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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網址    www.yellowhouse.org.hk  

電郵    info@yellowhouse.org.hk  

郵寄地址  九龍彌敦道 132 號美麗華大廈十樓 1010 室「土房子」

mailto:info@yellowhous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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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今年接受土房子固定資助及服務的學生及兒童有 552 人，接受其他服務的有 21,832

人次，而服務開支不足 175 萬，其中的 50 多萬更是以現金直接資助學生的。  

 

不少人問，土房子的人少，捐款又不多，是如何能提供這麼多服務的﹖是的，我

們祗有 5 名義務幹事及 7 名職員，但大家都熱誠投入，不辭勞苦，又有能力招募及維持

超過 200 名內地志願者的團隊，與我們並肩作戰。  

 

薪火相傳是我們的理念，我們從不間斷的培訓志願者及社工學生，同時借助他們

的力量推行服務，因此，也要感謝服務對象對志願者的包容，尤其是當新手志願者面

對「資深」組員時。幸好，教學相長，生命影響生命，祗要用心，總有得著。  

 

單是服務數據不足以反映成效，但當我們聽到服務對象的回應；閱讀其感想文章；

見到他們的笑臉、滿懷自信、懂得待人處事、肯思考人生價值觀時，便知道做對了。  

 

今年，兒童之家有了第一個大學生，希望陸續有來。  

 

美姑夢想教室的設立，讓我們親到大山，與孩子同行。  

 

繼協助成立翱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後，我們正扶助另一同事的彝縷陽光團隊，在

內地成立本土社會服務機構。  

 

本年度的服務項目已順利完成，感謝服務受眾、捐款人、合作夥伴、社福機構、政

府人員、同事、幹事會成員等等的支持及鼓勵，讓土房子繼續向前。  

 

總幹事龐淑芬  

2016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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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工作人員  

 

義務核數師  馮榮立  

 

顧問  陳育明、鄧耀基  

 

幹事會義工  

總幹事  龐淑芬  

副總幹事  吳偉賢   

秘書  簡明浩  

財政  馮潔瑩   

活動幹事  黃潔雯  

 

內地工作員  

【全職】  安琪、羅超、尕瑪草、吳金斌、錢靜（於 11/2015 入職）  

彭仕科（於 7/2015 離職）  

【兼職】  石本凱、伍秀男（ 5/2015 離職）、吉拿石布（ 4， 7-8/2015）、  

 吉爾日聰（ 8/2015 及 2-3/2016）、  

【實習生】  羅木拉（ 1/2016）、  

 吉木拉破、張舍沙、曲比布前及伍秀男（ 2/2016）  

【合約】  龐志成   

 

會員  練子建、梁少萍、吳偉賢、曹秋雯、黃潔雯、馮潔瑩、  

 蔡穗昇、龐淑芬、簡明浩、梁志乾、龐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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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6 年度財務報告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主要服務項目收支表﹙未經審核﹚  

 

 服務項目  上年度餘款  

﹙未經審核﹚  

本年度捐款收入  本年度支出  本年度餘款  

﹙未經審核﹚ 

 孤兒服務  (141,343)  17,890 (100,350)  (223,893)  

 助學服務  185,400 815,409 (875,304)  125,505 

 山區服務  67,817  746,603 (280,487)  533,933 

 四川關懷行動  

﹙ 420 雅安服務﹚  

222,081 - (106,380)  115,701 

 其他服務  -  61,600 (141,672)  (80,072)  

 一般捐款  760,256  118,427 (141,344)  737,339 

總計  1,094,211 1,759,929 (1,645,537)  1,208,603 

 

財務安排  

 

 土房子並非政府資助機構，幹事全是義務工作人員，並無收取任何薪酬。本會經費

全由公眾人士捐助，以支持我們在國內聘請職員推行服務。  

所有專項捐款全數用於服務項目，包括直接推行服務的員工薪酬及服務相關開支 ;  

財務、行政、管理、員工督導等工作由義務工作人員執行。年度財務報表由獨立義務

核數師審核後上載於本會網頁。  

土房子在香港的大部份事務經由電腦及電話處理，不設辦公室，現借用 Asia Business  

Services Limited 會議室開會及收取文件。我們主要在網上發放服務信息及呼籲捐款。感

謝眾多義工的幫忙、免費更新網頁資料、設計宣傳刊物及單張、於義賣攤位當值等等，

為我們減省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行政、宣傳及籌款閞支。該等開支另有資金支持，公

