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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沃土發展社自2003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
推動中國貧困農村發展。過去一年，我們在教育及醫
療服務方面，持續優化固有項目，取得理想進展，更
首次參與網上眾籌，獲得踴躍支持，得以開展新的留
守兒童項目，令我們感受到當地社區的支持、信賴及
期許。過去一年我們數個綜合社區發展項目都已執行
完畢，我們有機會在去年和接下來的日子較全面地審
視項目為我們開拓出的新視野和累積的經驗，並加以
完善和整理，期望能成為具推廣價值的服務模式。在
社區推廣方面，沃土社首次組織香港大專生到內地實

的農村服務實習；我們也有幸與商務印書館聯手舉辦
舊書義賣籌款活動，得到廣大市民的大力支持。
感謝各方友好的捐助、支持和祝福，沃土社得以
繼續紮根在湘西保靖地區及貴州省沿河縣，並不斷加
強核心項目和擴大服務範圍，推行各種試驗式發展項
目，幫助更多需要支持的老人、婦女、兒童和病人。
展望未來，沃土社將致力鞏固和深化現有項目，並開
拓更多可持續發展農村的方式，協助中國貧困農村全
面發展，在貧困山區散播善良的種子。

習，共廿多名參與學生於內地辦公室度過接近一個月

教育

醫療

綜合社區發展

社區推廣

1. 小黑板助學計劃

1.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

1. 沙灣村綜合

1. 內地農村

發展先導計劃

服務實習計劃

2. 農村社區服務中心

2. 山區愛心服務團

3. 經濟發展項目

3. 籌款活動

2. 農村發展培訓計劃
3. 留守兒童支援

2. 家康診所
3. 學校健康中心項目

4. 德育心理健康課程
4. 保靖縣
5. 木坪村小援建計劃

文化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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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項目

小黑板助學計劃

個服務區域
湖南省保靖縣
湖南省古丈縣
貴州省沿河縣

3
3
10
43
1,188
>550萬
大發展方向
教育項目
醫療項目

綜合社區發展項目

萬元人民幣的眾籌金額
用以開展留守兒童項目

所中小學校

參與學校健康中心項目

名累積資助學生
元人民幣的
累積發放助學金

中國內地政府雖然推行

基本權利，但對出生於農村貧

「兩補一免」政策，為農村貧

困家庭的孩子，安坐學校接受

困家庭學生提供學費資助和補

教育成為了奢侈品。為實現每

貼，但集中辦學政策令大量家

位孩子的「讀書夢」，沃土社

住偏遠農村的學生必須到鄉鎮

自創立以來一直推行「小黑板

中心學校上課，同時必須留宿

助學計劃」，令孩子能夠安心

學校，過著一星期五晚留宿學

上課，讓農村新一代有機會以

校的生活，接踵而来的是眾多

知識改變命運，找到屬於自己

雜費、住宿費等，即使農村貧

的一片天空。計劃至今資助達

困家庭獲得國家補助，要供養

1,188名學生，助學範圍包括湖

孩子上學的代價依然高昂，構

南省保靖縣及古丈縣，以及貴

成一大經濟壓力，還未包括因

州省的沿河縣。於2016至2017

突發事件或家庭變故所帶來的

學年，我們更首次設立獎學金

影響。因此，很多孩子即使學

計劃，集中支援升讀大學的受

業成績優良，熱愛學習，也可

助生。

能因家裡的經濟壓力而放棄繼
續升學；勉強升學的，其家庭
很可能因此而欠下不菲的債
務。

湖南省保靖縣 (78.04%)

湖南省古丈縣 (22.33%)

貴州省沿河縣 (10.74%)

2016-2017年資助學生（按年級）

本年度我們共資助419位
貧困生就學，總助學金額為人
民幣786,300元。每學期初，
沃土社內地辦公室職員會親自

教育本應是每個孩子的

2016-2017年資助學生（按地區）

小學 (8.11%)
高中及中專 (30.55%)

初中 (26.25%)
大學及大專 (35.08%)

走訪受助生的學校或村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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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項目

農村發展培訓計劃

助學金親手交到學生本人或其家長

為培養學生對家鄉的歸屬感，

求，往後發展項目時能夠更紮實地

手上。我們亦在傳統的書信以外，

並透過學生的個人角度更多地了解

落實在當地社區，真正提供「想村

開設多個網上社交群組，通過微

農村的真實面貌，作日後發展項目

民所想」的社會服務。

信、QQ等新媒體恆常與受助生、
已畢業受助生及受助生家長保持聯
繫，讓學生和他們的家人在生活上
遇上煩惱、困難或突發事故時，能
夠隨時聯絡我們，向他們提供適切
的協助。為鼓勵助學生在同輩之間
的交流，我們定期舉辦聯誼活動，
邀請受助中學生和大學生，以及已
畢業工作的前受助生，在活動中彼
此支持，分享個人的成長經歷，培
養學生更積極正面的態度。我們希
望讓受助生感受到家人和朋友以外
的關心和愛護，變得更加自信自
愛。未來我們會積極為助學生提供
更全方位的支援，包括嘗試提供輔
導服務、升學及就業支援等等。

