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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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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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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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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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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 88 人     受惠人次： 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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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 15 人    受惠人次： 1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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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翔學校暑期義工隊 )  272  

普格縣 (燃亮號義工 )   30  

布拖 (彝縷陽光義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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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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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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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大學生義工培訓  80  

 

 

小童大義．一人一故事                        義工﹕ 15 人     受惠學生﹕ 1,110 人次  

服務項目  受惠人次  

一人一故事劇場  990  

義工培訓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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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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地區各高校義工及受助學生                         受惠：413 人次  

 

雅 安 石鳳村社區精神文化建設                      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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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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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 16 人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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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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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