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總結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為中國被遺棄及傷殘人士創造美好人生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是一個基督教機構，
為中國被遺棄和傷殘人士帶來關愛、希望及
機會，藉此改變他們的生活。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

謝謝您

設備

治療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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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 衡陽項目中的兒童、ICC 員工成員及中國政府官員
於 2015 年 5 月參加衡陽兒童照顧中心開幕禮。

行政總裁寄語
回首 2015 年，我們躋身上帝偉大的事業，一同照顧
在中國被遺棄及傷殘的兒童，我感到責任重大，同時
心中也充滿感恩。過去一年來，您的慷慨奉獻給照顧
中心的兒童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全因有您，衡陽兒童照顧中心才能正式開放，並為
145 名兒童提供美好的家園及全套服務。這場盛大的
開幕禮是 ICC 透過與中國政府合作傳揚上帝慈愛憐憫
的美好見證。中國政府注資五百萬美元並且根據我們
的設計精心構建全新的兒童照顧中心，隨後將照顧中
心交予我們的管理人員，這正是此項目中對上帝大能
之手的見證。
看著這些孩子搬入新家安居，在嶄新且一流的特殊兒
童專用遊樂場上嬉戲，在全新游泳池玩耍並接受治
療，這種感覺無以言喻。上帝以創新而獨特的方式，
為這些兒童提供了家園和一個可以成長並實現美好人
生的地方。我深知上帝的委任正是透過您及您無私真
誠的支援而實現。感謝您的付出，讓這間照顧中心得
以創辦！
全新兒童照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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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三門峽項目的工作重點是與中國政府
達成協議，確定接下來 5 年的合作方向。一直以
來，我們與政府無間地合作，推動項目發展，推行
家庭式照顧模式。這是我們需要邁出的一大步。過
去的 5 年中，我們徹底改變了為兒童提供照顧、
治療及教育的方式，但是我們還未能提供家庭式
照顧。而現在，能夠簽訂發展此照顧模式的全新 5
年合約，實在令人激動不已。
在長沙，我們在 2015 年用了一部分時間來考慮重
新制定社區拓展計劃。長久以來，這個項目致力於
為 340 多個家庭提供服務，但我們意識到，中國
已今非昔比，我們也需要與時俱進。我們在 2015
年用了 3 個多月的時間進行了一項研究，來了解
中國政府推行特殊需求照顧的走向。我們還著眼於
其他非政府組織的動向，了解到與其未來計劃相關
的更多資訊。我們抽出時間與各個家庭對話，探索
他們的需求，了解私營企業服務提供的情況。此項
研究給我們帶來了全新思路，引導我們當前事業的
發展方向，推動我們進一步滿足瀕臨遺棄兒童邊緣
家庭的需求。

再次感謝您的鼎力支持。我很清楚，正是有了那些
支持我們、慷慨奉獻、常常做出犧牲的人，才使上
帝的委任得以實現。我要感謝並感恩給予孩子資
助的每一個人。您是構成 ICC 支援來源的重要一
員，讓我們得以為中國的弱勢及傷殘兒童提供照
顧。我想要對我們的主要捐助者、基金會以及支持
我們並贊助我們項目的其他組織表示感謝。我也很
感恩我們能夠成為他們心靈及熱誠工作的引導者。
對此，我感恩不已。真誠地祝福我們的捐助者，謝
謝您。
以馬內利，