“

的參考，我們鼓勵助學生透過撰寫
農村研習報告，以有系統的研究方
式，考察和了解農村發展，解讀這

這蔚藍天空，屬於每一個
人，即使沒有翅膀，每個
人也有翱翔的權利！學弟
學妹們，堅持就是希望！
— 彭章順先生：「小黒板助學計劃」的前
受助生，在沃土社的資助下於2015年
大學畢業，後於深圳工作，現正籌備創
業，於2016學年開始成為助學計劃捐款
者，資助保靖縣的學弟學妹。

片養育自己成長的土地之環境、文
化風俗、基礎建設、生活需求等，
分享並就問題提出己見，建議改善
方法。同時，我們亦為大專生提供
在沃土社內地辦實習崗位，讓同學
預早裝備自己，能夠立足農村的同
時，放眼將來，為日後投身社會而

”

作好準備。
過去一年，每位受助生均利
用空餘時間在其所屬村落調研，完
成農村研習項目。本社職員會把助

在實習計劃方面，我們於
2016年暑假共招募兩名受助生於
內地辦公室進行實習，一方面讓她
們在實際工作中學習策劃及執行活
動、處理問題與待人接物的技巧，
另一方面通過參與規劃和執行農村
社區服務，啟發她們畢業後為家鄉
發展和慈善服務作出更多貢獻。
經過將近兩個月的實習期，實
習生均表示自己變得更有自信，溝
通技巧、分析能力及辦公室文書能
力大有改善，並更有信心在未來就
業時能夠迅速適應工作環境。

學生的研習報告重點總結，將具實
踐性的建議歸納，期望以學生的視
度，分析和探討區內的社會服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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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項目: 留守兒童支援

築建留守兒童家園項目

留守兒童成爲中國近年受人關注的社

益日進行群組募捐，成功籌得人民

各類體驗式教育活動、社會實踐活

校訊息，發放彩虹樂園活動花絮

會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青壯年

幣10萬元，於2016年10月正式推

動及輔導服務，期望對孩子作長期

等。項目又定期邀請專家開展家長

農民走入城市，遺留下的是一班農村留守兒

展「築建留守兒童家園項目」，這

深度跟進。項目同時也會多關注特

講座，與孩子的父母共同關注孩子

童。2016年11月民政部首次對外發布中國農

也是沃土社首個成功透過眾籌方式

殊兒童，如學困、性格孤僻、行爲

的成長，並建立義工團隊，為孩子

村留守兒童的數據，指出農村留守兒童高達

展開的項目。

偏激等孩子，並把留守兒童與其他

提供充足的社區支援。項目展開至

孩子集中一起活動和遊戲，避免標

今，學校、家長、村民、義工及孩

籤效應。

子等持份者反應正面，我們期望以

902萬人，但此數字僅包括16歲以下孩子；
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監護人官方統計

而在此之前，很多報告和媒體發布的數據均
顯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人數達6,000萬。
人口數據或有差異，但不可質疑的是留

項目在昂洞村村小內設立「彩
虹樂園」關愛室，以一年時間與學
校老師、社會義工等，共同為小學

除此之外，我們為家長及孩

一至六年級共42名留守兒童，提供

子監護人建立微信群，提供孩子在

此項目探討關懷農村留守兒童的最
佳模式。

守兒童數量龐大，農村內幾乎每家每戶都有
孩子是留守兒童或將成爲留守兒童。父母在
孩子成長的關鍵時期缺席，讓孩子經歷長期
的單親監管或隔代監管，甚至是他人監管或
無人監管，缺乏適當的關愛及家庭教育，容
易產生價值認識上的偏離，大大影響孩子的
心理質素和發展。部分孩童甚至因此養成不
隔代監管 (805萬名)

無人監管 (36萬名)

單親監管 (31萬名)

他人監管 (30萬名)

（數據：民政部於這2016年底發布的官方數據）

良習慣，如聯群結黨破壞甚至犯罪，成爲社
會的重大隱憂，形成嚴重的社會現象。
有見及此，沃土社致力推展留守兒
童支援計劃，透過內地騰訊公益發起的9.9公

透過微信把孩子的近況及活動照片傳給在外打工的家長，拉近父母與孩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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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項目: 留守兒童支援

