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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們大多數的服務對象是學生，差不多所有活動的安排都要配合學校行事曆，所以

本會將行政年度更改為每年 9 月 1 日至翌年 8 月 31 日，以方便整理報告，更準確了解

服務情況及進展。這份報告書記錄了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共 18 個月

的服務。  

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計畫，所有校內服務暫停了數個月，期間以微信、QQ 及電話

與服務對象保持聯繫，雖然有所不足，但我們並無停下，培訓及會議改在線上進行，

也開展了新的線上項目，包括「助學生意見調查」及「當代大學生面對疫情的態度與

思考」調查，以及製作「幸運兒訪談視頻」。  

訪談視頻是繼 2020 年初出版《幸運兒 III》後，更深入了解年青人的項目。《幸運

兒 III》一書以「我與孤獨的故事」為主題，結集 106 名內地及香港人的生命故事及感

悟；而每集訪談對象是 1 名志願者、助學生或年青社工，談人生喜怒哀樂事以及對未來

的盼望，本年度製作了 9 個視頻，來年繼續進行。  

土房子在內地孵化的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已成為我們的主要合作夥伴，共

同推展多項服務。小童大義過半數職員曾於本會任職，熟識及致力傳承本會的理念及

文化。  

 疫情下經濟轉差，感激各捐助方能繼續資助  ，讓孩子、學生、年青人及長者能夠

繼續接受服務。希望疫情盡快受控，生活回復正常。  

祝願大家健康、喜樂。  

 

 

義務總幹事龐淑芬  

2020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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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工作人員  

 

義務核數師  馮榮立  

義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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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  練子建  

活動幹事  黃潔雯  

 

內地工作員  

【合約】  龐志成  

【全職】  薛德生 (2020 年 8 月入職 _)  

【兼職】  石本凱 (2020 年 7 月離職 )  

 薛德生 (2020 年 6 月離職 ) ,  

 何逢嬌 (2020 年 5 月– 7 月 )  

【 2019 年 3 月– 2019 年 8 月實習生】   

 的日馬布、的日石則、吉木馬也、吉爾說達、鐘莉、周泓璵  

 

會員  練子建、吳偉賢、黃潔雯、蔡穗昇、龐淑芬、簡明浩、梁志乾、龐志成。 

 

主要合作夥伴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職員表﹙ *前土房子職員﹚  

理事：  吳長龍 *、尕瑪草 *、馬金輝、魏志明、羅遠江  

總幹事：  吳金斌 * 

副總幹事：  安琪 * 

辦公室主任：  石本凱 * 

全職社工：  吳橋娣、何逢嬌 * 

兼職社工：  劉成香、向瓊英、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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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主要服務項目收支表﹙未經審核﹚  

 

 服務項目  本年度捐款收入  本年度支出  

 金堂兒童之家  155,210 135,789 

 助學服務  665,664 1,008,412 

 山區服務     51,040 94,817 

 四川關懷行動  137,820 181,177 

 一般捐款     96,510 40,452 

總計   1,106,244 1,460,647 

 

財務安排  

 

 土房子並非政府資助機構，本會幹事全是義務工作人員，並無收取任何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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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工作由義務工作人員執行。年度財務報表由義務獨立核數師審核

後上載於本會網頁。  

土房子在香港的大部份事務由電腦及電話處理，不設實體辦公室，並主要在網上發

放服務信息及呼籲捐款，以盡量減省行政、宣傳及籌款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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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助學生： 435 人           服務人次： 2,110 

   

 

 

 

 

 

 

合作夥伴：根與翼  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格桑與蘭公益基金會  柏昇商務有限公司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個別捐款人  

 

統籌職員：龐志成、石本凱、薛德生  

  

服務目標  

1.  為山區貧困學生提供經濟援助，鼓勵其完成學業，提升學習動力。  

2.  為學生舉辦成長營，培養優良品格及積極人生觀。  

3.  通過支教、長者服務等志願活動，培養學生的公益精神和領袖能力時，還將學生

原來的受助者身份轉變為助人者，增強自尊、自信。  

4.  培訓助學生成為核心志願者，協助發展土房子服務。  

 

