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掘 对 有 料
挖掘人群中 1% 的有料青年



六年

眨眼间，赋启青年发展中心就将在这个春天迎来六周年的生日。

六年时间里，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从“Diggers青年领袖教练计划”起步，到帮助流动青少年的“新公民”

系列项目，再到今天拥有足够塞满几十页手册的十余个新变化。

在大家眼里，我们成长得那么快。但在我们的记忆里，这六年间一步一个脚印，又是走得这么清晰。

以至于我们在做这本册子的时候，不断删删改改，有太多太多都想要留下。

不悔

但请相信，那些偷偷溜走的时光，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丰盈了我们的人生。

请相信，青春的可贵并不是因为那些年轻时光，而是那颗盈满了勇敢和热情的心，

不怕受伤，不怕付出，不怕去爱，不怕去梦想。

不怕，与公益理念，与正能量，与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从来不后悔，因为我们拥有你们。

希望你们也从来不悔，曾与我们并肩过这么一段。

◼ 青春寄语
◼ 机构介绍
◼ 荣誉数据
◼ 机构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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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一直在思考的是，“青年”这个字眼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热血、不羁、朝气、活力、精力、鲁莽、充

满无限的想象和可能性，会有无数的字眼来定义这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岁月，它是最华丽精致的外衣，它是最浪漫主义的情

怀，它又是最余味回甘的诤言。那么，一群“青年”聚集在一起，绝非一场烟花灿烂的party，只求少年的寻欢作乐，也绝非

一场争名逐利的战场，过早寻求世俗的功利。

在我们看来，“青年”是一群愿意去探索、去挖掘、去思考、去辨析、去找寻意义和价值的人。“青年”的可贵之处，远

不在甚嚣尘上的欢乐，而在能够寻根问底的承担。所以，我们想积聚这样的“青年”，一起去找寻挖掘真正属于我们的使命。

或许这是不合时宜的沉重，可是我们相信，每个“青年”的心中都有这份源自血液的召唤，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

里去，才知道当下的选择。让我们一起“掘”对有料。

时间过得真快，Diggers从2011年清明假期第一个训练营开掘以来，转眼已经要进入第七个年头了，回首过往数年与

这群优秀青年人在一起的时光，我们从单纯地想训练一批青少年营队中的教练榜样，到系统性的培养教育及公益领域的专

业青年教练，积极促使优秀的年轻人发挥其领袖潜能与核心优势，期许能正向影响更多身边的人及环境。

幸运的是项目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社会各界资源的帮助，2013年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正式在上海市杨浦区注册成为非营

利组织，由项目思维转化为机构思维，推动“让助人者更专业”的核心理念，并在当年度拿下上海市十大青年公益项目。尔

后按照组织发展目标，14年深耕上海、15年进驻南京、16年跨足杭州，期许我们diggers能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携手基金

会、企业、高校、以及个人等公益好伙伴的支持下成为华东地区最富影响力的青年领导力发展机构。

时序进入2017年，受过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严格培养的人数正式突破1000人。过去一年里我们除了与原先的支持

伙伴稳定的项目合作之外，新增了与腾讯公益基金会在北上广三地同步开展青年公益传播挑战赛的实施,与KPMG合作举办

为期一年的企业社会责任创新项目大赛；并在年底获得爱佑基金会益+创客伙伴的支持认同；以及与阿里公益基金会新一

年度项目合作的确认，这些突破性的发展再再都增强了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下一个三年计划要立足上海、精耕华东、辐射全

国的自信心与企图心，相信我们会成为教育公益领域专业青年教练的最优质孵化中心。在质的深化外，还能寻求量的突破，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能提升自我、影响他人并进而改变世界的有料青年。