教育項目

新1001夜睡前故事公益項目

國家推行集中辦學政策，關

對成長議題的思考；同時培訓老師

如今大部分參與學校的故事播

閉不少農村小學，令鄉鎮中心學校

說故事的技巧，通過故事進行品格

放運作已步入正軌，維持未來繼續

的住宿人數急升。住宿學生通常星

教育，豐富老師的教育手法和學科

播放故事的光碟經已送予各學校負

期五下課後回家，星期日下午回校

內容。

責人，沃土社職員將定期聯絡跟進

準備星期一上課，一周五晚留宿學
校，比在家裡的時間還要多。奈何
學校普遍未有額外資源和系統化的
制度照顧住宿生，只提供最基本的
膳食和人身安全照顧，令孩子在對
外界事物充滿好奇的成長階段中，
缺乏合適的疏導和照料，長期處於
「天生天養」的狀態，忍受單調乏
味的寄宿生涯，限制孩子往後的心
智成長。

自2014年9月起至今，項目在
湖南保靖縣及貴州沿河縣的小學及
九年制學校推行，現時兩地共52所
學校持續播放故事，總受惠寄宿生
超過13,000人。項目開展以來，老
師及學生反應熱烈，寄宿生非常喜
歡睡前故事廣播，為他們沉悶的寄
宿生活添上趣味，亦可從每晚播放
的小故事中學習更多待人接物的道
理，培養正面的態度。不少老師提

沃土社在施永青基金有限公司

出項目能夠潜移默化地提升學生多

的資助下，與北京公益機構歌路營

方面能力，包括閱讀理解、寫作、

合作推行「新一千零一夜：農村住

人際關係等。對駐校老師而言，睡

校生睡前故事公益項目」，通過每

前故事吸引學生安靜躺在睡床上聆

晚給寄宿生播放有趣益智的故事，

聽，慢慢進入夢鄉，改善宿舍秩

為寄宿生活增添樂趣，擴寬學生視

序，老師的管理壓力也得以大大減

野，增強農村學生對世界的了解和

輕。

並收集學校及學生的意見回饋。

德育心理健康課程

中國內地學校的教育一直偏重

理發展階段、孩子品德成長上的需

的事業發展，以此鼓勵學校及老師

學術能力培訓，教學模式死板，課

要，讓當地老師透過小組活動、工

更積極參與項目。

堂教學單向，忽略學生品德培養及

作紙、課外延伸活動等提升教學互

心理成長的重要。另一方面，單在

動性，配合特設的多媒體德育課

沃土社的重點服務地區保靖縣，每

室、德育老師培訓，協助當地教師

所學校的農村留守兒童人數佔全校

為三至五年級學生提供合適的支

學生人數六成以上，孩子在家中缺

援。

乏合適的家庭教育，在學校得不到

項目開展至今兩年多，為確保
項目成效評估的科學性及客觀性，
沃土社榮幸邀請到香港德育教育專
家、香港浸會大學兒童發展研究中
心主任馬興強教授與其研究團隊，

本年度為項目在兩所試點學校

擔任顧問和評估單位，通過系統科

開展的第三個年頭，課程已從三四

學的研究調查和評估工具，對課程

年級，進一步涵蓋至五年級，受益

的成效作出專業的評估，用以研究

自2014年起，沃土社得到葉

學生總共為447名。為對老師提供

及日後課程推廣之用。未來我們將

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資助，開

更多的支援和鼓勵，項目已計劃未

持續優化課程設計，完善課程內容

發德育心理健康課程教案，在保靖

來由課程設計者兼香港資深導師定

和教授模式，以期望日後將此德育

縣兩所農村小學──清水小學及夯

期為每位老師提供個人指導及遠程

教學服務推廣到更多農村學校。

沙學校引入開放式德育教學。課程

視像培訓，同時建立德育專業老師

教案配合農村學生的特點、兒童心

資格認定準則，希望有助德育老師

老師理想的心靈引導，對兒童的長
遠心理發展及人格成長極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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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項目

木坪村小援建計劃

土地坳鎮木坪村位於貴州省沿

學校目前開設幼兒班、一年級

河縣的北部，是縣內其中一個最貧

及二年級共三班，截至現時2017

困的地區。作為教育局認可的村小

春季，學校共有2名教師及45名學

教學點，木坪村的教育條件卻嚴重

生。沃土社將會以此學校作為未來

落後，學校一直只靠租借老村長的

組織服務團的主要服務地點之一，

房舍作臨時教室，設備簡陋惡劣，

希望同時也為當地的學生持續提供

嚴重影響學生上課質素。

後續支援。

在培才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的支
持下，香港沃土發展社完成木坪村
馮紹禹紀念小學的重建計劃，新校
舍亦已在2015年的秋季學期開始
正式投入服務，並在2016年4月至
8月對學校的非結構性項目進行修
正，及後為學校購置全新的學生桌
椅，取代殘舊的桌椅，讓木坪村和
鄰近村落的適齡學童都得以在安全
和舒適的環境中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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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項目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

