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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而教
“为中国而教”（英文名称 Teach Future China，简称TFC）成立于2008年，
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项目输送优秀大学毕
业生到农村学校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任教两年，提供持续而系统的培训，培养
和集结关心教育的优秀人才，以此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我们的使命
培养促进教育公平的领导者。

项目特色
改善农村儿童的教育状况；
为有志于投身农村教育实践的优秀青年提供保障和支持；
搭建改善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的公益项目平台；
将有效的企业管理经验运用于公益事业；
组建影响深远的校友会。

 近年来，中国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地区学生面临着学习困难、升学率低、辍学等
问题。在影响农村学生“上好学”的诸多原因中，我们认为落后地区农村基层学校缺乏优秀的
青年教师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目前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与教育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骨干教
师、优秀教师向城市流动，农村学生难以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为中国而教”通过输送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进行两年的教学，为农村学生提供长期的、
更好的教育，进而形成一种有效的改善农村教育现状的路径。

 同时这种行为的意义又不止于师资的补充。一方面这些大学生用自己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在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两年的农村生活和志愿服务中，对处在中国
最底层的大多数农民的处境感同身受，通过了解和思考，经过种种磨练，成为精神品格的强
者，为其将来能够成为正确引导社会潮流的领导者做好准备。

 一种社会文化的形成，社会潮流的改变，谈何容易，少则要五年、十年，多则一代人、几
代人，但我们深信总有那么一天，社会公益一定会受到更多的尊重，教育一定会变得更加公
平。

“为中国而教”通过农村教育这个平台，着眼于未来的收获，推动中国变得更加美好，这
就是“Teach Future China”的使命。  

 ——“为中国而教”发起人  沈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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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社会效益

3

工作流程

招募
1.网上招募
2.宣讲会招募
3.筛选申请表
4.面试录取

前期培训
1.认识TFC
2.教学基本功
3.团队建设
4.测试和评定
5.确定上岗人选    录用和上岗

1.校方面试
2.签订三方协议

在校任教2年

假期
集中培训

期中培训
跟踪指导

         项目支教完成
1.总结
2.评估与鉴定

协助志愿者
工作转换

加入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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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合格教师 · 两年支教

促进中国教育公平

志愿者

学生

培训

成为具先进教育理念
的领导者

持续补充优质师资
正面激发原有教师

自我磨砺

团队支持

成为关心教育的
社会公民

引入教育公益项目

支教
学校

校友会

“为中国而教”通过招募、派遣和培训优秀大学毕业生，为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学校补充优秀师资。

志愿者教师在两年的支教过程中，依靠自我和团队应对艰苦工作和生活的挑战，辅以系统的培训、持续的跟踪指
导，真正了解中国基层教育现状和问题，并思考解决途径；锻炼其品质和能力，增强使命感。将来无论走上怎样
的工作岗位，都会关注社会公平，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领导人才。 

当项目发展到一定规模，在职志愿者老师和由项目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可以形成一股力量，促进中国教育公平以及
社会的和谐发展。

两年



志愿者教师

志愿者教师的职责与目标

• 完成好课堂教学, 帮助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全面发展。

• 钻研并提高教学业务能力，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 对所处地区的农村教育状况和社会环境进行调查研究, 并提出自己的

