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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回顧過去一年，有賴各方善長、義工及好友的支持，本社為更多貧困農村的居民提

供教育與醫療服務。教育項目方面，本社於 2011-2012 年間繼續助學工作，保障孩子探索

知識、發揮潛力的機會，並開展農村發展培訓計劃，增加孩子對農村的認識和歸屬感；

同時，我們也著心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積極推動流動圖書車項目，踏出關心留守兒童

的學習與心靈的需要的一小步。我們亦繼續表揚傑出的山區老師，和為貧困教師提供英

語培訓及慈善貸款服務。醫療項目方面，「家康診所」的醫療隊伍走訪各偏遠農村進行巡

診及健康教育工作，實踐送醫到村，為婦女進行婦科檢查及治療、為老人提供身體檢查，

並成立婦女健康小組，令我們的服務得以持續產生影響。我們也繼續支援 14 所農村學校

的健康中心項目，改善學校的衛生軟硬件設施制度，和培養學生的健康與衛生習慣。在

健康中心項目的基礎上，我們在 2011 年開展了學校翻新工程項目，為各校增添健康衛生

設施。針對農村人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本社亦已正式啟動昂洞小型慈善醫院

項目，並得到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的社區工作坊幫助進行重建昂洞衛生院的工作。除了直

接的醫療援助外，本社繼續為先天性心臟病兒童進行手術治療轉介。各界對本社的支持

與監察，為本社發展增添動力。我們更有幸獲慈善團體評級機構「明施慎選」評為高透

明度、低行政費的慈善機構。 

 

 

 

 

2011-2012年度報告 

 
 



 - 2 - 

沃土發展社2011-12主要工作 

教育 

學生 

學生資助計劃 

里奧圖書車計劃 

留守兒童服務 

農村發展培訓計劃 

伴你成長筆友計劃 

教師 

英語教師培訓 

慈善貸款 

優秀教師選舉 

醫療 

學生 

學校建康中心 

學校翻新工程 

社區 

昂洞小型 

慈善醫院 

家康診所坐巡 

及下鄉巡診 

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手術 

治療轉介計劃 

社區教育 

愛心 

服務團 

公開講座 

行政 

網上項目 

管理平台 

 

  

1. 小黑板計劃 

1.1 學生資助計劃  

2002 年自今，本社資助內地貧困學生

共 3128 人次，服務範圍由湖南省的保

靖縣、永順縣及古丈縣，擴展至貴州

省沿河縣。本年度我們一共為 614 位

貧困生提供學習費和生活費用補貼，

總助學金額為人民幣 489,363 元。我們

很高興看見這些孩子不再因面臨失學

而擔憂，可以繼續在校園追尋知識和

更美好的未來。                

 

資助學生人數  

資助學生類別 

湖南省保靖及永順縣 湖南省古丈縣 貴州省沿河縣 

2011 年秋 2012 年春 2011 年秋 2012 年春 2011 年秋 2012 年春 

小學 136 136 33 32 47 47 

初中 110 103 35 30 19 18 

高中 88 81 25 25 1 1 

大中專 115 98 5 3 0 0 

總數 449 418 98 90 6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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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留守兒童支援    

農村知識快車：「好書來我家」計劃  

 「農村知識快車」自 2010 年起在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的慷慨支持下，盛載著各式各樣的讀物和遠方送來的關愛，把知識與歡

樂送到湖南省國家級貧困縣－保靖縣的偏遠村落。我們明白當地經濟條

件惡劣，大部份成年人只能外出打工，剩下缺乏父母照顧的孩子在村裡

生活。有見及此，「好書來我家」計劃由 2009 年最初建議的圖書借閱

服務，於 2010 年逐漸步開展關懷留守兒童的活動。 

 在過去一年裡，我們的團隊努力地透過書本和圖書室作為接觸點，

聆聽和照顧偏遠山區農村留守兒童的需要。我們已在兩個村落設立定點

圖書室，同時已與另外八個即將開展圖書室的村落完成洽商。此外，本

社亦在試點村組織留守兒童小組活動，通過圖書室，集合孩子開展圖書

分享小組活動，彼此分享和互相學習，引導孩子的心理成長。當中亦為

有個別需要的孩子進行一對一個案輔導跟進。2010 年至今，接受一對一

輔導的留守兒童一共 109 人次，孤兒 48 次，單親孩子 114 人次。2011

年 12 月，兩位任職專業輔導員的香港義工參與了於當地進行的留守兒

童心理評估與小組輔導工作，同時為內地專職人員提供相應的培訓，以

使孩子得到更合適的心理輔導。 

 

