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项基金季度总结报告 

专项名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SEED 种子伙伴专项基金 

项目周期 

2022.04.01-2022.06.30 

年度项目预算 本期项目支出 

现金： 

1500000.00RMB 

物资： 现金： 

0 RMB 

物资： 

本期实施地点 本期受益人数 

线上为主 约 150 人  

项目经理姓名 提交报告日期 

张雪珊 2022.7.12 

 

1. 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1.1 项目执行情况（300-500 字） 

项目事实：在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事情，举办了多少场活动，活动形式是怎样的，多少人次参与，历时

多长时间、项目内容完成进度、项目目标达成比例等 

1. SEEDerShip 新种子培养 

a) 线上学习营 

· 经过数轮的面试、筛选和讨论后，5 月底，23 位新种子入选今年的 SEEDerShip 项目。彼时疫情

的发展形势尚不明朗。在线下营需要延期时，为了向新种子们传递来自 SEED 和社群的支持，

并提前开始预热学习，SEED 启动线上学习营。每期 2 小时，必修课 5 期，在 6 月 11 日至 7 月

31 日之间的五个周末进行。中间会根据情况加开选修课。 

· 6 月 11 日下午，SEED 在线上举办「开营仪式」：线上破冰从让大家介绍手边重要的物件开始，

过渡到对于营期期待、约定和贡献的讨论。开营仪式希望让新伙伴们打开对话，对彼此有初步

的了解，建立信任，开始形成彼此支持的学习型社群。 

· 6 月 18 日下午「公共叙事工作坊」：前期在微信群让大家画“自画像”作铺垫，课程上大家通过

介绍自画像、画情绪波动图和分享对自己有塑造作用的经历及介绍经历的关键节点等，让大家

对自己有更深的观察和对其他伙伴有更多的了解，初步学习讲故事的方法，为线下的公共叙事

课程作铺垫。 

· 7 月 2 日下午及 7 月 10 日晚上「商业思维工作坊」：前期通过文章和测试题引导大家有相关的

讨论和思考。课程上讲解了商业思维对公益人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和主题讨论引导大家

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分析商业人和公益人的区别和学习可以借鉴的地方，也抽取部分学员

的案例分析以彼此启发。 

b) 线下在地营筹备 

· 疫情有所缓解后，经过实地走访，综合考虑了在地人文、交通及场地信息后，SEED 确定在地营

将于 8 月中旬在贵州黔东南美德村 “云上粮仓”举办。 

2. SEED Acceleration 社会创业加速器： 



 

a) 「100 日加速营期」，营期自 2 月中旬至 5 月底逐渐落下帷幕 

· 6 位教练针对 7 个项目以每周至少一次「Office hour」进行 1v1 的定制化辅导，逐步解决各个项

目在入营之初各自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如战略梳理、模式选择、产品原型研发与 MVP 测试、

财务模型与影响力测算、对接行业资源等，并迭代完善 BP 项目计划书； 

· 期间共开展了 8 次「Peer Learning」主题学习，包括志愿者管理、创业从 0 到 1、品牌与传播、

产品设计中的调研方法、公共叙事与路演、项目计划书拍转会等； 

b) 6 月 12 日下午，线上举办「Demo Day 路演日」，来自于基金会、创投机构、投资机构、个人投

资者、行业支持机构、媒体等 140+位资方、资源方及关注者通过受邀或公开报名参加，与 7 个

加速器项目代表、教练导师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关注、支持于早期社会创业项目的发展与成

长； 

c) 6 月 12 日晚间，加速器内部进行了「线上复盘+结营仪式」，项目创始人们与所有教练、项目组

团队终于放松地在一起回顾畅聊，复盘和总结过去几个月一路走来的体验、心路历程与收获。 

3. SEED Community 社群活动： 

a) 实践研讨 

· 第二季度，SEED 围绕着“如何让青年人有机会聊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说出做事儿中积累的实

践洞察”这一目标，开展了两场实践研讨的内测，寻找有效深入的对话方式。 

· 5 月 7 日「人在公益的成长路径是什么」实践研讨内测场：团队通过案头调研与访谈，筛选出

了 2 个大家广泛关注，且有切身经验的具体问题：1）如何看待公益工作的金钱回报？”2）“机

构步入正轨，个人发展受困，如何持续成长？”团队邀请了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四名 SEED 种

