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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十年‧相伴」是紀念土房子金堂兒童之家十周年的小書，記載了孩子的生活點滴

及兒童之家的發展，經過差不多兩年，終於成書了。  

 

相伴，就是土房子的服務，無論是兒童之家的孩子，還是愛人愛己助學服務、小童

大義‧一人一故事、花樣年華‧青春期全人健康成長、非凡大學生獎勵計劃、災後心

靈康復等項目的參加者，除了有些項目的服務對象需要實質的照顧、資助金錢或日用

品外，我們更關心他們的心理健康。  

 

我們盡心設計及推行活動，讓參加者了解及接受自己、思考人生價值、引發及鞏固

及增加自身正能量，去面對及解決難題，在遇到天災或其他不能掌控情況下受到的心

靈創傷，能發揮自我修復的力量，勇敢的走在人生路上。在相伴的過程中，不單是服

務受眾，我們的職員及義工團隊也同步成長。  

 

今年是土房子的第 15 個年頭，我們從一開始在中國內地開展服務，便面對文化、

制度、經濟條件、生活環境、政府對社會服務的態度、社工專業發展等等差異，一直

是「摸著石頭過河」，一面服務、一面學習、一面調整。  

 

 可幸河水不太湍急，也總能找到穩固的石頭，讓我們能貫徹「持續發展‧助人自助」

的理念提供服務。土房子陪伴受眾時，也需要大家的陪伴。  

 

多謝與我們同行的服務受眾、捐款人、合作夥伴、政府人員、義工、同事、幹事會

成員，讓土房子更有力量繼續向前。  

 

 

總幹事龐淑芬  

2017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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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子健  

活動幹事  黃潔雯  

 

內地工作員  

【全職】  尕瑪草、吳金斌、錢靜、拓萬博（ 10/2016 入職）、  

 安琪（ 9/2016 離職）、羅超（ 1/2017 離職）  

【兼職】  石本凱、安琪（ 10/2016 入職）、加主布哈（ 10/2016 入職）、  

 阿爾格古（ 12/2016 入職）  

【合約】  龐志成   

 

會員  練子建、吳偉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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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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7 年度財務報告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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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93)  17,520 91,770 (154,443)  

 助學服務  146,596 568,992 743,654 (28,066)  

 山區服務  532,103  269,509 306,015 495,597 

 四川關懷行動  (68,851)  -  147,168 (216,019)  

 一般捐款  737,340  68,614 - 805,954 

總計  1,266,995 924,635 1,288,607 9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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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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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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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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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5 年成立以來，兒童之家共照顧了 80 名孩子。本年度在家孩子 27 名，女生

14 人，男生 13 人， 10 人是初中生， 17 人是小學生。當中 10 多名於去上年度才進家的

孩子，對新生活環境適應良好。同年離家升學或回鄉的孩子為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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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邀請孩子當義

工，探訪一家特殊學校，與學生玩遊戲、整理圖書室、繪牆畫。  

 

成都的大學生及社福機構義工，為孩子補習；與他們玩遊戲；帶其參觀大學、動物

園，參加節慶活動。  

 

近年周邊沒規劃的土地開發，影響家舍的土質及排水情況，加上曾經歷地震、洪水，

家舍在這幾年一直進行維修，現已完成地台加高、宿舍樓、圖書室及各活動室的工程。

下年度將改建厠所及其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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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姑夢想教室  

主要受惠學生： 17 人   其他活動受惠學生： 550 人次  

 

 

 

 

 

 

 

合作夥伴：  曙光慈善基金  

負責職員：  龐志成  

教室管理義工：吉木馬也、吉爾說達  

 

美姑位於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夢想教室在 2015 年 10 月成立，讓當地孩子放學

後可到此做家課、溫習、閱讀圖書；與志願者及其他孩子閒話家常、抒發情感以及參

加成長小組活動等。對於一些特別貧困的孩子，我們以助養服務資助其學習及生活費

用。  

 

2017 年寒假時，我們帶了 10 名初中生走出大山，聯同成都志翔學校的涼山州高中

生，到成都參加為期 10 天的成長營，好好的認識自己。  

 

成都成長營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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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受惠學生：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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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昇商務有限公司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培才教育基金  

 獨立捐款人  

負責職員：阿佬、安琪  

  

本年度共資助 437 名貧困學生 (名單請閱第 25 頁之服務一覽表 )，他們來自四川省涼

山州、甘肅甘南州、樂山井研、馬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四川省達州、瀘州、自貢

等偏遠山村。  

 

除每個學期發放助學費及家訪學生外，我們更舉辦多個成長營及生命教育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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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德多元智能成長營詳情、學員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3)  

 

鑑於受助學生分布各地，資源所限不能全數兼顧，今年新推出高中和大學學生全

人健康成長 12 課，採遙距形式，鼓勵受助學生自我學習，積極思考，更深入的瞭解自

己和學習相處之道。  

 

助學報告請閱服務選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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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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佬  

 

日新陽光關愛行動進行 3 年，陪伴和見證 20 多名山區孩子的成長，由初中到高中、

由高中到大學、更有正式踏入社會工作的孩子。  

 

與孩子們共同經歷成長的喜怒哀樂，人生總有不如意的時候，希望孩子能累積及發

揮多點正能量，勇敢向前。  

 