眾捐款可全數用於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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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兒童之家  

受惠孩子： 27 名  

 

 

 

兒童之家現有 27 名孩子，其中女生 12 人，男生 15 人，當中 14 名為新生。同年離

家升學或回鄉的孩子為 4 人。多年來，兒童之家共照顧了 78 名孩子。今年，兒童之家

有了第一個大學生，希望陸續有來。  

 

一個家庭總有很多家務瑣事，我們讓孩子共同打理家舍，學習洗衣服、煮食、針黹

等生活技能，提高其自理能力亦加強對家舍的歸屬感。  

 

由 2015 年 9 月開始，社工定期與孩子個別談心及進行小組活動。  

 

今年是金堂兒童之家十週年，我們辦了一個「十年相伴」的聚會，沒有特別的儀式。

是一家人聚在一起。有現時住家的孩子；有十年前住家數年，現已就業的孩子；有曾

住家，現讀高中或大專的孩子；還有土房子義工及同工，以及一直照顧孩子，管理兒

童之家的成都青年會同工。  

 

 每一名孩子都是獨特的，成長步伐各異，際遇亦有不同。祝福已離家的孩子能獨立

自主，生活安好。祝福在家的孩子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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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姑夢想教室  

主要受惠學生： 35 名   其他活動受惠人次： 480 

 

 

 

合作夥伴：  曙光慈善基金（贊助經費）  

          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贈圖書）  

負責職員：  龐志成  

教室管理義工：吉木馬也、吉爾說達  

 

    土房子自 2010 年開始，在涼山州美姑縣和布拖縣推行愛人愛己助學服務，至今已

幫助了一百多名孩子。在數年的家訪和助學過程中，我們發覺山區孩子除了備受經濟

壓力外，同時面對不少心理困惑，例如孤獨感及對前途的迷惘，形成自卑甚至自閉性

情，當中尤以孤兒為甚。  

    土房子希望為孩子的全人健康成長加一把勁。2015 年 10 月國慶節後，我們在涼山

州美姑中學旁邊租了一個單位，成為孩子的夢想空間，讓他們放學後到此做家課、溫

習、閱讀圖書；與義工及其他孩子閒話家常、抒發情感以及參加成長小組活動等。我

們還安排孩子參加 10 天愛人愛己多元智能成長營、15 天英語和數學培訓班或西昌生活

體驗活動。  

與此同時，我們結合金堂兒童之家多年來扶養和教育孤兒的經驗，在當地開展孤兒

助養服務。  

   為善用資源，此項目兼顧鄰近布拖縣的「大手拉小手」助學服務。 (詳情請閱服務

選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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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受惠學生： 450 名    

 

合作夥伴：格桑與蘭公益基金會  

 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亞洲商務有限公司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培才教育基金  

 香港政府物流服務僱員工會  

 獨立捐款人  

 施永青基金   

負責職員：安琪  

  

   本年度共資助 450 名貧困學生 (名單請閱第 25 頁之服務一覽表 )。   

 

除每個學期發放助學費及家訪學生外，我們更舉辦不同規模的成長營，為受助學生

擴闊朋友圈子，彼此支持；同時思考人生、發掘潛能、建立積極人生觀。服務情況請

閱服務選篇 2。  

 

其中一個成長營於 2016 年 1 月 21 至 30 日在金堂舉行，以發展多元智能為主題。寒

冬下的營會，對大家都是一個挑戰，學員投入緊湊及有趣的活動，坦誠交流、認真體

會及思考。詳情及學員回應請閱服務選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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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陽光關愛行動  

受惠種子學生： 22 人  

 

 

合作夥伴：日新陽光慈善基金  

負責職員：龐志成  

 

此服務重點關顧孤兒和貧窮學生的全人健康，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交健

康和精神健康四方面的同步成長和發展。今年，我們邀請了 22 名思想品德良好，不

煙不酒，熱中學習的高中生和大學生參與，協助他們成人成材，建立積極人生觀。  

 

 平日，大家主要以 QQ 聯繫，分享亦分憂。週末，在成都周邊學習的孩子很多時

候都會參與土房子的活動，或到辦公室聊天。寒假期間，多數孩子參加了十天的成長

營，更深入瞭解自己及開放自己，而美姑的高中生則在成都學習英語。  

 