“掘对有料”，我们期待挖掘人群中那1%的有料青年。毕竟在这个纷扰的浮躁世界中，一个年轻人除了有心、有才、有颜、

有趣之外，最重要的概括基础就是要你很有料，让我们一起为成为一个具有领袖气质、教练技巧、动手能力、以及公民精

神的青年领袖而共同努力吧。

从2011年4月1日成立至今，我们已培养超过1000名青年领袖教练，覆盖全国超过200所高校，直接实施及参与人数达2万余人，

间接影响近5万流动青少年。我们期待自己成为青年发展领域的公益细胞，将公益理念分裂、复制并感染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坚持综合丰富的本土以及全球性的人力资本发展经验，开创一条差异化的专属于参与者的“个人生涯成长之路”。

机构介绍

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是正式注册的非营利社会组织。“赋”即“赋能”，“启”即“启迪”，专注于为青年提供一系列“赋能和

启迪”的培训和实践。我们致力于青年自我发展和生涯规划，我们与教育界、企业界、公益界紧密合作，研发并开展从中学到大学

的一系列教育项目，以深度的体验式课程培训，以及多元的公益与职场实践，助推优质青年成为领袖教练，积极影响年轻族群，并

进而正向改变世界。

陈双卯 秘书长

周颖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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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截至2016年12月青年领袖教练计划共举办了23期，培养

近千名大学生，他们来自全国25个省和直辖市，141所不同

高校。其中，来自复旦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的Diggers最多，

各有71名。

Diggers共来自353种不同专业，其中

最冷门专业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最多人专业 会计学

最想搞事专业 核工程与核技术

最想上天专业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参加Diggers期间，在读高校距离Diggers举办地最远的

为Wesleyan University。海外高校同学比例占2％。

Diggers遍布我国大江南北
(区域颜色越深表示人越多)

Diggers专业分布
(字越大人越多)

Diggers男女比例

30% 70%

Diggers 在我国分布省市

上海

江苏

浙江

其他省市

58%

16%

13%

13%

机构荣誉

• 2013年度上海十大青年公益项目、最受媒体关注奖

• 2016年度上海共青团十大青年社会组织微信号

• 2016年杨浦区十大青年公益志愿潜力项目奖

• 首届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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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gers公益教练黑衣人培训营

⚫ 2016“一个鸡蛋的暴走”总招募

⚫ Diggers第17季南京线下面试

⚫ 青少年学商营与超级演说家冬令营

JAN MAR
⚫ D17季南京高校线下宣讲会

⚫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17季

⚫ JOBinn咨询行业专场线下分享会

⚫ Diggers点燃计划宁波杭州城市巡讲

FEB
⚫ 南京“小暴走”募款拉练

⚫ 台湾海基会两岸青年求职分享

⚫ IFPXDiggers国际金融领袖计划

⚫ Diggers寒假两岸青年领袖交流营

MAY
⚫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19季

⚫ “新公民之声”三校软技能培训营

⚫ 上海唯爱天使医护志愿者论坛分享

⚫ DiggersX埃森哲企业参访日

⚫ Diggers公益教练黑衣人培训营

⚫ JOBinn快消行业专场线下分享会

JUL
⚫ DiggersX腾讯99公益青年传播挑战赛

广州宣讲会

⚫ DiggersX腾讯99公益青年传播挑战赛

北京宣讲会

⚫ Diggers暑期两岸青年领袖交流营

⚫ 99公益青年传播挑战赛三地正赛培训

SEP
⚫ “成就卓越”青年领导力训练营
⚫ 青少年机器人体验训练营

⚫ 腾讯99公益线上项目募款发起
⚫ 周末画报 iWeekly 沙龙分享
⚫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20季