1.3 農村發展培訓計劃 

 除了保障農村孩子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我們同時希望他們能夠把自己的農村經歷

變成他們的資本，而不是因為長年在學校，對農業和農村都十分陌生，但又缺乏城市的

見識機會，而成了土氣的城裡人。本社在施永青基金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於 2011 年年底

展開農村發展培訓計劃，希望本社資助的孩子，能成為親炙土地、有能力時樂於為發展

農村而努力的新一代。我們希望令他們更瞭解哺育他們成長的農業生產和農村的文化，

同時組織他們到城市交流及考察，擴闊他們的眼界，令他們在學有所成後，能幫助推動

家鄉發展，拉近城鄉差距。以下是農村發展培訓計劃的主要內容： 

農村發展培訓計劃 目標 

大中專農業相關課程學生

獎學金計劃 

通過向就讀農業相關課程的大中專生發放獎學金，鼓勵

一群熱心回報農村社會的年青人繼續堅持理想，學習專

業及合適的農務知識和技能。 

鄉土根研習計劃 通過農村研習的模式，促進他們對農村的瞭解及提高他

們對農村的歸屬感，鼓勵他們回到農村學以致用，作為

當地農民的典範。 

城市交流團 讓他們到國內較發達的城市交流和考察，瞭解當地文

化，擴闊視野，把知識和經驗帶回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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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伴你成長筆友計劃 

 貧困農村的孩子不只需要經濟上的支持，他們同樣希望得到

真誠的關懷和交流。本社於 2011 年 11 月推出全新的「伴你成長

筆友計劃」，以一對一方式把貧困學生和義工配對成筆友，旨在

透過書信交流，建立跨地域的友誼，互相扶持和鼓勵，加強他們

的自信心。計劃得到眾多香港以至台灣的熱心義工踴躍回應，他

們都積極關心這些貧困農村學生，和他們分享生活和學習的點點

滴滴，陪伴他們成長。目前，參與筆友計劃的義工已有近 40 位。 

 

2. 園丁計劃  – 支持農村教師  

2.1 農村英語教師培訓營  

 2011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第四屆英語教師培訓營假貴州沿河縣舉行，共有 10

名香港義工老師和 71 名分別來自湖南保靖縣和貴州沿河縣的老師參加，當中 25 名來自

保靖，全部都是小學老師， 46 名來自沿河縣，大部份是中學老師(因當地中學起才開設

英文科)。 

  
本屆英語教師培訓營全員合照 本屆英語教師培訓營位於沿河培訓點 

  
外籍導師在沿河縣板長中學為學員進行示範課 香港的義工導師鼓勵學員使用活動式教學方法, 增

加學習英語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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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營爲期 5 天，首次從保靖縣移師至貴州沿河縣舉行，學員參加費用

全免，並由本社提供食宿。訓練營旨在透過傳授活動式的英語教學方法，提

升學員的英語教學能力以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每位學員參加培訓營前須

自行在學校或校區內組織英語教學小組，並於培訓營結束後舉行一系列活動，

以實踐和推廣培訓營所學所得，使未能參與培訓的教師也能受惠。  

 

 培訓營結束後，參與本屆培訓營的老師即回到各自的學校，著手組織自

己的英語教育小組進展工作，把在訓練營所學得的英語教學技巧與成員分享。

本社計劃於下年度舉行各教育小組的評比，希望助各教師在相互觀摩和切磋

中學習，提高英語教學技巧。  

 

 本社非常感激陳登社會服務基金多年來的支持，令越來越多農村英語教

師受惠。  

2.2 農村優秀教師選舉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同時也繼續支持本年度的優秀農村教師獎助及免息慈

善貸款計劃。以下是本年度優秀農村教師獎助及免息慈善貸款計劃的獲獎名

單︰  

 

 

 

 

 

 

 

 

 

 

 

 

 

 

 

 

 

 

 

 

