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植樹在多倫 

2016/6/26 ─ 2016/7/1 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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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綠蔭家園」以“善待土地‧惠

澤眾生”為宗旨，多年來積極參與內

蒙古公益植樹治沙活動，並為普及促

進土地健康的耕作方法努力。 

    本會今年向青年事務委員會申請「2016 至 17 年度青年內地

交流資助計劃」撥款，獲資助於 2016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

舉辦「植樹在多倫」─內蒙古植樹六日之旅，希望通過是次活

動，能讓參加的香港學生及青年瞭解國家土地荒漠化的嚴峻；明

白中國可持續發展及環境治理如何與全球自然保育接軌；並藉親

身探討內蒙古多倫縣的生態、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和宗教，

體悟建設國家社會的複雜及多面性。  

    本冊子的目的，主要向公眾展示香港學生及青年在「植樹在

多倫」的學習經歷及成果，重溫及延續參加者的學習點滴，並為

日後活動提供範例及論述，喚起大眾對土地生態議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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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背景： 

1. 全球土地荒漠化日趨嚴重 

    土地荒漠化或退化有時被稱為地球的癌症，是指地球土壤層的惡

化，有機物質減少甚至消失，造成土壤表面沙化或板結而成為沒有生產

能力的不毛之地，生物在其中當然難以繼續繁衍甚至存在。 

    在自然界，荒漠的形成涉及非常複雜的地質、地理和氣候因素。但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很多地區從水土豐茂變成荒漠卻往往是自然因素加

上人類不當利用土地的惡果。二十世紀，人類經歷過幾場極端摧毀性的

大範圍戰爭，到六七十年代，荒漠化已與貧困落後飢荒不可分割。聯合

國在 1992 年建議設立首條國際性《防治荒漠化公約》，希望國際聯手

應對這影響全球前途和經常產生人道危機的生態問題，努力了二十多

年，協助過不少受影響的國家，正式建立起防治荒漠化的整體工作計

劃，但多數發達國家對這議題呈現的是薄弱的政治意志與能力。 

    面對全球暖化不斷加劇荒漠化的危害，聯合國特別將 2015 年定為

「國際土壤年」，意圖引起全球大眾對善用土地的關注，並指出人類活

動、生活模式、風或水的侵蝕、土壤的物理、化學和生物性質或經濟價

值降格；以及長期的植被喪失等單一或多個併發過程，有日可能導致世

界性的糧食危機。防治荒漠化的真正任務，在於實踐可持續的土地利用

政策，以及營造環境，讓土地的守護工作能紮根和持續，避免過去不少

文明煙滅的悲劇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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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的荒漠化問題和治理 

    中國是長期受荒漠化嚴重危

害的發展中國家，六成人口生活

在受影響的地區。就自然環境而

言，中國本來已是世界上沙漠較

多的國家之一，但二次大戰後人

口高速增長、經濟在環境和生態

保護意識不足下發展、土地被過

度開墾以改種農作物、草原被過

度放牧侵佔、水資源管理不善等

等，令很多原本有生產力的土地

變成荒漠。雖然新中國成立伊始

便有類似治沙局組織應對問題，

但早年專業知識不足，也走過很

多曲折的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科學化的大面積荒漠化防治工

程漸次落實，但因幅員遼闊，有些地方努力了幾十年，還是在奮力抗

爭中。以 2011 年的統計，中國的沙漠和荒漠化土地面積為 262.2 萬平

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 27.33%；全國十八個省區，四百九十八個縣，

共 4 億人的生活依然受土地荒漠化的威脅或影響。十八大(2012 年 11

月)之後，中國國務院再積極奬勵並呼籲企業、公益組織、個人等參

與，策略性地針對受荒漠化或其他環境因素影響的貧困地區，進行從

生態建設到教育發展、經濟專項設計和投資的滅貧計劃。2016 年 5 月

30 日，為澈底解決土地退化問題，國務院再推出新行動計劃，目標在

2020 年能遏止土地污染，2030 年達到土質改善。今天在全國大概有

100 個重點土地康復計劃在進行中，涉及五百億元人民幣的投入，這其

中也涉及更多先進科技的發展和立法與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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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植樹在多倫