⚫ DiggersX毕马威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大
赛,七校巡回宣讲

NOV
⚫ 华政台生会D调分享会

⚫ KPD48Mentors线下分享会
⚫ “新公民之声”—演讲与表达工作坊
⚫ “新公民之声”一对一职业人拍摄

⚫ JOBinn公关传媒行业专场线下分享会
⚫ 2016南京Diggers群英会
⚫ 湖北武汉周青年论坛分享

APR
⚫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18季

⚫ 上海金融学院“金院100“领导力课程

⚫ 2016年一个鸡蛋的暴走系列公益活动

⚫ DiggersX轻年计划X企划同盟南农分享会

⚫ JOBinn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专场线下分享

JUN
⚫ “新公民之声”—高校教练访谈培训

⚫ 沪港创业企业研习班香港段开班

⚫ DiggersXIBM企业参访

⚫ DiggersX腾讯99公益青年传播挑战赛

上海宣讲会

AUG
⚫ DiggersXEDUA香港创意职场实战营

⚫ “天赋我启”职涯规划领袖训练营

⚫ 兴证未来金融家青少年商业模拟课程

⚫ 沪港创业企业研习班上海段开班

OCT
⚫ DiggersxKPMG企业社会责任创新项目

大赛线下面试
⚫ GDD全球尊严日系列活动

⚫ “新公民之声”—影像技能培训坊
⚫ KPD48大赛封闭特训营

⚫ 天赋我启——元祖企业参访
⚫ 南京首次线下D调分享会

⚫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21季

DEC
⚫ DiggersXIBM企业参访

⚫ KPD48大赛第一阶段颁奖仪式
⚫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22季

⚫ “新公民之声”项目有声照片成果展
⚫ 宁波诺丁汉大学创新思维工作坊

⚫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23季杭州首发营
⚫ 2016 Diggers年终复古派对

⚫ 成为爱佑慈善基金会益+创客伙伴

赋启Diggers

年度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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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gers青年领袖教练计划是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旗下最

核心的公益项目之一。Diggers旨在帮助18-24岁的高校大学

生，通过一系列的营队课程和项目以及多元化的体验和实践

机会，培养具有领袖气质和青年影响力的大学生。从2011年

成立至今，Diggers已经成为了全国高校中最具口碑的青年

公益组织领导力发展项目。

Diggers通过培训与体验，激发有志青年内在优势，挖

掘领导力，提升助人者的教练心态与技巧，使其从简单的公

益热忱转化成专业的志愿者能力。

01

02

03

04

青年领袖
训练营

黑衣人
教练实践

公益教练
进阶营

职业生涯
多元实践

03
D调分享会

04
鸡蛋暴走

01
香港营

02
台湾营

公益
新公民同伴教育计划

职业
JOBinn职涯发展计划

1.腾讯99公益
2.KPMG大赛
……

1.埃森哲营队
2.IBM参访
……

Diggers 成长体系 Diggers 衍生活动

Diggers
青年领袖教练计划

各类大赛 岗位实习 企业定制计划新公民之声 职校类课程

大
学
生

流
动
青
少
年

CYTE

Diggers
青年领袖
教练计划

Futures

新公民
同伴计划

专业教练
项目管理
培训

生活软技能
职业软技能
培训

青年
教练

点燃

1%
的你

影响

99%
的他

青年教练

Diggers青年领袖教练计划

青年教练将在Diggers得到两项重点培养

团队熔炼、自我探索、领导力
培养和教练技巧得到赋能，更好
地建立个人价值观，寻找到个人
核心优势。

志愿者团队形成、志愿者价值确
立、志愿者专业技能提升，在实
践训练中得到启迪，个人核心优
势得以运用，最终实践自己的能
量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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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针对具有公益意识和意愿的青