本年度有 22 名日新陽光孩子，平日，大家主要以 QQ 聯繫，分享亦分憂。週末，在

成都附近學習的孩子多會參與土房子的活動，或到辦公室聊天；而美姑的高中生則到

夢想教室當義工、看書、閒聊。他們亦分別參加了非凡大學生獎勵計劃及雲南麗江成

長營。  

 

學員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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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大義．一人一故事  

受惠學生﹕ 1,050 人次  

 

 

合作夥伴：  新都石板灘小學  

 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學生志願者  

負責職員：  吳金斌  

 

成立近三年的小童大義劇團隊，核心成員輪換兩批，到達第二階段的成長時期。我

們用「一人一故事」劇場模式服務小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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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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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劇團成員更深入瞭解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理念及掌握其表演技巧，我們以累積的

經驗為基礎，加入多項體驗活動及增加排練時間，團員成功創作了兩齣兒童劇目，備

受讚賞。他們亦能藉此訓練及服務，思考彼此生命的特質，作靈性的修為。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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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  

受惠學生： 3,604 人次  

 

 

 

 

 

合作夥伴：遂寧市船山區志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彝縷陽光  

 西南民族大學志願者  

  

負責職員：尕瑪草、拓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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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開始在該校建立社工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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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情緒管理技巧。  

 

由 2016 年 10 月開始，我們與遂寧市船山區志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合作推出「特教

學生多元智能發展服務」，讓聾啞學生更自在的融入校園生活、多交朋友及發展潛能。

除了參加共 25 節的「優秀學生成長課程」外，他們還與普通學生一起在手藝工作坊中

互相欣賞、共同創作。  

 

今年的「花樣年華‧青春期全人健康成長」以「友情」為主題，而彝縷陽光團隊的

彝文課程亦持續開展。 15 人的學生志願者隊伍積極接受培訓及協助社工站各項活動，

在長假期時更到山區服務。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6 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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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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合作夥伴：香港長興控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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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自主學習閱讀課  

2.  拓展訓練        5.  自主學習社會體驗課  

3.  自主學習技能興趣課     6.  志願服務課  

 

是項計劃自 2013 年開始，今年已是第四屆。  

在今年的 40 名參加者當中，表現出色的 15 名年青人獲得獎勵，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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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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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教育支援  

燃 亮 號 ． 四川流動教室  

受惠長者﹕ 154 人次       受惠學生： 5,113 人次  

  

 

合作夥伴：成都青年會  

 西南民族大學志願者  

 成都信息工程大學志願者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志願者  

負責職員：羅超、錢靜  

 

 

「 燃 亮 號 」 以 流 動 服 務 車 的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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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 4 家學校，包括德陽市中江縣廣福鎮香山小學、瀘州市敘永縣兩河鎮河營小學、雅

安市蘆山縣的雙石小學及石寶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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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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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特殊教育學校服務  

受惠學生： 9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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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批大學生志願者在 2014 年 10 月開始接受培訓，團隊現有 48 名志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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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

元智能為引子，每月一次與孩子共聚，幫助他們發展健全人格，尤其是提高專注力，

學習與人相處及解決難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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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亦同

步成長，獲啟發不少人生智慧。這些都是學校教職員、志願者和孩子共同努力而成就

的。感恩﹗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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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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學生  120 

綿陽師範學院學生  40 

中國心 (內地社會服務機構 )職員  155 

成都各社會服務機構職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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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交流及其他服務  

 

微笑涼山行  

 這是土房子資助西部山風青年志願者協會的項目，在 2016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0

日， 10 名彝族志願者探訪涼山州布拖及美姑兩地 10 條村落，為村民拍攝、贈送照片

及播放電影；與孩子玩小組遊戲；送贈小禮物﹙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11﹙。 

 

花樣年華‧青春期全人健康成長服務  

2015 年開始推行的花樣年華服務，減少年青人的青春期困擾及協助其建立正面的

自我形象。今年的服務對象來自志翔職業技術學校及西南石油大學。  

 

420 雅安災後精神文化重建計劃  

 我們在當地的 3 年災後服務雖已完成，今年再度探訪石鳳村，舉辦了一項社區活

動，與村民聚舊，還在新建社區畫了多幅牆繪。  

 

探訪及交流活動  

除了主力在內地服務之外，土房子還與香港學校及社福機構合作，安排兩地交流探

訪服務團。本年度的香港團隊，有 3 個到四川雅安，1 個往四川梘槽鄉。另有 1 個四川

團隊應邀來港交流﹙名單見服務一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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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年度服務一覽表  

 

同一天空下．關心．愛心．善心．赤子心  

固定受惠學生 /孩子 /學員 665 人  

其他服務受惠總人次  17 ,567   

內地志願者 332 人．職員 9 人  

香港義務幹事 5 人  

 

金堂兒童之家                                                 受惠兒童﹕ 27 人                                                                      

照顧小一至中三學齡的貧困孤兒或無人照顧的孩子  

學期  男生  女生  總計  小學  中學  合計  

2016 春季學期 201603-201607  15  12  27  22  5 27  

2016 秋季學期 201609-201702  15  12  27  22  5 27  
 

 

 

 

美姑夢想教室                 主要受惠學生﹕ 17 人        其他活動受惠學生﹕ 550 人次  

10 天成都成長營  

教室日常開放、成長工作坊、家訪  

 