  中國華北平原，特別是北京、天津一帶，一向都是風沙頻仍地區。

對這區影響最大的沙塵暴源區主要分佈在內蒙古和河北北部。2000 年一

場極度嚴重的沙塵暴後，國務院召開專門會議，研究北京沙塵暴的來源

和防沙治沙工作，2001 年啟動緊急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規劃建設期十

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等地區的 75 個縣。多倫縣位於

內蒙古鍚林郭勒盟，在北京正北大概三百公里，2001 年工程啟動之初，

多倫地區已接近九成荒漠化，到處都是流動沙丘。在京津風沙源治理工

程，多倫林業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十多年來，由最初的生態林治沙計

劃，發展至為農牧民提供補贘十六年退耕還林還草的規劃，鼓勵並教育

農牧民用較能持續發展並改善生計的方法，代替以往引致土地退化的農

耕模式。十年規劃在完成後，國家再動用 878 億元，開展另外十年的第

二期京津治沙工程，並號召企業和國人積極參與，共建綠色家園。今天

在多倫縣，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企業植林和公益組織的植樹區，顯示愈

來愈多人明白，荒漠化防治是一個全民都需要參與才能成功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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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益組織「綠色生命」和香港志願團體「綠蔭家園」     

    公益組織「綠色生命」自 2012 年提早完成了在內蒙古庫倫旗的一

萬畝公益林楊樹種植計劃後，在巴彥淖爾磴口縣開展了第二個主要種植

梭梭和黃柳的公益植樹基地，並自 2013 年 4 月開始，參與多倫縣林業

局的百萬畝樟子松計劃，在多倫建立第三個公益植樹基地，每年四月至

八月帶領志願者到多倫植樹，為康復土地，改善生態而努力。香港志願

團體「綠蔭家園」響應「綠色生命」的號召，亦自 2013 年 4 月起，多

次與香港志願者和青少年到多倫植樹，一方面為提高港人對土地退化問

題的認識和關注，也為改善地球生態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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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理念 

學生親身體驗的植樹之旅，除了知識層面的擴濶、高尚情操的培

養、身體力行地參與勞動之外，解難和適應能力的增强，反思能

力、人際交往以及團隊精神的建立都是重要元素。為此，本項目

有以下特別設計: 

1. 為參加者提供背景知識 

荒漠化是一個遙遠的概念，內蒙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除了行前講座，

「綠蔭家園」為學生準備了 50 頁的學習資料册，沿途可用作參考，

科學與人文學習並重。 

2. 公益人士作楷模 

公益組織「綠色生命」的創立人和理事長易解放女士，為完成英年早

逝的愛子遺願而傾盡所有到內蒙無私地植樹治沙的故事，感動了萬千

國內外人士，受她的感召而參與土地生態建設。學生有機會全程接觸

易女士，感受她的人格魅力。 

3. 跨校組別學習 

五所中學同學以

混合組別進行學

習活動，幫助同

學學習人際交往

和擴濶社交圏，

不同學校的帶隊

老師各有專長，

也在行程中引進

更豐富的學習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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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學義工當學習夥伴和輔導者 

項目也招募了一群大學義工作為跨校組別學習的輔導者，輔助同學的

群育發展，也給大學義工同時演練當領導者和輔助者。 

5. 參觀當地文物遺產及學校並與學生交流 

擴濶香港學生的教育視野，讓學生覺識自己對成長的環境、文化、民

族、制度等的認知及成見。 

6. 校本、跨校學習社群的反思和沉澱 

學生手册除提供各日程細節及安全守則外，特設每日反思日誌，為每

晚大學義工和同學進行當天經歷的反思交流作基礎。反思交流有校本

的、有跨校的、有全體的，旅程完畢後學生和大學義工的作業也如

是。為達到這目的，本小册子每一學習活動環節也節錄了一些學生的

反思感想作結。學習之旅完結後四個月，安排一個全體參與者的「學

習之旅再思」重聚日，深化學習所得，延續參與建設健康環境和社群

的投入。 



9 

 

