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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土房子小童大義志願者團隊經過 4 年發展，在 2018 年 10 月 22 日，成都市新都區小

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正式註冊為民辦非企業單位，中心督導主任在學時已是我們

的志願者，畢業後成為土房子職員，現在，他已獨當一面，掌管一個機構，可喜年青

人有此擔當，這是土房子薪火相傳的又一實證。祝願中心團隊穩健並日漸壯大，為有

需要的社群盡心服務。  

 

17 年前，土房子也是由幾名香港義工成立。感謝大家的支持及信任，讓我們可按著

助人自助的理念一直走到今天。務實而獨特的服務手法獲同業及大專院校認可，近年

多了不少合作項目，其中的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是與服務對象接觸最頻

密的項目，與學生一起尋找、接受、啟發、建立自我價值及目標，期望他們激發及儲

備正能量，在人生路上發光發亮。此等生命教育，是我們的重點服務。  

 

對於其他服務對象，包括志願者、愛人愛己助學生、北斗星社工大學生獎勵計畫學

員、非凡大學生獎勵計畫學員、小童大義戲成長計畫成員、何營村小學學生、石板灘

小學學生等，都有關於自我成長的課題。  

 

近兩年多了社工學生實習，除了學習及實踐活動手法，也看到他們的心態轉變，是

土房子的認真、專注、創新、以人為本的服務讓他們感動、明白、進步、增強信念。  

 

一批又一批曾讓土房子與其同行的年青人，在成長階段打造穩固基礎，應付人生的

高低起伏。現時或繼續升學、或就業、或結婚生子的，偶爾聯繫我們，談一些生活近

況，一聲祝福，一聲問候，足矣！  

 

大家繼續前行。  

 

 

義務總幹事龐淑芬  

2019 年 5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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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芳  

【兼職】  石本凱、吳金斌、拓萬博、加主布哈、薛德生、盧維娟、  

 劉曉晴（ 10/2018 入職）、廖伊琦（ 10/2018 入職）、  

 曹子洛（ 5-9/2018 在職）  

【 4-8/2018 兼職】  賀連飛、勒則拉格、阿爾克布、的日馬也、吉吉馬里、吉爾阿立、 

【實習生】  張舍沙（ 11/2018 開始）  

【 3/2019-實習生】  吉木馬也  

【 3-8/2019-實習生】的日石則、的日馬布、鍾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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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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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9 年度財務報告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主要服務項目收支表﹙未經審核﹚  

 

 服務項目  17-18 年度餘款  本年度捐款收入  本年度支出  本年度餘款  

 金堂兒童之家   (179,413)  318,197 317,108 (178,324)  

 助學服務  (24,858)  635,423 563,759 46,806 

 山區服務   260,862   182,833 182,878 260,817 

 四川關懷行動   (183,288)   25,058 116,899 (275,129)  

 一般捐款   814,567   75,375 85,734 804,208 

總計    687,870 1,236,886 1,266,378 65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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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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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兒童之家  

受惠孩子： 27 名  

 

 

 

 

 

 

合作夥伴：成都基督教青年會  

 

兒童之家成立於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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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名孩子入住。本年度在家孩子 27 名，男、女生各 13 及 14 名， 11 名是初

中生， 17 名是小學生。 3 名在 2018 年初中畢業的孩子已順利升讀高中，離家後改以助

學形式接受資助。  

 

家舍不單照顧孩子的衣食住行，更注重養育他們成為身心健康的人。 他們性格各

異，喜好不同，當然少不了一般同齡孩子都有的優缺點。家舍隨時的心理支援及定期

舉辦團康活動，讓孩子擴闊視野、安心拓展興趣。  

 

2018 年 7 月 11 日，金堂縣受大範圍強降雨影響，兒童之家被淹，水位一度超過兩

米，大禮堂、圖書室、會議室、廚房、飯堂、倉庫、衛生間、員工宿舍和志願者宿舍

無一倖免。翌日水退後，所有物資滿佈淤泥、牆身剝落、門窗木條發漲、地板拱起、電

線損毀，滿目瘡痍。 

 

感謝青年會學校老師及志願者協助清理。感謝格桑與蘭、葉志成基金及個別善長

的捐助，兒童之家得以維修及重新添置物資，還孩子一個舒適的家。  

 

服務情況請閱服務選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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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受惠學生：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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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與翼  柏昇商務有限公司  

 彩虹公益社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容曾莘薇團隊  培才教育基金  

 個別捐款人  

  

統籌職員：石本凱、薛德生  

  

本年度共資助 578 名貧困學生，他們來自四川省涼山州、樂山井研、馬邊、甘肅省

甘南州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四川省達州、瀘州、自貢等偏遠山村。  

 

助學服務不單為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同時關心他們的身心建康及成長需要。今年

共有 150 名助學生分別參加了 7 個成長營，以擴闊朋友圈子，彼此支持，同時思考人生、

發掘潛能、建立積極人生觀。  

 