 

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受惠學生： 437 人                                                               

助學金發放、家訪、假期營會  

四川省東部地區﹘達州、自貢、瀘州、樂山井研、馬邊﹙                        138 人  

四川省彝族涼山州地區﹘西昌學院、涼山州民族中學、布拖、美姑、喜德﹙          240 人  

金堂縣地區                                                           33 人  

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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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愛己多元智能成長營                                     受惠學生﹕ 1,741 人次  

服務點  內容  受惠人次  

金堂、成都、邛崍  語文智能、邏輯數學智能、肢體運動智能、視覺藝術智

能、人際關係智能、內省智能和自然觀察者智能活動  

700  

馬邊縣民主鄉中學  504  

喜德職業民族中學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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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培訓及服務實踐。  

 

 

小童大義一人一故事                                        受惠學生﹕ 1,050 人次   

服務專案  內容  受惠人次  

一人一故事劇場  自信、自尊、幸運、專注  500  

團隊綵排  一人一故事劇場、說故事劇場  400  

義工培訓  社工實務技巧  150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                                     受惠學生﹕ 3,604 人次  

服務專案  內容  受惠人次  

個案  面談  8  

小組活動  人際交往、情緒管理、創作  1 ,730  

社區活動  戶外拓展、節日攤位遊戲  360  

主題調查  新生學習興趣調查  356  

義工培訓  社工實務技巧  150  

日常開放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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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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閱讀；社會體驗；志願服務；   

15 人香港交流團隊。  

 

 

花樣年華‧青春期全人健康成長服務                                  受惠：529 人次  

服務專案  參加者  受惠人次  

個案、小組活動、社區服務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學生  329  

小組活動  西南石油大學學生  200  

 

 

 

山區教育支援﹕燃亮號‧四川流動教室      受惠長者﹕ 154 人次       受惠學生： 5,113 人次  

音樂、美術、體育、科學實驗、成長課程、綜合興趣課以及多種形式的小組活動。  

順道探訪當地長者，送上關懷及祝福，為其清潔家居  

日期  服務地點  成長課程及興趣課程人次  小組活動人次  家訪人次  

2016 04  雅安雙石小學  160  62  8 

2016 05  雅安雙石小學  -  189  -  

2016 06  雅安石寶小學  -  150  -  

2016 07  雅安石寶小學  630  1,200  6 

2016 08  雅安天生橋兒童活動中心  32  214  -  

2016 09  雅安雙石小學  16  -  -  

2016 10  雅安雙石小學  16  -  -  

2016 11  德陽廣福鎮香山小學  26  178  -  

2016 12  德陽廣福鎮香山小學  -  104  84  

2017 01  雅安石寶小學  -  359  31  

2017 02  雅安雙石小學  -  119  19  

2017 03  瀘州敘永縣河營小學  21  1 ,63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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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特殊教育學校服務                                        受惠學生： 980 人次   

語文智慧、邏輯數學智慧、肢體運動智慧、視覺藝術智慧、人際關係智慧、  

內省智慧和自然觀察者智慧遊園會  

840 人次  

大學生志願者培訓  140 人次  

 

 

四川闔懷行動                                             受惠村民﹕ 2,833 人次  

服務專案  內容  受惠人次  

420 雅安災後精神文化重建計劃  牆繪、社區活動  1 ,049  

微笑涼山行  走訪 10 條村落，拍攝及送贈相片、播放電影  1 ,200  

捐贈物資  捐贈生活用品  584   

 

 

彝縷陽光團隊服務                                            受惠學生：618 人次  

服務專案  服務地區  /  參加者  受惠人次  

團隊建設  四川師範大學、西南民族大學  46  

助學服務  涼山州布拖縣包榖坪鄉落腳村  278  

彝族學生關愛行動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  294  

 

 

 

內地社工培訓                                               受惠學生﹕ 395 人次  

學校 /  機構名稱  受惠人次  

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學生  120  

綿陽師範學院學生  40  

中國心 (內地社會服務機構 )職員  155  

成都各社會服務機構職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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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及交流活動                                                團隊人數： 122  

日期  團隊名稱  人數  探訪地區  

2016 04 14– 20 內地   土房子社工到港交流學習  3  香港社福機構  

2016 06 13– 23 香港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   

 香港大學保良社區學院  
20  

四川雅安雙石鎮、  

北川、金堂、成都  

2016 07 02– 07 香港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及福建中學  40  四川雅安雙石鎮、成都  

2016 09 20– 26 香港   青草地粵劇工作室  15  
四川叙永縣梘槽鄉  

海里小學  

2017 01 09– 15 香港  「走進山區‧愛心同行」雙向交流活動  

 聖雅各福群會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0  四川雅安雙石鎮、成都  

2017 02 13– 17 四川  14  香港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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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感想  

 

小草﹘尕瑪草﹙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是一切都在變  

 