高永恩 (David J. Gotts)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

2016 年，社區拓展計劃將著重於制定穩定的治療
重點，組建一支與社區接洽的社會工作者團隊，以
與傷殘的新生兒至三歲兒童及其家庭合作，並為其
提供所需支援。社區拓展計劃還涉及越來越多的臨
時照護及日間服務，目的在於幫助需要臨時照顧支
援的父母照顧其傷殘兒童。我們將盡快告知您項目
進展情況。
透過經濟援助來與我們分享上帝的信實，總是能
鼓舞人心。在過去的一年中，貨幣匯率的波動給
我們製造了各種難題，因此，對於您一整年來的
支援，我深表謝意。2015 年底的國際收入達到
3,402,548 美元，較前一年下降 3.96%，其中包含
價值 150,214 美元的指定禮物。但開支卻較 2014
年增長 4.18%。
由於通貨膨脹，以及中國的工資成本提高，使得開
支大幅增加，大多數基金募集國貨幣市場的疲弱趨
勢給我們的財務帶來巨大壓力。但是，我們在全年
內控制部門支出，同時致力於對現金儲備進行策略
性掌控，從而實現穩健的預算管理，這些舉措有
助於確保我們在 2015 年年末留有現金儲備，帶入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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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身份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 (ICC) 是一個基
督教機構，為中國被遺棄和傷殘人士帶
來關愛、希望及機會，藉此改變他們的
生活。ICC 於 1993 年創立，宗旨是協
助傷殘兒童活出美好人生。ICC 深信每
一個小孩都是珍寶，都有權利被愛，都
應該擁有對未來的希望，更應擁有實現
夢想的機會。
我們在中國的目標是：
• 支援中國被遺棄及傷殘人士
• 讓傷殘兒童能夠發揮潛能
•制
 定創新項目和計劃，為傷殘兒童
及其家庭提供服務
• 以人為本，善用資源
• 提供改變生命的服務機會
20 多年來，ICC 與中國政府合作，為
最缺乏的 - 被遺棄及傷殘兒童 - 發展社
會福利。ICC 在中國的聲譽以及關係贏
得卓越的地位，使我們不僅可以為無助
的生命提供服務與居所，同時也能啟發
及訓練當地人，讓他們見證生命得到拯
救、家庭獲得援助、社會觀念轉變、以
及人們的態度改變。
ICC 在中國的項目主要由中國人經營，
並且由滿懷抱負的國際義工提供支援。
我們於全球設有八個辦事處，負責籌款
及宣傳，同時也提供資源，並且招募助
養者以及熱心於中國服務的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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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遺棄及傷殘兒童提供居家照顧及服務
長沙項目始於 1993 年，目前照顧 100 名兒童及青
少年。服務包括家庭形式的兒童之家、職業訓練、
重度傷殘兒童的居家照顧、醫療服務、教育及治
療。在這些兒童和青少年中，有許多人在當地的幼
稚園、學校及大學上課，也有人接受內部制定的特
殊課程。
衡陽項目始於 2004 年，目前照顧 161 名兒童及青
少年，他們都生活在家庭式的兒童之家。我們的服
務包括家庭式兒童之家、嬰孩照顧單位、醫療單
位、寄養服務、教育計劃、職業訓練及治療。營養
及醫療服務得到顯著改善，額外護理人員（在中國
亦稱褓姆）、護士及管理人員均在培訓後受聘用。
三門峽項目始於 2010 年，與當地政府的福利中心
合作。目前，超過 90 名兒童接受我們的照顧，每
年都有更多遭遺棄的兒童加入。此項目亦著重於發

展專業照顧領域，如特殊教育、看護及治療，目標
在於建立穩固的照顧模式。良好的照顧模式能讓嬰
幼兒的存活率更高，可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更優質
的生活。
社區拓展 — 杜絕遺棄
長沙的社區拓展項目致力於防止遺棄事件，並且保
障家庭完整。這個突破性項目是中國的首例，為有
特殊需求兒童的數百戶家庭提供基本支援服務。
該項目始於 2008 年，我們與超過 300 戶家庭合
作，讓他們接受訓練、輔導、參與家長支援小組、
臨時看護、物理及職業治療、特殊教育、職業訓練
和經濟援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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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財務報告

年末結餘資金
(截至 2015 年 1 月 1 日)

這是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5 年 ICC 未經審
核的財務總結。這些數字只反映出國際和中國的營
運狀況，並不包括各國辦事處網絡的運作費用。*

國家辦事處基金***

372,511 美元

現有國際運作基金

194,045 美元

國際手術基金

23,951 美元

國際資本／其他基金

30,578 美元

基金總額

621,085 美元

捐款及收入
一般捐款

1,715,363 美元

50%

指定捐獻

472,049 美元

14%

兒童助養

492,912 美元

15%

中國政府捐助

572,011 美元

17%

資金項目

150,214 美元

4%

總計

3,402,548 美元

部門費用
直接計劃成本

2,686,478 美元

76%

兒童照顧服務

2,302,559 美元

治療服務

72,166 美元

2%

教育及培訓服務

18,048 美元

1%

醫療及手術服務

2,870 美元

<1%

資金支出

290,835 美元

間接計劃成本**

65%

8%

654,542 美元

18%

監督及法規遵循

67,639 美元

2%

籌款

143,542 美元

4%

總計

3,552,202 美元

籌款及監督

年末資金轉結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國家辦事處基金***

306,040 美元

**即支援中國計劃所產生的國際費用

現有國際運作基金

165,391 美元

***代表 ICC 各國辦事處網絡持有的現有現金總額（以美元計）

國際手術基金

–

國際資本／其他基金

–

*您可直接聯絡各辦事處，要求索取經審核的各國辦事處財務報告（如有提供）。

基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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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
澳洲