活動1 ─ 長途旅程從香港經北京到初次接觸

多倫荒漠和草原(2016/06/29) 

活動前學生在行程簡介中已獲悉多倫的地理位置和82%土地

曾經沙化，且是京津一帶的沙塵暴主要來源。政府自2001年

啟動風沙源治理計劃以來，經過飛播植草及大面積植樹，才

將風沙源稍為控制。 

學生親身體會乾旱土地隨時可被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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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樹基地，學生可看到荒漠邊緣的草原是很

脆弱的，除非有植被覆蓋，隨時可再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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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 ─ 三個半天的義務植樹實踐

(2016/06/27, 28, 29上午) 

經由公益組織「綠色生命」安排、多倫縣林業局的支援與

指導下，與來自不同區份的國內志願人士一起，進行三個

半天的義務植樹實踐。在行前簡介會，曾向學生解釋:所

有移植到植樹基地的樹苗，都在政府苗圃經過二至三年的

小心培育，然而就像嬰兒一樣，還很幼嫩。移植時不小心

的話，過往三年的培育工夫便會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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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親手種植前都要小心觀看易解放女士和

她的經驗義工認真解說不論是挖洞、下苗、

埋土每個步驟要留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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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三人一組，分工進行。在完成首株移

植後，都要給工作人員驗收，才再進行下

一棵的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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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團的時候，覺得植樹是很浪費時間，但到

了多倫卻明白植樹的重要性，也親身見識到中國

北方的荒漠。』 

誰想過這裡曾是荒漠一片 

『在我正式接觸植樹前，我並沒有考慮過植樹

的原因，其背後每一步的原因。植樹而解決荒

漠化，我卻在過程中學習到每件事情的處理背

後的考慮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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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享受植樹

的過程。一個小樹

苗在我的手中放進

荒漠中，才能瞭解

小樹苗的生命有多

脆弱。』 

康復了的草原現在可以有節制地再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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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 ─ 參觀曲家灣村退耕還林項目區

(2016/06/28 下午) 

在曲家灣村退耕還林項目區俯瞰曾一度令沙塵暴肆虐北京的

沙化區，經政府十多年的退耕還林政策後復原成綠油油的草

原林帶。 

學生留心聽講有關退耕還林政策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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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生都表達了對保護地球生態更強烈的責任感，

明白處理環境問題的複雜，以及中國在抗荒漠工作方

面的成就和遠見。 

『衝擊我固有思維的事，第一，我本來以為內地的

都只知道先發展，後治理。不理環境的保育，可我

來到這之後發現有不少內地人都非常積極支持保育

和重視沙漠化現象，這讓我非常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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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4 ─ 易解放女士座談交流 

(2016/06/27 晚上) 

與接待機構及義務植

樹活動安排者「綠色

生命」創始人易解放

女士座談交流，瞭解

個人如何可以盡一己

之力，感召萬千人追

隨她的足跡，以生命

影響生命。學生在植

樹半天後的晚上，親

身細聽一個貌似普通

且 年 紀 已 不 輕 的 女

士，怎樣為家庭隻身

到日本打拼，卻遇上

愛 子 英 年 早 逝 的 打

擊，她怎樣將愛子之

情化為力量，十多年

來在內蒙植樹治沙，且四出奔波呼籲國人為國家為地球出

一分力，結果感召了萬千追隨者的故事。學生雖然在行前

簡介會聽過她的故事，但幾日相處，親身體會到易女士對

人對事如此無微不至，無不動容。我們覺得這種交流是最

有意義最有成效的人格、情操、生態和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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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媽媽將自己怎樣走上植樹治沙路與學生娓娓道來 

團隊依依不捨為易媽媽安排了一個惜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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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後，我看了更多關於易媽媽的資料，除

