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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0-2011 年，本社繼續於內地貧困農村推行教育、醫療等支援和發展項目。教育

方面，我們持續助學工作，並獲得一基金會支持，擴大了助學的規模；另外，秉承我們

一貫深入基層的原則，我們爭取到一公司贊助，開展圖書車計劃，把知識送到偏遠農村。

同時我們繼續支援農村英語老師，為他們進行培訓；也開展了更多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的

工作。醫療項目方面，家康診所的工作已踏入第三年，醫護人員仍然不停地到訪各遍遠

農村巡診和進行健康衛生教育等工作；我們將改善衛生健康的工作帶到 14 所農村學校，

成立學校健康中心，改善農村學童生活環境；本年度我們還與幾個機構合作，開始推行

「貧困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手術治療轉介計劃」，讓有需要的先心病兒童可以獲得資助而盡

早治療。本社也積極檢討及提升行政效率，提升透明度，提供更多機會讓會員及公眾參

與本社的服務。 
 
 

1. 教育項目 
1.1 小黑板計劃 

資助貧困農村學生  

本社自 2002 年開始在中國湖南貧困農村進行助學計劃，使貧困的適齡

學童能接受教育，至今資助學生共超過 2514 人次，主要集中於湖南省

湘西保靖縣及古丈縣。本社亦於 2011 年春季開始同時在贵州省沿河县

展開助学工作。 

 

 

2010-2011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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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 2011 年，我們資助的學生數目超過 631 名，其中 285 名學生由施永

青基金会資助。我們的資助對象包括大學、大專、中專及中、小學學生。2010-11

年的资助額為 412479.5 元。本年度我們擴大了助學項目的規模，讓更多貧困學童獲

得資助，減輕這些貧困家庭的負擔，其中我們特別為高中以上的資助生可以繼續走在求

學道路上而感到欣慰，希望農村地區的年青人可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 

  

本社資助學生人數 

 

 

1.2 英語教師培訓-農村英語教師培訓營 
 

 2010 年 8 月 20 日至 24 日，我們與保靖縣教育局合作舉辦了第三屆農村

小學英語教師培訓營。是次共有 35 名保靖縣內的小學英語教師參與培訓。  

 

 

 

 

 

 

 

 

 

 

 

 

 

 

整個培訓營歷時 3天半，由 2名外籍導師與及 1名香港助教為農村英語老師進行培

訓。我們根據上年度培訓營的經驗以及對中國貧困農區英語教育的了解，設

計了 4 節課和 1 節示範課堂以配合參加者的需要。課程包括語音學、分組活

動、閲讀與話劇、課堂英語、課堂設計、空間運用等。 
 

 

 

 

資助學生類別 資助學生人數 

保靖縣 古丈縣、永順縣 贵州省沿河县 
 

2010 年秋 2011 年春 2010 年秋 2011 年春 2011 年春 

大專／中專生 69 83  1 1 - 
高中生 46 88 21 21 1 
初中生 66 118  44 44 - 
小學生 65 163  34 34 68 
總數 246 452  100 100 69 

1) 外籍導師與學員討論教學方法 2) 外籍導師參與學員設計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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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訓期間，我們邀請了前兩屆的老學員共 6 位老師，分享培訓班給他們帶來的幫

助，以及培訓後，如何回到校內把在培訓學到的新教學方法與沒有參與培訓的老師分享。  

 

我們已經得到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支持，將在 2011-2013 年度，在保靖縣和鄰近的貴

州貧困地區繼續開展農村英語教師培訓，讓更多農村教師和兒童受惠。陳登社會服務基

金同時也將支持未來兩年的優秀農村教師獎助及免息慈善貸款計劃。 

 

1.3 留守兒童服務 

 

留守兒童探訪 

於助學和資助優秀教師的工作中，我們發現農村的留守兒童嚴重。留守兒童長期缺乏

父母的管教和關懷，往往在學習、生活及情緒上出現各種問題。在 2009 年，我們開始嘗

試為留守兒童提供服務，在學習、生活及情緒上支援這些孩子。截至 2011 年 3月，我們

共探訪了 73名留守兒童，目前继续服务留守儿童 38人，我們為每個探訪的留守兒童建

立個人檔案，設定跟 進計劃。同時，我們也在到訪不同的農村時，安排遊戲給村內的留

守兒童參與，讓他們認識更多朋友，以及提供機讓他們與我社職員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1)本社職員彭蓉(右一)探訪葫蘆中學的留守兒童 
 