詳情及學員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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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教育支援  

燃 亮 號 ． 四川流動教室  

受惠人次： 3,895  志願者人次： 88  

 

 

合作夥伴：成都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負責職員：羅超  

 

 

燃 亮 號 流 動 服 務 車，定 期 及 定 點 為 偏 遠 山 區 學 童 進 行 義 教。此 服 務 自 2011 年 開

始 ， 曾 服 務 四 川 金 堂 縣 、 祟 州 市 、 江 油 市 及 樂 山 市 等 地 區 。 今年度的服務對象是雅

安市蘆山縣雙石小學 110 名住宿生。  

 

我們除了為孩子開辦音樂、舞蹈、手工創作、話劇及外語等課程之外，重點是推行

品德教育及成長小組活動，協助孩子的身心健全發展。  

 

 此外，我們每次均順道探訪當地長者，送上關懷及祝福。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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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教育支援  

花樣年華．山區青少年全人健康成長  

       受惠人次  ： 1,139 

 

 

 

合作夥伴：彩虹公益服務中心  

 格桑與蘭公益基金會  

負責職員：安琪  

 

 

    雖然中國人一向忌諱談論「性」話題，但隨著國民的文化水平逐漸提高，加上社

會環境的轉變，愈來愈多人開始關注青少年的性教育情況。  

成都市於去年底對 10 萬名中學生所作的一份調查顯示，九成以上的家庭在性教育

方面採取迴避的態度。  

青春期的生理及心理變化，是人生的重要成長里程，如有正確身心知識並能實踐，

當可建立良好人生觀。  

我們的職員安琪眼見很多山區青少年對青春期有很多誤解，影響他們待人處事的

態度，甚至削弱自信心及自尊感，建議推行相關教育活動，並撰寫計劃書籌募資金。  

 

花樣年華．山區青少年全人健康成長計劃內容包括：  

1.   開設初中生互動式小組，引導學生正確認識自己身體變化，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2.   以互動式小組和個案服務，讓學生面對青春期的心理變化，正確處理人際關係，

懂得愛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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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舉辦社區活動、讓更多人關注青春期的身心成長需求，積極面對困惑和煩惱，從

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4.   培訓大學生成為初中生的成長夥伴、小組導師，帶領互動小組及分享成長經驗；  

5.   進行山區青少年的青春期成長需要及狀況調查；  

6.   編寫青春期教育的小組互動課程教材。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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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教育支援  

受惠人次： 1,505 

 

 

 

合作夥伴：格桑與蘭公益基金會  

 杭州崇文實驗學校  

 西南石油大學義工  

負責職員：安琪  

 

2014 年，我們在瀘州市敘永縣梘槽苗族鄉海里私立小學開展服務，並為其聯繫慈

善基金，修葺校舍、加建飯堂及資助孩子的午餐費。今年，我們邀請杭州崇文實驗學

校與海里小學的學生通信，分享分憂。暑假時，十多名崇文的學生及家長到海里小學

學生家庭作客，過了 6 天農村生活。  

 

 此外，我們亦將祟文籌集的學習用品及冬衣送給海里小學及同區的溝邊小學學生，

還有涼山州美姑縣依果覺鄉依德阿莫村完全小學，以及涼山州喜德縣深溝鄉中心小學。 

 

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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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  

受惠人次： 2,980 

 

 

 

 

 

 

 

 

 

合作夥伴：遂寧市船山區志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彝縷陽光  

負責職員：尕瑪草  

 

    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是隸屬四川省民政廳的一所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在全

省各地招收孤兒以及貧困家庭子女免費入學。  

 

土房子從 2011 年開始在志翔學校建立學校社工站，為在校學生提供服務，關注學

生個人成長，以不同的服務形式讓學生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認知，學習如何建立良好

的人際關係技巧，以及情緒管理技巧。  

 

助人自助是本年度的服務主題，除了持續多年的生命教育活動外，首度開設職業生

涯規劃並進行學生的社會適應狀況調查，為他們畢業後踏入社會作好準備。  

 

經過面試及培訓，有 20 名學生組成志願者隊伍，在學校服務及到雅安蘆山縣雙石

鎮探訪長者。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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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特殊教育學校服務  