 姓名 任教學校 

一等獎 彭曉紅 保靖縣水田完小 

 楊通輝 保靖縣野毛村小學 

 陳宜健 保靖縣清水坪學校 

 張家友 保靖縣朝陽鄉米溪村小學 

二等獎 梁文俊 保靖縣魚塘村小學 

 洪中定 保靖縣胡蘆鎮米塔村小學 

 朱德順 保靖縣清水學區大灣小學 

 張小燕 保靖縣大妥王家村小學 

 王寒冰 保靖縣毛溝學區略水小學 

 田宏柏 保靖縣毛溝鎮民主村小學 

三等獎 楊昌錦 保靖縣普戎九年制學校 

 張太武 沿河縣洞仙村小學 

 楊光富 保靖縣水田鎮翁科村完小 

 龍開維 保靖縣夯沙學區夯吉小學 

 龍梅金 保靖縣復興學區幼兒班 

 印朝輝 保靖縣水銀鄉花橋村小學 

 楊林 沿河縣思渠鎮中心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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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農村教師慈善貸款計劃  

 本年度獲批還款期 3 年的慈善貸款的老師共

7 名，當中 3 位來自湖南省保靖縣，4 位來自貴州

省沿河縣，名單如下: 

龍自明 (湖南保靖) 李大元 (湖南保靖) 

彭萬芬 (湖南保靖) 陳慶國 (貴州沿河) 

田亞山 (貴州沿河) 陳蓉  (貴州沿河) 

侯德亮 (貴州沿河)  

 

 另外, 於 2008 年獲批慈善貸款的 6 名申請人，其貸款於本年度到期。6 人全部按時

歸還每人人民幣 3,000 元的貸款。 

 

3. 聽筒計劃 

3.1 昂洞小型慈善醫院計劃  

 中國內地貧困農村農民一直處於「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困難境況；

即使政府在 2002 年起實施新型合作醫療計劃，每年投資上千億的款項，但

面臨各醫療機構、藥廠等私慾橫流，政府監督又乏力，農民一旦住院，實際

要負擔的檢查和醫藥費每年大幅上漲，而且基層醫療機構的醫術和醫德一直

未有改善，各種因素都令不少農民不到大病不求醫，往往延誤治療時機。  

 

 多年來，千萬貧困中國農民都翹首期盼一所設備齊全、費用低廉的慈善

醫院的出現，可惜至今尚未見蹤影；本社期望以一所規範的小型慈善醫院開

始，為中國農村醫療帶來新景況。  

 

 我們今年確定了一個目標一致的合作夥伴  — —  湖南省保靖縣昂洞鄉

衛生院，並得到該院院長田蕊醫生 (田院長曾是本社公共衛生隊成員之一 )和

保靖縣衛生局彭局長全力支持，將乘該院重建的契機，幫助它同時轉型成為

一所小型慈善醫院。此建議也到湖南省衛生廳的大力支持。我們成立了一個

由眾多香港醫護界的專家組成的督導委員會，還邀請到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社

區項目工作坊為這家以成為慈善醫院的管理和運作典範為目標的小醫院提

供設計和幫助監督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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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醫院計劃包括 :  

 以專業、自主、透明的模式管理和營運，為中國內地的慈善醫院提供

一種典範模式；  

 針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以現有鄉鎮衛生院的規模為基

礎，為更多貧困農民和婦女，提供專業可靠、價格合理的醫療、轉診、

預防疾病教育、康復服務；  

 以合理高薪聘請醫術醫德皆優的醫護人員；  

 成立一個基層醫療檢測中心，服務全縣所有鄉鎮衛生院，為病人提供

專業、可靠、準確的檢測服務。   

 

 整個項目預期每年可令貴州、湘西自治州、重慶郊區等地至少二萬多人

受惠。項目包括重建日久失修的現昂洞鄉衛生院大樓，約需一次性投入人民

幣 160 萬元；透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計劃，預計以後每年經常性開支可自負

盈虧，而每年投入培訓和發展的開支不多於人民幣 30 萬元。  

 

 在 2011 年 4 月，沃土社與昂洞衛生院已達成協議，共同將昂洞衛生院發

展成小型慈善醫院，而在 2011 年 9 月，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社區項目工作坊

 

 

 
日 久 失 修的 昂 洞 衛生 院 現址   虛 線 部 份為 重 建 醫院 位 置。 工 程期 間 ，衛 生 院 可維 持 正

常 服 務 。  

 

 

 

由 香 港 大學 建 築 學院 社 區項 目 工作 坊 提供 的 重 建外 觀 設計

圖 。 圖 中箭 咀 所 示部 份 為方 便 運送 病 人的 斜 坡 通道 。  

 曾 是 沃 土社 公 共 衛生 隊 成員 、 現任 昂 洞衛 生 院 院長 田 蕊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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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君瀚教授提供兩個設計構思，其中一個完全重建的構思，已經得到當地衛