 

4)學員分組以英語短劇比賽。 3) 學員到農村學堂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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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奧沃土農村知識快車-「好書來我家」計劃  

 

 在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支持下，我們於 2010 年 12 月，推出一項名為『利

奧沃土農村知識快車-「好書來我家」』計劃。本計劃利用一輛圖書車，定期到各條村寨

巡迥提供借閱和閱讀服務，並與各村的村委會、村民和學校合作，舉辦小組遊戲、功課

輔導班、個人健康衛生教育工作坊等支援留守兒童的活 動。圖書車亦可按需要及資源同

時服務農村婦女及開展掃盲活動。我們期望透過這個計劃，利用書本和多媒體資源，讓

學生擴闊視野，增加追求知識的興趣，並養成 閱讀的習慣。同時將圖書車發展成學校和

村寨留守兒童的聚腳點，使他們有一個閱讀、活動學習、集體遊戲和接受專職人員關懷

及輔導的合適場地。我們希望通過流動圖書車的學生和家庭網絡，發展更全面服務去支

援農村裡的孤兒和留守兒童。 

 

 

 

 

 

 

 

 

2. 醫療項目 
醫療項目方面，我們除了繼續透家康診所及學校健康中心計劃為農民和兒童提供

外，近來亦開始與其他組織合作推行「貧困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手術治療轉介計劃」，讓有

需要的先心病兒童可以獲得資助而盡早治療。 
 

2.1 聽筒計劃 

家康診所 

2010 年 4 月以來，在 2009 年的基礎上，繼續為湘西的貧困山區婦女、

兒童和患病農民提供免費定期婦科病檢查、低收費的小病治療服務及大病諮

詢和轉診服務。截止 2011 年 3 月，診所為超過 13693 名婦女、兒童及農民進

行身體檢查及治療；並支持 23 條農村成立婦女健康小組，計畫 2011 年 4 月

底在保靖縣開展農村婦女健康小組成員培訓，以此促進農村婦女關注自身、

兒童等健康問題。 
 

家康診所服務統計 

服務類別 數目 

巡診村落數目 26 

經檢查確診婦科病人數 435 

經檢查確診內科病人數 483 

成立農村婦女健康小組數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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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診所服務統計(續) 

服務類別 數目 

巡診學校數目 14 

學生體檢人數 12038 

 

在檢查中，我們發現陰道炎及慢性宮頸炎等婦科病非常普遍。一如家康診所以往的

做法，診所的醫護人員會為接受治療者提供藥品，如病情較輕的病人則會教導他們採摘

草藥，洗淨煎水治療，嚴重、可疑患都及時建議去正規醫院確診治療。醫師又會耐心地

向病人講解婦科病的病因、病名、如何治療與預防，並會聯繫婦女健康小組，以便讓村

民在平時可以進行健康教育，也對病人提供跟蹤觀察和治療。 

 

家康診所除了下鄉時為病人進行義診，亦有門診服務。家康診所的坐診醫生在用藥

時以效用為主要考慮，同時兼顧病人的經濟負擔能力。如果病人屬於貧困戶，就會在內

地辦總幹事審批後給予費用減免。 

 

 

家康診所醫療服務統計 

 

 

過去一年，診所嚴格遵守所有專業和政府有關部門規範，包括做好每個病人的病歷

記錄，為每個病人提供適時的跟進服務。並通過了衛生監督所、藥品監督所等醫療監管

部門的多次檢查。在藥品管理方面更得到藥監部門巡查時的高度評價。家康診所的工作

逐漸獲得病人、社會大眾及政府部門的肯定與讚許，並在全縣農村廣泛開展巡診義診工

作。 

 

  

 項目 服務人次 

1 陰道鏡檢查 700(包括復檢病人) 

2 婦科陰道沖洗上藥 307 

3 宮頸息肉摘除 7 

4 微波治療 4 

5 紅外線治療 14 

6 靜脈注射 196 

7 肌肉注射 135 

8 健康諮詢服務 120 

9 轉診 64 

婦科病求診總人數 511 

非婦科病求診總人數 226 

總求診人數 737 

電話回訪個案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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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校健康中心 

 