2011 年，與土房子結緣。  

害羞、稚嫩、自卑的我開始參加志願者活動，去彭州看望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參

加汶川地震災後重建服務；和我的藏族朋友去甘孜州色達縣支教；和我的彝族、苗族

兄弟去我的家鄉迭部縣達拉小學送溫暖、獻愛心。  

參加每一次的志願者培訓，不敢缺席，因為我深知每一次的培訓都可以更進一步的

認識自己。  

2013 年，緣起雅安地震，開始 3 年災區生活。  

大學第四年，同學們忙著考研究生、考公務員、考事業單位。誰想 420 蘆山地震﹖

5 月份我向阿佬申請，便捲舖蓋去了蘆山，和同伴們在當地的學校搭帳篷住下。  

到現在還清楚的記得，大夥一起去買日常用品，跟老闆砍好價後付了錢，竟開了空

車回到學校，打開後備箱看到空蕩蕩的才傻了眼；夜晚大雨，早晨起床看見地上都是

水，還有幾隻多腳的蟲子在那裡爬著；晚上開會遇到強餘震，大家「嘩」的一下，全

部四散去，只有我已嚇傻，愣愣的站在原地，回過神來，發現我們的師傅躲在樓底，

驚嚇過後又引發一陣爆笑。  

在蘆山的每一天都很忙碌，早上去山上探訪長者；中午在學校裡陪伴學生或者開展

長者小組；晚上去社區或者學校播放露天電影；回到住的地方大家開會分享、總結。

第一年有時會去接收和發放物資，比如說給村民們擋風的蓬（在震後房屋還沒重建的

時候就特別需要）、給老人和小朋友的暖冬物資，還有因應山裡的需求給長者送的艾條

和盒子（緩解風濕）。  

第二年、第三年服務老人和兒童的時間越來越多，和他們十分熟悉了，大家都親切

地叫我小草。正是因為他們，我這顆小草從搬運一箱礦泉水就摔壞膝蓋的樣子，變成

了左拿右抱的大漢子。  

還依稀的記得臨走前，老爺爺老奶奶緊緊抓著我的手，我一一和他們擁抱道別，本

來要努力憋住的眼淚一股腦的流了出來。回去車上看著兩名同事很開心的樣子，而我

在一旁低頭默默擦著眼淚，不是說要好好道別嗎？我心裡反問自己，並且深深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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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性感到自責，不應該紅眼睛，應該開心的·· · · · · ·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點滴， 3 年在雅安蘆山的生活對於我來說，是成長最多，收穫最

滿的。  

2016 年，四川志翔職業技術學校，與小夥伴的青春歲月。  

在大二的時候，幽默看世界文藝巡演到志翔學校，那是我第一次去志翔學校，那時

的學校在成都的西門。雅安災區服務結束後，自然而然我到了志翔，和志翔的小夥伴

開啟了我的青春歲月。  

志翔學校是屬於四川民政廳直屬的學校，也稱為四川民政幹部學校。學生都是來自

川內各個市縣福利院、貧困山區的孩子，孤兒、單親的較多，包括藏族和彝族的少數

民族學生，還有特殊教育的聾啞學生。學校有專門的社工站，而我就是其中的女社工，

小草姐姐。  

對於自己能否勝任這個工作，在剛開始的時候我是擔心的（在之前有女孩割腕自殺

未遂）。在前 3 年，都是與老人和兒童相處，但對於青少年，心慌。沒辦法，只有惡補

青少年社會工作的知識，拿著書，仔仔細細的勾畫。  

這一年，每次和不同的女孩聊天，我都能在她們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我聽她們講

自己的故事，感受她們的感受，與她們一起訂立一些計畫，幫助她們成長。我漸漸發

現，這些孩子身上的另一種早熟，獨立的特質，過去的經歷塑造了他們現在的價值觀。 

個案和小組是我在志翔學校常用的工作手法，興趣小組、學習小組、手工小組、情

緒管理小組、花樣年華青春期成長小組都是依據大家的需求來開展的，這讓我們建立

了較深厚的感情。小組中的成員在之後也會主動找我聊天，說有關於自己的故事，自

己的困惑，當然這是我最期待的，他們可以信任我。  

我是藏族，所以在學校會比較容易和藏族的學生建立關係，因為我們之間天然的聯

繫。我是彝族人的妻子，所以也會很容易和彝族的孩子走到一起，因為我們之間千絲

萬縷的關係。漢族同學呢，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就可以了。  

到如今，我還依稀記得那個在學校和別的同學發生口角，晚上經常被噩夢驚醒甚至

自虐的藏族姑娘。我見到她的第一眼，和她的第一次談話，就深深的戳到我的內心深

處。這個在初中被同學欺淩的姑娘，現在還處於當時的陰影中，典型的 PTSD 症狀。第

一次和她會談，整整 2 個小時，送她出了社工站，我已是滿身大汗，後背都濕透了。有

了 3 次的會談後，她再也沒主動找過我了，在學校偶爾碰到，她會主動和我打招呼，用

四川方言叫姐姐，還問我有沒有吃飯，這種感覺真好，真切的祝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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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人生唯一的目標就是愛別人和獲得知識。   

2017 年，與其說這幾年我做了什麼，不如說我得到了什麼。土房子給予我自由的時

間、自主的創造、寬廣的見識、心靈的觸動，讓我從自卑中找到自信，讓我明白我是

誰，讓我努力愛別人，讓我積極的獲得知識，給予我無盡的心靈及精神財富，我發現

我的信仰已經徹底融進了我的生活工作中，我身體的每一處血液裡。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是一切都在變，土房子讓我變的更加從容，更加篤定，更加有力。