本年度共資助 435 名來自成都金堂地區、涼山州各縣、自貢富順縣、樂山馬邊縣、

達州萬源市、瀘州市及樂山市的貧困高中及大專學生。  

我們重視學生的全人健康，除了經濟助學，家訪、學校探訪外，還為助學生舉辦土

房子之友派對、志願者質素培養、日新陽光成長計畫、支教服務以及寒、暑期成長營

﹙各項目詳情請參閱相關服務選篇﹚。  

每次活動後，我們都鼓勵助學生寫下感悟，更實在的了解自己在活動過程中的想

法、感受及得著。這些文章同時讓我們了解學生的需要，協助評估服務成效及制定發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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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更進行了助學生網上意見調查，收回 203 份有效問卷，有關學生受服務影響方

面，經濟幫扶的比例當然最高；其次是積極人生觀建立﹙ 86.7%﹚；情感支持﹙ 81.77%﹚；

開拓視野﹙ 77.34%﹚；對個人學業有積極幫助﹙ 72.41%﹚；性格得到改善﹙ 67.49%﹚。學

生的回饋令人鼓舞，更欣慰的是九成多人﹙ 62.6%非常願意及 32%願意﹚樂意主動告訴

別人自己是土房子助學生。  

 

讓我們與學生一齊努力，結伴同行。  

 

 

助學報告請閱服務選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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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兒童之家  

服務孩子： 27 名  

 

    

 

合作夥伴：成都基督教青年會  

 

兒童之家成立 15 年，照顧小一至中三學齡的貧困孤兒或無人照顧的貧困孩子，歷

年共有 92 名孩子入住。 2019-20 學年在家孩子 18 名，男、女生各半， 10 名是初中生，

8 名是小學生。今年 4 名初中畢業的孩子將升讀職業高中。  

 

孩子性格各異，喜好不同，當然少不了一般同齡孩子都有的優缺點。家舍除了照顧

衣食住行，同時關注孩子的身心健康，隨時的心理支援及定期舉辦團康活動，讓孩子

認識及接納自己，建立積極人生觀。  

 

今年中國各省連發水災，兒童之家最終不能倖免，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被洪水掩蓋。

吸收過去十年兩度遭洪水淹沒的經驗，今年放暑假後，已將一樓的大部份物資搬至二

樓，廚房的冰箱也放高處，可是今次災情份外嚴重，最高水位超過兩米，以致熱水器、

電視機、廚房用品等一一報廢。感謝趙鎮第四小學副校長及其家人、青年會學校副校

長及志願者協助清理。  

 

 

服務情況請閱服務選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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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陽光關愛行動  

2019 年 4 月– 2019 年 12 月  

服務人數﹕ 25     服務人次﹕ 358 

 

 

 

 

 

 

 

合作夥伴﹕  日新陽光慈善基金  

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     

統籌職員：  薛德生  

 

日新陽光 25 名成員全是志翔學校的高中生，他們自 2018 年 11 月開始參加不同主

題的成長課及遊歷行程。本年度在 5 名大學生志願者協助下，繼績參加多姿多采的成長

活動，包括情緒管理小組、多元智慧成長營、「尋找老成都」城市定向、 10 公里徒步雙

流綠道、陝西文化交流團、 4 期財商知識課及雅安雙石鎮小學支教服務。  

此外，學員獲邀撰寫「我與孤獨的故事」主題文章，分享成長經歷時，好好整理

自己的思緒及得著，文章收錄與於土房子《幸運兒 III》一書。  

感謝日新陽光慈善基金關愛孩子，支持我們與其同行。六年服務順利完成，過百名

年青人受惠。  

陽光，是溫暖的；是充滿生氣的。關愛行動幫助學員認識及接納自己、建立的積極

人生觀、累積正能量。期望他們能將此中得著，應付人生的高低起伏，祝福大家。  

 

活動詳情及陽光成員分享文章請閱服務選篇 3。  



9 

 

土房子 2019-  20 年度服務報告  

 

 

 

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  

服務人次： 2,596  

 

 