在傅德蔭基金的支持下，我們與湖南省保靖縣內 14 間中小學達成合作

協議，在校內成立健康中心，透過鼓勵老師、家長及學生積極參與監察學校食

堂、宿舍及校園清潔衛生，改善學生膳食營養及加強學生健康教育，在低收

入農村建立一套低成本而可持續的工作模式，希望從農村學童出發，提升農村公共衛生。 

 

學校健康中心計劃透過以下方法達成目標： 

 

1. 改良餐單，令其符合學童營養需要，但又不會加重學生及家長負擔； 

2. 資助學校衛生室購買藥物及入常用醫療器材，為學童提供及時及低價的小病治療； 

3. 舉辦或資助校醫參加培訓課程，提升健康衛生知識； 

4. 進行常規學童身體健康檢查； 

5. 定期檢查學校食堂及宿舍衛生情況，提升學校食堂及學生宿舍衛生， 以達到國家及

國際標準； 

6. 出版及資助學校製作教材，協助學校進行常規健康教育課，培養及提升學童健康衛生

意識。 

 

本年度的主要工作進程包括： 

 

校醫培訓課程和身體健康檢查 

2010 年我們為學校醫務室添置常用藥品及醫療器材，以及與教育局及衛生局

合作，為校醫舉辦培訓課程，並為 14所學校 12004 名師生進行免費常規身體健康檢查。

經統計後，我們發現學生常見疾病如下： 
 

學生常見疾病統計 

學生常見疾病 學生人數 

近視眼 1596 

營養不良 11 

皮膚病 244 

齲齒 1340 

呼吸道疾病 (包括鼻炎及上呼吸道感染感) 593 

腸胃炎 55 

陳舊性扁桃體炎 949 

可預防疾病數目 (營養不良、皮膚病、齲

齒、呼吸道疾病、腸胃炎、頭痛發燒等小病 
3304 

總檢查人數 10989 

學生總人數 12004 

 

學校健康小組 

另外，14間學校亦成立了由教師、家長、校醫及學生組成的工作小組。我們同時每年

獎勵在推動學校健康教育、改善校園環境衛生工作上表現傑出的老師及學生，希望能鼓

勵參與學校的每位師生積極投入學校健康中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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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小組 

  為了推動家長(特別是孩子的母親)參與改善孩子膳食及培養良好衛生習慣，家康診

所在農村巡迴進行免費婦科檢查時，也會組織當地婦女，成立婦女健康小組，向婦女傳

授婦科病及一般的健康營養知識，鼓勵婦女積極參與學校健康中心的各項活動，促進學

校及家庭攜手合作，令改善提升兒童健康事半功倍。本年度我們已成立了 11個婦女健

康小組。 

 

修建學校供水工程 

2010 年 10 月, 我們為花橋中學修建了蓄水池及水管並連接到一個新水源，完善該校

的供水設施，並可將食水蓄起供旱季使用，讓學校師生可以使用更穩定和清潔的食水來

源，提升學校師生的衛生和健康情況。 

 

2.3 貧困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手術治療轉介計劃  

根據國家衛生部 2005 年公佈的數字顯示，中國每年約有 15 - 20 萬新生嬰兒患有各種先

天性心臟病。由於大部分病患嬰孩身處經濟條件落後的地區；或是出生低收入的貧困家

庭，即使出生時已被確診，亦因無法負擔高昂的手 術治療費用而被迫放棄適當的治療機

會。病情嚴重的嬰兒因而夭折。能夠生存的亦要終日面對死亡威脅，無法享受愉快的童

年生活。僥倖活至成年的，亦因發育不良 而導致身體機能出現殘缺，喪失工作及自理能

力。事實上，這些兒童只需及時獲得適切的治療，同樣可以恢復健康，擁有愉快的童年；

長大後繼續可以貢獻社會。 

因此，本社今年 11月起參與了由中國星火基金會、北京愛佑華夏慈善基金會及廣州軍區

總醫院推行的「華南五省孤貧患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手術 治療」資助計畫。計劃資助來自

貴州、雲南、廣西、湖南、福建五省的 2-14 歲貧困先天性心臟病兒童一半的手術費，到

廣州軍區總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本社目前 負責在湖南湘西及鄰近的貴州地區，轉介需要