年，提供专业的培训和多元的体验活动，提升青年的公益

能力，通过助人自助，形成公益青年和流动青少年互帮互

助的模式。

营队专门为高校学生设计打造的公益领导力营队，一

方面帮助优秀大学生在短时间内打破局限，开阔眼界，激

发内在潜力，挖掘领导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打下坚

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邀请乐于分享的优秀学子加入实践教

练技术和影响他人的行列。

作为“Diggers青年领袖教练计划”将优秀青年

转化成专业的志愿者之进阶营队产品，黑衣人培

训针对拥有教练心态和意愿的Diggers，邀请他

们加入实践教练技术和影响他人的行列当中。通

过专业和系统性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教练心态和

技巧，使其从简单的公益热忱转化成专业的志愿

者能力，通过公益的方式帮助到更多真正需要帮

助的人。

公益教练培训营三大主题：深度沟通与公益

心态、教练技巧与表达能力、活动与课程开发。

报名总人次：7899人

培养Diggers人数：1097人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23季

两岸大学生交流营：7季

Diggers线下面试体验日：48场

Diggers高校巡讲会：64场

D调线下活动：38场

志愿者支持活动：230场

间接影响高校同学：超过14000人

Diggers青年领袖训练营

黑衣人-专业教练培养

志愿者
融炼

志愿者
心态

志愿者
能力

志愿者团队形成

自我探索

建立个人价值观，发掘
个人的核心优势并进而

更好的去运用

领导力培养

利用体验式的课程设计
，提升领导力、沟通力

、创新力
以及行动力

志愿者专业提升志愿者价值确立

团队融炼

传递价值，促进融合
培养信任氛围

志愿者
初成

教练必修

利用国际教练课程体系
，塑造志愿者实践与引
导的能力确认自己的公

益梦想

志愿者实践训练

青年教练成长曲线

培训目标：帮助有志青年成长为青年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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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教练技巧
与责任感

02

团队与领
导力培养

01
自我探索与
公益心态

营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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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inn项目成立于2015年7月，致力于解

决95后大学生求职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

能力不匹配的现实问题。

未来，JOBinn将进一步强化自身优势，紧

密与企业的链接，依托各行业特点，结合求职

者兴趣，推出更多定制化项目。JOBinn将成为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旗下专注于95后群体招聘服

务及研究的新品牌和新动力。

JOBinn职接项目

01岗位需求匹配

04职场能力教育03在线内容生产

JOBinn依托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所积累的企业资

源，以及大量的优秀大学生求职者人数，帮助

双方进行岗位需求的匹配，日均发布高质量岗

位3-4个，已经累计发布实习/全职岗位超过

1500个，收到简历超过3000余封，极大地提

高了职场两端的匹配效率。

JOBinn希望通过优质的职场信息，以及大学生

感兴趣的内容，将自己的微信平台打造成优质

的职场自媒体，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自微信

公众号开通以来，JOBinn共计采访了72位职场

大咖，生产了超过200篇原创文章，累计文章

阅读量超过了400万

除了线上内容，JOBinn还开展了6场线下分享

活动，邀请了行业内的职场大咖与同学们面对

面分享职场经验。涉及包含：媒体、公关、四

大、咨询、快消等时下热门求职领域。累计参

加学生人数超过500人次，成为了众多大学生

参与线下职场分享的首选项目。

02企业定制营队

JOBinn会配合不同企业开展营队项目，以自主

开发的体验式课程，多维度提升学生的就业和

创业技能。以埃森哲为例，双方有效匹配企业

资源和教育资源，在原有营队基础上，进阶职

涯能力发展模块。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学校人

到职场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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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S TOO SHORT FOR THE WRONG JOB