生局、田蕊院長及沃土社共同同意採用。方案以為內地鄉鎮級衛生院提供一

個設計典範為目標。重建計劃正在順利進行當中，但由於項目所需的費用龐

大，為使更多貧困農村農民受惠，本社仍在努力募集善款，以期使這所全國

首家慈善醫院能於 2012 年 12 月正式投入服務。  

 

3.2 慈善婦科病診所  －  「家康診所」  

 「家康診所」本年度共為最少 1,300 位婦女提供免費的定期婦科病檢查

及低收費的小病治療服務。為了讓行動不便或居住於偏遠地區的居民同樣得

到醫療服務，「家康診所」的專業醫療團隊巡訪了 30 條農村進行檢查及治療。   

 由於年輕一輩多外出打工，大部分留守在村內

的婦女大多年紀老邁或文化程度較低，嚴重缺乏對

婦科病知識。「家康診所」的醫療隊伍以簡潔易明

的掛圖向病人講解各種常見婦科疾病的徵狀和處

理方法。同時，我們已在 27 條農村成立了由當

地婦女和村醫組成的婦女健康小組，傳授個

人衛生知識及預防疾病的方法，並為小組成

員提供培訓，推動受培訓後的婦女提高村民對健康與衛生的關注。   

 

 另一方面，「家康診所」湖南省保靖縣縣城的門診部亦繼續為貧困的病人提供費用減

免，使未能負擔沉重醫療開支的病人享有基本的接受治療的權利。 

 

「家康診所」門診服務統計  

 

「家康診所」服務統計  

服務類別 數目 

巡診村落數目 30 

經檢查確診婦科病人數 715 

經檢查確診內科病人數 520 

成立農村婦女健康小組數目 27 

 

碗米坡鎮駝背村義診  

 

 

在大妥鄉山河村進行衛生教育  

 項目 服務人次 

1 陰道鏡檢查 353 

2 婦科陰道沖洗上藥 41 

3 宮頸息肉摘除 30 

4 微波治療 21 

5 紅外線治療 64 

6 靜脈注射 271 

7 肌肉注射 294 

8 健康諮詢服務 301 

9 轉診 10 

婦科病求診總人數 825 

非婦科病求診總人數 173 

總求診人數 998 

電話回訪個案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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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校健康中心  

 學校健康中心項目旨在提升學生、老師及家長的衛生意識，鼓勵他們積

極改善學校的衛生情況。此項目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支持。項目過去一年完成的

工作包括︰  

 

 健康及衛生教育  

本社共編輯和出版了十三套健康教育材料，增強學生對個人衛生意識。

我們也在各校推廣校園衛生運動。透過校內清潔比賽，鼓勵老師及學生積

極參與監察校園的清潔衛生。我們亦每月檢查學校食堂及宿舍的衛生情況，督

促學生和學校教職員在參與活動中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改善學校醫療服務  

我們今年檢討各校校醫的工作成效，針對校醫制度提出建議，包括更換

不適合人選、提供培訓、調整工作和提供配套等。另外，我們繼續資助學

校衛生室購買藥物及常用醫療器材，使學生患小病或受傷時可在校內接受治療，費

用遠較外出治傷治病低。同時，校醫亦積極協助本社的醫療團隊進行常規學童身體

健康檢查，為患重病的孩子提供轉介服務。 

 改良食堂餐單  

我們在香港註冊營養師協助下，草擬了一份適合貧困農村的營養餐單，

我們的目標是在盡量不增加學校成本的前提下，幫助學生達至均衡飲食，

促進學生健康成長，以改善學生因營養不良而致病的情況。此份餐單已

經為各項目學校飯堂採用。我們同時為食堂人員提供營養知識及餐單設

計的培訓。此份餐單廣受學校認同。保靖縣教育局更有意要求全縣所有

中小學的食堂實施該餐單。  

 舉辦家長衛生及健康教育活動  

在學校以外，孩子家中的衛生環境及飲食習慣與他們的健康亦息息相關。

因此，我們在各村進行家長講座，並組織家長小組在村內舉行活動。健

康中心成立兩年間，家長和孩子均表示，他們的個人及家庭的衛生健康

知識大大增長。  

 改善學校衛生設備  

學生擁有基本的健康知識，仍需要有相應的衛生設備的配合，才可改善

學生的衛生習慣。因此，我們資助貧困學生購買日常衛生用品，並展開

學校翻新工程項目，為學校興建和改善與衛生息息相關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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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10 至 2012 年學校健康中心項目推行期間，本社為超過 12,367 位學

