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2019 年 4 月– 2020 年 8 月服務選篇 1  

 

 

 

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助學生人數： 435      活動服務人次： 1,806 

 

前言  

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資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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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我們重視學生的全人健康，除了經濟助學，還有家訪、學校探訪、土房子之友派對、

暑期成長營、志願者質素培養、日新陽光成長計畫及暑期支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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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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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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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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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服務概況  

1 家訪  寒、暑假期間 2 次家訪新增助學生，建立良好關係。  

2 學校探訪  春、秋兩季 2 次到不同地區的學校探訪受助學生，提供經濟援助。 

3 土房子之友派對  春、秋兩季在成都舉辦 2 次「家庭」聚會，   

4 暑期成長營  舉辦「多元智能、一人一故事」成長營及「陽光之友‧視野‧成

都遊學營」  

5 志願者培養  為助學生提供志願服務機會，培養志願服務素質。  

6 暑期支教  20 多名助學生志願者參與 4 次暑期支教，服務山區兒童。  

7 《幸運兒 III》  

書籍出版  

《幸運兒 III》以「我與孤獨的故事」為主題，由內地及香港 106

人撰寫的生命故事及感悟，結集成書送給助學生。  

8 幸運兒之凝視  延續《幸運兒》出版的理念，《幸運兒之凝視》每集視頻訪問一

名學生 /社工 /志願者，談人生喜怒哀樂事。  

 

服務成效  

1.  現金資助可減輕學生的經濟壓力，讓其安心讀書。學生感受他人的關懷，對未來

有盼望。  

2.  成長營讓助學生開放內心，收穫友誼，聆聽彼此生命故事，激發生命力量，感受

彼此關懷、互建溫暖的「家庭」氛圍。  

3.  助學生結成陽光之友，建立互助網路，訴說彼此故事，尋找共鳴，激發生活及學

習的更大力量。土房子之友派對聯結成都附近助學生，分享交流，構建互助平台。  

4.  組成志願者隊伍，將受助者轉變為助人者，大大提高其自尊及自信。他們以自己

的能力和善心回饋社會，以自己從山區到城市上大學的經歷激勵和鼓舞小學生。  

5.  《幸運兒 III》一書結集的生命故事及感悟，傳遞正能量。《幸運兒之凝視》視頻

令很多受困學生產生共鳴，亦看到受訪者自我療愈的經驗，共勉同行。  

 

發展方向  

1.  繼續推動更多助學生成為志願者，傳承「愛人如己」理念，在志願服務中實現個

人價值，培養樂觀、積極向上的品格。  

2.  建立統一的助學及活動檔案，更方便及快捷查閱助學生的資料及動向，有助制定

服務策略及後期的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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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每月服務  

2019 年 4 月  

1.  處理上學期後補的資料，掃描歸檔和補發助學費；  

2.  籌備暑期成長營，協調和實地考察場地；  

3.  邀約學生撰寫《幸運兒 III》文稿；  

4.  總結基金會助學年度報告。  

2019 年 5 月  

走過涼山州西昌、美姑、布拖三地，折返成都，修整

一夜，繼而奔往樂山井研、馬邊、自貢富順、達州、

萬源等地。持續十餘天的匆忙行程，為了在 242 名學

生高考前發放助學費，為高考生加油打氣外，提醒學

生畢業之後不要忘了與我們聯繫。  

臨近高考，學生的學習時間異常寶貴，老師安排給我

們發助學金的時間短暫，祇能簡短的介紹暑期計畫及

個人成長活動的安排，邀請學生在高考後參與成長營。 

 

 

 

 

西昌學院助學生  

 

 

 

 

 

布拖交際河助學生  

2019 年 6 月  

在成都及其附近的助學生近 100 名，每年兩次在成都

舉辦「土房子之友」助學生派對暨助學金發放儀式，

是學生和我們的一次家庭聚會。  

今次聚會共有 37 人參與，主題是近一年來的「自我管

理」。曾參加此聚會的學生因已熟絡，踴躍交談，氣

氛良好。  

當中亦鼓勵學生參加志願服務及暑期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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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2019 年 7 月  