此外，「陽光之友」小組聯繫在成都附近各院校就讀的助學生，實踐公益精神、學

習積極思考，更深入的瞭解自己和學習與人相處之道。他們日常以 QQ 及微信群聯繫，

分享分憂及探討社會熱點，參與「自主閱讀」、「 21 天習慣養成」、「志願服務」等不同

主題的成長課，以及在麗江、三峽及四川古鎮遊走，考驗體力、鍛鍊意志、見識各地

風土文化。  

 

 

助學報告請閱服務選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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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營會、遊歷、支教 )   

志願者﹕ 99 人        受惠人次： 1,065 

 

 

 

 

 

 

合作夥伴：施永青基金  

 北川大魚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  

 小童大義  

  

統籌職員：龐志成  

 

交流、體驗、服務是成長營會及支教服務的重點內容，無論是青少年、兒童、家長

或志願者，都能在為期 4 至 10 天的各式活動中更加了解自己、認識對方。大家互相學

習，彼此支持，共同完成指定任務。雖然多數參加者對當中的成長課題較為陌生，但

在悉心的程序鋪排下，都能循序思考，用心感受，樂於表達。 16 項相關活動包括﹕  

 

助學生服務﹕馬邊多元智慧營、美姑多元智慧營、西昌生活體驗、  

 陽光之友多元智慧營﹝兩次﹞  

支教服務﹕  那山戲劇營﹝小童大義及北川大魚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志願者﹞、  

  遂寧留守兒童營﹝志翔職業術學校學生志願者﹞、  

  海里小學藝術營﹝北斗星社工大學生獎勵計畫志願者﹞、  

  河營村小學營﹝日新陽光關愛行動志願者﹞  

  鳳和小學鄉土文化營﹝北斗星社工大學生獎勵計畫志願者﹞  

其他服務﹕  班竹園親子劇場營、北川親子營、塵肺病患家屬營、  

  涼山微笑行動、內蒙古大學生四川生活體驗  

志願者培訓﹕  小童大義三峽徒步  

 

活動內容請閱服務選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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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陽光關愛行動  

受惠學生：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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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是溫暖的；是充滿生氣的。過去五年，日新陽光關愛行動幫助學員累積及發

揮正能量，以應付人生的高低起伏。  

 

就讀於不同學校的學員 (愛人愛己助學服務之學生 )日常以 QQ 及微信群聯繫，分享

分憂；參與「自主閱讀」、「 21 天習慣養成」、「志願服務」等不同主題的成長課；進行

為期 7 天的三峽徒步及 10 天的古鎮騎行旅程，增廣見聞，考驗體力及鍛鍊意志。  

 

今年新增陽光之友成長計劃，鼓勵學員積極參與活動及服務社會。  

 

為了加強團隊的溝通及凝聚力，今年招募的全是在鄰近成都就讀的大學生，並與四

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高中生結隊，共同建立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培養自主學習

動力，為將來美好人生打造穩固的基礎。活動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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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大義  

受惠人次﹕ 7,719  

 

 

 

 

 

 

 

 

合作夥伴：北川大魚公益青少年發展中心   

 成都同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   

 重慶德立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新都區石板灘鎮石板灘小學   

 廣州市天河區米公益服務中心  

 成都基督教青年會  

 翱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學生  

 金堂特殊教育學校  

 新都區斑竹園鎮斑竹園小學  

 

統籌職員：吳金斌  

 

於 2014 年 6 月成立的「小童大義」，是土房子核心志願者團隊，數年間陸續開展了

一人一故事劇場、說故事劇場及繪本劇場，在小學、高等院校、敬老院及職業技術學

校等開展活動。  

 

2018 年 10 月 22 日，成都市新都區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正式註冊為民辦非

企業單位。由志願者團體成為機構，繼續傳承土房子服務理念，為孩子能擁有平安喜

樂的世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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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活動頻繁，包括﹕  

 

1) 成立飛兒戲劇社，培訓更多志願者，開展一人一故事成人戲劇工作坊。  

2) 西南石油大學全人健康大學生成長計畫  

3) 斑竹園小學親子關係促進工作坊一人一故事劇場  

4) 金堂特殊教育學校多元智慧社區陪伴成長計畫  

5) 暑期全人健康成長計畫三峽徒步成長營  

6) 多元藝術暑期成長營  

7) 石板灘小學創作性戲劇小組課程  

8) 聯結石板灘小學為甘肅偏遠山區學校徵集冬日暖衣  

 

 

活動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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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  

受惠學生： 3,52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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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籌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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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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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個別輔導服務之外，聾啞學生可參加特教興趣小組及成長活動；而普通學生則

可選擇花樣年華青春期成長小組、應對叛逆成長小組、青少年性教育小組及大將之風

小組等活動。  

 

學生志願者隊伍積極接受培訓，他們協助社工站的日常管理及各項活動，並在長假

期時到山區服務小學生及長者。  

 