跨越海峡与你相遇

两岸青年领袖交流营旨在培养优秀的大学生社团领袖，提升大学生社团领袖自身的领导才能。这个活动由台湾, 中

国青年服务事业文教基金会办了56年，每年寒暑各一期，暑假是「社团负责人研习会」，寒假就是「岁寒三友研习

会」。

Diggers台湾营带领学员们浏览台湾特色名胜、学习了解台湾文化，和台湾各大学生社团领袖们一起走进大学生领

袖交流营，共同度过八天七夜非常有意义的学习与交流的时光。台湾营不仅产生了文化的交融与共鸣，更加萌生了情怀

和友谊。

目前Diggers已经带领了7期共183名学员来到台湾，与超过1000名的台湾教授及同学共同学习交流，2017仍在继续！

7天体验6种职场人生

Diggers X EDUA香港创意实战营，把创意概念融入职场实战，除了让学员有机会为真实的企业设计产品及创造全新

的营销方案外，也会从世界顶尖的创意企业精英，如4As广告公关公司奥美、JWT（智威汤逊），甚至Facebook或

Google的导师身上学习实用职场技能和思维。项目学员将在学习到真实职场经验和工作案例，同时也能养成顶尖企业员

工应有的创意思维模式，大大提升自身软实力和求职竞争力。

Diggers 两岸青年领袖交流营

Diggers X EDUA香港创意实战营

项目优势
Program Advantages

100%

45+

1000+激发创意的点子

100%全程投入工作状态

创意行业全方位接触
学员将全方位接触主流的创意行业如广告，公关，多
媒体制作和社交网络，从实战中掌握相关工作技巧如
创新能力，创意鉴赏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市场洞察
力，同时熟悉创意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机遇，提升个人
职场竞争力。

真实商业策划实战
真实的企业和真正的企业咨询委员，让学员拥有属于

自己的商业案例，同时锻炼出职场的思维模式及工作

的必备知识，在紧密和高节奏的任务中不断把自身的

经验和职场需求磨合，为充满挑战的未来作好准备。

创意思维高强度锻炼
项目中学员会通过不同角度去刺激自我的创意能力，

从无数极具创意的参考案例到在日常生活中锻炼的创

意洞察力，从广告片构思，文案编辑，平面设计和产

品设计到团队间的创意激发，都让学员在创意层面的

标准价值观全面提升。

通过真实商业实战和创意行业精英导师指导，在
项目每一阶段持续突破，全面提升个人能力，跳出
自我框框，建立前所未有的宽阔的思维空间，让创
意力与你们的未来并肩同行。

建立超过45人的精英人脉
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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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精英人脉圈
学员除了会认识到来自创意行业的职场精英，为自身
建立极具优势的人脉圈外，也会通过项目的团队合作
活动与其他项目学员成为难得的战友，发挥互助精神
的同时为未来搭建资源共享的桥梁。



第一阶段的比赛中，我们不仅为

KPD48提供了封闭式训练营的课程，还

组织了多场线上线下与各组Mentors的

交流活动，为学员们在大学生活、职业

生涯规划与个人软技能等多方面带来提

升与帮助。第二阶段的比赛中，我们还

会继续开展项目管理方面的Workshop

以及关于企业CSR方面的相关辩论活动，

进一步促进大家对于17个目标的思考与

理解，最终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企业社会

责任创新项目。

毕马威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创新大赛

赛程赛制

2017.3
线下项目管理

workshop

2016.12.11-
2017.2月底
寒假任务

2017.3.1-5.1
项目实践期

2017.5-2017.6
结项及颁奖仪式

2017.5
第二阶段大赛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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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流程

2016年9月底~10月中旬
前期准备

（校园宣讲会+大赛报名+简历评审
及面试）

2016年10月22日~10月23日
封闭式训练营

Day 1：开营破冰+惊险倒计时+公益
传播课程+世界咖啡屋+狼人之夜;