舉辦兩個成長營﹕「多元智慧、一人一故事」成長營

及「陽光之友‧視野‧成都遊學營」。  

「多元智慧、一人一故事」成長營  

﹙此營會資料同時記錄於服務選篇 6 及 10﹚  

32 名來自成都金堂、涼山州、樂山馬邊、達州萬源等

地的助學生參加 7 天營會，大多數人都是首次參與，

好奇心和集體生活的溫暖，令他們很快便融入其中。  

學生的第一個任務是要自行到達青城山營地。大多數

學生都是第一次出遠門，家裡不放心，亦缺少自信，

起初都要求志願者到車站等候。後來在大家的鼓勵

下，願意嘗試第一個挑戰，跟從未見面的參加者商量

分組以及設計行程，結果所有學生都如期到達，途中

故事精彩紛呈，各人都對自己專屬的旅程體會良多。  

第 2 天有 3 小時的團體拓展遊戲加強小組凝聚力，團

隊共同經歷成功與失敗，困難和挑戰去完成任務。下

午即興戲劇是肢體的狂歡，自由的盛宴，我們可以毫

無限制的運用肢體，達到完全開放的狀態，享受當下。 

晚上是詩歌與愛情的碰撞，優美的旋律頌讚愛情是美

好的，當下澄清愛情的觀點對於青年人亦是一種成長。 

第 3 天是野外歷奇，攀爬營地後的山野，雖然經歷了

迷路和被昆蟲騷擾的過程，但當中體現出來的堅持和

互助精神足以銘記一生。  

第 4 天的的街子古鎮街頭採訪，鼓勵接觸不同民眾，

大多數學生都把目標指向留守老人，在老齡化嚴重之

時，青年人能夠關注到老年人，讓人欣慰，每個人都

有老去的時候，敬老、愛老是我們堅持不滅的精神。  

 

 

 

 

 

 

 

 

 

盲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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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第 5 天活動接近尾聲，在大家都已熟絡及互相信任

時，可以聊一些比較深入的話題，幫助學生回顧自己

的生命歷程，從中找到成長的力量。晚上的溫情晚會

聽到很多親情故事，感恩學生的信任，把內心最寶貴

的故事說出。  

第 6 天各組為了籌備晚會，努力排演節目、準備燒烤、

邀請附近的居民前來觀看，相當忙碌，最終學生在幾

十名當地村民的見證下，完成了一場自編自導自演成

功的晚會。  

第 7 天，總結回程的氛圍總是沉重，大家雖然不捨，

但明白終究有結束的一天，各自帶著感動踏上歸途，

繼續在自己的天地中想念彼此。  

陽光之友‧視野‧成都遊學營  

﹙此營會資料同時記錄於服務選篇 3 及 6﹚  

6 天營會的第一天，互相認識。第 2 天上午是以尊重

生命為主題的素質拓展活動；下午有感恩家人的創

作，以及用欣賞生命為主題的戲劇工作坊；晚上是有

關職場和興趣的體驗活動。  

第 3 天是感悟生命，文化探訪和人生答疑館．愛情館。 

第 4天以音樂傳情，以舞蹈同樂，大家表演各自選擇的

歌曲和舞蹈，分享與音樂的故事。  

第 5天到成都遊覽寬窄巷子，感受古鎮文化，也在一家

新型的書店享受了一個小時的安靜讀書時光；晚上走

在成都街頭欣賞美麗的夜景。  

第 6天用心回顧這幾天的歷程。各人都說有太多的感

動、快樂、溫暖與能量，同時互相感謝大家的付出、

支持、接納及鼓勵。   

 

 

 

 

 

 

 

 

 

 

 

 

 

 

 

 

 

感恩家人為主題的創作  

 

 

 

 

 

 

 

