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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去年新冠疫情開始後，所有學校服務暫停了數個月。今年疫情較為穩定，各項目運

作回復正常，祇是偶而有些不便，例如不能入校時，要約助學生在外見面；亦增加安

排線上培訓及會議。  

  今年新增 3 項服務，包括兒童之家外展服務，關顧涉毒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提供生

活照顧及情感陪伴之外，安排成長小組活動及營會，扶助他們身心健康成長。  

「書則」在彝語中是很棒、很厲害、很優秀的意思。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進

行的書則計畫，關顧孩子的心理健康、培養正向品格、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及生涯規

畫。  

而「優雅的一面」特為社福機構的在職媽媽服務，著力在抒緩情緒壓力、提升職業

能力、鞏固家庭關係及個人成長；亦顧及尚未成為在職媽媽的高中女生，為她們打好

基礎應對人生。  

往年暑期的成長營都是由我們主導，招募志願者加以培訓，一齊開展活動。為了

鼓勵青年人敢想、敢夢，從實踐中了解社會、通過行動實現自我價值，今年改為招募

大學助學生參加線上培訓後撰寫服務計畫書，參加者各自尋找隊友，與山區孩子一起

成就「青年有為‧夢想和社會實以踐計畫」。  

以往的北斗星社工大學生獎勵計畫、大手拉小手．長期病患困境家庭子女陪伴成長

項目以及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已由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接棒，小童大

義是土房子的主要合作夥伴，過半數職員曾於本會任職，熟識及致力傳承本會的理念

及文化。  

隨著內地職員離職，今年有 7 名新力軍加入，全都是前助學生或志願者，我們願意

與這群年青人同行，讓他們學習優質服務的操作及累積經驗，日後能獨當一面成立本

土機構，為更多社群服務。  

 

義務總幹事龐淑芬  

2021 年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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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佬﹚  

【全職】  薛德生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5 月 )  

  吉吉馬里 (2021 年 3 月入職 )  

 阿爾克布 (2021 年 3 月入職 )  

 勒則拉格 (2021 年 6 月入職 )  

 的日石則 (2021 年 8 月入職 )   

【項目職員】  張婷（ 2021 年 2 月至 7 月）  

 鍾莉（ 2021 年 4 月至 6 月）  

 向瓊英（ 2021 年 3 月入職）  

【實習生】   的日馬也、克爾阿立、吉吉馬里、阿爾克布及勒則拉格  

 ﹙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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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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主要服務項目收支表﹙未經審核﹚  

 

 服務項目  捐款收入  支出  

 金堂兒童之家  115,282 68,670 

 助學服務  662,558 708,783 

 山區服務    44,000 50,684 

 四川關懷行動  0  1,788 

 一般捐款  5,900 21,484 

總計   827,740 85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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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項目職員的薪酬由內地合作夥伴支付。年度財務報表由義務獨立核數師審核後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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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實體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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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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愛己助學服務  

助學生： 396 人  

 

 

 

 

   

 

合作夥伴：  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根與翼  

  柏昇商務有限公司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詩藝靜晨愛心人士  培才基金會  個別捐款人士  

    

統籌職員：  龐志成   薛德生  

  

 

本年度的助學生人數較上學年減少數十名，主要原因是他們已高中畢業後就業。

現有助學生如入讀大學，我們會努力為其尋找資助。現年度共有 365 名學生受惠，多數

是大學生，家庭或學校在四川省涼山、自貢富順、樂山馬邊、達州萬源及成都淮口等

地。  

我們重視學生的全人健康，除了經濟助學，家訪、學校探訪外，還邀請助學生參加

聚會、暑期成長營、志願者培訓及實踐，協助他們發現及接納自己並發展所長。  

不少前助學生已經工作多年，經濟開始穩定。我們邀請其資助學生，傳承愛人愛己

的精神。  

 

讓我們與學生一齊努力，結伴同行。  

 

助學報告請閱服務選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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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兒童之家  

服務孩子： 15 名  

 

  

 

合作夥伴：成都基督教青年會  

 

兒童之家成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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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名孩子入住。當中曾接受及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有 15 人，不少已離家的孩子

常常回來探望弟弟妹妹或者當義工。  

本學年在家孩子 15 名， 11 名是初中生， 4 名是小學生。今年兩名初中畢業的孩子

進入自己夢寐以求的國家級重點高中，其中一名在升學考試中獲全校第一名，是歷年

兒童之家孩子的最佳成績，為弟弟妹妹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孩子性格各異，喜好不同，當然少不了一般同齡孩子都有的優缺點。家舍除了照顧

衣食住行，同時關注孩子的身心健康，隨時的心理支援及定期舉辦團康活動，讓孩子

認識及接納自己，建立積極人生觀。  

自 2020 年 8 月起，金堂兒童之家承接了金堂縣育苗計畫服務專案，服務涉毒家庭

的未成年子女，共計 15 名。此為外展服務，孩子不用入住家舍，由兒童之家職員上門

提供各項服務。  

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被洪水淹浸的兒童之家，損毀物資已全部更換，而學生食堂的

維修工程已於 12 月完成。  

 

服務情況請閱服務選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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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則計畫  

服務孩子： 31 名     服務人次﹕ 837 

 

 