Day 2：创新项目设计+特殊任务+闭
营仪式

2016年10月24日~11月29日
第一阶段执行期

（任务：视频拍摄主题选定+拍摄视
频；

培训：企业导师软性技能、职场技能
分享指导工作坊）2016年11月30日 中午12：00

~12月1日 中午12：00
第一阶段成果验收

（收集视频+主办方统一上传+传播）

2016年12月11日
第一阶段成果展示及评比

（成果展示+评比+颁奖+第二阶段流
程预告+假期公益任务）

2016年12月12日
~2017年2月28日
第二阶段准备期

（Mentor sharing+项目管理
workshop+寒假公益任务）

2017年3月1日~5月1日
第二阶段执行期

（项目设计及实践）

2017年5月中旬
第二阶段成果验收

（每支队伍15mins展示[含视频展
示]+Q&A 5mins）

2017年5月~6月
大赛结项及评比

（公布最终成绩+颁奖+庆祝）

2016年7月，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整合优质大学生和

社会企业资源优势，与毕马威中国携手开展了“毕马威企

业社会责任项目创新大赛。”48名学员从全国559名优秀

大学生当中脱颖而出，分8组组成了此次大赛的KPD48团

队。每支队伍均配备了来自毕马威等优质企业的Mentors，

围绕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在1年内完成视频拍摄

与项目设计两个阶段的比赛，引领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

新方向。



99公益日旨在用移动互联网化、社交化的创新手段，发动

全国数亿热爱公益的网民通过小额现金捐赠，步数捐赠、声音

捐赠等行为，以轻量、便捷、快乐的方式参与公益。

作为99公益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腾讯联合赋启青

年发展中心、哈公益，一起发起“青年公益传播挑战赛”。希望

借助青年的创新思维，新媒体的广泛传播，帮助公益组织更好

地运行与发展。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在项目中主要承担宣传招募工作，以北

京、广州、上海为主要阵地，联动了百家青年自媒体、高校社

团资源，开启了长达两个月的传播周期。

期间，赋启青年发展中心共计在北上广开启了六场宣讲会，

发布活动微信图文200余篇，预计直接覆盖高校200所以上，覆

盖目标群体30万人。最终吸引到了180余支团队、500余名高

校学生参与。赢得了社会各界对于青年公益传播的关注与认同。

99公益·青年公益传播挑战赛

99公益日是由腾讯公益联合数百家公益组

织、知名企业、明星名人、顶级创意传播

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全民公益活动。

2015年6月，在IBM华东志愿者协会的大力支持和妥善安排下，赋启青
年发展中心正式与IBM开启了大学生职业探索与发展计划。

整个计划以IBM参访为核心，企业参访的形式分为三块：1）企业讲堂：介绍企业背景，行业状况，人才招

聘体系等与同学们息息相关的内容，方便对IBM有兴趣的同学进一步了解。2）企业参观：带领学生参观企业

的工作环境，介绍一些部门及工作设施的使用，激发学生们对这些良好工作环境的兴趣。3）案例研习：模拟

IBM某个工作现场，让同学们可以动手实操，感受工作氛围，进一步了解真实的职场环境。

两年时间中，双方共计执行了

四轮计划。共有来自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

海对外贸易大学、西交利物浦等

150余名同学通过简历筛选，参与

此项目，获得了宝贵的成长体验。

参访结束后，每个IBM的导师都能够长期结对3位通过挑选的大学生，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自发性地建立

联系，成为职场上的好导师，生活中的好朋友。

IBM 大学生职业探索与发展计划

99公益·青年公益传播挑战赛

-20- -21-



新公民同伴教育计划旨在解决青少年教育资源不公平

的问题，帮助流动青少年找到自我优势，助力流动青少年

更好地融入社区和城市。该计划分为“成功之技”——认识

自己，提升技能、“成功之翼”——建立社团，更好沟通、

和“新公民之声”——赋权、发声、互动、融入等三个阶段

式的公益项目。通过系统性的多种课程及各式体验让流动

青少年处理好自己与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系，提升他们

的生活与职业软技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角色，

更好地融入其中。

“新公民之声”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入与发展计划关注上海市日

益增多的随迁子女在社会融入、公民意识、职业发展和社会义

务的问题。该项目通过一年对服务对象深入地了解与接触，设

计了筹措、赋权、发掘、探索、发声五阶段的项目框架作为主

要方式，引用了photo voice的参与式影像发声技术作为灵感，

设计了采用多媒体展示技术的成果展，基于社会工作学的理论

来实施和评估项目。

项目实施通过给予流动青少年赋能，通过让青少年不受限

制主动发现，建立和“职业人”、“所在社区”的链接，发掘他们

眼中的职业现象和问题；同时，通过系统性的专业培训，帮助

青少年获得理性分析社会问题、职业问题、并探索解决方式的

能力；从而，让青少年获得职业信心、自我效能的极大满足和

能力的提升。

新公民之声
新公民同伴教育计划

47人

120人

42人

2016年新公民数据

他们来自 川
四川

云
云南

黔
贵州

等地

众多专业

电子商务 会计 数控物流

45人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东辉职业技术学校

上 海 市 东 辽 阳 中 学

上 海 信 息 技 术 学 校

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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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相遇