沃土社自昂洞基層慈善醫院

建築成本

超過200萬元人民幣

落成日期

2014年4月

設計理念

以人為本；

醫院，為當區居民提供公共衛生服

無障礙式設計 ；

務，致力解決貧困農村「看病難、

貼近當地原生態 ；
半開放式病房設計 ；
中庭和天台為公共空間 ；

新大樓2014年投入服務以來，一

看病貴」的問題，並持續改善當
地的醫療面貌，打造優秀的營運模
式、管理制度和健康推廣模式，包
括：
在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基礎

建築設計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村架構

上，以慈善爲宗旨，為醫院轄下

項目經理

Maggie Ma @多磨建社

地區的低收入群體（低保戶、建檔

獲頒榮譽

RIBA 優秀建築國際年獎

WA 中國建築獎：社會公平獎佳作獎

傳；

直與醫護人員合作以慈善理念營運

採用空心磚，營造獨特光影效果

芝加哥建築雙年會 Curry Stone 設計獎

婦女，並作出針對性的健康教育宣

立卡戶、殘疾人）提供醫療費用㵴
免；
加強公共衛生工作，包括到
各村巡診和舉行健康講座等，致力
透過各種推廣策略、村民動員，在
提倡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方面做出
成績；
定期查訪慢性病人、老人及

昂洞醫院未來將以中醫理療
服務和康復治療服務為重點，希望

前往鄰近村小進行健康檢查
及個人衛生教育；
為殘疾人士提供復康訓練及
治療，協助安裝家居扶手等；
由沃土社資助醫院增聘醫務
人員，解決編制人員不足的問題，
讓慈善醫院得以專心服務當地村
民。
於2016年底，我們喜知昂洞
基層慈善醫院獲英國皇家建築師協
會評選爲全球二十一個最優秀的建
築之一。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對醫
院的肯定，除了是因爲醫院引人入
勝的建築結構，也因評審團透過實
地視察，見證到「醫院上下、周遭
社區及當地政府均對醫院鍾愛有
加，醫院成爲了凝聚社區力量的中
心」。

把這兩個領域發展成專業和可推廣
的特色服務，服務殘疾人士、中風
後和大病康復病人，目標是與全縣
衛生院組成農村康復服務網絡，令
所有有需要的農村居民都能享受優
質的康復服務。
另一方面，沃土社將與醫院
合作在醫院對面建立「昂洞健康生
活館」，讓醫院的公共衛生功能以
更實體化的方式呈現。生活館會與
昂洞醫院在功能上作出結合，舉辦
各種培訓、農村衛生展覽、老人及
社區健康教育活動，並利用互動和
多媒體方式，開拓健康知識的創新
傳播方式，促進健康安全的推廣，
發展出具有特色的農村公共衛生宣
傳模式，對探索較貧困農村的衛生
醫療服務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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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健康中心項目