12%

加拿大

23%

中國收入

30%

香港

10%

荷蘭

1%

新加坡

1%

英國

13%

美國

7%

其他國家

4%

ICC 感謝全世界捐助者及義工的慷慨解囊，這份溫情珍貴無價。
我們在 2015 年間所收到之「非現金禮物」的價值據估計超過
250,000 美元，當中包括設施、物資、設備、服務及專業知識。
這些都不包含在上述的金額中。

您的支援如何改變生命
有些時候，確實難以將財務盈虧的底線，與敬業的義工及員工為中國被遺棄及傷殘兒童提供的關愛及照顧聯繫在一起。下圖
說明我們的各項開支對我們所照顧孩子的影響之間的關聯。

抗生素

集體治療

治療設備

疫苗

個人化治療

矯形手術

引導式教育

輪椅／助行器
升降機

緊急手術

治療

特殊輔助設備

服裝

烹飪用品
清潔飲用水

房屋
環境衛生
清潔用品
暖氣
暖床

醫療

特殊教育
小團體班

兒童照顧

均衡營養

健康測試

醫療及手術

ICC如何提供照顧
米飯、蛋白質及蔬菜

後續手術

治療師

身體支架

紙尿褲及尿布

急症照顧

藥物

防寒服
洗衣房

學校

教育及培訓
員工培訓

學費
支援

照顧者

學校用品

職業培訓

生活技能培訓
看護

治療師

教育用品
課程
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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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 2015 年
帶來的影響
您在中國帶來的影響
您的傾囊相助，讓我們可以保證照顧中心的兒童，可以獲得所需的醫療照顧、治療、教育、營養
品、24 小時照顧及關愛，實現上帝為其創造的美好人生。

2015 年

是您...讓 ICC 得以：
滿足每個孩子的醫療需要。
	每天提供藥物並施藥。
	確保 103 例緊急入院治療，其中包括
急救手術，以及超過 29 次醫學測試
及治療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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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您...為傷殘兒童提供以下設備，讓他們
克服自身身體限制：
治療設備；
	輪椅等特殊輔助設備；及
1025 小時的專業內部治療師治療。

是您...讓我們實現了：
	
在家庭式環境提供超過 384,000 健
康、營養的飯食。
	
讓 200 名專業照顧者可以在家庭式環
境中關愛、照顧兒童，提供我們非常
需要的長期及常規照顧。

是您...透過以下方式讓 351 名兒童學會並
突破多個發展階段：

1,266 小時的特殊教育
530 小時的生活技能培訓
	3,740 小時的職業培訓
	210 小時的社區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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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 2015 年
帶來的影響
兒童助養
ICC 的兒童助養計劃採用一體化方式將助養者與照顧中心的兒童聯繫起來。助養如同讓一個特殊兒童成
為一名家庭成員。此項舉措讓助養者有機會祝福沒有家人的孩子，給予孩子歸屬感及安慰，讓孩子感受
到有這樣一個家庭信任他、為他禱告、希望他過上幸福的生活。不論孩子的理解水平如何，他都能感受
到自己受到關愛及珍惜，助養計劃為孩子的生命帶來另外一種關愛及憐憫。我們對所有 2,025 位助養者
深表感謝！

長城步行
長城步行是全球各個國家發起的一系列步行籌款活
動，活動時間從 8 月起到 12 月止。我們在澳洲、
加拿大、中國、香港、愛爾蘭、新加坡、英國及美
國各大城市舉辦了超過 35 場活動。全世界共有數
千人共襄盛舉，更多人選擇提供金錢贊助，ICC 募
得的捐款超過 470,000 美元，用於培養及照顧中國
被遺棄及傷殘兒童，並顯著提高對中國傷殘兒童所
面臨困境的認識。感謝所有在去年參與長城步行活
動的人們。由於募得的資金及對傷殘兒童的關注日
益提升， 我們所照顧的兒童更有機會過上美好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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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團隊義工
全球各地的義工每年都會到中國 3 個 ICC 項目之一
探訪 ICC 照顧中心的兒童。去年，我們有 145 名短
期義工參與到我們的中國團隊中，與孩子們進行互
動。義工給予孩子們的關注通常會對他們產生積極
影響。
義工訪客 Kristie Cothren 是一位來自美國的溝通
治療師，她回憶與一個名叫 He He 的小女孩在一起
的時間：
「 我在旅行的前 4 天都在觀察她，但不知道如
何才能最好地與她互動。旅行第 5 天，我輕聲
祈禱上帝幫我給這個幼小的靈魂帶來些許安慰
或快樂，上帝給予我強烈的回應。
我開始深深地按摩她的背部，她非常安靜，俯
身向前，就像是在享受按摩。當我把手環繞她
的右側肩膀，用力一捏，她轉過頭來，直視我
的眼睛，沖著我露出最美的笑容，這種笑容是
我從不曾見過的！就像是上帝在凝視我！我只
是繼續按摩她的背部及肩部，她開始放聲大
笑！這次經歷讓我畢生難忘！」
各位義工抽出時間、奉獻愛心，在某些情況下發揮
專業技能，探訪兒童，讓他們感到自己值得被愛，
對此我感激不盡。