见解和行动方案。

• 从教育改革或环境改造方面，策划并运作至少一个公益项目。

• 参加志愿者教师团队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两年的收获

• 对工作、社会、国家、世界的责任感，过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实现

自身价值。

• 帮助农村儿童受到良好教育的成就感。

• 学会欣赏周围的环境（人和物），融入、关注、改造环境。

• 科学探索和社会调查的精神，扩展视野。

• 对困难和顺境、失败和成功、批评和赞赏的正确态度。

得到的保障和支持

• 项目为志愿者教师选择适合支教的学校。

• 项目提供每年3-4次的集中培训，培训期间的志愿者生活和交通补助

由TFC项目资助人提供。

• 在校工作期间按当地标准发放生活费用和工作补贴。 

• 每年一个月的假期，假期回家路费和生活津贴由TFC项目资助人提供。

得到的保障和支持

• 项目为志愿者教师选择适合支教的学校。

• 项目提供每年3-4次的集中培训，培训期间的志愿者生活和交通补助

由TFC项目资助人提供。

• 在校工作期间按当地标准发放生活费用和工作补贴。 

• 每年一个月的假期，假期回家路费和生活津贴由TFC项目资助人提供。

志愿者教师在农村学校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从事两年教学工作。

培训与团队生活
项目提供每年 3-4 次集中培训，组织包括人生
价值、专业能力、教学能力等多方面培训来帮
助志愿者教师综合能力的增长。

通过区域集中派遣和“三人一校”的支教安排，
集中培训和志愿者网络交流平台，志愿者可以
参与定期和日常的团队生活，形成相互支持。

65

培训内容范围

• 教学技能和教育理念

• 职业生涯和人生规划

• 领导能力

• 行政管理能力

• 人际沟通和团队合作

• 公益项目的筹划和实施



农村儿童及城市流动儿童教育

" 为中国而教 " 由支援农村地区儿童教育起步，
现已覆盖至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致
力于改善教育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儿童教育
状况，推动并促进中国儿童教育事业的公平健
康发展。

农村学校

河北省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农村学校
•	 大巫岚镇东赶河子小学

•	 青龙镇马丈子小学

•	 凉水河镇下草碾小学

•	 木头凳乡明德小学

•	 大石岭九年一贯制校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农村学校
•	 鱼儿山镇明德小学

•	 鱼儿山镇平安堡中学

安徽省亳州市
•	 涡阳县明星小学

打工子弟学校

北京市
•	 朝阳区同心实验学校

•	 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

•	 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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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育家”专项

“未来教育家”专项，旨在吸收和帮助那些履约到农村学校（县及以下）从教的优秀

者，给予能力提升、人生规划等培训。组织扩展他们视野的活动，培育他们的公益精神

和优秀品格，并通过团队的交流和关怀，使他们在艰苦的农村教育环境中迅速成长。

免费师范生是教育领域的专业工作者，通过他们的工作能够对教育产生持续的影响。而基

层农村的工作经验可以使他们对中国农村教育现状产生深刻的了解。“未来教育家”专项

希望以实际的事例来证明，下乡从教的免费师范生一定有广阔的美好前途，他们的优秀者

中间一定会产生中国真正的“未来教育家”，并以正确的理念推动中国教育的进步。

旨在鼓励更多免费师范生毕业之后到农村基层学校从教。

8

目前“未来教育家”专项教师覆盖到广西、陕西、宁夏的9所农村初、高中学校。



管理架构

为中国而教

理事会 监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

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校友会运营总监

财务与行政管理 项目发展与管理筹资与品牌管理 志愿者招募与宣传 志愿者培训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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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理事长  罗维安博士

现为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教育总监、副总干事。罗维安博士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曾担任专业社工，从事青少年
发展和家庭服务，其后于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青少年精神健康和成长。曾任教于台湾国立中
正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青少年服务和社会工作等科目。

副理事长  杨国琼女士

200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2010年，获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NGO和发展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参加团中央扶
贫接力计划在广西支教一年。此后一直在NGO组织工作，在NPI担任项目主管，曾全权负责与NPI和香港社区伙伴（PCD）共
同设计、开展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的执行。

理事  沈世德先生

1984年~2001年先后担任香港新鸿基（中国）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香港上市公司天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华东区总
经理、天安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退休后，担任香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理事、北京代表等职务。曾任安徽省涡阳县复新志
愿者学校校长，一心教育活动服务中心总干事。沈世德先生是“为中国而教”项目发起人之一。

理事  林风先生

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历，曾担任10年企业管理工作，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理事。

理事  姜东泉先生

1990年毕业于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1990年8月到2000年12月期间在江苏省启东市通兴乡任教，曾担任教研员、教导主任等
职。2001年1月-8月参与筹建陈尚义小学，2001年1月到2010年7月任陈尚义小学校长。现任启东市港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理事  王漾先生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和数学双学士，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博士，先后就职于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和美国盛信
律师事务所，纽约州执业律师。

理事  左益强先生

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现在惠普公司工作。从TFC项目初创期就参与项目的策划和指导。左益强先生负责TFC
校友会的筹建和TFC在华东地区的拓展。

理事  肖四清女士

2000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就职于企业与咨询顾问公司、基金管理公司。2008年9月-2009年7月，在
复新志愿者学校担任志愿者教师、校务秘书。2009年7月至今，先后担任“为中国而教”项目培训负责人、运营总监，北京提
爱扶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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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通过每年两次的定期会议及日常沟通，对项目的战略规划及工作绩效进行指导和监督。