慈善婦科病診所：家康診所

為了使貧困地方的婦女、老人

城鎮居民帶來更好的醫療選擇。我

積極與各老人團體合作推動老人健

基於農村學校資源缺乏，對

用於推廣交流，同時鼓勵學校延續

民族中學、保靖職業中專、碗米坡

及兒童得到更方便、適切和可負擔

們亦持續以創新方式傳播健康訊

康資訊普及化和老人疾病預防運

校內的衛生設施、管理和學生健康

項目成果，互相參考學習，深化項

中學及復興九年一貫制學校，更換

的醫療衛生服務，本社於2009年4

息，與8條村的婦女小組和一家企

動。在學校健康檢查方面，我們將

知識推廣，學校往往並無系統化的

目成效。

學校殘破不全的窗戶、書桌、椅子

月在服務十多年的國家級貧困縣湖

業的建立積極合作關係，了解村民

繼續游說衛生及計劃生育委員會及

對應策略或規劃。沃土社因此於

南保靖縣成立「家康診所」。診所

及工人的健康狀況，並以短信向相

教育和體育局，將體檢列入政府為

2010年開展學校健康中心項目，

致力為偏遠農村的婦女、老人和兒

關人士宣傳家康診所慈善服務，以

學校提供的常規服務，把我們的服

並於2013年將模式推行至保靖全

童提供價廉質優的醫療檢查服務，

及提供微信互動健康諮詢服務。

務經驗設定為基線指引。

縣的40所學校，及後再將服務擴展

提升公共衛生的意識，使他們防病
於未然，避免小病拖成大病，並透
過妥善跟進長期疾病，避免村民墜

診所未來將繼續做好坐診服
務，同時按常見病、多發病的統

至貴州省沿河縣的學校，每年服務
超過24,000人。

另一方面，學校健康中心項目
繼續為學校學生提供免費身體檢查

工程於2017年1月由政府代表

為湖南省保靖縣及貴州省沿河縣共

派員與沃土社內地辦職員現場檢測

40所學校進行免費體檢，直接受益

設備的品質，並完成驗收，新添置

人數為25,020人。體檢由家康診所

的設施現已全部投入使用。

項目對提升學校衛生、學生健

職員與各地衛生院合作進行，到校

洞基層慈善醫院合力做好模範式的

康的成效明顯，因而促使保靖縣教

為學童進行免費身體檢查服務及進

村級服務，共同開發城鎮居民的康

育局將校園衛生及食宿質素等正式

行健康教育、個人衛生等宣傳，增

在過去一年期間，家康診所

復服務。我們也期望為需要到縣或

納入學校的年度考核準則，由政府

強學生的健康意識；同時亦為學校

著力推動坐診、健康咨詢及健康教

更高一級的醫院就診的病人提供專

及學校共同負責監督，進一步保障

健康工作人員進行培訓，改善校內

育，並重點加強與各地衛生院、老

業意見，減低醫患之間的信息不平

學生的安全和健康。

醫療服務水平。

人協會等合作，轉換下鄉巡診和學

等，以作為制衡醫院不當行為的一

生身體檢查模式，由直接提供服

股小力量。

循環。

務，變成協調和購買服務。診所同
時也透過宣傳活動，對外傳播診所
的慈善理念及優質服務，為村民及

提升他們的學習和住宿環境。

服務，於2016至2017年度，我們

計，開發特色服務，研究通過與昂

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惡性

及床架，以確保學生的安全，同時

沃土社未來期望把過去一直

除此之外，沃土社於2016年

以來的寶貴經驗，有系統地分類進

底在傅德蔭基金的捐助下，支持保

在巡診方面，診所未來將更積

行資料整理，配合定期回訪參與學

靖縣6所學校進行翻新工程，作為

極與各衛生院合力做好，推動各鄉

校，視察不同學校在各層面的表

學校健康中心的後續項目，對象包

鎮衛生院加強偏遠村落巡診服務，

現，分析和組織出應用手冊，日後

括水田民族中學、夯沙學校、保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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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灣村綜合發展先導計劃

碗米坡鎮沙灣村位於保靖縣

等，有助持續協助村民改善生活質

的偏遠山區，是少數民族土家族的

素，引入外來資金，並鼓勵村民保

其中一個發源地，同時也是全縣最

留和發揚土家族文化，帶動當地長

貧困的村落之一。過往因為交通不

遠經濟發展。

便，村內接近與世隔絕，只有極少
數的經濟活動，村內條件嚴重落
後。同時村內大部分村民均出外務
工，遺留下家中老弱，又無對應的
社會服務支援，留守兒童、空巢老
人多無人照料，村民生活相當刻
苦。
沃土社獲嘉道理慈善基金會的
資助，於2014年在沙灣村開展綜
合發展計劃，旨在全面改善沙灣村
村民基本生活條件，以及促進當地
的經濟、文化、醫療及教育條件。
項目開展至第三年的項目總結年
期，我們喜見項目能夠帶動和配合
不同的政府部門投入資源到當地，
包括發展當地基礎建設及旅遊業

沙灣村綜合發展先導計劃的主
要內容包括︰
與政府部門及沙灣村代表合
作，分段建造一條總長7公里的輔
路接通沙灣村的六個村組及縣內主
要公路，方便村民出入，並由香港
工程師進行驗收；

產品銷售能力和村民收入；
每年與保靖土家文化專家委
員會及碗米坡小學合作舉辦一次大
型文化活動，同時推廣土家語、土
家族山歌、銅鈴舞等，讓鄰近地區

成爲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
象。

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獨居老人佔

開拓沙灣村作為未來旅遊點的可能

老年人口過半，而農村的空巢老人

性；

問題則更為嚴峻。中民社會救助研
招請沙灣村大學或大專生爲暑

假實習生，參與項目工作；

務，爲村民提供免費身體檢查及健

民生活環境的安全隱患；

康教育。

及提供銷售、產品認證、產品包裝

快，空巢老人人口比例迅速擴大，

保留和向下一代傳承土家族文化，

34戶村民的房屋進行翻新，改善村

合專業的農牧技術培訓、考察，以

增加，加上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加

全國老齡辦於2016年底發布

結合沃土社家康診所的巡診服

村民購買種羊提供部分資助，並配

隨著農村出外打工人口不斷

的居民感受土家文化的底蘊，同時

與保靖設計院合作，為沙灣村

成立沙灣村的養羊合作社，為

農村社區服務中心

究院的同期報告也指出，每年中國
走失老人約50萬人，平均每天走失

“

全中國平均每天走失
約1,370名長者，
即接近1分鐘
就有1名老人家走失。

”