受惠人次： 1,000   

 

 

 

 

 

 

 

 

 

 

 

合作夥伴：西南石油大學法學院學生志願者  

負責職員：吳金斌  

 

金堂特殊教育學校約有 200 名學生，年齡由 6 歲至 18 歲，超過 8 成是聾啞孩子，其

餘是智障者。土房子於 2010 年開始為該校學生不定期開展興趣小組活動。  

 

2014 年 10 月開始，我們培訓大學生組成義工隊伍，每月一次與孩子進行小組活動，

以多元智能活動為引，幫助孩子發展健全人格。團隊當中 10 人為核心成員，能與孩子

建立長期及穩定的關係。他們精心設計的團體活動，能夠幫助孩子提高專注力，學習

與人相處及解決難題的方法。  

 

幾年來，我們看到孩子的行為習慣均有改善，待人處事亦進步不少。這些都是學

校教職員、志願者和孩子共同努力而成就的。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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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大義．一人一故事  

志願者﹕ 15 人     受惠學生﹕ 990 人次  

 

 

 

 

 

 

 

 

 

合作夥伴：  成都市民政局  

 成都市錦江區翱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成都市愛之行社會工作服務機構  

 成都市錦江區沙河堡小學  

 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學生志願者  

負責職員：  吳金斌  

 

    這是一個為城市孩子而設的自由天地，我們用「一人一故事」劇場模式鼓勵參加

者講述自己的心情和故事，再由其他參加者用簡單及有系統的表演方法演譯，送給故

事主人翁。這種共同體驗讓參加者學懂聆聽、尊重及同理心，亦能訓練其創造力及自

理能力。  

    此項目自 2014 年開始，深受孩子及家長歡迎，亦獲成都市民政局及學校支持，今

年繼續在沙河堡小學開設成長小組，亦在和卓錦城、和美兩社區舉辦成長小組工作坊

及親子劇場。  

 

詳情及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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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大學生獎勵計劃  

虛心看自己．真誠看朋友．寬容看世界．坦白看生命  

受惠學生： 40 名   

 

合作夥伴：長興控股集團  

 成都基督教青年會  

負責職員：吳金斌  

 

大學生是國家發展的動力，我們希望他們有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良好的情緒管

理技巧，為理想而前進的耐力和抗逆力；也希望我們能有更多的機會陪伴他們、相互

瞭解和支持，協助他們處理成長的困擾，提升其自我認知、自我管理及自主學習能力、

學懂如何維繫親情、友情和愛情等人際關係，不斷提升自尊感，與朋輩共同成長，共

同進步，成為良好公民。  

參加者需在九個月內，完成以下需時最少 160 小時的六項任務並作出匯報﹕  

1.  生命教育培訓課程   

2.  拓展訓練  

3.  自主學習技能興趣課  

4.  自主學習閱讀課  

5.  自主學習社會體驗課  

6.  志願服務課  

 

是項計劃自 2013 年開始，今年已是第三屆。在 40 名參加者當中，表現出色的 22

名（今年有最多優秀人選）的年青人獲得獎勵，在 2016 年 2 月到香港參觀社會服務機

構及作文化交流。  

期望所有參加者能將所學習到的、受啟發的，繼續陪伴自己成就有意義的人生。  

 

詳 情 請 閱 活 動 選 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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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安 石鳳村社區精神文化建設  

受惠人次： 976 

 

 

 

合作夥伴：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  

 川羌族自治縣羌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負責職員：羅超  

 

自 2013 年 4 月雅安地震後，土房子便開始為蘆山縣石鳳村村民服務。隨著新建房

屋落成，村民入住，形成新社區。農村生活一向獨門獨院，與相連房屋設計的社區生

活大相逕庭，村民一方面要適應新環境，另一更重要的是睦鄰，有共同的社區事務，

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  

 

為此，我們舉辦了 13 次節慶聯歡會及康樂活動，在新房子外牆繪畫了 104 幅農村

風景，以及設立生活用品展覽室保留共同記憶。  

 

要凝聚社區能量，必需當地人共同參與。我們邀請 6 名長者組成核心工作團隊，協

助他們自行或與其他組織一起籌辦社區活動。而社區花燈隊、腰鼓隊、舞蹈隊及合唱

小組亦相繼組成。  

    