救助的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參加此計劃，並安排獲資助的病童到廣州治療及協助他們透過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醫療開 支，以進一步減輕病童家庭的經濟負擔。本年度已有 12

名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在本計劃下接受了手術。 

 

  

2) 醫院心血管外科中心接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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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州軍區總醫院 

 

 
3) 病童接受手術前居往的病房 

 
4) 本社內地辦公室職員陪同黃自軍及他的父

親辦理入院手續 

 

3.  宣傳及教育工作 
本年度我們繼續積極進行宣傳，教育推廣及籌款工作，讓更多香港市民

加深瞭解內地，尤其是湖南湘西貧困山區的教育及醫療等情況。 

 

3.1 山區愛心服務團 

我們分別於 2010 年 4月、7月及 12月舉行愛心服務團。3次的服務團，總共有 35

位義工參與，探訪 7條村落、3間小學及 1間中學。我們向當地學童教導衛生常識，以及

瞭解校園環境、課室、宿舍及食堂的衛生，以及學生膳食營養等資料。同時，我們也探

訪村內的貧困戶、大病戶、婦科病人及留守兒童。當中大部分受訪家庭的兒童接受我們

的資助，繼續讀書，我們亦繼續跟進婦科病及其他病患者的情況。 

夏季山區服務團  

201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3日，8名香港義工與沃土發展社的內地團隊組成一行 16人的

服務團，到訪湖南保靖縣昂洞村，為當地婦女進行免費身體檢查和教授當地學生健康衛

生常識。義工隊到當地的昂洞村小，除了教導學生英語及摺紙外，更向不同年級的學生

教授正確的衛生常識。而家康診所的醫療人員則為全校 100 多名學童進行身體檢查。義

工隊在當地探訪了 13個家庭，包括 6個大病戶、2個單親兒童的家庭、1個孤兒、3個留

守兒童及 1個婦科病患者，透過面談與問候，瞭解他們的需要及表達對他們的關懷。義

工們回港後，都認真詳細匯報各個受訪家庭的情況，並建議提供的協助，交由內地辦事

處職員繼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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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山區服務團  

昂洞衛生院考察 

2010 年 12 月的冬季山區服務團中，本社執委和義工到昂洞衛生院視察。院長田蕊醫生向我們介

紹該院的運作和所遇到的困難。昂洞衛生為附近 21條農村共 12850 村民提供便利而質素合理的

門診、住院、兒童防疫注射、婦幼及老人健康普查，以及健康衛生教育等醫療服務。然而，該院

建於 50年代，樓高 3樓，建議面積 385 平方米。衛生院原設計本有 37張病床，亦設有超聲波、

心電圖等檢查儀器，但由於員工宿舍日久失修，現已變成危房，因此院內部份檢查室及病房現已

用作員工宿舍給員工提供住宿，以致現時院內只有 4張病床可用。 

2010 年，昂洞鄉衛生院門診人數達 1.85 萬人次，住院病人達 605 人次。由於該院服務的地區位

處山區，交通不便，附近亦只有這間較具規模的衛生院，加上政府政策傾向讓病人多基層醫療

機構(病人在衛生院看病可以報銷 80%，到縣醫院只可以報銷 60%)，故預計未來求診及住院病人

人數將持續增加。現時衛生院的規模將難以應付。故田院長希望能擴建現有院舍，為鄰近地區

的村民提供可負擔而優質的醫療服務。我們已將有關計劃經我們的網絡轉達至熱心的捐獻者，

並將繼續跟進最新的情況。 

 

貴州探訪 
冬季山區服務團亦到訪貴州的貧困山區進行視察和訪問。我們所到訪的貴州沿河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之

一，位於貴州東北部的銅仁地區，毗鄰重慶、湖南及湖北山區。本社到沿河縣思渠鎮紅岩村考察，發

現當地的紅岩完小部分校舍為木體建築，日久失修，已非常殘破。雖然該校有另一棟石建教學樓，但

也已很日久失修，加上地方不足，學前班學生仍然需要在已成危房的木建教學樓上課。 

                                                                                                                             