中國內地農村空巢老人比例

約1,370人，其中農村留守老人佔
大多數。在農村，針對長者的精神
慰藉、健康追踪服務嚴重不足，令
老人經歷身體機能衰退而無適當照
料，同時缺乏心靈陪伴，對生活失
去希望，情緒狀態長期低落。
空巢老人 (51.7%)

有人照顧的老人 (48.3%)

（數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成果》）

等多方面支援，提高村內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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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發展項目

沃土社因此推行農村社區服務

的生活，提升他們的健康水平及生

保靖縣縣內地域分佈廣，農村

我們期望未來與更多村落、

中心項目，以湘西保靖縣毛溝鎮如

活質素，獲得省和州老年協會的高

的村組地區人口分散，平常各家各

合作社及在地組織合作，並發掘更

景村作爲首個服務試點，設立實體

度重視，更在協會刊物中向全省介

戶彼此少有定期往來，對有效組織

靈活的執行方式，透過此項目以具

的日間老人社區中心，爲農村留守

紹。

村民和提升各村社會服務水準是一

實際好處又易於參與的方式團結農

大挑戰。為進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動

民，擴大沃土社在各農村的網絡，

員村民，同時擴大我們在農村的影

更有利沃土日後在各村裡發展服

響力，我們於2017年初探索全新

務。未來項目發展成熟後，我們希

的農村便民經濟項目，選取碗米坡

望把項目創造的利潤，投資於村內

鎮的美竹村和起車村兩個地方為試

社區服務，改善農村內的社會服務

點，成立「農村便民銷售點」，挑

質素。

老人提供日間生活照顧、醫療健康
服務以及文娛康樂的活動場所，實
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
醫、老有所學」的目標。

未來我們希望針對社區及老
人的實際需求，提供更多元和靈活
的服務，例如研究展開居家服務，
或將留守兒童照顧服務結合在中心

中心於2015年8月份開始營

原有服務，務求持續提升服務中心

運，至今共招募64名老人會員，

的影響力及效用，建立行之有效的

由沃土社招募和培訓兩名當地婦女

服務模式，推廣至其他貧困地區，

成爲照顧員，爲本村的老人提供營

協助改善國內農村老人照顧服務水

養餐和其他家政服務。中心亦與當

平。

地衛生院合作，協助建立村民健康
檔案，定期提供體檢，進行大病轉
診、陪同就醫、心理支援等服務。
中心成為了老人聚集的場所，也方
便沃土社為會員組織村內活動、公
共衛生和健康講座等。我們在過去
一年來的工作，有效豐富村內老人

選村民之間最受歡迎的日常用品，
以集體購銷的方式，集合各地村民
的需求，向廠家大量認購貨品爭取
最優惠價錢，以比一般市面零售價
更低的價格銷售予村民。除了是提
供價錢上的優惠，項目也照顧到長
期在家的長者、病患或患有殘疾的
村民，讓他們購買生活用品時，可
以選擇在家裡附近的銷售點購買，
避免必須長途跋涉進城購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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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URBAN FRAMEWORK BAOJING CULTURAL AND ART CENTRE, HUNAN, PRC
Preliminary Concept Design
15/12/16

沃土社服務長年紮根保靖縣，

當地政府未來將發展保靖縣文化藝

RURAL URBAN FRAMEWORK BAOJING CULTURAL AND ART CENTRE, HUNAN, PRC
Preliminary Concept Design
SITE IN THE CITY
15/12/16
基地在城市中

間的有機互動，進一步為村民提供
更多元化的支援。

術中心，乃集全民健康中心、民族
文化活動中心、檔案館、工人文化
宮等功能於一身的綜合式建築，旨
在照顧當地人民的精神健康，豐富
群眾的文化生活。

SITE IN SURROUNDING
基地周边

現時香港大學的城鄉架構建築
團隊正就項目進行框架設計，整個
設計階段計劃預計於2017年7月完
成。

沃土社獲政府直接邀請，與
香港大學的城鄉架構建築團隊，繼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項目之後再次攜
手合作。城鄉架構建築團隊將負責
項目建築設計，沃土社則與建築團
隊溝通，為中心未來的內容提供建
議，讓農村居民日後能夠參與其
中，以充分體現保靖縣文化藝術中
心的宗旨：以親民、節能、現代的
理念，展示為市民服務的精神，同
時體現社會人文關懷。我們期望未
來能夠推動政府以項目推動城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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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農村服務實習計劃