 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12（附牆繪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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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雙石鎮長者服務  

受惠人次： 482   

 

 

除了社區精神文化建設之外，我們亦調配資源，繼續為石鳳村的長者及雙石小學學

生提供服務。  

 

長者服務方面，我們依舊探訪、陪伴及慰問個案長者；仍組織開心活力小組及社區

活動，讓長者可多點連繫及互相支持，同時加強對社區的歸屬感。  

 

至於雙石小學服務，請閱第 10 頁之燃 亮 號 ． 四川流動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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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社工培訓  

受惠人數： 505   

 

隨著愈來愈多人確認及肯定社會工作人員的職能和社會服務的成效，國家近年開

始引入更多社會力量推行社區服務，相關社會服務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當中不少

機構主管是「半途出家」，亦欠缺專業社工人才。雖然各大專院校均設有社會工作學系，

但社工學生的實務鍛鍊不足，而在畢業後當社工的亦寥寥可數。  

 

土房子一直以「助人自助、持續發展」的理念培育內地社工，期望他們得到大眾

的認同。近年更進一步，為社會服務機構主管及職員開辦課程，讓他們了解社會工作

的基本理念及實施方法，能與社工同事以同一思維推行服務。  

我們按各院校社工學生的特點，開辦不同程度的培訓工作坊，成立核心志願者團

隊。除了學習實務技巧，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思考社會工作專業理念和價值觀。  

 

今年接受培訓的名單如下﹕  

 

學校  /  機構名稱  受惠人次  

綿陽師範學院學生  123 

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學生  120 

雅安社工站社工系學生志願者  104 

成都資訊工程學院社工系學生  80 

中國心 (內地社會服務機構 )職員  28 

成都各社會服務機構職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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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縷陽光  

受惠人次： 4,698 

 

 

合作夥伴：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  

 北川羌族自治縣羌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負責職員：羅超  

 

 

薪火相傳是土房子的理念，繼協助成立翱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後（於 2013 年 12 月

在成都市錦江區註冊），我們現正扶持彝縷陽光成立本土社會服務機構。  

彝縷陽光義工服務團隊於 2012 年成立，團隊由幾名彝族青年組成，用一份真誠的

心去服務彝族同胞，幫助有需要社群，同時希望能整合社會資源，傳承彝族文化，為

彝區的發展貢獻力量。  

團隊由我們的彝族職員羅超帶領，過去一年，他與 12 名核心成員及 2 名兼職工作

人員，參加多個培訓工作坊，以提升執行能力及默契。他們成功推行山區助學及成都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關愛服務。在彝族文化承傳方面，團隊開辦彝文課堂、編寫教材及

製作明信片。  

彝縷陽光已租賃了辦公室及配備了辦公設備，現正積極籌集註冊資金及著手聯繫

註冊監管單位，為日後註冊作好準備。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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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炎惹爾．微笑涼山行   

2015 年 7 月 24 日– 8 月 24 日  

受惠人次： 4,000 

 

 

合作夥伴：  長興控股集團  

          彝縷陽光  

負責職員：  吉爾日聰  

 

這是一群彝族青年回饋家鄉的行動，他們用了 32 天，走訪四川省涼山州的布拖、

美姑、昭覺、普格、德昌及喜德縣的 17 個偏遠山村，主要為老人及小孩拍攝照片且洗

印贈送。  

 

他們帶了布袋讓孩子繪畫，再放入文具圖書相贈；也在晚上播放電影，娛樂村民。

在美姑，義工隊探訪了孤兒及貧困孩子，為土房子的「美姑夢想教室」收集資料。  

 

同時，他們製作了一齣短片，紀錄活動情況也讓義工說他們的感受。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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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交流及其他服務  

 

回訪擂鼓社區  

 雖然我們在四川省北川擂鼓鎮的 5 年服務已於 2014 年 8 月已經結束，今年還是組

織了一次回訪活動，到八一中學及擂鼓小學舉辦活動，並探望長者。  

 

周末音樂派對    

邀請成都地區各高校義工及受助學生參加音樂派對，大家談天說地，舒暢身心。  

 

翱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合作項目  

 翱翔是土房子匡扶成立的本土社福機構，今年我們有 5 個合作項目（名單見服務

一覽表）。  

 