童進行身體檢查，我們十分欣喜似乎大部分常見疾病的患病人數都減少了。 

 

常見疾病小統計 

  
2010 年 12 間 

學校患病人數 

2011 年 14 間 

學校患病人數 

2010-11 年 

改變百分比 

近視眼 1596 1831 -1.7% 

營養不良 11 1 -92.2% 

皮膚病 244 430 51.1% 

齲齒 1340 1516 -3.0% 

呼吸道疾病 (鼻炎+上感) 593 690 -0.3% 

腸胃炎 55 48 -25.2% 

陳舊性扁桃體炎 949 696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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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2 -26.3% 

總檢查人數 10989 12367 -3.5% 

學生總人數 12004 12367 -11.7% 

 

此外，各學校的校舍衛生亦有明顯改善。  

 

改善學校食堂設備  改善校食堂設備  

2010 年白坪學校食堂  

2010 年清水中心完小學學

生宿舍  

2011 年清水中心完小學  

學生宿舍  

2011 年白坪學校食堂  

 

 我們有幸見證各校在參與計劃兩年後，逐步實現改善學校衛生教育及環

境、加強學生個人衛生常識和習慣、預防各種常見疾病在農村和學校傳播等

目標。我們期望這套低成本而可持續的工作模式，日後可為這 14 所學校的學童，

以至其他農村學校的學生，帶來更健康的身體和更開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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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校翻新工程  

 學校健康中心計劃在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鼓勵下在 2011 年 9 月開展，

原因是我們喜見大部分參與學校健康中心的學校的老師和學生的個人和公共衛生意識逐

漸提升，由於學校缺乏和衛生有密切關係的基礎設施，以至學生無法貫徹個人和公共衛

生習慣，缺乏條件養成每天洗澡和常洗手等日常衛生習慣。另一方面，資金短缺導致學

校校舍日久失修，許多學生宿舍的木床和窗戶都非常破舊。有學校宿舍更曾發生木床倒

塌的意外；而破損的窗戶在嚴冬時更令學生直接暴露在凜冽寒風之中，對學生的安全和

健康構成巨大威脅。 

 

 有見及此，在傅德蔭基金會的慷慨支持下，本社共資助了 9 所參與學校健康中心計

劃而又急切需要翻新的學校，於 2011 年 11 月初開始逐步更換學生宿舍的木製雙層床、

窗戶和進行水利工程，當中包括興建和翻新浴室、興建蓄水池和進行水管接駁工程等，

以使學生可以盡快在安全和溫暖的校園裡學習。所有工程已於 2012 年 2 月全部完成，總

資助額為人民幣 434,000 元。為確保工程質量，除當地設計院的專家，我們也邀請了一位

有豐富內地工程經驗的香港專業結構工程師驗收每一所學校的工程。 

 

 工程前 工程後 

花橋中學 

  

 
花橋中學大部份教室和學生宿舍的窗戶 

都非常破舊。 

學生宿舍窗戶都安裝了鋁窗。 

清水小學 

  

 全校 600 多名師生原本只有 6 個水龍頭可用, 

沒有浴室, 供水來源也十分不穩定。 

獲資助興建一個蓄水池、洗滌池、兩個浴室和相關水管 

工程，改善了師生的用水情況，有助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 

 

 

  

本社衷心感謝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對學校健康中心項目

及學校翻新工程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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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貧困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手術治療轉介計劃  

 中國每年約有 15 至 20 萬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嬰兒，大部分身處於經濟條件落後的地

區。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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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僥倖活至成年的

孩子，亦可能因發育不良，而導致身體機能出現殘缺，喪失工作能力。本社自 2010 年 11

月起便參與了由中國星火基金會、北京愛佑華夏慈善基金會以及廣州軍區總醫院發起的

「華南五省孤貧患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手術治療」資助計劃，由本社轉介湖南省保靖縣合

資格的 2 至 14 歲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貧困兒童，到廣州軍區總醫院接受手術治療。計劃

可資助總手術費用的一半，並會同時協助兒童的家人透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計劃報銷醫

療開支，進一步減輕病童家庭的經濟負擔。 

 

 2011-2012 年度，本社共成功轉介六位先天

性心臟病患兒童進行手術，他們分別是第三批

前往治療的梁舒琴、麻俊傑、胡嘉琳和向宇娟，

第四批前往治療的彭元，及第五批前往治療的

梁安寧。本社亦曾探訪手術成功回家的孩子，

各人已逐漸康復，投入正常生活。      沃土社探訪彭元的家庭 

 