讓我看到一群擁有不同信仰的人一起做出同樣有愛有情的事，播種善知識，分享愛與

知識。當下，要做的便是堅守人生唯一的目標，勇敢和慈悲的活著。  

感恩土房子、所有有緣人的饋贈。  

 

備註﹕小草與土房子同行多年，將於 2017 年 5 月離職，祝願她有美好人生。  

-------------------- ------- -------------------- ------- -------------------- ------- ------------ -------- ------- -  

 

金斌  

愛人如己  

 

一個人成長最好的蛻變，是對這世界的善意與柔軟，開始充斥內心。  

當我又一步邁出自己，開放自我防守的狀態，迎面陽光便滲透，在愛與被愛之間，

在學習愛人如己的聖途上，成長長成又成長。  

過往一年的記憶好像被深埋，零星瑣碎浮現。最深的覺知，最真實的感動，源於他

們在其中的成長，是傳承，是認可，是彼此的青春在迷途中尋找到可以安放的出口。

當我的力量得以天賜，當他們的生命願意受到影響，我們之間的情感開始緊密，小童

大義的成員們，努力為自己的生活喝釆，一切的水到渠成，仿似社工價值理念更深層

次的省思和內化。  

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終將如何，但在這一年，不斷的放低自我，保持謙卑，願意聆

聽他人的生命，修行修心。這份信念的建構，當我心中開始真正有愛時，不再如羊走

迷途，不再偏行己路。  

慶幸，在生活的俗世浮華間，能夠尋找到令自己內心堅定柔和的力量，拋卻這為什

麼的無知，只是去信仰，如何坦誠和謙遜，如何愛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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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  

 

你會飛嗎？  

我不會，因為我天生就沒有翅膀。  

2016 年 9 月以前的日子在土房子度過，花樣年華、助學、圓夢計畫、成長營等專案

的跟進，讓我有更多與孩子們分享、陪伴的機會，他們給我許多的機會去認識自己、

肯定自己，也給足了前進的動力和勇氣。同時也多了團隊協作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

慢慢看到自己的短板，固執、自傲、情緒，每日都一覽無餘，我努力調整，但免不了

心焦，最讓我恐慌的是，我看到了自己專業能力沒有任何提升的情況下仍然沾沾自喜、

不思進取，與其他機構的同事交流時更是充滿了優越感。  

這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我思量許久，最終決定轉換工作環境，但始終明白最根本的問題是在自己身上，但

也期望能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每日與同事一起工作、總結，能在一個團隊中提升專業能

力和技巧。  

「你會飛嗎？」這是某老師分享時用的一個主題，感觸良多，它會讓我去審視自我

的狀態和各種訴求。  

 

2016 年的後半年有更多的機會跟國內優秀的社工交流，除了社工的態度也看到這個

行業對工作能力、專業水準的要求，所以自我加能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你會飛嗎？  

我不會，因為我沒有翅膀，但是我想飛！  

 

備註﹕  安琪於 2011 年加入土房子，與我們同行多年，她於 2016 年 9 月離職，投身另

一社會服務專業，且即將為人母親，祝願她在新環境，新角色中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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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靜  

時間過得很快，這一年裡經歷了同事的離職、家人生病、工作上的變化等等。個人

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後，很多想法和看法又有了不一樣的看法和感受。感謝土房子給我

們提供這麼好的一個工作環境，感謝阿佬對每個人的包容、照顧和工作上的指教。  

這一年裡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兒童之家的個案服務和課業輔導，從參與到負責

燃亮號專案的開展。首先，兒童之家這個四合院子，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溫室，在這

個溫室裡我的成長比較緩慢，成長十分不明顯。也許是工作性質原因，也許是個人原

因，總之這年裡相比燃亮號，個人在兒童之家的工作激情比較弱。相反，進行燃亮號

服務時個人比較有熱情，從早忙到晚上都不覺累，狀態十分好。自己總結了以下原因：

一是集體的工作氛圍比一個人工作更起勁；二是整天都在忙著服務，沒有閒置時間，

這種很充實的生活過著很舒適；三是，兒童之家的服務效果十分不明顯，感覺自己做

的事情看不到效果，工作又比較有挑戰性，工作起來整個人不覺得輕鬆，而燃亮號不

同，效果可以直接觀察出來。因此兩個工作內容有兩個不同的感受。  

個人成長方面。心態的變化，上半年在服務中遇到緊急狀況或其他事時心態很焦

急、不安、自責甚至產生自我懷疑。而後半年不知何時起，遇到事情時心態變為：這

可以理解，可以慢慢調整，可以慢慢改進。這種變化，尤其在團隊服務中更能夠感受

到。這可能是我這一年裡成長最明顯的地方。語言表達方面的成長不是很明顯，這導

致寫檔是件很讓人頭痛的事。語言表達能力卻也對個人有很大的影響，自己開展的服

務很難口頭上去總結和分享，或者是總結不全分享不到位，每次月會時看著每個同事

都能侃侃而談，而我表述時經常會不全面。所以個人在志願者分享或討論時很難去理

清思路，自己會的東西沒辦法用語言總結出來，跟別說在團隊的帶領中讓志願者有所

成長。這也是我經常苦惱的部分。  

關於對社工的理解，我個人依然堅信未來社工肯定會越來越好，社會對社工的需求

也肯定會越來越大。社工雖然是一個清貧的職業，卻也是一個幸福的工作，清貧是因

為現在社會對社工的認可度還不是很高，而幸福則是社工需要與服務對象心與心的交

流，在服務中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也會有不同的收穫。關於社工我很難用專

業術語去界定，只知道這是一個可以讓人不斷成長的工作。我從事這個工作的初衷不

是愛心，不是個人價值的實現，而是從剛開始接觸到現在個人的成長和變化。在成長

這條路上，我還會繼續向前走，不斷地向內探究，不斷的掙扎成長，這才是很有意義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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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本凱  