紅岩完小設有學前班至小六共 7 班，教師７人，目前缺編 2 人。現有學生 343 人，主要來自紅岩村及

離學校 10 公里路（近１個小時腳程）的蛟龍村；紅岩村包括十個自然村組，共 2000 多名村民；蛟龍

村共 1000 多村民。校舍由兩棟樓房組成：一棟於 1988 年建成的 2層高磚土建築；建築面積 286平方

米。該樓為目前的主要教學樓及教師辦公室。另一棟於 1970 年以木搭建而成，當中包括供學前班上

課的課室、兩名老師的住房及圖書兼保管室。建築面積 120 平方米。這棟木房現時屬於 A級危房，房

子出現傾斜，地基已嚴重蛀蝕。 

 

當地教育局表示紅岩完小為附近農村學童提供便利而合理質素的教育機會，可

是他們沒有足夠資源支持它的重建工作，所以請求外界援助。因此，本社亦於

開始與當地政府及村委商討，於沿河縣開展助學及教師培訓等服務。 

 

紅岩完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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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開籌款及推廣活動  

2010 年 10 月份及 及 2011 年 1月份舉行了公開籌款活動，為農村的貧困失學兒童和患病婦女籌

款。 

 

 

 

 

 

 

 

 

 

 

3.3 義工及會員活動 

 本社於 2011 年 2 月舉辦了兔年義工

新春聚餐，當日義工們預備了食物一同分

享，氣氛熱鬧。 

 

 

 

 

 

 

 

4.  本社行政 
 本社在今年度積極檢討及提升行政架構及效率，形成一個項目管理平台的構思，並得到傅德

蔭基金會支持，在下年度實施。 

 本社繼續成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機構成員( 2010/ 2011)及惠施網(Wisegiving)機構會

員。附件一及二附上本社2010-11年度顧問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及工作人員名單。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榮宗 

香港沃土發展社 

執行委員會召集人 

2011 年 5 月 7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 

潘愛儀 

香港沃土發展社 

執行委員會秘書 

2011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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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顧問委員會： 

沃土社邀請社會上熟悉中國事務、對發展項目及組織慈善活動具經驗的人士出任顧問，借助他們

的專業意見完善各方面工作。2009-13 年度顧問委員會名單如下： 

 

梁寶霖先生 (主席)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主席 
呂炳強先生 (副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客席講師 
白傑瑞教授 
Prof. Gerard A. Postiglione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政策、管理和社會科學系主任 

陳龔偉瑩女士 香港醫院管理局中國事務處主管 
尹志強太平紳士 衛生防護中心風險傳達顧問小組召集人 
楊團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葉靜漪教授 中國北京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洪清田博士 香港學學會主席 
李懷敏博士  心理學家 
吳日嵐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施育曉先生 公司行政人員 
簡淑芬女士 榮譽召集人 
何榮宗博士 執委會召集人（當然成員） 
潘愛儀女士 執委會秘書（當然成員）  
湯珍寶女士助學總監 英語教師 
 

執行委員會： 

沃土社的執行委員會負責日常社務及項目運作，委員都具多年義工經驗，並在各具專業知識。

2009-12 年度執行委員會名單如下：  

成員 (職務) 職業 任期 
何榮宗 (召集人)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2009-2012 年 
黃惠賢 (副召集人) 社會服務機構研究員 2009-2012 年 
鄭瑞昊 (財務秘書)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2 年 
潘愛儀 (義務秘書) 公司高級教育顧問 2009-2012 年 
施育曉 (研究)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2 年 
劉佩雯 (籌款) 註冊社工 2009-2012 年 
吳映霞 (籌款) 基金會行政人員 2009-2012 年 
譚嘉儀 (籌款)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2 年 
陳可兒 (捐款人及義工聯絡)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2 年 
林嘉強 (項目及出版)  醫療服務行政人員 2009-2012 年 
葉嘉寶 (義工統籌) 註冊社工 2009-2012 年 
蔣慧儀 (籌款) 小學英語教師 2009-2012 年 
洪輝   (行政統籌)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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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職員名單： 
香港辦事處 
香港辦事處項目統籌 梁語剛 (五月中到任) 
香港辦事處項目統籌 嚴祉琦 (四月下旬到任) 

內地辦事處 
內地辦事處主管 石遠華 
家康診所醫生 劉運生 
家康診所醫生 全運翠 
家康診所護師 向金翠 
家康診所護士 楊秀娟 
內地辦事處行政幹事 劉遠娥 
物流管理幹事 曾清 
教育及行政幹事 石遠福 
教育及行政幹事 彭蓉 
教育及行政幹事 曾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