 

 

 

 

 

 

本社職員陪同彭元入院進行手術  出院後的彭元 

 

4. 宣傳及教育工作 

4.1 山區愛心服務團  

 我們一直深信千里探訪的情誼比金錢捐助更彌足珍貴，因此每年均舉辦數次「山區

愛心服務團」。我們分別於 2011年 8月及 12月舉行了愛心服務團，總共有 29位來至香港、

日本及上海的義工參與，探訪了 6 條村落、6 間小學及 3 間中學。義工們考察了學校的環

境、課室、宿舍及食堂的衛生，了解學生膳食營養等資料，並和學童進行和衛生常識相

關的活動和遊戲。義工也探訪了農村的貧困戶、大病戶、婦科病人及留守兒童，並住宿

在農民家中，深入了解貧困農村的生活情況及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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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山區服務團  

 2011 年 8 月 12 至 8 月 17 日，13 名義工與沃土社的內地團隊到訪了湖南保靖縣水田

河鎮翁科村，向山區的兒童及家庭送上最真摰的祝福。我們探訪了 20 多個患有婦科病及

大病的病人家庭，關懷被疾病纏身的貧困村民，亦到了當地的翁科學校，除了教授學生

簡單英語外，更向各級的學生教導正確的基本衛生常識，培養他們的衛生習慣。而「家

康診所」的人員則為翁科村 130 多名學童的家長進行免費身體檢查。 

 

團員教授學生健康衛生常識 

 

團員與學生玩遊戲 
 

向學生派發衛生用品 

 

 

冬季山區服務團  

2011 年 12 月的冬季山區服務團中，我們與 16 名來至香港及上海的義工一同出進湖南省

保靖縣進行山區考察。義工們到訪了駝背村中學及昂洞小學與當地的中、小學生進行健

康教育課，互動遊戲及開展留守兒童活動；並參觀了花橋小學、花橋中學、水銀他蔔小

學及碗米坡鎮普溪村，瞭解沃土社在當地各項目的進度及運作。 

 

 

 

 

 

 

 

    義工們於駝背村中學與學生畫畫，為病人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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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更換了宿舍鐵床的花橋中學    參觀碗米坡鎮普溪村圖書室 

 我們亦分別到普溪村、迎豐村及昂洞村探訪貧困的家庭及昂洞衛生院的病人，瞭解

他們的生活情況，送上支持與關懷。同時，部分義工亦到了昂洞衛生院，詳細瞭解醫院

現行管理和運作架構，並與衛生院的職工面談，為本社開展昂洞小型慈善醫院計劃作準

備。我們亦安排了和保靖縣環保局官員會面，了解縣的垃圾處理政策和發展方向，為本

社日後可能開展相關工程打好基礎之餘，亦使義工對貧困地區政府政策的運作有更深認

識。  

迎豐村探訪貧困家庭 

 2011 年英語教師培訓營當中有兩位在培訓營過後，繼續在貴州遊歷。在旅程中，他

們發現了貴州沿河縣的豐岩村的情況非常惡劣，回港以後把情況告訴我們。於是，這次

冬季團當中部分義工到訪了貴州省沿河縣土地坳鎮豐岩村，瞭解當地情況。以下是其中

一名團友對當地的描述： 

節錄 

 

 

 

 

 

 

 

 

  

途中有紅紅的楓葉，景色真的很漂亮，但畢竟這些一樹一木都是繁茂地生長在

一個沒有人願意開發的地方，那是另一番感覺。說這是學校，這是校舍，教室

設備，想要用標準教室來評一下這地方，好像統統不對。這個學校是老師家屋

子的一部分，就用帆布圍起一邊，室內有小桌小椅，四十來個孩子每天來這裡

學習。雖然山很陡，但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都需要在山上唸比較正規的學校。孩

子在鎮上唸書，不單費用高，還要獨立生活。因為家長一般要在村裡幹田活，

所以年紀較少的孩子(學前班到二、三年級) 一般都留在村子裡唸書，但村子裡

能提供的就只有這個簡陋的環境。 (團友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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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當地的需要，本年度沃土社為豐岩村小學籌募一筆善款，作日後支援改建校舍

之用。此外，我們亦在貴州探訪了黑水中學，並與當地的英語營學員進行了一場座談會。 

 

只有山谷較平坦可以建房子和耕種，所以必須走山路才能到達農村 

孩子們年紀少，只能在山谷用用帆布圍著教室上課 

 