 

就個人而言，今年工作似乎跟去年一樣，沒有多少變化，但作為一名駕駛員，安全

知識依舊銘記於心，不敢怠慢，這是職責所在。  

就家庭而言，今年是關鍵的一年，從去年中旬購房開始，至今年三月開始裝修，陸

陸續續兩個多月，再加之晾曬三個月，有幸於八月底左右搬入新家，算是穩定的開始。 

就土房子本身而言，這一年變化較大，由於有幾個核心同事陸續離開，有朋友和我

私下聊天時，也曾擔心土房子會不會就此解散？會不會有合適的人加入？他們擔 心在

於他們對土房子的認可，對土房子萬一被解散的惋惜。然而，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機

構總會在合適的時候遇到合適的人選，它在適應社會的變化，那麼必將不斷的注入新

的血液，當然也包括新人的加入和舊人的離開。  

最近，經常性輕度失眠，頭髮不知不覺的白了幾根，不知是想多了還是在憂慮什麼﹖

想著想著，做早飯的時間又到了……  

 

--- ------ ------ ------ --------- ------ ------ ------ --------- ------ ------ ------ --------- ------ ------ ------ - -----  

拓萬博  

 

數位從 2016 變為 2017 年，短短的一年間就在我的得與失，選擇與放棄間默默過去，

給我留下的是點點斑斑的痕跡。一年，似乎很長，似乎也很短；一年可以做很多事，

也可以一事無成、一無所獲。  

一個甜美的微笑，可以化作美麗的彩虹，用七色光芒讓大地映出快樂的影子。我

們不是造物者，但我們擁有最神奇的力量；我們不是太陽，卻能發出萬丈光芒；我們

只是一滴露水，但只要發揮每個人小小的力量，我們將會聚成浩瀚的海洋 ，或許是那

收穫的顏色。乾爸打電話給我，告知自己要去志翔獨立去開展活動，自己剩下的只有

擔心，擔心自己做不好，擔心自己出錯。  

在這一年，經歷了很多，擔心也慢慢減弱，從剛開始的害怕到最後獨立，感覺這

是一個漫長的改變。回想自己剛到學生班裡做活動，自己的聲音都是顫抖的，經過一

段時間的熟悉，就感覺自己有勇氣站在那裡面對服務對象，也能體會到學生在觀察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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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感覺似乎每天都是在變化，在經歷中不斷成長，在成長中不斷學習，在學習

中不斷進步，讓我收穫頗多。在一學年的服務中，使我感受到人生的價值所在。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要擺正位置，認準角色定位，面對現實，一步一個腳

印，並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將人生目標遠景規劃，結合自身實際，一步一步

努力去實現，將自己變成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體現出自己的價值所在。去服務轉變

到被服務，自己會有點喜悅。  

2016 年的結束，象徵著我一份問卷完美的填答，或許有點缺陷，但是大體還算滿

意。在這一學期在個人思維、問題思考方法，與為人處事等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變化，

在此之前我還是一個很內向的男孩，就是與他人交流也有點害怕，但是出去做活動是

碰到形形色色的人，使得我有更好的鍛煉機會。  

這一年，一個人在外讀書，經歷很多自己第一次遇到的事兒，也只有這樣才能夠

成長的更快些。也十分感謝這個專業給我的機會、土房子這個機構以及機構的家人、

亦師亦父的乾爸、金斌哥和親愛的小夥伴們的支持與陪伴，因為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大

家的支持。  

總之，這些服務經歷，使我實現了從學校到社會，從學生到社工志願者的轉變，履

行了志願服務，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和成績，鍛煉了上進拼搏、吃苦耐勞的精神，更大

程度的學會了如何去做好一件事。  

志願服務工作也成為我人生的一段重要經歷。但是在每次活動中總是有許多疑問，

也讓我反思很多，在每次活動之後的反思是重要的，每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這些。  

-------------------- ------- ---------- ---------- ------- --------------- ----- ------- ------------ -------- -----  

 

加主布哈  

 

七個月了。  

或者說，四年了。  

 加入這個大家庭，這座土房子。這是一次溫暖的成長，體驗。四年前，我還是個高

二學生，安琪姐到涼山民中找到了我，並要去我家家訪，由於旅途太遠，天晚，所以

沒能到家。我們花了一天時間，互相瞭解。此後高中兩年，土房子每學期都會來跟我

們交流。  

七個月前，我進入土房子做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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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七個月裡，我學會了很多，成長了很多 :  