了感動，有些情感似乎不能以言語來表達，只

能說「大地媽媽」絕非虛名，若再有機會，我

也想再次親臨內蒙古，為大地出一分力。』 

學生向易媽媽送上最摯誠的感謝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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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5 ─ 到已復原的生態旅遊區多倫湖參觀

和遊玩 (2016/06/29 下午) 

學生到曾經沙化嚴重到幾臨乾涸，但終於治沙成功康復的多倫

湖遊覽區，看到經濟建設如何帶給當地農牧民不同的就業，以

及再生能源例如風力等的應用，應對發展與自然保育的錯綜關

係有較深層的體會。 

恬靜的多倫湖是香港學生難得一見的自然美態 

『參觀很多自然的環境，多倫湖是多麼美多麼

大，而且還嘗試騎馬真的很好玩，是一個不錯的

體驗，在這個綠油油的環境下真是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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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倫湖旅遊區，看

見有很多受到束縛的

馬匹，更看見的是他們

疲倦的雙眼和身軀，這

正是旅遊業對動物的

虐待。』  

『騎馬的樂趣對

比馬夫的辛苦。』 

『看見多倫湖的馬匹，就能想像古時蒙古人在馬上的英

姿。此外，那裡的馬匹太小，也太瘦小，所以不忍心坐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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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6 ─ 參觀多倫縣職業教育中心實訓基地

(2016/06/28 下午) 

『參觀職業學校，內地不少學生都有很高的天賦和

才能，可是資源不足，使他們沒法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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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產教結合為一體的辦學模式，對習慣教育體制相對單一的香

港學生，是一個全新概念。同學獲多倫縣第一中學的政教主任和

音樂教師接待，豐富了對教育以興國的認知。 

 

職業高中作出各種

針對個人所長培訓

收到很高成效 

實訓基地老師詳細答覆學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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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7 ─ 參觀多倫第四中學並與學生交流 

(2016/06/28 下午) 

 

『與蒙古學生交流：他們

的自理能力，對未來的憧

憬，超越年齡的成熟和穩

重。使我感到驚訝，相信

他們必能實現他們的夢

想。』 

 

 

『我就跟一個叫(從略)的小女孩聊天，十四歲的她是一位初一的

學生，對世界不很瞭解，可我從它臉上可以看出她是個開朗、陽

光煥發的女孩。我們都知道中國內地的教育，要學生國民們愛國

愛黨，我們都以為中國內地的學生思想都很封閉政府說什麼她們

就聽什麼。其實不是，一部分的學生都會獨立思考知道政府的政

策有不足，有錯的地方，都想辦法改善自己的國家，改變自己的

生活。或許香港的學生對內地的人成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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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對四中美術作品讚賞不已 

『當地學生難得知足常樂，而我們比他們幸福得多，

但卻不懂珍惜，常常認為不足，令我慚愧。加上，他

們學習態度很好，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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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就是有說不盡的話題 

四中學生冒雨帶香港學生參觀校園 

『再者，看過他們的宿舍後，真不敢相信

一個中一生能夠把房間整理得那麼整齊。

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能夠呈現他們的成熟，

有時候也迷糊他們是否只是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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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8 ─ 參觀多倫歷史地標滙宗寺 

(2016/06/27 下午) 

特別安排了學生參觀會盟大街上有幾百年歷史，在國家改革

開放後重修並列為重點文物保護的滙宗寺。在這裡香港學生

聽到大清皇朝滿族的興起與盛衰，近代歷史上中國與日、俄

的關係與版圖的變化，寺廟建築怎樣反映文化異同，和多倫

因位於京城正北，每有外族入侵都經歷的浩劫等等。 

『感歎文化多元共融，佛教和喇嘛教。不要看輕

個人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和貢獻。』 



29 

 

在地圖前細說中國近代史 

滙宗寺前石刻清代中國版圖  

『從參觀滙宗寺中，除了欣賞到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

更得知許多關於多倫的歷史、故事，瞭解了中國的不同

宗教、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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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9 ─ 參觀多倫山西會館 