篝火晚會  



6 
 

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2019 年 8 月  

舉辦 8天何營小學鄉村夏令營，開營禮（生命之旅）、泥

塑城堡、長者服務、奇幻繪本、植物牆打造、象形文字

等 12節活動以生命教育為主題，從種植到長者服務再到

服務自家的長者，從淺及深，引導學生思考生命。  

此外，為學校食堂設計繪製了一面牆繪，讓師生在更舒

適的氛圍下進餐。  

另家訪 10名學生。  

社工學生志願者首次支教，實踐所學，反思當中經驗，

深化社會工作理念。  

﹙此營會資料同時記錄於服務選篇 5 及 6﹚  

 

 

2019 年 9 月  

新學年開始，整理及更新學生資料後，確定本學期共資助 435 名助學生，來自四川山區

（涼山、大巴山達州、自貢富順、馬邊樂山）以及成都附近的龍泉驛區、金堂縣等特殊

困難家庭。  

 

2019 年 10 月  

趁國慶假期為 15名助學生辦了一個成都多元智慧體驗

活動。對於第一次到成都上學的學生來說，本次活動

無疑是一次適應成都生活的絕佳機會，平日因無同伴

或者還未瞭解城市生活，開學以來竟還未出過校門。

第一次坐地鐵、第一次坐 BRT，使用共用單車、參觀

四川大學及博物館等經驗，能鼓勵學生多瞭解外界的

生活，增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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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2019 年 11 月  

北斗星青年演說是土房子「北斗星社工大學生獎勵計畫」的其中一項活動，學員要按主

題和相應理論演說。為鼓勵勇敢表達和面對群眾，邀請了 9名在成都附近上學的助學生

參與北斗星青年演說，也借此機會增強彼此的聯結。  

月中發放助學費給四川省外就讀大學生，並開始收集學生的感謝信、學習評估表以及個

人生活照片，準備向其捐助人報告動向。  

2019 年 12 月  

繼續發放助學金。由於明年 1 月便是農曆新年，要在

學期結束前送上本學期的助學費，行程較往年緊湊。  

與涼山州民族中學的助學生早已建立良好關係，見面

聊天都很自然，本學期高三了，成績尚可，鼓勵他們

訂立目標，繼續努力。  

近幾年來，資助的涼山州高中生畢業後大多進入了西

昌學院，所以我們資助最多的就是該校學生。今年又

有一批即將畢業，與他們的話題離不開就業取向。  

子威鄉的小學生雖然暫時不知目標，沒想過畢業後的

動向，仍鼓勵他們繼續努力讀書。  

萬源的學生，都已經高三了，成績強差人意，他們很

焦急，也很努力。為其打氣加油，希望能考個好成績。 

 

 

 

涼山州民族中學助學生  

 

 

 

 

西昌學院助學生  

2020 年 1 月  

上學期完結，整理助學生的感謝信和學習評估表，掃描歸檔，；撰寫報告向基金會申請

下學年資助；2019年暑假成長營報告分享冊文稿及圖片齊備，開始排版；另家訪金堂縣

淮口中學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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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完成 2019年暑期成長營報告分享冊校對工作。  

繼續整理助學生文檔及跟進基金會資助事宜。  

2020 年 3 月  

更新助學生資料，增補學制年期及聯繫方法。  

整合助學生文檔，方便追蹤學生畢業後去向，並邀請其參加不同服務。  

設立一對一助學方案，繼續支持某基金會退出服務但仍需資助的學生。  

 

2020 年 4 月  

錄製及發布《幸運兒之凝視》  

以視頻形式延續出版的理念，邀請青年人談人生故

事，在敘事中實現與過往和解，自我療愈，也能夠傳

遞力量療愈有相似經歷者。  

本月共錄製了 4期幸運兒主題視頻， 6名受訪者是何逢

嬌、羅超、吉吉馬里、潘呷呷莫、阿爾克布、邱祥宇。 

 

 

 

 

吉吉馬里﹙右﹚  

2020 年 5 月  

 