初次结缘一个鸡蛋的暴走

暴走是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于2011年发起的公益徒步筹

款活动，旨在为多个儿童领域的民间公益项目筹款。参与者需

要在12小时内走完50km，并通过创意的方式向熟人网络募集善

款，完成甚至突破既定筹款目标，实现个人挑战。“一个鸡蛋的

暴走”希望带给公众身体力行的公益实践和丰富快乐的公益体验，

让公益不再遥远，未必苦情，也不止于捐款。六年来累计筹款

3288万元人民币，直接帮助了来自116家民间公益机构的200个

儿童公益项目，超过33万儿童直接获得帮助。

“一个鸡蛋的暴走”（简称“暴走”）是一个平台性公益

筹款活动，旨在为多个儿童领域的民间公益项目筹款。

一个鸡蛋的暴走

从 61 人参与到11,859 多人身体力行；

从 7万余元捐赠到 2,252万余元的爱心汇集；

从为山区孩子募集1个鸡蛋，到儿童领域4 个方向，

再到资助20省101家民间公益机构， 157 

个项目，帮助27万孩子；

2017年联劝 “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活动再次增加

队伍数量，计划一共招募 700 支队伍。

2014
相识

因为第一次结缘，便爱上了

2015
相知

有经验的老暴徒再次上路

2016
相信

信任，可以创造美好境界

2017
相守

守护最初践行公益的发心

我们之间故事的缘起是Diggers第
一季的老D（外号暴走）——魏萧笛，
是她发现了暴走，还是暴走找到了她，
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有缘分的人总会
相遇，就像Diggers，就像一个鸡蛋的
暴走。

14年开始是我们第一年有组（cai）
织（dian）有纪（yu）律（mou）地
参加一个鸡蛋的暴走。截至募款截止，
Diggers 6支战队总募款 86497.38 元，
平均每队募款 14416.23 元，其中
Diggers特别战队——队伍筹款金额
52500.5元，位列第十二名。队伍筹款
笔数430，位列第一名。

2015年暴走成绩，截止 2015年 5
月 31日 ，Diggers 11支暴走战队共募
款 140,278.73元，筹款 2746 笔，平
均单笔筹款 51.08 元。如果一个孩子
每天吃一个鸡蛋，我们相当于帮助了
480 名孩子吃上一整年的鸡蛋。

2016年暴走成绩，截止 2016年 5
月 31日 ，Diggers 21支暴走战队共募
款 181211.69元，筹款 4624 笔，平
均单笔筹款39.19 元。如果一个孩子
每天吃一个鸡蛋，我们相当于帮助了
827名孩子吃上一整年的鸡蛋。

2017年，我们这次准备玩儿点大
的，我们组织了5支公益自筹队，每队
目标筹款额 20000，我们组织了50支
自由筹款队，根据往年30%的中签率，
预计将会有 150 名Diggers参与暴走，
目标筹款额超 300000 。

Diggers与暴走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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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起，作为GDD项目的中国承办机构，

