整個基金會的�作，基金會的澳⾨�國學校由校⻑�行政團隊�學
校�詢委員會磋商下管理�作。

⾏政��

�事會︰

Mr. Bijan Farid（�理德）
Mrs. Candy Fok Sayers（�⾦梅）
Mrs. Sheedvash Amirkia Farid（��琪）
Dr. Sona Farid-Arbab（���法⾥德–阿巴�）
Mr. Victor Ali（勝利）

理事會︰

Mrs. Candy Fok Sayers（�⾦梅）
Mr. Victor Ali（勝利）
Mr. Vivek Vasudevan Nair（��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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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校致力於通�發掘學生的�能，更好
地推動其家庭，社�乃至世界的改善。學校
也��域�的其他老師，學校或教育�構開
展合作並�行經驗交流，以更好地理解�學
�「如何使年輕人的�能、智力和道德能力
都得到�貫一致的培�」

作為�國學校的辦學實�，巴迪基金會在努力
學�如何使學校為澳⾨的平衡發展做出貢�。
為了�個目�，基金會通�開發�提供整合學
生的品格�智力發展的教育項目對學校給予支
持。基金會也成立了學校發展�詢委員會，支
援學校的�構能力提升並向其使命��。

�國學校

Page 6

�祝�國學校參�社�服� 30年

1988-89 - 2018-19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澳⾨�國學校迎來了建校三十周年�。學校在當天
�辦了一系列的�祝活動，來自澳⾨各界的知名人士、諸多學校校⻑、代表和
本校的老師、學生及家⻑一起參��祝活動。�祝表演�目包括話�、演講、
��表演和最新發佈的講述�國學校自30年前從5個學生發展至今的影片。

澳⾨教育暨青年局副局⻑梁慧琪女士發言對�國學校的努力予以肯定，稱讚了
學校注重品格發展的教育項目，並特別提及學校自己開發��的課程，�品格
發展融合在�格的學�課程中。她�強�了學校強大的�新能力，指出�國學
校多個成就：第一個在澳⾨提供國�化教育，首間採用英語和普通話作為教學
語言的學校，第一間建立和發展特殊教育部⾨的學校以及第一所提供劍橋
IGCSE和IB國�文憑課程（IBDP）的學校 。

�國學校校⻑�威克致詞�表示，儘管培�和發展學生�辨式思考，分析和解
�問題的 高�技 能 至關重 要 ， 但 更關鍵的 是 要 「發展 他們的 能 力 和 品
性。」 其中包括他們 「為他人的利益而�私地行動的能力」和「本著服�的
精神�不同�點的人合作」。他繼續分享�，作為一所受巴哈伊思想�發的學
校，我們的願景是讓我們的學生成為「追求真理的人」、「承�為社會發展做
出貢�的人」和「追求卓越的人。」



另外�有一位�校校友�媚博士以流利的普通話致辭，分享了她在學校�校
期的個人經�，以及學校如何為她的未來打下堅實的基礎，包括她在中國大
�的生活和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經�。�祝會上學校也宣讀了來
自澳⾨社會文化司司⻑譚俊�博士的祝賀致辭。中央人民政府駐澳⾨特別行
政��絡辦公室教育�青年工作部苟人民副部⻑、澳⾨特�政府�計署何永
安�計⻑、高等教育局�朝暉局⻑及巴哈伊國�發展組織成員羅�博士等亦
應邀出席是次活動。

除了�祝�去30年的成就外，�次活動�為學校提供了一個�會，�澳⾨特
別行政�政府以及其他同仁一起為澳⾨的物質、社會、教育和精神�步建立
有意義的協作關�。思考到未來30年的持續發展可能�來的的成果，我們感
到非常興奮和充�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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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物質��神的��

幼稚�

幼兒期是形成良好品格; 並為學�科學、�學、語言等知識打下基礎的關鍵�
期。也是在�個�期，有關生命的目的和人�人之間的關�的許多基本概念和理
解開始形成。因此，我們需要對培�兒童使他們�來能�為家庭和社�的福祉以
及社會�步作出貢�。�一點在今天尤其重要，因為整個人�在其集�生活的所
有方面正在發生迅速變化，�些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新�力，同�面臨著
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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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容