錄製及發布《幸運兒之凝視》  

本月訪問阿爾格者、勒則拉呷、的日石則 3名來自涼山

州美姑縣的青年，他們的成長經歷艱辛、苦難，現在

回想起來是一筆財富。  

 

 

 

 

 

阿爾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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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都城市導覽路線  

「城市定向」是成長營中備受歡迎的活動，讓參加者

認識城市歷史及文化，新設計 7個主題路線，包括﹕  

  低碳生活  

  藝術社區  

  新成都  

  老成都  

  美食街區  

  藝術街區  

  街頭雕塑  

 

 

 

 

 

的日石則﹙右﹚  

 

 

 

 

勒則拉呷﹙右﹚  

2020 年 6 月  

2020 年春季學期在新冠狀肺炎疫情影響下延後， 4 月

份陸續復課，安排本月到涼山、自貢、達州、成都等

中、小學校發放助學費；而仍在家網課的大專生助學

費則安排電子支付平台轉賬。  

發放助學金時面對面與助學生的接觸，更能建立互

信，瞭解其目前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即時鼓勵，讓其

感受到社會外界的支持和關注，保持信心、樂觀和對

生活的盼望。  

 

 

 

 

美姑縣中學助學生  

 

 

 

 

萬源第三中學助學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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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趕在高考前到馬邊中學發放助學費，那幾名高考生備

考心態尚可，卻難掩能否考上本科的擔憂，交談時助

其抒發緊張心情，為其打氣，並邀請他們於高考後到

成都參加成長營。  

另到民主鄉與新增助女學生見面，這名堅強的女子去

年面臨輟學的危機，家長想讓其打工補貼家用。老師

將她留在學校上學並向我們求助，學校從法律上施

壓，土房子則提供助學，更多的是想給她更大的鼓勵，

堅定其學習的意願。  

 

 

 

 

馬邊中學助學生  

2020 年 8 月  

與志願者阿爾格者共同整理助學生的文檔，為助學服務培養人才。  

完成助學報告，準備申請 2020-2021年助學經費。  

完成 2020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問卷調查分析報告，檢討服務成效及作為日後發展的參

考。收集資料包括助學生年齡、性別、家庭年收入、家鄉地區、學歷、參加土房子助學

年期、參與土房子活動、喜歡的活動、參與活動次數、土房子活動對學生的影響、對助

學計畫的滿意度、對工作員的滿意度、對土房子助學的看法、助學金的用途、與土房子

的聯絡程度。﹙調查報告見附件 2﹚  

 

2019 年 4 月– 2020 年 8 月服務統計  

服務專案  主題  /  形式  活動次數  受惠人數  受惠人次  

助學服務  經濟助學、發放助學金  -  435 870 ﹙兩學年﹚  

家訪  建立互信、增進了解  60 60 60 

成長營  多元智慧、品格教育  3 112 540 

支教  小學生自然教育  1 40 640 

合計  
647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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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 年度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愛人愛己助學服務統計表  

助學生人數﹕ 435 

題目  人數  比例  題目    人數  比例  

性別  

 

男  174 40% 地區分佈  涼山州  175 40.2% 

女  261 60% 川東地區  53 12.2% 

學校  

類型  

本科  125 28.7% 成都地區  45 10.4% 

專科  108 24.8% 樂山地區  56 12.8% 

中學  185 42.6% 富順地區  106 24.4% 

小學  17 3.9% 參與助學

年期  

2018-2019 144 33.1% 

變動  退學  8 1.8% 2017-2018 236 54.3% 

畢業  16 3.6% 2014-2017 108 24.8% 

退出  29 5.9% 2012-2014 32 7.4% 

成長營  參與  176 40.4% 2010-2011 15 3.5% 

未參與  258 59.6% 與土房子

聯繫頻率  

緊密  89 20.3% 

支教  參與  68 15.6% 一般  167 38.6% 

未參與  367 84.4 少聯繫  179 41.1%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