山區愛心服務團

沃土社於2016至2017年度，

會。實習期間參與者分成四個工作

計劃後，參與者均表示能夠透過是

沃土社每年都會提供機會讓公

上祝福和關愛。是次服務團內容包

服務團期間，每晚皆由參與同

獲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舉辦

小組，分別為農村留守兒童服務

次駐村實習，親身體會中國城鄉的

眾前往我們服務的山區探訪，考察

括探訪沃土社設於昂洞村小的「彩

學進行分享會，與大家分享活動後

「2016年暑期湖南湘西農村社區

組、農村老人服務組、農村合作經

差異及農村的困局，了解農村老百

當地服務，加深公眾對內地農村的

虹樂園」關愛室，以及設於如景村

感。透過親身接觸及交流，同學更

服務實習計劃」，於2016年6月15

濟組、宣傳及刊物組，以不同崗位

姓的生活現況及需要，同時提升個

了解，從而啟發香港社會對內地農

的農村社區服務中心，與孩子和老

能了解村民的生活日常，對農村的

日至7月5日帶領23名香港青年，

策劃社區服務，期間住宿如景村及

人意志，增長見識，和了解內地慈

村貧困人口的關注。

人進行探訪活動。期後義工去到波

現況有更深切的體會之餘，也對自

更進一步了解中國自改革開放後農

沙灣村執行項目，並探訪多戶農村

善機構的工作環境及模式。

溪村留宿，親身體驗內地農村的生

己有更多的反思。

村發展的成果和新貌，思考未來農

貧困家庭，撰寫改善服務的建議

村發展的方向。

書。

本年度沃土社與香港大學學
生會偉倫堂社會責任關注組合作，
於2017年1月舉辦為期8天的探訪

參與者的實習機構為本社內

是次實習計劃反應踴躍，報名

服務團，前往湖南保靖縣認識中國

地辦──保靖沃土綜合農村發展協

人數遠超計劃招收人數。完成實習

貧困農村實況，並向當地的村民送

活條件及居住環境，探訪村內的貧
困家庭，與村內老人和小孩展開活
動，以及到附近的普戎学校進行義
教及集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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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活動

「書送祝福」舊書義賣活動

「樂善好施書」義賣籌款活動

「沃仔新年義賣大行動」義賣籌款活動

公開籌款箱

沃土社與商務印書館於2016年合辦「書送祝福

2016至2017年度，沃土社有幸再次與香港智國集

2017年1月，沃土社與香港智愛學教育中心合作舉

沃土社於2016至2017年度繼續獲香港商務印書館

知識傳播

全城齊捐書」舊書回收義賣活動，由商

團有限公司及 Hong Kong Reads 合作，分別於

辦「沃仔新年義賣大行動」，鼓勵更多人在新春佳

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支持，允許我們在其

務印書館於多間門市收集舊書後，在4月7日至4月

2016年7月及2017年3月舉辦兩次的義賣籌款活

節為貧困山區小朋友送上祝福。是次活動收益全

旗下共27間門店收銀處擺放籌款箱和宣傳小冊子，

17日於尖沙咀圖書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書店舉行義

動。活動事前於智愛學教育中心收集舊書，連同一

數用作支持「小黑板助學計劃」，為湖南及貴州貧

得到眾多市民踴躍捐款，也讓更多市民藉此渠道認

賣，所有書籍一律以每本港幣10元作慈善義賣。該

些少數民族手工藝品，於香港大學進行義賣活動。

困學生提供教育經費及生活補助，實現孩子的讀書

識沃土社的工作。

活動得到各界善長人翁踴躍支持，籌得的善款扣取

活動收益全數用作支持「小黑板助學計劃」，幫助

夢。

行政費用後，已全數撥捐沃土社，為改善湖南湘西

面臨失學的貧困兒童重返校園。

及貴州貧困山區兒童的生活出一分力，並為當地貧
困家庭學生提供接收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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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名單：

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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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納各方專業意見完善工作。

顧問委員會成員

背景

任期

梁寶霖先生（主席）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主席

2014-2018年

呂炳強先生（副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客席講師

201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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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辦事處
項目幹事

蘇良信

項目幹事

陳麗麗

2014-2018年

項目幹事

張毓敏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4-2018年

內地辦事處（「保靖沃土農村綜合發展協會」）

葉靜漪教授

中國北京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2014-2018年

洪清田博士

香港學學會主席

2014-2018年

吳日嵐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2014-2018年

李懷敏博士

心理學家

簡淑芬女士

內地辦事處總經理

石遠華

家康診所內科醫生

劉運生

2014-2018年

助理經理（內務）

劉遠娥

榮譽召集人

2014-2018年

助理經理（教育項目）

劉茜

施育曉先生

公司行政人員

2014-2018年

何榮宗博士

執委會召集人（當然成員）

2014-2018年

助理經理（綜合項目）

王兆金

潘愛儀女士

執委會秘書（當然成員）

2014-2018年

教育項目幹事

石遠福

湯珍寶女士

英語教師

2014-2018年

教育項目幹事

曾召元

黃漢光醫生

前香港伊利沙伯醫院副院長及婦產科部門主管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項目顧問

教育項目幹事

張金平

周振邦醫生

前香港瑪嘉烈醫院兒科專科顧問醫生

昂洞基層慈善醫院項目顧問

醫療及行政幹事

秦吉鳳

市場策劃及推廣幹事

黃莉君

執行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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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各具專業知識。