(2016/06/27 下午) 

為讓學生明白絲綢之路的歷史與當今國家戰略性發展的意義，也

安排了學生參觀多倫縣最有晉商特色的山西會館，讓學生明白多

倫曾經是中國絲綢之路東段的重鎮，而且山西商人的重義重誠信

的營商特色，也曾令山西人成為中國最成功的商人。會館建築展

示了山西人將民間英雄關雲長恭奉為誠信代表的文化特色。 

 

山西會館仿佛就是一部袖珍華北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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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又上了一堂中國傳統建築課 

會館內的議事廳顯示早於明清時代，山西人已有股份制度及現

代工商管理學的雛型，擴濶了學生對中國古代經濟金融文化的

視野。山西會館內博物館陳列甚豐，建築特色也反映很多香港

學生少有機會接觸到的中國文化傳統。當年晉商的後代在多倫

落藉生根，也讓學生明白在很多中國的自治區裡，大部份當地

民族實際上已與漢人融合成一體了。 



32 

 

活動 10 ─ 蒙古包內體驗道地的蒙古餐宴和見識

蒙古人的待客之道 (2016/06/27 午膳) 

 在蒙古包內進餐 

代表尊貴客人的哈達一一為同學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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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要敬天敬地敬人  

豐饒的蒙古特色宴 

學生在蒙古包內體驗很道地的蒙古餐宴，也安排了學生見識蒙

古人的待客之道，當地藝人表演蒙古風情的舞蹈與歌唱，及以

藍色的哈達邊唱歌邊敬酒地歡迎異鄉客人，讓學生感受中國不

同地域的民族一方面已融為一體，卻也保留很多自己的傳統獨

特風情，特別是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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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11 ─ 遊覽萬里長城慕田裕段 

(2016/06/30 半天) 

在北京懷柔區的慕田裕長城因位置較偏遠，較少香港人到訪。

風景區內高速公路縱橫，建築新穎現代，與長城古今相映成

趣，更見證中國近年的經濟成就以及自然文化保育與發展雙軌

平衡，已遠超改革開放初期的粗疏了。香港學生對能親身遊走

這經典建築，都興奮不已。 

『第一次踏上長城才

明白它的宏偉。在嚴

峻的山坡上，關隘密

佈山坡，驚歎古人建

造長城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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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我只會在中國歷史書籍及其他媒體上目睹它

的英姿。今天，我踏足長城，第一時間想的就是這座

留名青史的建築，下面究竟犧牲了多少人命，付出了

多少汗血及肉。雖然歷史及現實是殘忍的，但終究讓

我們明白，歷史的建成是需要每一個人的血汗。但這

歷史留下來的產物，因為文化的關係，身上都有不少

現代的傷痕，顯得再沒有歷史意義了。我希望教育可

以長期地改善類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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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12 ─ 參觀天安門城樓及部份故宮

(2016/07/01) 

七月一日的行程原本計劃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

路」，卻遇上了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五週年黨慶，天

安門及人民大會堂四周封路，臨時改了去天安門城樓

及故宮外圍參觀。 

單是天安門入口每步都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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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城樓，北方平原的景色盡收，眺望，此時才領悟

到前人規劃北京的用意。』  

 

『從前，一提起紫禁城我就會想起天安門前的那一幅毛

澤東像及外面的公安。今天親身一去。更叫人心寒。誰

知道這叫人心寒的地方背後是一個歷史的天堂。明清的

皇宮。以前對故宮的結構都不太瞭解，只知道它是一個

大、豪華、複雜的地方。』 

 

『我發現故宮原來分開的部分不少，都頗為複雜。我十

分佩服古人建築設計的智慧。例如：一個約 450 公斤的

燈籠竟然能吊在十分高的天花上。』 

站在城樓去認識京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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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13 ─ 在北京住宿內城區與新中國成立有特

別意義的中安賓館 (2016/06/30 晚) 