社工站服務內容請閱服務選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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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社工大學生獎勵計畫  

受惠學生﹕ 40 人  

 

 

 

 

 

 

 

 

統籌職員：吳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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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契機、社會環境轉變加上國家政策驅動，四川的社會服務機構及社工的發展

愈見蓬勃，而在急速發展期常見的水準參差情況亦同時出現，不少社工學生在實習時

心生疑惑。  

 

今年推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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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估過 40 名學員在 9 個月內的自主學習、 5 期峰會及各項訓練的表現後，選出

20 名表現較佳的參加 7 天香港社會工作探訪服務團，認識香港的社福機構及探望長者。 

 

計畫內容請閱服務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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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基督教青年會  

 

統籌職員：吳金斌  

 

此獎勵計畫自 2013 年開始，今年已是第六屆，共 220 名大學生參加專案，學習體

驗主題超過 20 個領域；自主學習部分，閱讀書籍 800 餘本，技能學習超過 30 項；學員

成為志願者，累計服務 500 餘人，服務時數 7,000 餘小時。  

 

計畫旨在培養大學生自主學習、自我管理以及修養身心。除了自主學習課，他們

參加了全能運動日、新聞日、夜行、青年峰會、暑期集訓營 (4 天 )、公益夏令營 (7 天 )、

生涯規劃課、秋遊、讀書分享會、模擬婚禮及模擬葬禮各項活動，共同經歷、分享分

憂，開拓視野，構建團隊意識，促進文化交流學習，承擔社會責任。  

 

在今年的 40 名參加者當中，表現出色的 14 名年青人獲得獎勵，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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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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空下‧山區流動教室  

受惠學生： 105 人  

 

 

 

 

 

 

 

合作夥伴：根與翼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學生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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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超過 100 名學生，僅 5 位教師，

祗能開設語文和數學兩個學科。  

 

自 2015 年開始，我們每月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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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來見到學生不斷進步；眼界開放；思維方法不再單一；

更有自信。  

 

除了課堂活動，今年為學校籌得兩個籃球架，並成立了一個藏書 1,000 餘本書籍的

圖書室。  

 

詳情及志願者感想請閱服務選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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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縣特殊教育學校服務  

受惠學生： 720 人次    

 

 

 

 

 

 

合作夥伴：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志願者  

   廣州市天河區米公益服務中心  

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  

土房子小童大義志願者  

 青年會‧土房子金堂兒童之家  

 

統籌職員：吳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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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欣慰的是，畢

業班的中學生考入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土房子在該校設有社工站，邀請了金堂

舊生回饋母校，夥同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志願者提供服務。共融團隊的協作加上手語

助力，服務成效更為顯著。  

今年，志願者繼續引用多元智慧理論，集思廣益設計了社區遊園、肢體運動、舞

蹈、繪畫及劇場故事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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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想請閱服務選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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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安心長者服務  

受惠人數﹕ 631 

 

 

 

 

 

 

 

 

合作夥伴﹕施永青基金  

 金堂縣馨園公益服務中心  

 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志願者  

 

統籌職員﹕向瓊英  

 

 在多年的山區學童服務中，我們都順道探望老人家，送上關懷及祝福；在 2013 年

蘆山地震過後，連續數年在當地提供長者關顧服務。空巢、五保戶、失獨、失能的老

人家一直是土房子心繫的服務對象之一。  

 

 金堂安心長者服務始於 2018 年 11 月，我們推出「快樂心法」、「嘉言善行」、「為善

最樂」等小組活動，期望老人家逐漸培養到歡樂的心景。而在個案探訪中，陪伴及聆

聽都能慰藉長者心靈。  

 

除了西南石油大學社工系志願者，此項服務亦有鄉村志願者同行。詳情想請閱服務

選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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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交流‧社工培訓‧督導服務  

受惠人次﹕ 641  

 

 

 

 

 

 

 

 

 

 土房子在內地扎根 10 多年，從未間斷地扶助社工後輩，期望薪火相傳，讓社工專

業在內地正向發展，為社群提供適切服務。近年中國西南地區的社會服務發展迅速，

我們獲邀為多家機構主持同工培訓及提供督導服務，大家交流經驗、切磋學習，共同

努力成為更具水準的社福團隊。  

 

 今年培訓的社工及機構志願者，來自蘭州彩虹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始於 2010 年﹞、

北川大魚公益﹝始於 2011 年，包括督導服務﹞、重慶萬州德立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始

於 2015 年﹞及成都同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此外，根與翼邀請我們主持一個 3 日兩夜，共 13 家公益機構出席的研討會；亦為

重慶自然界環保機構開展團隊建立及培訓的 3 天活動。  

 

我們亦協助蘭州彩虹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及成都同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聯絡香港社

會服務機構作探訪交流。  

 

詳情想請閱服務選篇 12。  

 

 

--- ------ ------ ------ --------- ------ -完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