品德發展的課程集中於開�道德能力，例
如成為一個有�心�有責任感的家庭成
員，�有促�和��團結的能力。此年�
段的教學途徑是透�背誦激�人心的句子
和透�故事、角色扮演、討論 、 ��以
及��等方法探索背誦的句子裡的實�意
義。

科學課程的設計為�用科學方式探討生
命。尤其是通�對家庭，對周遭世界，以
及對人�世界的探索，來建立一個科學系
�的直�性理解。課程也�科學概念�道
德及行為有意義的�接起來。

�學課程培�兒童的技能和�度以便他們
能建立秩序，以�學方法描述世界，可以
對事情�行量化�比較。學��學有助於
保持思維的清晰�客�。理解各種關��
模式的�學能力，也�合�用於我們生活
的社交，情感和心�空間。

2019年間，�國學校共有144名幼稚�
學生參�「�珍」項目。

「�珍」課�

兒童的�⾯發展

「�珍」早期教育的課程是巴迪基金會
��國學校經�多年的努力共同�寫
的。課程受巴哈伊的原則和概念�發，
精心把�能、智力�精神教育整合在�
三年的教育裏。項目分成三個主要�
域：品格發展、科學及�學。每個�域
用�泛多樣的教學方法�活動使孩子從
三歲起，在道德、社交及智力上的能力
都得到良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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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物質和�神的��

⼩學

有了幼稚�「�珍」課程發展的品質和理解做為基礎，我們小學的課程旨在培
�學生在集�行動和�策方面的合作能力，堅持崇高的道德�準和追求卓越。
�些能力可以在教室、家庭和周圍環境中得到展現。

「琢玉」課程是一項小學�段的品格發展項目，由�國學校�寫並得到澳⾨教
育暨青年局的�助。課程旨在繼續培�學生自幼稚�開始發展的道德能力。品
格發展不只被視為一⾨學科而已，它滲透到學�各個方面。許多道德品質、�
度、理解力、技能和�慣都涉及到各種能力的培�。該項目採用多種方法和活
動，包括探索鼓舞人心的文章、討論、角色扮演、��、��、歌唱、故事和
家庭活動，發揮兒童的推理、�意、��和表�才能。

2019年間，共有254名小學生參�「琢玉」課程。根�課程的實踐經驗所修訂
的預發行版本亦於2019年完成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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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物質和�神的��

初中

我校對初中學生採取獨特的教學方法。在差異化教育的支持下， 我們的學生
學到在�泛的學�科目中�展和挑戰自己。�個年�段(在學校被稱為青少年)
的學生有著獨特需求和巨大�力。在青春期， 他們遇到了許多變化，形成了
自己的對身份�同，�同�人和社會各方的關�； 塑造了他們以後的人生。

針對�個年�的專案應激發他們的興趣，培�他們的服�能力，並讓他們�
同�人、青年和成年人�行有意義的社會互動。是學生生命中獨一�二的�
期。課程提供了學�經驗和各種活動，通�道德賦能項目（METL）、如學�
�激發他們的想像力、建立他們的道德能力，同�於所有學科裡貫�學�者
特徵（learner profile）。

�參�第15⾴瞭解更多有關學校道德賦能項目的�訊。

⾼中

本校的高中學生繼續發展他們的智能，道德能力和為他們社��步作出貢�的
能力。除了通�劍橋國�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和IB國�文憑組織大學
預科項目，學生參��格的學�學�外，學生也接受培訓並�得�會在�國學
校及其他學校�當一群青少年的激�者。透��些經驗，學生可深化他們對為
他人服��自身�力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的理解，並學會為比自己年輕的人�
造一個賦能的環境。

�參�第15⾴瞭解更多有關高中學生的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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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所�的��學校

拜訪�交�

2019年11月1 日，在澳⾨教育暨青年局的鼎力支持下，�國學校十分�幸
地接待了深圳市福田��埔學校來訪, 並�署了姊妹學校協議。深圳市教育
局、澳⾨教育暨青年局、深圳市高�中學、深圳市福田��埔學校及深圳實
驗幼兒�等�構的代表參加了此次訪問。�國學校�巴迪基金會期待�次結
盟能為雙方在各個�域的交流、學�和合作提供�會, 並期盼未來能繼續此
次訪問�開展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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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辦��部來訪

