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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務一覽表  

2020-2021 年度土房子服務報告附件 1 

年度服務一覽表  

 

同一天空下．關心．愛心．善心．赤子心  

恆常受惠孩子 /學生人數 685   ．服務總人次共 8,118 

香港義務幹事 5 人．   督導 1 人，   

內地職員 5 人    項目職員 3 人      實習生 5 人    志願者 39 人  

 

金堂兒童之家                                          受惠兒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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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小學  初中  合計  

2020 年秋季學期   6 9 15 4 11 15 

2021 年春季學期   6 8 14 4 10 14 

 

書則計畫                                              受惠兒童： 31 人               

服務專案  主題  /  形式  活動次數  受惠人次  

支教（成長營） 五防教育、多元智慧課程、興趣科學  3  651  

家訪  學生家訪  2  62  

小組活動  演講  2  62  

通信計畫  書信往來  2  62 

合計  9 837 



2 

 

年度服務一覽表  

 

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助學金發放、家訪                                      受惠學生： 396 人    

涼山州  151 

川東地區  47 

成都地區  45 

樂山地區  38 

富順地區  84 

漢源地區  31 

合計         396 

 

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          服務學生﹕ 200 人      受惠人次﹕ 1,865  

服務專案  主題  /  形式  活動次數  受惠人次  

小組活動  自信、個人成長、自我管理、創作、教育、協作  55 1,399 

校園服務  戶外拓展、節日攤位遊戲  5 276 

支教活動  支教服務、山區服務  3 190 

合計  63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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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的一面                             受惠人數﹕ 43       受惠人次： 104 

服務專案  主題  /  形式  活動次數  受惠人次  

社會組織女性訪談  影像紀錄及訪談  3 4 

優雅的一面小組  小組分享  4 62 

優雅的一面營會  小組分享、戲劇表演、戶外活動  1 10 

線上讀書會  線上讀書分享  4 28 

合計  12 104 

 

根與翼‧青年有為                      受惠人數﹕ 546       受惠人次： 1,407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人數  人次  

28/7-1/8/2021 自然藝術課  雲南省魯甸火德紅村  30 150 

4– 8/7/2021 朝夢計畫  四川省馬邊彝族自治縣民主鄉油房村  15 60 

23– 29/7/2021 關愛兒童  四川省涼山州美姑縣典補鄉三啟村  32 224 

15– 29/7/2021 一人繪夢計畫  四川省樂山市馬邊縣民主鄉油房  20 20 

15– 21/7/2021 
滿天星  

健康成長課  
四川省涼山州美姑縣典補鄉書則圖書室  32 224 

10– 15/7/2021 暖陽計畫  四川省涼山州西昌市安哈鎮洛古坡鄉  20 120 

3– 10/8/2021 彝火支教  四川省涼山州美姑縣典補鄉書則圖書室  32 224 

19– 25/8/2021 逐夢之鷹  四川省美姑喜德縣光明鎮彝欣社區  385 385 

合計  546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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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支援服務                    受惠人數： 789 人      受惠人次： 3,509 

服務專案  主題  /  形式  活動次數  受惠人次  

「助人助己」社會工作  

服務支援實踐課程·  

 

閱讀、課後作業  17 378 

線上培訓、線下集訓  31 1,006 

督導  22 175 

撰寫教材套  1 500 

「愛人愛己」  

青少年成長課程  

教職員培訓﹙錄製視頻﹚  1 10 

學生成長營  15 1,440 

總計   87 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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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志願者名單  

 

1 王瑞  重慶商務職業學院 /電腦網路技術  

2 周鈺涵  樂山師範學院 /社區管理與服務  

3 依火伍機  西昌學院 /農學  

4 加巴拉則  宜賓學院 /英語  

5 鄭玉玲  樂山師範學院 /社會工作  

6 程欣雨  西南財經大學 /社會工作  

7 鐘莉  樂山師範學院 /社區管理與服務  

8 的日石則  樂山師範學院 /社區管理與服務  

9 鄧明強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 /新能源汽修  

10 立牛拉枝  達州職業技術學院 /醫學影像檢查技術  

11 曲別田烏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 /金融管理  

12 邱阿萍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3 羅夢婷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4 馬海小林莫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5 羅世芳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6 阿洛克龍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7 文永平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8 烏魯艱桑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9 勒格木果  西華師範大學 /政治學理論  

20 江華  四川音樂學院 /公共事業管理  

21 吉多克的莫  西華師範大學 /化學  

22 爾古伍機莫  西華師範大學 /化學  

23 勒格伍甲  西華師範大學 /英語翻譯  

24 馬海學英  西南民族大學 /國際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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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余婷婷  四川航太職業技術學院  

26 曲別田烏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 /金融管理  

27 立牛拉枝  達州職業技術學院 /醫學影像檢查技術  

28 楊亞玲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 /金融管理  

29 吉吾日伍  西華大學 /金融科技  

30 羅遠航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 /互聯網金融  

31 陳行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 /互聯網金融  

32 楊爾呷  西南石油大學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33 李雯  西南石油大學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34 蔣靜雯  西南石油大學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35 李蔓  西南石油大學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36 張園  西南石油大學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37 張加晴  西南石油大學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38 阿都五幾  西南石油大學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39 陳彩瑛  四川財經職業學院 /電子商務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