4.2 公開籌款及推廣活動   

慈善義賣活動 

 本社於本年度得到著名品牌 agnès b支持，成為其一次愛心籌款義賣活動的受益機構。

MR 配合其 2011 年 3 月號「童話」專題，由 agnès b 推出 100 條限量版頸飾，於 agnès b

香港全線分店進行義賣，為本社籌得十萬元善款。另外，agnès b 於全港四十多間分店放

置籌款箱及本社小冊子，令更多公眾瞭解本社的工作，也使本社可以得到更多善款，幫

助貧困山區農村學校的健康衛生發展工作，為貧苦孩子送上溫暖。 

 

 

  

 

  

 

 

 

   

   

 

介紹活動的“MR”雜誌          限量頸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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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義工及會員活動  

 本社於 2012 年 1 月邀請了各執委會成員、會員及義工一同參與新春聚餐。義工們當

日預備了食物一同分享，沃土好友輕鬆享受聚會，同時認真地就本社來年的計劃提出意

見。 

 

 

4.4 公開講座 

 本社於2011年12月3日舉行了一場名為「我們的農村」的公開分享會，由本社的內地

同事親自向公眾介紹內地貧困農村的真實情況，分享他們在推行項目時遇到的困難。會

上更播放了以現時為沃土社內地辦公室助學幹事的石遠福老師為主角的紀錄片「我們的

老師」。雖然紀錄片於2002年拍攝，但片中反映的農村教育問題，例如代課老師極差的

待遇和兒童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等情況，至今仍然十分普遍。此外，昂洞衛生院的院

長田蕊醫生亦向參加者介紹了本社的昂洞小型慈善醫院計劃。 

 

  

本社顧問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成員與內地辦公室到

港同事合照 

石遠福老師向觀眾介紹內地農村兒童失學情況和推行助學

工作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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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社行政 

5.1 網上項目管理平台 

 沃土社現時的工作管理模式主要依靠義工決策，然後由義工與職員共同執行，或由

職員輔助義工執行。隨著本社由一個規模較小和提供單一服務(即助學)的機構發展至多種

服務，服務人數也大幅增長，不少過往的工作管理制度顯得難以跟上要求。面對缺乏行

政支援的困難，職員往往需要花極多時間處理協調、溝通、交換訊息和歸檔等行政工作；

義工參與時，也不免要花費較多時間幫忙處理行政工作，才能推動項目，令原本已經十

分緊絀的人力資源不能有效善用。 

 沃土社在本年度積極檢討及提升行政架構的效率，並在傅德蔭基金會的慷慨支持下，

著手建立一個網上項目管理平台，促進義工和職員、和職員與職員之間的溝通，使現時

和有興趣參與的義工都能更方便快捷地了解、參與及跟進本社的各項工作，提升本社的

工作效率之餘亦可增加義工們的投入感，鼓勵更多有心有力的朋友加入沃土的行列。平

台目前已在最後設計階段，預計於2012年7月份正式投入服務。 

 

5.2 內地辦公室職員到港培訓及考察 

 2011 年 12 月 1 日，5 位沃土社內地辦公室的資深職員和其家屬到訪香港，展開為期

5 日 4 夜的考察和學習之旅。是次考察團旨在使內地辦公室的同事可在香港參加培訓，提

升他們的工作和項目管理能力，加強兩地辦公室之間的溝通，確保各個項目均得以順利

執行。 

 

 
 

歡迎晚宴 各位亦於緊密的工作行程中抽空遊覽香港不同的

景點 

 除公開講座，行程還包括參觀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位於觀塘的診所、一位私人執業

資深婦產科楊醫生的醫務所，以及將軍澳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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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楊醫生的醫務所 到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位於觀塘的診所，向一所大型慈善

診所取經 

  

到將軍澳醫院，參觀現代化的醫院設備 參觀「中國教育小組」及沃土社創辦人的母校香港大學 

 

本社謹此感謝將軍澳醫院、香港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和楊兆聯醫生的鼎力幫忙。 

 

5.3 「明施慎選」(iDonate) 評審沃土社為「滿分」慈善機構 

 慈善團體評級機構「明施慎選」iDonate (http://www.theidonate.com/) 於2011年6月推出

的慈善機構評級對沃土社作出了評核。報告在籌款效率、籌款費用、項目費用、員工費

用和行政費用等全部項目皆給予沃土社10分的滿分, 並形容本社雖然「規模很小，全年支

出約71萬港元，但各項指標拿滿分，極度難得」! 報告詳情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theidonate.com/charityindex/interruraldev  