合作夥伴：成都市雙流區三扶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西南民族大學志願者  

  

統籌人員：張舍沙  

 

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是隸屬民政廳的一所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在全省各地招

收孤兒及貧困家庭子女免費入學，近年亦錄取聾啞學生。  

土房子從 2011 年開始在該校建立社工站，近年與成都市雙流區三扶社會工作服務

中心合作，對學生進行學習幫扶、心理幫扶和品行幫扶。  

由 20 名學生組成的志願者團隊，與我們擕手推行各項活動、暑期支教、組織學生

會及日常管理社工站等事宜。  

為提升個人素養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而設的興趣及成長小組，如情緒認知及管理、

多元智慧、性教育、財務管理及人際關係等課題的活動，甚受學生歡迎。而訓練五感、

發展潛能、團隊協作的活動則令聾啞學生成就一個更好的自已。  

 

社工站服務內容請閱服務選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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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空下‧何營村小學服務  

志願者﹕ 40 人      服務學生： 270 人      服務人次﹕ 8,638 

 

 

 

 

 

 

 

合作夥伴：根與翼   

 格桑與蘭基金會  

 志願者﹕志翔職業技術學校、杭州市崇文實驗學校  

 

統籌職員：薜德生  

 

四川省瀘州市敘永縣兩河鎮何營村是國家級貧困區域，位於該區的何營村小學師資

不足，教學資源匱乏，四成以上的學生是留守兒童。我們於該校的服務自 2016 年開始，

每月一次聯同志願者到校進行連續 5 至 6 天的支教服務，安排多元智慧興趣課及德育課。 

 

今年以社工服務概念新增興趣小組、個別輔導和文化校園創建等項目，並設立興趣

活動室及圖書室。與學生共建愉快學習的氛圍；從益智、分享、興趣活動中引領學生

自我管理、自我發現的能力。暑期成長營以生命教育為題，讓學生體會及思考生命的

意義，團隊活動同時培養合群、協作及人際交往等能力。  

 

因新冠肺炎影響，我們在 2019 年 12 月的一星期服務後便與該校學生暫別，亦取消

了原定於 2020 年暑期舉辦的成長營。  

 

期望與孩子在下學年再見。   

 

詳情及志願者分享文章請閱服務選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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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成長活動  

志願者﹕ 137 人      服務人數： 571     服務人次： 7,411 

 

 

 

 

 

 

合作夥伴：  格桑與蘭公益基金會  施永青基金會（香港）北京代表處    

 根與翼  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綿陽兒童希望  社區夥伴（香港）北京代表處  

 屏山陽光志願者協會  

 

統籌職員：  龐志成  

 

一年一度的暑期成長活動，得到孩子們的喜愛，也感受到他們經歷過後的成長和喜

悅。無論是戲劇作坊、多元智慧體驗、大自然感受、徒步自省，還是小學生支教或與

長者同樂等安排，都以了解自己、認識對方、互相學習、彼此支持、積極人生為目標。 

 

2019 年夏天，以下 12 個營會相繼進行﹕  

 助學生服務﹕  多元智慧遊學營  一人一故事成長營  

 支教服務﹕  北斗星布拖支教  何營小學自然教育成長營  

  雅安雙石支教  海里小學生命教育成長營  

 其他服務﹕  三台明德班成長營  塵肺病家屬及渦陽學生成長營  

 長江三峽徒步  屏山劇場成長營  

 雅安長者服務  斑竹園戲劇成長營  

 

 活動內容及參加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6..  