子作为嘉宾，试用了 zoom 沉浸式场景来加强“在场感”。在活动最后，参与者用焦点小组的形式

共同复盘反馈，并填写评估问卷。活动现场共 120 分钟，为了保证讨论的深入性，仅小范围开

放，共有 4 名嘉宾、8 名参与者和 5 名项目组成员参加。 

· 6 月 5 日「疫情下如何行动」实践研讨内测场：团队分为“行动”和“发声”两个小组，分别进行案

头调研和访谈，并选定“行动”作为研讨会的聚焦点。项目组总结了大家在思考是否行动时，会遇

到的三个关键问题：“1）作为“年轻，传统一线经验青涩，思维活跃”的新社创机构，如何在疫情

中找准适合自己的切入点行动起来？”、2）“做出是否参与抗疫行动的决定时，如何考量由此带

来的现实问题，如人力物力成本、筹款和收益？”、3）“如何与政府、社区、企业、其他机构之

间形成有效协同？”针对上述问题，团队邀请了在上海疫情中有行动经验的两家机构负责人作为

嘉宾来共同打磨研讨会设计。为了将参与者带入具体情境，越过“行动前的门槛”，项目组从嘉宾

经验中提炼出一般化场景，设计了“情景模拟”的参与方式并使用 teammind 白板工具来激发研

讨现场的参与感与创造力。活动现场共 150 分钟，共有 2 名嘉宾、11 名参与者和 5 名项目组成

员参加。 

b) 三一基金会科学公益课共学计划： 

为更好地回应社群成员的学习需求，SEED 尝试组织共学计划。第二季度共组织 37 人参与课程共

学，成员包括社区成员、志愿者及其所在机构成员，涵盖残障、环保、阅读和商业等领域。目前

已就“科学公益如何评价效果”、“决策范式”和“慈善的创新”等内容开展了 5 次分享讨论，每次由

不同的带领人梳理课程内容要点及带领大家讨论问题和引导大家作经验分享。每次讨论人数为

7-11 人。 

c) Mentorship： 

· 常规线：已开展一年多的 Mentorship 项目在 4-6 月进行了集中的复盘与迭代，经过对过往数据

的梳理、参与者的回访等，现已基本迭代完成了 2.0 版本的流程及方案，并正在进行内部测试，

为正式发布做最终准备； 

· 议题线：受 22 届新种子招募中所遇申请者情况的启发，我们发现在“乡建”这个领域的从业者中

或许有一些成长和成事方面的需求适合由 Mentorship 的项目方式来回应，于是由社区内部相关



 

背景成员组成了「乡建议题线」小组，正在进行调研与策划，期待这次尝试可以将 SEED Mentorship

项目向专业议题领域的深度与社区外成员可参与的广度两个方向进行更大的开拓与延伸。 

d) 「森友会」： 

4 月 8 日 19:00 于线上举办了「森林音乐之旅 - 疗愈·抗疫主题」森友会，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

我们关注到社区成员的能量与精神状态，即便当下只能通过线上进行连接，也希望能给予到关切

和支持。在线带领大家进行一场森林音乐之旅，分享居家的工作与生活、情绪和感受，让大家在

音乐中感受到真实的链接、静心的休息与放松。 

e) 「读书会」第二季： 

共读近半年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读书小组于 6 月 19 日迎来了完结篇，并

在最后一次共读会上特邀了周昌乐老师及多位正在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工作的研究员朋友作为嘉

宾参与交流与讨论。该读书会小组由社区成员自主发起和维护，期间有 10-20 位社区内伙伴参与

其中，并且在过程中已逐步开始吸收社区外成员的加入，为社群内部活动向外打开更多外部参与

及接触界面提供了很好的操作范本。 

f) 「连续聚」：在疫情有所好转之后，各地分舵快速开展了线下小聚会： 

· 广州：6 月 20 日 

· 上海：6 月 26 日 

· 北京：6 月 26 日 

4. 对外合作及影响力 

a) CWI 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 

基于双方对“鼓励与支持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创业家”这一理念的共识与认同，经过前期密切的

沟通，SEED 为 CWI 奖项进行了积极的传播与扩散，并动员鼓励三位适合的社区成员最终完成了

申请； 

b) 高校社会创新课程与社团： 

· 4 月 26 日，副秘书长希瑞受邀在线上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创新与创业》课程进行了《如何走

出社会创业第一步》的主题分享，并为该课程 8 个小组的社会创新项目方案汇报进行了指导与点

评。 

 