探訪及交流活動  

除了主力發展內地的社福服務之外，土房子還與香港的學校及社福機構合作，安排

探訪團到內地參與服務。本年度共有 3 個香港團隊分別到四川雅安及涼山州探訪，3 個

香港團隊往訪廣西藤縣小學，以及 1 個杭州團隊探望四川瀘州小學生﹙名單見服務一覽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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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6 年度服務一覽表  

 

 

同一天空下．關心．愛心．善心．赤子心  

受惠學生 /孩子 /學員  552 人．其他服務受惠總人次 21,832  

內地志願者 210 人．香港團隊義工 120 人  

義務幹事 5 人．職員 7 人．兼職 /實習生 9 人  

 

 

金堂兒童之家                                                 受惠孩子﹕ 27 人                                                                        

照顧小一至中三學齡的貧困孤兒或無人照顧的貧困孩子。  

學期 女生 男生 總計 

2015 春季學期 10 7 17 

2015 秋季學期 12 15 27 
 

 

 

美姑夢想教室                        主要受惠學生﹕ 35 人     其他受惠學生：480 人次   

服務項目  受惠人數  受惠人次  

資助學習費和生活費  29  -  

每月家訪受助學生家庭  35  -  

10 天愛人愛己多元智能成長營、15 天英語和數學培訓班、西昌生活體驗  22  -  

圖書室服務  -  300  

捐贈文具予德昌縣銅廠小學及子威鄉中心學校  -  180  

愛人愛己助學服務–助學金發放、家訪                              受惠學生： 450 人  

愛人愛己助學服務–成長營                                      受惠學生： 1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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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名受助學生名單  

四川省東部地區 177 人  

    自貢市富順縣  51  

    達州萬源中學  32  

    達州縣第一中學  18  

    達州萬源河口中學  29  

    瀘州市瀘縣玄灘中學  12  

    樂山市井研縣  14  

    馬邊縣民主鄉  21  

四川省彝族涼山州地區 139 人  

    涼山州民族高級中學  28  

    彝族大學生  14  

    美姑縣初中生  25  

    喜德縣中學生  50  

    布拖縣交際河中學  22  

金堂縣地區  40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39 人  

    康北民族高級中學  15  

    色達縣初級中學  24  

廣東省韶關乳源瑤族自治縣  29  

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  26  

 

日新陽光關愛服務                                              受惠學生﹕ 22 人                                  

生活及學習資助、家訪、成長活動、生活體驗、義工培訓及服務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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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愛圓夢計劃                                       受惠家庭： 1 個（ 4 人）  

 讓青年人在求學，為生活奮鬥之時，惦記父母及親人之恩情，當下為親人圓夢。  

 

山區教育支援–燃亮號．四川流動教室               志願者﹕ 88 人    受惠者： 3,895 人次   

雅安雙石鎮小學及雙石鎮  

服務項目  內容  受惠人次  

成長小組  情景劇．品性成長、歡樂童心．放飛夢想、互助互愛、  

建立信任與合作、團結與協作、寬容與接納  

1 ,135（學生）  

成長課程  認識自我、尊老愛幼、尊敬師長、互敬互愛、以誠相待、  

謹慎交友、學會感恩  

2 ,526（學生）  

興趣課  音樂欣賞，舞蹈藝術，手工創作，話劇表演，地理常識，外語學習  

探訪長者  探訪、慰問、陪伴、小手工、健康操   234（長者）  

 

 山區教育支援–花樣年華．青春期全人健康成長計劃   志願者： 15 人   受惠學生： 1 ,139 人次  

服務項目  內容  受惠人次  

個案  輔導  130  

小組活動  分享成長故事；心理成長、情緒管理及男、女生生理成長課題  504  

社區活動  全人健康–人際交往  395  

義工培訓  社工實務技巧  110  

 

山區教育支援–陪你飛翔山區支教服務                            受惠學生： 781 人次  

服務地點   受惠人次  

瀘州市敘永縣梘槽苗族鄉海里小學  417  

雅安雙石鎮小學 (志翔學校暑期志願者隊伍 )  272  

普格縣 (燃亮號志願者 )   30  

布拖 (彝縷陽光志願者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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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教育支援–其他服務                                     受惠學生： 1,505 人次  