�國學校很高興在2019年3月7日接待了中央人民政府駐澳⾨特別行政��
絡辦公室教育�青年工作部部⻑徐婷女士一行來訪。�同來訪的該部⾨副部
⻑茍人民先生、副�⻑石磊先生、�⻑�助理曲曉燕女士以及助理張傳�先
生。巴迪基金會的一名董事會成員、�國學校校⻑和行政團隊成員接待了他
們的來訪。

來訪客人們首先對學校�行了�短的參�。在參�期間，徐婷女士和她的同
事們有�會�正在參加音�和中國書法課外活動課的學生⾒面。�後，他們
�參�了學校國�文憑課程的生物和物理實驗室。

�國學校校⻑�威克先生�迎徐女士和來賓的到來，並對他們的到訪表示感
�。�威克校⻑介紹了學校的發展�史，並強�教�員工的多樣性和服�精
神。徐婷女士表示很高興能來學校參�。�是她第一次�身來學校參�，藉
此也瞭解到了學校的教育理念、方法、課程以及學校對澳⾨的貢�和對未來
的計畫。

來訪交流中雙方討論了�國學校就教師培訓和學生服�項目��地學校之間
的交流情況；學校幼稚�使用的「�珍」課程 – 該課程由學校的辦學實�
巴迪基金會開發，目前正在�國學校和世界其他多間學校使用；小學正在開
發�程中的「琢玉」課程；以及受到澳⾨教育暨青年局支持開發的社會學教
學材料。該社會學教材用英文�寫，�容側重澳⾨的�史。

學校對於此次中�辦教青部的來訪很受鼓舞並期待繼續為澳⾨社�的發展做
出更多貢�。



�德賦�項⽬

澳⾨在�去�十年經�了巨大的經濟發展，對能�讓年輕人對教育的目的有
更�闊的理解，使他們有能力辨別社會中�作的不良影響，並把他們的能力
引�向對社�服�的教育項目的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為了�致�個目�，
項目�擁有相近理念的�構，如學校、大學及澳⾨教育暨青年局共同行走在
學��程中，並得到了富有能力的青年、大學生及教育者等人力�源的協
助。

項目使用由理念相近的跨地域不同的非政府組織�構一起研發的課程，由道
德故事、課文、引言、��活動、話�、合作��及服��些要素組成的課
程，在合作、鼓�、相互支持的環境中�行。「道德賦能項目」培�青少年
意識到不同社會力量對自身的思想�行為的影響，加強他們的道德基礎，提
升他們的合作�表�能力，�些都�會使他們終生受益並學會承�社會責
任，以正確的價值�為社會發展作出貢�。

自2007年項目開展以來，在澳⾨已有超�4,800人次的青少年參�，參�
者開展了不同的社�服�活動，包括在環境保�、教育和保�動物等方面。
我們看到了參�者在表�能力，在生活中重視並�用道德原則，在學校中加
強合作和友誼等方面的�步。

2019年期間，巴迪基金會�三間本地中學和合共88名志願合作，讓385名
青少年在「道德賦能項目」中受益。以下為每個合作學校的項目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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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合作

�⾨培�中學

就項目的英語學�部分而言，激�者們制作了生詞卡和活動��以幫助青少
年增加他們的詞匯量。生詞卡的使用和��活動幫助參�者更快地理解單詞
的含義，並能更好更深入地理解課文。青少年亦對課程中的��、��和角
色扮演等活動給予了積�的回應。其中一項活動，青少年以思維��的形式
表�了自己對故事概念的關�理解。在�青少年學�故事的�程中，激�者
會引��些年幼的參�者思考澳⾨的實況，幫助他們更深入去反思自己的潜
能和追求目�的能力。

在2019/20學年的上半年，�國學校的兩名志願者每個星期五前往培道中
學，共25名學生參加70分鐘的課�活動。課�活動的形式給予激�者們更多
�間�青少年互動。激�者邀�了兩名大學生參�協助「道德賦能項目」，
他們幫助�行小組討論和提昇青少年的理解。