  

 本社謹此感謝「明施慎選」對我們的鼓勵和認同，並會積極跟進他們提出的建議，

使公眾可以更有效監察我們的工作。我們更要感謝沃土社的顧問、捐贈者和義工一直以

來對我們的支持和信任。我們會繼續努力, 與大家並肩，以協助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改善生

活和提升他們的發展能力為己任。 

 

  

http://www.theidonate.com/�
http://www.theidonate.com/charityindex/interrural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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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香港大學 “SERVICE 100” 介紹沃土社 

 沃土社由一群香港大學的學生在畢業後創立，其

前身為香港大學的學生組織「中國教育小組」。香港

大學“SERVICE 100”於2011年的通訊刊登了有關沃

土社的介紹。（詳見以下連結：

http://100.hku.hk/service100/story.php?s=46） 

 

5.5 明報訪問 

 本社召集人何榮宗博士在2011年7月24日接受了明報的訪問，內容

主要圍繞本港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及小型慈善機構籌款時所面對的困難。 

 節錄 

 

 

 

 

 

 

 

 （全文: http://blog.age.com.hk/archives/4789） 

  

5.6 內地「湘西教育網」報導沃土社教育項目 

2011年8月，內地網站「湘西教育網」刊登了兩篇報導，介紹沃土社在湖南省保靖縣的教師支援

項目，分別描述本社頒發「優秀農村教師獎」的情況和在貴州舉辦的英語教師培訓營。 

（全文：「香港沃土關愛湘貴農村教育」http://www.xxedu.cn/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73 

「香港沃土發展社重獎保靖農村優秀教師」http://www.xxedu.cn/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08） 

 

過去一年，全賴沃土社的顧問、捐贈者和義工的支持， 

使我們能夠繼續在偏遠的農村中為村民提供基本的醫療及教育服務。 

我們衷心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們的信任。 

我們定當繼續努力， 

與大家並肩為協助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改善生活 

和提升他們的發展能力而儘力。 

 

 

           

香港沃土發展社  

執行委員會召集人  

何榮宗博士  

2012 年 4 月 20 日  

 

            

香港沃土發展社  

執行委員會義務秘書  

潘愛儀  

2012 年 4 月 20 日  

「以沃土為例，籌款每100元，成本只需一元，籌

款費用佔機構的總支出不足1%。這些細分數據，

並沒有規定慈善機構一定要披露，但他們規模

細，知名度欠奉，在缺乏公眾捐款和私人關係的

情況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詳盡披露，並放到網

上，讓捐贈者增加信心。」    何榮宗博士 

「審閱眾多報告，沃土給我印象較深，

是因為他們以很小的規模運作，仍能取

得全部滿分，非常罕見。一般而言，慈

善機構較大的開支是租金和員工薪

金，細機構在這方面的表現往往比較吃

虧。」   「明施慎選」創辦人溫澤君 

http://100.hku.hk/service100/story.php?s=46�
http://blog.age.com.hk/archives/4789�
http://www.xxedu.cn/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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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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龔偉瑩女士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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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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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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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2009-2013 年 

黃慧賢 (副召集人) 社會服務機構研究員 2009-2013 年 

鄭瑞昊 (財務秘書)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3 年 

潘愛儀 (義務秘書) 公司高級教育顧問 2009-2013 年 

施育曉 (研究及項目)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3 年 

劉佩雯 (籌款) 註冊社工 2009-2013 年 

吳映霞 (籌款) 基金會行政人員 2009-2013 年 

譚嘉儀 (籌款)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3 年 

陳可兒 (捐款人及義工聯絡)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3 年 

林嘉強 (項目及出版)  醫療服務行政人員 2009-2013 年 

葉嘉寶 (義工統籌) 註冊社工 2009-2013 年 

蔣慧儀 (籌款) 小學英語教師 2009-2013 年 

洪輝   (行政統籌) 公司行政人員 2009-2013 年 

陳學嵐 (研究) 醫療機構行政人員 2011-2015 年 

賴世聰 (義工聯絡) 紀律部隊人員 2011-2015 年 

蔡嬋娟 (捐款人聯絡) 大學學生輔導員 2011-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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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職員名單： 

香港辦事處 

香港辦事處項目幹事 梁語剛  

香港辦事處項目幹事 嚴祉琦  

內地辦事處 

內地辦事處總經理 石遠華 

家康診所內科醫生 劉運生 

家康診所婦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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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茜 

教育及行政幹事 曾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