毕马威（KPMG）邀请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一起，

共同参与策划执行了三年度的GDD项目。

全球尊严日（Global Dignity Day,简称GDD）是一个

全球性的公益项目。全球青年领袖和其他榜样人物，将与

数千名义工一起参与「全球尊严」活动日。他们透过与全

球各地青年的对话，向年轻人灌输正面的价值观，成为他

们成长路上的指引。

三年间，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为毕马

威提供了近200人次的大学生志愿者，

共计在20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了

GDD尊严教育。

活动中，毕马威的企业志愿者和赋

启的大学生志愿者通力配合，通常先分

享有关自己的尊严故事，再引导学生

用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尊严。经过讨论尊

严五项原则，学生能够向全班同学讲述

自己的尊严故事。最后，同学们可以选

择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列明他们如

何践行课上所学，通过行动来提升自己

和他人尊严的计划，使之对于尊严有更

深和更广的认知。

上海青年风尚节是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为青年

组织搭建的展示组织风采、倡导青年文化、促进相互交流的创

新项目。

从2005年起，参与上海青年风尚节的各类青年社会组织

超过300家，参与青年超过50万，逐步成长为了颇具社会影响

力的品牌项目。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也多次受邀，积极参与青年

风尚节的各项活动，用青春活力的志愿者精神，带给了风尚节

不一样的精彩。

“花旗全球志愿者日”活动是花旗集团的品牌性公益活动。每

年，数千名花旗中国的员工和他们的亲友聚在一起，在当地社

区开展一系列包括提高环保意识、关爱老人及弱势群体等主题

的社会公益活动。

作为花旗集团可靠的公益伙伴，赋启青年发展中心的年轻

志愿者们也受邀参与了相关活动，用快闪义卖等方式，与花旗

的志愿者们一起践行公益，传递快乐。

ABC美好社会咨询社成立于2008年底，是中国公益界

首家支持志愿者向NGO提供公益咨询服务的组织。ABC致

力于通过整合职业人士与高校师生的优质资源，为公益组

织在战略、市场、运营、管理、筹资等方面提供专业的分

析研究与解决方案，从而突破其时间、能力与资源瓶颈，

促进NGO持续、有效和健康的成长。

从2014年起，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持续为ABC输送专业

的大学生志愿者，共同为公益咨询领域添砖加瓦。

GDD全球尊严日

上海青年风尚节

花旗全球志愿者日

ABC美好社会咨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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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熟识我们的朋友都知道，Diggers项目发展之初是靠着复启教育的支持而成长的，但于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正式

注册成立之后，我们就积极地将非营利事业无论在财务还是运营上独立出来。因此在培养有料青年与训练专业教练上，

我们更需要热心公益与关注青年的社会资源来支持，支持我们的创意研发，支持我们的机构运作，支持我们的社群经

营，使我们可以更后顾无忧地想得更深，做得更广。

因此，从2017年开始，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会认真招募支持我们的公益伙伴。无论您是机构负责同事，抑或是有爱

的个人好友，我们真诚地期待您能捐出2000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善款，我们会努力每年寻找100位关注社会创新及青年

公益的好伙伴，让这份正向的社会影响能长长久久地传播下去。

如果您认同赋启青年“梦想、激情、勇气、担当”的价值理念，也曾被Diggers的青年热情活力所感染过，愿意共同

点燃那人群中1%的有料青年，并进而去影响剩下99%的人，我们诚挚地邀请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支持赋启青年发展中

心的机构运作:

合作支持伙伴

企业
伙伴

公益
伙伴

美好社会咨询社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银行账户】

开户名: 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

开户行: 招商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账号: 121910529210903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银行账户

【公益专项基金账户-公开募集资金资格】

开户名: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开户行: 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账号: 310066580018170189269

(捐赠时敬请备注:赋启青年发展中心)

【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支付宝账户】

帐户名: 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

支付宝账户: info@diggerschina.org

埃森哲

企业伙伴

毕马威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索尼

花旗银行

阿斯利康

迪卡侬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拓思管理顾问与教练机构

创享中国

芽木新媒体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公益伙伴

爱佑慈善基金会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

南京柯菲平公益基金会

ABC美好社会咨询社

哈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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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招募年捐伙伴

兴全基金提供本手册印刷赞助

特别感谢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21-55235017

电子邮箱: info@diggerschina.org

联系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路200号4号楼417室

关注我们

Diggers微信平台 Diggers微博 JOBinn微信平台Diggers官网 Diggers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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