1.2 项目效果介绍（300-500 字） 

客观记录：受益人整体变化，个别受益人故事，参与人满意度，建议图文结合，图片不少于 3 张并添加文

字说明 

1. SEEDerShip 新种子培养 

a) 线上学习营： 

我们从两个角度观察课程效果并收集反馈： 

· 学习型社群营造：参与者评价对以下选项的赞同度： 

 我感到安全、包容和尊重 

 如果我愿意，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包括对带领者的想法提出质疑或反驳 

 我有机会和伙伴们交流，有机会进行真实、真诚、开放的对话 

· 学习内容： 

 在工作坊后一天，收集参与者印象最深的三个点，并与工作坊嘉宾在研课时的重点相互

对照。 

在已经举办的「公共叙事」和「商业思维」两场工作坊中，绝大多数参与者认同学习型社群营造相

关的三个陈述。具体来说，第一场工作坊的三项陈述赞同度比例为 94%、82%、95%；第二场为 100%、

94%、95%。项目组发现，对于短时间线上工作坊来说，「有机会表达不同观点」是最有挑战的。在



 

今后工作坊中，会针对这一点进行有意识的课程设计。 

在学习内容上，参与者反馈对于伙伴的故事有共鸣、感受到故事的力量；也获得了很好的梳理机构

逻辑的思路，深入思考了自己项目的商业面，收获了突破性的思维角度。 

线上工作坊是线下的预热，期待今后更加深入的学习。 

 

 

线上工作坊合影 

 

2. SEED Acceleration 社会创业加速器： 

a) 「100 日加速营期」： 

· 项目评估监测目前正在开展中，具体数据及记过有待后续统计及监测； 

· 已初步收集项目学员反馈摘录部分如下：“能够打开边界，向外求助”“确定了商业模式”“拨开创业的

迷雾”“群策群力建立战略屋”“路演时大家都焕然一新”，感觉到很有挑战的时刻，像是“整个加速器期

间都是巨大的情绪蹦迪”“凌乱！不认识自己”，也会有很难得而难忘的体验，比如“感受到了完全的支

持”，当然也会有最大的遗憾，就是疫情影响之下，完全没有实现线下的走访与见面。 

b) 「Demo Day 路演日」也受到了来自于资方、资源方的中肯建议与普遍好评，如“让我们看到了耳目

一新的好项目”“SEED 加速器在做的事情是很有必要的”“活动整体的流程非常顺畅专业”等，建议如

“即便是公益模式项目也应更明确地提出资金或资源需求”等，这些都为加速器二期的持续开展与迭

代提供了更多动力与优化方向。 

 



 

SEED 加速器历程回顾 

 

SEED 加速器项目重点产出反馈 

 

 

SEED 加速器 Demo Day 路演日 

 



 

 

SEED 加速器线上复盘+结营仪式 

 

3. SEED Community 社群活动： 

a) 实践研讨： 

· 两场研讨均通过问卷的方式了解参与者的满意度，「人在公益的成长路径是什么」研讨的最后半

小时里，用焦点小组的方式，与参与者进行了复盘访谈；「疫情下如何行动」通过前后测来了解了

参与者对于行动的态度和对于“可能性”的想象是否发生了变化。 

· 从参与者反馈和团队复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场研讨的亮点是：嘉宾很真实和坦诚、互动性较

高；选择的话题是引人关注的，参与者说，能看到竟然有这么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感觉很好。

通过线上白板工具结合情景模拟，可以有效地把大家推进行动场景，激发参与者的思考和表达。 

· 未来，实践研讨项目会在“问题的进一步聚焦”、“提升目的感、让大家说出更有实质性的建议”、“用

问题来推动对话”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SEED 实践研讨海报 



 

 

SEED 实践研讨现场 

 

SEED 实践研讨 · 疫情下如何行动 · 情境讨论 

 

b) 「三一基金会科学公益课共学计划」： 

 

三一基金会科学公益课共学计划 活动现场 

 

c) 「森林音乐之旅 - 疗愈·抗疫主题」森友会：20+人参与了当晚活动，大家多反馈“有感受到许多放

松、纾解和治愈”，并表示活动分享的音乐歌单在后续也有持续支持到大家自己日常的生活。 



 

 

d) 「读书会」第二季《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6 月 19 日完结篇海报： 

 

4. 对外合作 

a)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创新与创业》课程海报 

 

 

1.3 持续运营或改进意见 

具体反思：对遇见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改善策略；给予活动改进的意见 



 