1.  如何有系統的整理檔案。剛開始接觸土房子的工作時，我是茫然的，我不知道自己

能做什麼，然後就是開始對檔案進行掃描、分類整理，這些看似簡單的事情，當我

切身去做的時候，讓我更加明白細節的重要性。  

2.  如何去做一個志願者。其實，到現在我也還沒能定義志願者這個名詞，立志做願意

完成的事的人？但是，這幾個月以來，通過不斷接觸志願者，讓我明白這是一個任

重而道遠的事。我們一生立志並願意完成的事那麼多，哪一件才是我們去堅持的

呢？我會繼續思索這個問題！  

3.  提升自己，需要做什麼呢？我覺得首先是閱讀，其次是實踐。我喜歡閱讀，會給自

己定閱讀任務，有自己的閱讀書單，但是，實踐的太少！自己的很多想法在人多的

場合無法恰到好處表達，這是我的缺點，在接下來的一年，我會更多的做這方面的

實踐，嘗試，努力。  

 4.  公益人。我越來越喜歡這個家，不僅僅是它帶給我的溫暖，或者給我的成長的機會，

我想，更多的是一種情懷，這是天生的，這是天賦？這是情結！  

最後，真的想再次感謝土房子，我會用行動表現你的理念；感謝阿佬，亦師亦友亦

父的恩情，永銘記於心！  

-------------------- ------- -------------------- ------- --------- ----------- ------- -------------------- ------  

 

龐志成  

 

細閱各同事的年度感想，感受至深的是原來土房子真的陪伴了一些孩子的成長，在

他們的生活軌跡中栽培了一朵朵溫情的花。  

而我，總結的不只是一年。過去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恆常的培訓和督導工作，在電

腦前最大的動作是整理了三本書：緣來土房子、幸運兒二、相伴十年‧金堂兒童之家。 

這三本書，涵蓋了土房子在川內的服務軌跡，我是當事人，感觸之情特別多、也特

別豐沛。  

借用這三本書的序言，作為這年度的總結，也甚合適，與大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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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來土房子序言  

感謝  

 

歲月充滿了奇蹟，只要抱著希望，用心感受一切的得與失，莫強求，一切自會靜好。 

構思這本土房子十年的扶貧歷程，太多想跟同路人分享的片段，希望能完完整整的

向所有關心、支持及協助土房子成長的朋友報告之餘，也告訴大家，阿佬並沒有辜負

你們的錯爰。  

十多年來，一直堅持走在山區的泥路上，陪伴一些孩子成才。  

這份榮譽，屬於土房子的每一位義工，曾經在某個時刻和我們同路的朋友，還有很

多在背後默不作聲的無名英雄。  

種種愛心的緣份，締結一個個愛心的傳奇，至少可以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多一

些溫馨和觸動。  

圓滿，是這個階段追求的狀態。  

上星期，跟一個十年未見的朋友重逢，他可以說是我在四川服務的起步點。  

十多年前，在四川開辦孤兒院初期，透過另一記者的介紹，認識了這位失去雙臂的

年青人。他以堅強和意志完成了大學社會工作課程，也讓我認識了四川的第一批社會

工作學生。  

耳濡目染之間，到今天，他們一直是土房子的合作夥伴，共同努力為弱勢社群服務。 

當下，重逢之時，圓滿的感覺尤甚充沛，特別是在這本小書完成之時。  

扶貧服務，山區生活，每天都在學習。  

窺見天地的大美，感受生命的真與美善。  

用心的傾聽，每個掙扎求存的故事背後展現的人性光輝。  

全心的領悟，每段生離死別的情景中隱藏的生活智慧。  

到底，還是要感謝，蒼天錯愛，能讓我們活在愛中。  

感謝所有曾經與土房子相遇的靈魂身軀，包括在未來歲月中，會在遙遠山區的土路

中踫上的您。  

祝福一切。  

                                    2016 年 6 月     四川省涼山州西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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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兒之二序言  

我的幸運在這裡  

 