志愿者教师招募

截止2011年底，项目在岗的志愿者教师共44人，其中常规
志愿者教师32人，“未来教育家”专项的免费师范生12人。
2011年新招募志愿者教师共37人，其中常规志愿者教师25人，
“未来教育家”专项的免费师范毕业生12人。

政府教育部门及公益机构合作

2011年项目与河北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教育局、河北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中国而教”的志愿者教师受到认可和欢迎，项目在两县增加了7所农村合作学校，县教育局为志愿者教师提供生
活补贴。与南都基金会“新公民计划”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增加了两所打工子弟合作学校。

志愿者教师培训与支持

 项目于2011年的1月、5月、7月（两次）、11月共组织了五次集中培训，包括新入职志愿者教师的岗前培训和在岗
志愿者教师的四次假期集中培训。培训采用专家讲座、名师课堂、互动交流、拓展训练等多种形式，为志愿者教师提
供学习、交流以及增强志愿者团队凝聚力的平台。

项目工作人员对每位志愿者教师进行了每学期两次的探访和听课，鼓励、协助其通过自己和团队的努力来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目前项目为部分学校的志愿者教师聘请了当地督导人员，以便对志愿者进行日常指导和支持。

志愿者教师在学校的工作

在岗的32位常规志愿者教师，在学校承担了重要的教学和
管理工作：其中41%担任班主任，77%担任数学、语文、英
语、物理等主要科目教学，96%担任多学科教学或单学科的
全年级教学工作。

2011年，在基础教学工作之外，志愿者教师也通过团队和个
人的努力，根据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寻求社会
资源、开展公益项目，来推动学校、学生教育状况的改善：

2011年财务报告

项目收支表
期间：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收入

        实际到账捐助 931,943.95

        未到帐捐助 171,984.00

捐助收入、政府和合作校补贴合计 1,103,927.95

支出

1. 业务活动成本 

        1.1 志愿者招募与宣传 58,125.41

        1.2 志愿者培训 88,641.20

        1.3 志愿者安置与支持 112,363.90

        1.4 志愿者生活补贴  8,449.50

        1.5 其他费用  6,248.86

        业务活动成本合计 273,828.87

2. 管理费用

        2.1 行政人员工资 108,222.73

        2.2 行政费用 18,708.53

        管理费用合计 126,931.26

支出合计 400,760.13

备注：志愿者教师的生活补贴获得政府和合作校的直接补贴支持

        1. 政府直接给予志愿者教师的生活补贴 96,000.00

        2. 合作校直接给予志愿者教师的生活补贴 104,000.00

志愿者教师获得政府和合作校的生活补助合计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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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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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对TFC项目的资助资金，可通过公益基金会“为中国而教”专项账户注入，并接受基金会的监督。目前

合作作为资助基金进入渠道的基金会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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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发展规划

第一年志愿者教师在岗人数

第二年志愿者教师在岗人数

2009年至2018年项目十年发展规划

合作伙伴
感谢以下合作伙伴对“为中国而教”给予
的信任、帮助和支持！（排名不分先后）

资金支持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新公民计划
麦田教育基金会
北大国际BiMBA九人组
江苏新鸿联集团
天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主席李成辉先生

机构合作

基金会 / 公益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心平公益基金会
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
微笑图书室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
倍能中心
ABC美好社会咨询社
多背一公斤

政府部门 / 学术机构

河北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教育局
河北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局
广西河池与安都市政府
北京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企业

北京华夏书网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北京源创一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由于合作伙伴及支持者众多，未能一 一列出，
敬请谅解，在此真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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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将努力按照项目战略规划稳步扩大志愿者教师规模，完善对志愿者教师的培训、支持等工

作模块，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13

• 东赶河子小学、大石岭小学团队：课堂教学创新，募集并应用“小白
板”来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 青龙团队获取“中国滋根”的支持，为河北青龙地区五所合作学校的全部班

级建立了图书角。

• 木头凳乡明德小学团队：向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申请建立了“梦想中
心”多媒体教室。为学校的三个贫困生取得社会资助。

• 在TFC的协助下，青龙、北京地区共8所学校获得“多背一公斤”资助的
“一公斤盒子”（主题课的教具、工具盒）（左下图）

• 马丈子小学团队：为学校修建乒乓球台，带领学生自创手工绘本（左上图）。

• 下草碾小学团队：获得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支持，为学校建立了“梦
想中心”多媒体教室。

• 安徽涡阳县明星小学志愿者教师：微笑图书馆项目。

• 北京同心实验学校团队：为学生募得词典，为生活条件困难的同学募集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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