合作夥伴：  彝縷陽光（前助學生志願者團隊）  

統籌職員：  阿爾格古  

在彝語中，「書則」是很棒、很厲害、很優秀的意思。「書」是上古以刀刻於竹，

中古以漆畫於帛，後世以墨寫於紙；「則」是模範、規程、制度的意思。  

彝縷陽光志願者團隊致力為彝區孩子提供接受知識，認識世界，改變命運的機會，

同時整合社會資源，為彝區的發展貢獻力量。  

 書則計畫於 2021 年 3 月開始，關顧孩子的心理健康、培養正向品格、發展良好的

人際關係及生涯規畫。服務點選擇在位於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的典補鄉小學。 

典補鄉小學的課程體系單一、硬體設施較好，學生的多元潛能未被開發。 31 名書

則孩子的父母從沒受過教育；兩成為單親家庭；父母在家務農養豬為生的佔 48%。所有

家庭都有 4 個或以上的孩子需養育，家庭平均月收入 700 元。  

計畫包括家訪、個別輔導、與同族大學生通信、主題活動、支教、成長營、遊學、

發放獎學金和社區調研等。此外，成立了圖書室，讓孩子聊天、閱讀，並訓練孩子自

行管理。  

經過半年服務，不少孩子已從羞澀、不敢說話到主動站台，並學會以藝術表達情

感。提到夢想，每個孩子都目光閃亮：我想當老師、我想當醫生、我想成為一名卡車

司機，跑遍祖國山河…  

讓我們陪伴孩子追夢。  

  

服務情況請閱服務選篇 3；書則計畫簡介及家訪節錄請閱服務選篇 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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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社工站  

服務人次： 1,865 

 

 

 

 

 

 

合作夥伴：成都市雙流區三扶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統籌職員：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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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開始與成都市雙流區三扶社會工

作服務中心合作，對學生進行學習幫扶、心理幫扶和品行幫扶。  

由 23 名學生組成的志願者團隊，與我們擕手推行各項活動及日常管理社工站。  

為提升個人素養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而設的興趣及成長小組，如自我探索、性教

育、財務管理及人際關係等課題的活動，甚受學生歡迎。而訓練五感、發展潛能、團

隊協作的多元智慧活動，讓聾啞學生與普通班學生共同成長，互相欣賞。  

今年新增兩個項目﹕有 60 多名學生與何營及海里兩家山區學校小學生互通書信，

支持及鼓勵山區孩子；而學生會團建活動成功建立管理層及幹事的溝通橋樑，促進會

務良好發展。  

社工站服務內容請閱服務選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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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的一面  

受惠人次﹕ 104  

 

 

 

 

合作夥伴：花樣年華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成都基督教女青年會  

統籌職員：安琪、張婷  

 

 

2020 年，有 12 名非政府機構的在職媽媽談到面對的困境與壓力，提出希望相互守

望，共同面對的心願。我們為此進行線上調查及一對一訪談，確定在職媽媽的需求後，

制定「優雅的一面」計劃，協助在職女性的發展，著力在抒緩情緒壓力、提升職業能

力、鞏固家庭關係及個人成長。  

此計劃亦顧及尚未成為在職媽媽的高中女生，為她們打好基礎應對人生。首階段安

排營會，探討性、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懷孕與避孕、如何面對性騷擾 /侵害、愛情騙

子等課題。  

 

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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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暑期活動   

根與翼‧青年有為‧青年夢想與社會實踐計畫  

受惠人數： 546    服務人次： 1,407  

 

 

 

 

 

 

合作夥伴：根與翼   

統籌職員：阿佬  

 

往年暑期的成長營都是由我們主導，招募志願者加以培訓，一齊開展活動。  

為了鼓勵青年人敢想、敢夢，從實踐中了解社會、通過行動實現自我價值，以滿

足自尊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今年的暑期活動改以「青年有為‧夢想和社會實踐計畫」

推行。  

經過兩輪的宣傳，共計有 19 名土房子大學助學生報名，參加線上培訓後撰寫服務

計畫書，我們選出當中 8 個。參加者各自尋找隊友，最後共有 40 名志願者與 547 名山

區孩子一起成就「青年有為」。  

8 個入選計畫是蝴蝶樂園自然藝術課、朝夢計畫‧多元智慧課、關愛兒童‧積極成

長課、一人繪夢計畫、彝火支教‧五防教育及課外補習、滿天星‧健康成長課、暖陽

計畫‧科學＋藝術課、及逐夢之鷹‧社區調查研究。  

 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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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支援服務  

受惠人數： 789       服務人次： 3,509 

 

 

合作夥伴：  小童大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昭通市永青農村發展服務中心  

 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  

 

督導及培訓主講員﹕  阿佬﹙龐志成﹚  

統籌職員﹕邱雨  

 

近年中國內地的社會公益服務急速發展，本土社會組織﹙香港稱社福機構  /  非政

府組織﹚相繼成立，當中有機構由於擁有社工學歷的同工經驗尚淺，而非社工背景的

工作員並沒有相關專業知識，在推行服務時往往力不從心。  

2018 年開始，土房子將服務心得傳授予多家內地社會組織，期望各同工齊心協力，

以人為本，為民眾提供優質社會服務。  

今年，感謝多家社會組織的信賴，遨請我們開辦「助人助己」社會工作服務支援實

踐課程，包括撰寫教材套、線上培訓、線下集訓、閱讀、課後作業以及督導同工。  

 此外，亦為百年職校教職員錄製教學視頻，隨後一起分別為其高一及高二生舉行「愛

人愛己」青少年成長營。  

 詳情請閱服務選篇 7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