執委會成員

背景

任期

何榮宗（召集人）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2014-2018年

黃慧賢（副召集人）

社會服務機構研究員

2014-2018年

潘愛儀（義務秘書）

公司高級教育顧問

2014-2018年

鄭瑞昊（財務秘書）

投資顧問

2014-2018年

施育曉（研究及項目）

公司行政人員

2014-2018年

陳可兒（捐款人及義工聯絡） 公司行政人員

2014-2018年

林嘉強（項目及出版）

社會服務機構行政人員

2014-2018年

蔣慧儀（籌款）

小學英語教師

2014-2018年

洪

公司行政人員

2014-2018年

陳學嵐（研究及項目）

醫療機構行政人員

2015-2019年

賴世聰（義工聯絡）

紀律部隊人員

2015-2019年

蔡嬋娟（捐款人聯絡）

心理輔導員

2015-2019年

冼惠心（外務 - 資源拓展）

社會工作者

2013-2017年

嚴祉琦（籌款）

社會工作者

2014-2018年

輝（行政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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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的支持！
Thank you!

CARE

SERVICE

慈善基金會

Chan Siu Chuen

Law Shuk Yee

Tsang Kwok Yuk

方自強

黃樂豪

施永青基金有限公司

Chan Wing Ho

Lee Chang Chi Monica

Tsang Yue Sin

李智豪

葉敏華

培才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Chau Wing Yi

Lee Seung Ngai

Tse Fung Shan Sandy

李智豪

葉曉康

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

Cheng Ho Yin

Leung Kai Chi

Tseng Shih Wen

呂柏浩

馮潔皓

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Cheng Sui Ho Horace

Leung Kwok Hung

Tsoi Chui Lop

呂智良

曾國鈺

嘉道理慈善基金會

Cheung Chun Ho

Li Chun Kit

Waye Sally Siu Ming

吳豪賢

曾榆茜

Chiang Wai Yee

Lin Chi Yin

Wong Hoi Sing

何世鳳

曾詩紋

公司、機構及團體

Chiu King

Liu Ka Yu

Wong Kit Man

何灼均

楊宗棠

Chynchen Associates Ltd

Chow Cheuk Sum

Liu King Ying

Wong Ping Hung

何振輝

楊筱香

Fineable Investments Limited

Chung Hei Yee

Lo Pak Chuen

Wong Ping Kuen

何婉筠

趙璟

Guardian Angels Holding Limited

Edith Wong

Lui Sai Yu

Wong Po Fong Belia

姚依遊

趙麗娜

Hong Kong Reads Literacy Promotion Society

Fung Ching

Lui Yi Shan Angela

Wong Pui Ying

姚思齊

鄭玉燕

i-Learner Education Centre

Ho Kin Ying

Mok Tai Kee Henry

Wong Siu Yung

莫泰基

鄧志達

Maxcolm Credit Limited

Ho Man Hung

Mok Yue Pang

Wong Tat Shing

容雅明

劉震宇

Morrison Hall Students’ Association, HKUSU

Ho Wing Chung

Ng Ying Ha

Wong Wai Yin

陳玉珍

韓君

Profits Consultant Company

Hon Chun Yim

Pun Oi Yee

Wu Suet Lee

陳永豪

韓春艷

Super Geometry Architects Limited

Hui Chun Keung

Raymond Chan

Yan Hiu Wing

陳佩琴

謝國平

好景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Kan Shuk Fun

Raymond Wu

Yang Kan Lu

陳寶怡

謝曉瑩

Kwan Chui Lan

Shek Yun Ha

Yau Lai Ying

梁啟智

羅雨雷

善長

Lai Sai Chung

Sin Wing Sum

Yip Hiu Hong

梁鈞澤

羅時健

Amy Yu

Lam Hiu Ying Queenie

Siu Chin Lam

Yip Ka Po

梁語剛

Au Yeung Fan

Lam Ka Keung

Siu Man Sum

Yip Mun Wah Janny

梁靜楠

Chan Ho Yi

Lam Kei Gordon

Suen Wing Chi

Yuen Cheuk Yin

張振豪

Chan Hok Nam

Lam Kwok Wing Cora

Tang Chi Tat

王水英

彭章順

Chan Sau Ling

Lau Pui Man Nancy

To Mei Yee

王炳權

黃凱聲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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