 2020 年暑期營會由小童大義統籌執行，詳情見本報告書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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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機構發展  

 

 

機構負責人：吳金斌  

 

於 2014 年成立的「小童大義」，是土房子核心志願者團隊，經 5 年歷練，成都市新

都區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於 2018 年正式註冊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由志願者團體

成為機構，傳承土房子愛人愛己理念，實踐人本主義精神，以合作夥伴身份，接棒土

房子的多項服務。  

 

機構以劇場、多元智慧、多元藝術等元素，推行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服務，同時培

訓志願者同行。本年度與 18 個合作夥伴及 10 家院校的社工系合作，順利開展 16 項活

動及計劃。  

 

兩歲多的小童大義起步尚算穩健，現正建構學習型組織管理系統，令運作更為暢

順，服務更顯成效。  

 

服務項目、夥伴名單、機構發展請閱服務選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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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北斗星社工大學生獎勵計畫  

服務學生﹕ 40 人      服務人次： 1,159 

 

 

 

 

 

 

 

合作夥伴﹕  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  北川大魚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  

青年會．土房子金堂兒童之家  成都市同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統籌人員：  劉成香（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士，素有「北斗星」的雅譽。土房子自 2006 年開始，為四川境

內的社工大學生舉辦工作坊及安排實務訓練，推動及引領他們投身社工專業。  

 

第二屆北斗星社工大學生獎勵計畫，讓社工學生探討社工理論如何配合社會人

倫；認清社工本質、特性、認受性；鞏固及堅守社工信念。期望他們在全情、全義、

全知、全學、全能方面有所提升。  

 

本年度的 40 名計畫成員遴選自成都市 8 所高校的社工系，小組輔導員由上屆的 10

名北斗星核心志願者擔任。雖然作為獎勵的港粵社會工作服務交流活動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而取消，但成員在 160 小時的體驗、探索、蛻變及回歸活動後，對自己、對他人、

對社會都有新的或更鞏固的信念及動力。  

 

計畫內容請閱服務選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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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拉小手  

長期病患困境家庭子女陪伴成長項目  

服務學生﹕ 71 人      服務人次： 1,500 

 

 

 

合作夥伴﹕  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  北川大魚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  

 青年會．土房子金堂兒童之家  成都市同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西南石油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系  

 

統籌人員：  何逢嬌（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長期病患困境家庭子女面對改變不了的家屬病情，捉衾見肘的生活，親人離散的

傷痛…如何自處﹖如何接納應對﹖前行的動力何在﹖  

 

小童大義自 2018 年 3 月開始與他們同行，本年度服務的 71 名孩子，他們有微薄的

助學費；可在成長營、文化遊歷、多天徒步的經歷中尋找及肯定自己的能力及方向；

亦能貢獻一己之力，服務聾啞學生、長者及幼童。  

 

2019 年初新增的「陪伴成長計畫」，招募志願者以電話、書信、閱讀、家訪、成長

營等陪伴學生。  

 

項目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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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貧．偏遠山區困境兒童多元智慧成長營  

志願者﹕ 15 人      服務學生﹕ 73 人      服務人次： 1,022 

 

 

 

合作夥伴﹕  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     北川大魚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  

 青年會．土房子  金堂兒童之家  成都市同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西南石油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系  自貢市富順第一中學  

 自貢市永年中學  

 

統籌人員：  安琪（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成長營是一個讓參加者互相接納及支持的平台，以多元智慧為媒介，提升自尊心、

自信心，發展個人潛能，釋放成長中的壓力並激發新的生命能量。  

 

我們在土房子的大學助學生群體中招募了 15 名志願者，經過 4 次網上培訓及兩次

集訓後，協助安排為期 7 至 9 天的成長營。當中在 2020 年暑期進行的營會特為女生而

設，探討性別疑惑、愛情觀、婚姻觀，塑造正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基礎。  

 

成長營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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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  

志願者﹕ 73 人       服務長者﹕ 60 人      服務人次﹕ 2,649 

 

 

 

 

 

 

 

 

合作夥伴﹕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  

 金堂縣馨園公益服務中心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  

 

統籌職員﹕向瓊英（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安心長者服務始於 2018 年 11 月，為金堂縣官倉鎮的鰥寡孤獨、困境長者提供舒展

身心、情感陪伴、健康支援等服務，促進鄰里互動、社會融入，滿足長者被關愛、被

照護、社會參與、人際和睦的需求。  

每月的恆常家訪及活動需要大量人手配合，有 73 名志願者參與其中，包括各院校

的社工學生、志翔學校的高中生、塵肺病家庭兒童及村民。  

 今年活動有健康加油站、季度外遊、智能手機應用、老有所為影像計畫（長者當攝

影師）、手工製作等，啟發長者的身、心、社、靈。  

詳情想請閱服務選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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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縣特殊教育學校多元智慧服務  