1. SEED Acceleration 社会创业加速器： 

a) 对「早期社会创业」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细分： 

· 一是还尚未有较为成型产品的更早期，此类项目的创始人往往有如下几个典型特征：有愿景，

但细不下来、无目标；想法好多，试哪个；以为自己很清楚；在巅峰和谷底之间来回蹦迪。而

对于这个阶段更为关键的是：再三确认创业决心，找到人和事的匹配，快速试错； 

· 二是已经有较为成型的产品，此类阶段面临的难题往往有如下几个：机会挺多，抓哪个；团队

跟得上吗；未来要怎么走，我坚定吗；这个选择是最优的吗，错了怎么办。这个阶段要开始形

成中长期发展战略了，而关键操作是要做好梳理+确认+共识。 

· 基于以上观察和思考，初步构想在二期加速器中将对这两个阶段的项目进行细化区分，后者依

然采取以教练 1v1 辅导为核心的营期模式，而前者则设置项目池，由项目主动争取培训学习及

定制辅导的机会。 

b) 构建创业者社群的氛围：第一期因疫情缘故，各个项目创始人之间、教练与创始人之间都几乎没

有进行线下碰面和连接。与此同时，一期项目数量少、背景及领域差异大等因素也导致彼此之间

的交流还不足够活跃或具备高粘度，原期待中“有同辈压力、你追我赶、互相支持”的氛围虽然也

有，但浓度不如预期，二期则将在创业者社群的营造方面投入更多关注和精力。 

c) 需打开更多资源链接：衡量加速器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受加速项目获得新增筹资或投资的

数额多少。刚结束的第一期加速营期因重点关注在教练辅导、同辈学习、Demo day 路演等核心

流程的跑通及质量，在资源链接方面亦没有给予足够的精力与时间，二期也将在此方面重点加

强，包括公益方面基金会的资源、影响力投资或创投资源、以及扩大传播影响力等媒体及合作资

源。 

 

2. 实践研讨  

a) 关于议题设置的学习：为达到深度对话，议题设置非常重要。它并非简单的“写出讨论问题”，而是

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i. 了解每位嘉宾，对于要讨论的话题，背后的“水流”是什么。他们聚焦想讨论的点、他们的经验能

够挖到哪一步。 

ii. 不需要请太多嘉宾，否则嘉宾发言完，时间就没有了。更优的方式是将 1-2 个人的经验挖掘深

入，现场由主持人通过对话的方式，将精华引出来。 

iii. 对于每位参与者，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细致了解他们的期待和他们的背景。这可以让项目组更

加聚焦讨论什么问题可以对观众的实践有所帮助，也明白在研讨现场，面对多人发言时，可以如

何进行取舍。 

iv. 共同问题一定要少。在两场研讨中，都发生了“筹备组认为准备的问题不够讨论，但实际上讨论

不完”的情况。因为 SEED 讨论的往往是“适应性问题”，没有已知解，一个问题会牵连出非常多相

关的问题。在设计中，一个问题（及其展开作为备用）足矣。若时间允许，可以考虑做一个场次，

专门用来“形成共同问题”。 

v. 事实上，在研讨最初的设计里，线上环节就是用来同步信息，创造共同讨论背景的；深度讨论放

在线下，而且会预留半天至一天的时间。受疫情所限，研讨完全转移到线上。故项目组需要智慧

地思考如何完成“议题设置”工作。 

b) 对话深度和参与人数之间的平衡：实践研讨希望让更多人的经验深入碰撞，在尝试中，我们发现很

难既保证对话深度，又增加参与讨论的人数。我们在未来将采取以下方式来平衡两者： 

i. 用两/三人的深度对话作为开场，然后再卷入更多人。这样做的好处是，开场对话可以提供足够

多的关于这两三人的问题和“水流”的信息，将其他在场的人精准地带入到情境中。唤起他们最相

关联的经验。同时也设定全场的交流基调。 

ii. 在合适的时候，分组进行对话。分组可以很好地卷入每名观众。只是分组的时机，回到大组后，



 

组与组之间如何互相关联，需要继续探索。若每个组的话题和汇报都不交叉，在大组依然无法产

生对话，陷入到形式上的“参与式”。 

 

2. 季度财务收支 

项目 入账 支出 本项结余 备注 

4 月  0.00   

5 月  0.00   

6 月  0.00   

 专项管理费   0.00   

合计  0.00   

     

 

3. 财务报表 

第二季度里，专项基金获得了博世中国慈善中心 4万元项目资助；无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