在2018/19學年下半年，在培道中學
共142名初中生參加了「道德賦能項
目」。在課堂上，大學生成為志願的
激�者，我們看到學生在小組的學�
和討論有更多的參�。青少年在激�
者的��下， 增加了對教材�的概念
更多的討論和加深了理解，如發展個
人的天賦和向高尚的目�努力，給予
青少年更多的�會表�自己的想法。



�國學校

「道德賦能項目」在�國學校初中部的品德教育課程推行。學校教師每�陪
同中四的學生到小六年�和中一年�，以小組形式�行學�，討論和服�。
兩名教師激�者負責中二年�參�「道德賦能項目」的學生�行活動。他們
探索的材料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的故事，並��些的�含概念應用到
他們自己的生活中。2019間，�國學校共有198名青少年參加此項目，並
有71名中四學生在項目中服�。

學校的合作

培�中學附屬⼩學的活動

培�學校的道德賦能項目活動於2019年12月恢��行，合共20名青少年報
名參加。�一年，一名�國學校中五的學生，在校�有�任激�者經驗並自
願成為培�學校JY Club 的激�者。伴�著一名�國學校的老師一起，�名
僅比參�者年⻑�歲的中學生為項目�造和提供了一個活�而積�的學�環
境，令青少年們能�自由地表�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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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至十二月的
小六學生

一月至六月的
小六學生

九月至十二月的
中一學生

一月至六月的
中一學生

九月至十二月的
中二學生

一月至六月的
中二學生

48 50 50 50+ + + = 198 �

�少年
一月至六月

41名中四激�者

九月至十二月
30名中四激�者



「中四的激�者們常常�給我們快��笑�，我從他們身上學�了很多。我在道德
賦能課堂感到很快�，�中四一起學�是美好的�光。」

「��疑是有趣的一年，我們有很多�合作和美好品格有關的活動和�驗，而最印
象深刻的經驗是激�者幫助我們建立友誼，�我們溝通和討論。」

「道德賦能項目中有很多有趣的活動和生活有關的學�，�讓我深思自己的行
為……即使有�候組員的意⾒不同，但我學�到如何接�他人的意⾒和從他人的�

點去作出思考。」

來自 中 一學生們的 反�

「我們的激�者非常友善，�會經常問我們問題，他們�造了很好的討論環境。」 

「我在道德賦能項目中�驗了很多�趣。我�小組成員有很多合作�會，我們的激
�者幫助我們解�一些困難。」

「我覺得道德賦能項目令我們有更多空間去探討世界現正發生的問題，亦幫助我改
�自己和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來自 小 六學生們的 反�

學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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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校�少年� – 

加強真正友誼的��

每年一次的�國學校青少年生活�於2019年12月
4日至6日中國惠州東岸�驗式教育培訓基地�
行，共有87名來自小六和中一的學生參加，伴�
20名中四學生激�者、8名老師和學校主任。�往
年一樣，中四的激�者們在生活�中�初中學生活
動�，表現出了高度的參�和關心。青少年和中四
學生一同度�了美好的生活��光，一同學�新事
物，討論有意義的話題。��察了解，學生們從生
活�回校後，激�者�青少年們每�的互動質量和
對話深度都有提高。

⽣活�

2019暑期活動

在澳⾨教育暨青年局和澳⾨�育發展局的贊助和支
持下，我們為本地青年策劃了一個生活�，並計劃
於2019月8月在香港�行。生活�計劃�青年們探
討�生命目的、教育和服�等主題，但由於當�香
港的情況，基於各方面的考�下，最終取消了該生
活�。

「�是一個全新的�驗，我在生活�中看到我的小
組學員明顯的�步，我感到非常高興。同�間，我
亦從中學�到很多。」

來自 中 四學生 的 反�

Page 19



為了中三學生於下一年成為青少年小組激�者作準�，2019年11月，17名
�國學校的中三學生伴�一組老師和主任拜訪印度的勒克瑙和德里兩個城市
14天。在勒克瑙期間，學生住在City Montessori 學校和拜訪四個不同的校
�，學�當地青年如何努力在校�協助增強青少年的能力。由於�國學校初
三的學生�要在下個學年服�於校�的「道德賦能項目」，因此�察印度同
�人的努力為學生們提供了很多的服��發和有助他們構想服�之道。此
外，他們�有�會在參�勒克瑙郊�學校的服�情況。在德里期間，他們有
�會拜訪新德里巴哈伊�曦堂並住在附近，他們在該�的教育中心協助建造
一�路徑。