志願者﹕ 55 名     服務學生﹕ 720 人次  

 

 

 

 

 

 

 

 

統籌人員：陳詩慧（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金堂縣特殊教育學校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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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開始為該校服務，與不少學生建立深厚情誼。志願者團隊主力來

自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加上 4 所高等院校及 1 所小學的學生，擕手提供服務。  

每周一次全天候的遊園活動，志願者繼續引用多元智慧理論，集思廣益設計了社

區遊園、創意手工坊、舞蹈派對、尋寶冒險體育聯賽等等活動，幫助孩子發展健全人

格，尤其是提高專注力，學習與人相處及解決難題的方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校停課及遵守防疫措施，在 2019 年 12 月的服務後與學生

暫別，期望下學年再與他們同行。  

詳情想請閱服務選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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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大學生助學和志願者成長服務  

志願者 :  24 人   服務人次 :  500  

 

 

 

 

 

 

 

合作夥伴：蘭州彩虹公益社  /  RAINBOW IN NEPAL 

統籌職員：龐志成  

 

尼泊爾於 2015 年曾發生黎克特制 7.3 級大地震，損失與傷亡慘重，本會職員以義工

身份多次探望受災人士，協助組織義工團隊服務當地民眾，以及安排內地及尼泊爾大

學生交流活動。  

本年度，土房子與當地 NGO 合作助學及志願者成長服務，參加者在完成志願者培

訓和實習，並參與 RAINBOW IN NEPAL 的各項服務後，經考核可獲發獎學金。  

在參加培訓的 24 名大學生中，很多人因為時間的安排、服務點距離遠或到外國升

學而在中途退出，最終有 6 人能完成考核，他們在服務流動兒童和孤兒時都有很大的啟

發，其自信、自尊感和領導能力亦有很大進步。  

2020 年 1 月組織了 17 名成都大學生到尼泊爾交流，與當地大學生一起探望兩所孤

兒院及徒步安娜普納山脈，雙方的文化交流異常深入，各有所得。  

此外，正撰寫山區青少年在加德滿都的故事，包括就學、就業或無業流浪的，讓更

多人關注尼泊爾山區青少年的實況。  

青年人才外流的資料搜集及研究仍在進行，期望多了解情況，籌劃合適服務。  

活動情況、探訪服務紀錄及志願者文章請閱服務選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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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交流  

團隊人數﹕ 76 

 

 

 

合作夥伴：  匯基書院﹙東九龍﹚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除了主力在內地服務之外，土房子還與香港學校、社福機構以及內地社福機構合

作，安排兩地交流探訪服務團。  

 

本年度有兩個香港團隊分別到四川雅安及瀘州探望山區小學生及長者；1 個四川團

隊到訪北京了解當地公益服務。﹙名單見附件 2 之服務一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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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督導及培訓  

機構﹕ 6 家     戰略會議﹕ 8 次    社工及志願者培訓﹕ 288 人次  

 

土房子在內地扎根 18 年，致力西南地區社會工作服務發展，不斷培養新一代社工，

繼往開來，孵化內地機構有翱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彝縷陽光志願者團隊及小童大義

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每年主辦系列社會工作培訓班，並為多間機構提供培訓督導服務，

互相學習、交流經驗，使國內社會服務朝向更專業的水準發展。  

除了小童大義這名重要夥伴外，還為蘭州彩虹公益社﹙自 2010 年開始﹚、北川大魚

公益﹙自 2011 年開始﹚及德立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自 2015 年開始﹚提供社工培訓及 /

或督導、及 /或志願者培訓、及 /或撰寫相關小組課程和項目評估。  

今年新獲邀為曦華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及新秋減防災公益服務中心探討機構發展方

向並進行戰略規劃。  

 

詳情想請閱服務選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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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網址    www.yellowhouse.org.hk  

電郵    info@yellowhouse.org.hk  

郵寄地址  九龍機利士路郵局「土房子」郵箱 8639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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