花了接近一年的時間收集和整理幸運兒之二的文稿，感謝孩子們傾心吐意的分享和

眾多香港朋友的激情響應。  

三年前，幸運兒之一出版後，得到大家的認可。  

欣慰的是，當中不少孩子已學有所成，有些更積極參與扶貧教育的工作。  

薪火相傳，延續仁愛的舉動。  

於我而言，也由孩子們的乾爸成為某些初生嬰兒的乾爺爺。  

照照鏡子，還是一張娃娃臉，竟可抱著孫兒合照，也是幸運兒。  

每次翻閱孩子們的文稿，一幕幕從陌生到熟悉、由試探到交心的情景浮現。  

頗動情的，有時會被回憶的情節感動得眼泛淚光，因此只能在獨處時盡情釋放。  

我不斷學習，如何在與孩子們相處的過程中，好好飾演亦師亦友亦父的角色。  

我不願意嘮嘮叨叨、囉囉嗦嗦整天在孩子面前曉以大義，更抗拒那些自以為是人生

有道理。  

年輕時，我是撇撇脫脫的一個野孩子。  

鄙視成年人世界的必然價值取向，不要告訴我人生路應該怎樣走、怎樣過？  

我有我的江湖，有屬於我的迷霧和困惑。  

如今，這個極具個性的「我」，早已落回凡間，與一群苦難中成長的孩子一起平靜

的生活。也早就過了悲天憫人的時候，更多的領悟是在清茶淡飯中的低吟淺唱。  

孩子們喜歡聽我說年輕的故事，他們常常認為有種同病相憐的親切感，也許這也是

大家經常心有靈犀的切合點。  

誰不在年輕時曾經強說哀愁，某些生活的困境會被嚴苛化，完全漠視夜空中那顆最

亮的星星。經歷過，便需要學習弱化它，然後再靜化它。如果在歷盡風霜後，會散發

出一種如寒梅傲立雪中的撲鼻清香，再加上一點風雨不懼、處變不驚的大將之風，則

更是大家的驕傲。  

我喜歡為孩子弄菜，窩在廚房大半天，將瑣瑣碎碎的食材東拼西湊，組合出不同色

香味的佳餚，然後與孩子們圍坐享用，齒頰留香與回味無窮之間，如生活的起起落落，

愜意的感受，也是生活的至福。  

正如人生，經過狂風暴雨後，有一處安躺的角落，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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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的幸運在那裡？  

面對世情，看得透、放得開、且自在。  

如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廚房，有一群坦坦蕩蕩的孩子。  

我的幸運在這裡！  

孩子們，你們的幸運，又在哪裡？  

 

                                 2016 年 10 月 20 日     廣東省潮州市  

 

 

十年相伴‧青年會土房子金堂兒童之家  

序言  

借來的福份  

 

金堂縣給我的第一印象應該是秋熟的柚子。  

兒童之家成立前的家訪工作，在丘陵地帶中蜿蜒行走，一路飄送的就是那種柚子清

香的味道。  

金堂兒童之家成立首年，我就跟十多名孩子暫居在小學旁邊的一幢兩層的農民房，

這窄窄的空間最讓人珍惜的，就是院子中央的那棵柚子樹。  

定居下來之後，常常跟孩子們到處尋找好風景，適合在午後陽光下躺下來的草坡，

隱身在叢林之間的荷花池，盛放時極其囂張的金色油菜花田，鄉土的甜美隨季節交替

走過十個春夏秋冬。  

這些味道的流傳是文字記載的最難處，也像這一回奉命要書寫金堂兒童之家的歷史

一樣。  

雖說我是發起人之一，但過去三千多個日子當中，真真正正陪伴孩子們成長的是青

年會的同事，跟孩子們一起生活的老師們。他們的付出才更值得記錄，我就像只是偶

然經過的一陣風，能給孩子們短暫相聚時的溫暖和快樂。而真正見證成長，日日夜夜

守護著孩子們的溫飽和身體健康，不時要承受著孩子們情緒波動時的不友善言辭，甚

至叛逆行為出現時仍孜孜不倦，苦口婆心的勸導，是他們。  

視如己出，可能有點誇大言辭。但身為父母的都能身同感受，要培養一名孩子自立，

其中的心血難以盡言，而這十年間，兒童之家陪伴了七十多個年輕生命的成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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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言，能凝聚這麼多愛心的力量，最核心的還是孩子們的成長故事。  

所以，最權威的記錄者應該是孩子們自己。  

去年十周年紀念活動，很多離家的孩子，能回來的都回來了。  

年青人肯定各有心思，青春期在兒童之家的風風雨雨也許尚未有足夠的沉澱和靜

化，但至少他們認同在兒童之家的生活是其成長的一部分，是在不太完美的童年中一

點一滴的悲歡喜樂回憶。  

我常常跟孩子們聊天，貧窮不是我們的錯，不應該成為我們心理的重擔，更不應該

以此為藉口，阻礙我們將上下而求索的步伐。  

孤兒，這麼敏感的一個詞語，可以引發無限量的愛憐，也會耽擱一些孩子的正常成

長。最關鍵的是能夠自求多福，孩子們，可以像油菜花盛放時的張揚，但也要學懂如

何在世間散發柚子般的清香。  

這麼多年，不時有人問，撫養孩子這些年，究竟你對他們有什麼期望？  

如果是普通社交場合的聊天，我可能說為孩子留一個快樂的童年，讓他們學懂珍惜

和感恩。  

又如果是一次深情對話，我會說期望孩子做一個善良和誠實的人。  

更具意義的是，如果孩子們親口問我：「老爸，其實你想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我的答案是：「你們要成為一個比我更優秀的人。」  

備註：優秀的意思是雖然是個子不高，外貌普通，性格有點孤僻，有時缺乏自信，

但在需要抉擇的時候，會有足夠勇氣迎上前去。  

最近有個孩子結婚了。  

兩年沒有跟他聯繫，正確點，是他不敢打電話給我，原因是兩年前我把他趕出家門。 

只是那些青春期孩子的壞習性，愛上了賭博。  

兩年後，忽然想起了他，電話中第一句話：「還賭嗎？」  

「沒有了，老爸！」  

「現在什麼地方工作？……，……，……」  

「……，……，…… !」  

「老爸，我要結婚了，結了婚就長大了！」  

「好！」  

「老爸，過幾年你退休，跟我住，我養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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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忽然的一個電話，是讓我學懂寬恕的一次合格作業。  

其實，也是每個為人父母最堅持的守候。  

孩子們，大門常為你開，因為，這是家，不是一個孤兒院。  

我是金堂兒童之家的創辦之一，阿佬。  

孩子們的故事，由他們來述說。  

珍惜眼前人，祝好。  

                                    2017 年 1 月 30 日    四川省成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