在印度期間，學生們學�了旨在提昇他們協助青少年發展能力的材料。他們
在學��程中深入探討了人�的生命意義、服�的重要性和人�的本質等話
題。同樣地，並未前往印度的27名中三學生在澳⾨也參�了一個旨在�到同
樣目的的計劃，他們除了學�相同的培訓材料外，�拜訪了澳⾨的兩個本地
�構，瞭解服�活動是如何�行。

中三⽣活� -- �別的�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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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7月份的夏令�, 有140名學生報讀由低小至中學的課程，涵�了諸
如英語、STEAM、 ��和�育等科目, 其首要的主題是品格發展。

在去年4至6月�教育暨青年局合辦, 由�國學校校⻑教授，為期27小�，共9
堂課，  題為“Teaching ESL Students in mainstream classrooms:
Language in learn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的課程，共有15名參加
者，由來自全澳超�十多所學校的從幼稚�到高中的教師組成。

由香港大學的講師及�國學校的老師在培道中學�辦，每兩周一次，共10
堂，題為“Teacher Development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的
課程。

為澳⾨大學的7名實�生提供在�國學校�行教學實�的�會，實�計劃包括
在�深老師陪伴下，學�教育的原則和方法, 以及積累實�的課堂經驗。

�國學校持續教育中心（CCE）旨在提高澳⾨越來越多希望提升專�技能的教師
的能力。我們的重點發展�域之一是專�發展。通�提供由經驗豐富的講師主辦
的課程，在�教師可從教育�域的最佳實踐中學�。議題包括學�者多樣性�教
室管理、以及�英語學�相關更具�的主題等。�國學校持續教育部⾨（CCE ）
也組織了開放給全澳兒童及青年的暑期教育課程。

2019年�國學校的持續教育中心（ CCE ）組織的活動包括:

�國學校�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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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基金會在兒童早期教育方面的努力集中於「�珍」教育的發展。 該計
劃由巴迪基金會��國學校共同開發，為兒童精心整合三年的�能，智力
和精神教育。

在2019年4月, 巴迪基金會在澳⾨�辦了一次會議，參加者都有在不同背
景下實施�珍課程的經驗。 �會者分享了有關該課程如何培�兒童的智力
和道德能力, 以及如何協助教師發展實施該課程的能力的反思。�次會議也
為該課程教材的評估和修訂工作制定了一個初步計劃, 收集有關課程教材方
面反�意⾒的工作也正在�行中。 會議��訂了一些關於如何加強對參�
該課程的老師�行培訓的初步想法。

早期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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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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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人、公司和各�助�構�得的�金支持一直推動著巴迪基金會為物
質和精神�步做出貢�。

假如 �下有意為我們提供�金支持的可以通�以下�種方式�行： 

 澳⾨
澳⾨幣�金捐贈銀行賬戶:
賬戶名稱: Badi Foundation
銀行: Tai Fung Bank (大豐銀行)
賬�: 213-1-00067-7

 
國� 
國��金捐贈銀行賬戶:
賬戶名稱: Badi Foundation
賬�: 713-7-00941-7
收款銀行: Tai Fung Bank Ltd., Macau
銀行地址: 418 Alameda Dr. Carlos D’Assumpcao, Macau, China
銀行代碼 (SWIFT): TFBLMOMX

�您發��至 admin@badi-foundation.org ， 以 便 跟�您 的 捐 款 情
況。

2019年，巴迪基金會的項目主要得到了來自以下�構的慷慨�助，在
此表示誠摯地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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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fa Foundation

巴迪基金會
澳⾨特別行政�

氹仔米尼�街�國學校大�
�話︰+853 2884-1257 
FAX︰ +853 2870-1724 

��︰ ADMIN@BADI-FOUNDATION.ORG 
�址︰ WWW.BADI-FOUNDA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