捐贈學習用品及冬衣予海里小學、溝邊小學、美姑縣依德阿莫村完全小學及  

喜德縣深溝鄉中心小學  

1 ,200(份 )  

海里小學與杭州祟文實驗學校結伴行動  305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                       志願者：36 人     受惠學生﹕ 2,980 人次  

服務項目  內容  受惠人次  

個案  面談  110  

小組活動  人際交往、情緒管理  604  

社區活動  節日攤位遊戲  389  

主題調查  高一新生青春期心理測試、人際關係指數心理測試  400  

主題講座  開學導引、自我認知、情緒管理  80  

義工培訓  自我管理、服務態度、團隊合作、實務技巧  293  

義工服務  城市流動兒童、院舍長者、地震災民  204  

日常活動室開放  閱讀、聊天  900  

 

金堂特殊教育學校服務                        志願者﹕ 10 人     受惠學生： 1,000 人次   

服務項目  受惠人次  

肢體運動、邏輯數學活動、視覺藝術、歷奇遊戲、團體活動  800  

大學生志願者培訓  200  

 

小童大義．一人一故事                         志願者﹕ 15 人     受惠學生﹕ 990 人次  

服務項目  受惠人次  

一人一故事劇場：自信 、自 制 、想 像 力、 音 樂創 作  540  

親子劇場：你不明白我  300  

志願者培訓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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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大學生獎勵計劃                                            受惠學生﹕ 40 人  

生命教育培訓、拓展訓練、自主學習技能及興趣、閱讀、社會體驗、志願服務、香港交流。  

 

周末音樂派對   成都地區各高校志願者及受助學生                     受惠者： 413 人次  

 

雅 安 石鳳村社區精神文化建設                    志願者﹕ 8 人      受惠村民﹕ 976 人次  

牆繪服務（ 104 幅）  254  

節慶及集體活動  605  

長者義工培訓  61  

大學生義工培訓  56  

 

雅安雙石鎮長者服務                                         受惠長者﹕ 482 人次  

探訪、陪伴及慰問個案長者、開心活力小組及社區活動  

 

擂鼓全人健康中心                              志願者﹕ 8 人       受惠者：213 人次  

服務項目  受惠人次  

長者家訪、面談  33  

八一中學及擂鼓小學活動  180  

 

內地社工培訓                                                受惠者﹕ 505 人次  

學校  /  機構名稱  受惠人次  

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學生  120  

成都資訊工程學院社工系學生  80  

綿陽師範學院學生  123  

中國心 (內地社會服務機構 )職員  28  

雅安社工站社工系學生義工  104  

成都各社會服務機構職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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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縷陽光團隊                               志願者： 16 人       受惠者： 4,698 人次  

受助學生﹕ 22 名  

服務項目  服務地區  /  內容  受惠人次  

家訪受助學生  山州布拖縣包榖坪鄉落腳村  64  

「赤炎惹爾」微笑涼山行  涼山州 17 條鄉村，拍照送贈、放電影、送文具  4 ,000  

彝族學生關愛行動  志翔學校彝語課堂、彝族風情節慶活動、音樂會  304  

團隊交流及義工服務  山區小學義教、與其他義工隊合作服務  168  

團隊建設  會議、香港交流活動及義工培訓  152  

 

翱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合作項目 )                                受惠者﹕ 1,771 人次  

服務專案  受惠人次  

東街長者個案服務  128  

「新芙蓉綻放錦江」社區流動兒童服務  680  

「楊柳助星光」社區長者互助關愛服務  440  

永寧路社區愛心互助農場項目  500  

迎暉路社區集結號義工服務  23  

 

探訪及交流活動                                                 團隊人數： 134 

日期 團隊名稱  人數  探訪地區  

2015 05 18– 26 香港  醫療及教育援助計劃籌備委員會  14  涼山州德昌縣、金堂縣  

2015 06 26– 07 03  香港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及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  

19  
廣西梧州籐縣  

2015 07 11– 17 杭州  崇文小學親子團隊  14  瀘州敘永縣海里小學  

2015 07 27– 31 香港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30  廣西梧州籐縣  

2015 07 28– 31 香港  心燃行動  8  四川雅安雙石鎮  

2015 12 28– 01 04  香港  香港大學偉倫堂  15  四川雅安雙石鎮  

2016 03 25 -  30  香港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4  廣西梧州籐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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