中安賓館歷史意義特殊，是最早(1936 年)到訪延安的美國記者埃

德加·斯諾當年在北京的住處。斯諾在西方出版了《西行漫記》，

原名《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向西方讀者描述了

陌生的還處於遊擊隊狀態的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決心。同賽珍

珠的《大地》一起，是 1930 年代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和喚起西方

人同情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改變了美國政府無視日本自 1931 年

開始侵華的態度，後更派使節促成國共合作抗日。中安賓館內庭保

留當年北京一些歐洲建築風格，學生在住宿地方也能上一堂近代

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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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館紀念斯諾夫婦事跡的陳列品 

愛德格·斯諾(1905/7/19–1972/2/15)，美國著名記者。他

於 1928 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

1933 年 4 月到 1935 年 6 月，斯諾同時兼任時北平燕京大

學新聞系講師。1936 年 6 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

大量通訊報導，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抗日戰

爭爆發後，又任《每日先驅報》和美國《星期六晚郵報》

駐華戰地記者。1942 年去中亞和蘇聯前線採訪，離開中

國。 

1972 年 2 月 15 日因病在瑞士日內瓦逝世。遵照其遺願，

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國，地點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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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今天花在交通上的

時間很長，但在今天的行

程我學會了分工合作的重

要性，老師和大學義工的

工作分配使流程順利。我

很感謝每一位，另外我覺

得我們很多時候都要有耐

性，因為在背後為我們做

事的人有很多，我們不應

埋怨。』 

活動 14 ─ 貫徹全程的團隊建立及小組反思交流 

(行程期間晚寢前及各集思分享會) 

晚上休息前的反思會 



41 

 

難捨難離的團隊 

 

『我們要把行李從通道中讓出，其實我是負擔得起的，

可是師兄和沈 Sir 仍然移走我們拿著的行李箱，使我們

感到輕鬆，我感受到他們對人的關懷和真誠，十分值得

我學習。』 

『第二次來到首都機場，離開了，這是最後一天了，感

謝各位大學義工各位老師同學，這是一項愉快難忘的過

程，令我有了更新鮮又有意義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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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果分享 ─ 學校短片 

敬佩易媽媽堅毅，感謝她的照顧，分享了最意想不到的經歷……  

學生談到對是次活動的評分，闡述自己經過活動之後對荒漠化的

理解，講解在內蒙的時候是如何種植樹苗。政府保育政策和工

作，分享旅行趣事…… 

植樹在多倫 —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離晒譜多倫無靠攏團 — 鄧兆棠中學 

離晒譜多倫無靠攏團 — 鄧中感想 

https://goo.gl/8A3P4I  

離晒譜多倫無靠攏團 — 下次再會 

https://goo.gl/sgGbJq  

https://goo.gl/rMFSdS  

https://goo.gl/O4V3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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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之旅的植樹過程中，學到了為人處世的大道理，親身觀察

到內蒙地區荒漠化的情況，歷史文化古跡參觀也令我們加深對

中國文化的了解……  

旅程現場實錄，記錄旅程發生的突發意外、就餐、歡樂時光…  

植樹現場狀況、易媽媽分享會細節、與當地學校學生的交流互

動、學生與義工的致謝表演、北京見聞……  

民生烏蠅在內蒙 — 民生書院 

植樹樂趣無限多 —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植樹在多倫 — 可立中學  

https://goo.gl/QHAfbl  

https://goo.gl/h6nZ2M  

https://goo.gl/WL9K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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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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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主辦機構:綠蔭家園 www.homelandgreen.hk 

 

協辦機構: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 
       www.sites.google.com/site/hkgace/ 

         流動學校有限公司 
       mobileschooling.org.hk 

 

接待機構:NPO 綠色生命 www.npo-greenlife.org 

 

贊助機構:民政事務局 www.hab.gov.hk 

         青年事務委員會 www.coy.gov.hk 

 

參與學校: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www.qmss.edu.hk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www.ss.qesosa.edu.hk 

民生書院 www.munsang.edu.hk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www.holap.edu.hk 

鄧兆棠中學 www.tsts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