義工訪客 Kristie Cothren 與 He He 在一起

實地義工
2015 年，約有 30 名自費的短期及長期實地義工，奉
獻他們的愛心及時間來幫助我們的孩子，並管理 200
名當地員工。他們在中國將 ICC 的使命傳遞給當地
員工，確保提供優質且始終如一的照顧服務，培訓照
顧者使用最優良的治療方式，鼓勵孩子們進入社區學
校，並尋求第二醫療意見。這些義工幫助管理中國的
支援工作，確保每位兒童能夠獲得關愛、希望及過上
美好生活的機會。
衡陽項目主管及長期義工 Alison Kennedy 正在衡陽兒童中心運動場
與 Zhi Zhi 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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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中國
的故事
有了您，如同 Jiang Jiang 一樣的孩子才能和自己的家
人一起過上美滿的生活。
正是您的慷慨解囊，才讓傷殘兒童父母有機會接觸
到維繫家庭所需的工具及教育。ICC 的社區拓展計
劃透過臨時看護服務、財務援助、諮詢及治療，讓
父母放棄遺棄孩子的念頭。而支援 ICC，便是為這
些父母提供一種撫養傷殘兒童的路徑，讓他們在福
利中心繼續獲得生活的希望。
Jiang Jiang 在醫院接受治療，出生只有 6 個月的
他已在醫院度過了大部分的時間，醫生認為 Jiang
Jiang 是患有腦癱。您可以想像到 Jiang Jiang 父母
面臨的恐懼。日復一日，卻不知道 Jiang Jiang 的傷
殘程度，不知道他們將會面臨什麼樣的經濟壓力，
不知道如何面對社區對傷殘人的標籤，而這種標籤
，常常是因為社區深信傷殘兒童的父母一定是在懷
孕期內做錯了某些錯事。
做好準備去幫助像 Jiang Jiang 父母這樣的人，關係
到一個家庭是否能維繫下去或是孩子會否被遭遺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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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緊要關頭，ICC 的社區拓展項目聯絡到
Jiang Jiang 的父母，幫助評估 Jiang Jiang 的傷殘程
度，制定治療計劃，傳授他們治療技術，並消除他
們的恐懼。此外，ICC 幫助他們與面臨類似問題的
其他父母進行溝通。
我們的工作也繼續深入。我們帶著 Jiang Jiang 的
CT 掃描結果，請求專家提供第二及第三意見，他
們認為第一診斷有誤。預期比 Jiang Jiang 父母先前
獲知的情況大有好轉。他們這才如釋重負！
我們鼓勵 Jiang Jiang 的父母與 Jiang Jiang 互動，參
與他的治療過程，我們也知道他們確實參與其中，
因為 Jiang Jiang 顯然在上次參與社區拓展計劃時出
現明顯好轉。Jiang Jiang 父母因 Jiang Jiang 情況的
改善而面露喜色，我們能感覺到他們發現肩上的壓
力已然釋去。這個家庭將會維繫下去，而正是因為
您的作為使這成為現實。謝謝您！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

您的幫助讓 Chen Lang 有機會接觸通訊技術！
您將常常看到 17 歲的 Chen Lang 與朋友們在電腦
室內，綻放燦爛、美麗的笑容，她溫柔的聲音讓人
感覺輕鬆自然。她熱衷於使用電腦技術寫日記、抄
寫她最喜愛的書籍、畫畫，及向她的助養母親傳送
電子郵件。電腦室是 Chen Lang 最喜歡的地方，她
可以在這裡安靜地沉思，或在與朋友分享電子郵件
內容，及在網上探索主題時發現趣聞軼事而放聲大
笑。

掌控的方式使用電腦，她的照顧者、治療師及其他
ICC 員工攜手尋找解決方案。

看著 Chen Lang 天真的笑容及開朗的性格，您無法
想像到她是一個患有嚴重身體殘疾的孩子。但在過
去的一年中，她的一條功能性手臂及手情況惡化，
近期已無法透過滑鼠或鍵盤使用電腦。使用電腦
給 Chen Lang 帶來無限的歡樂，但對於像她這樣聰
明、獨立的孩子來說，您可以想像現在的她有多麼
沮喪。

雖然我們可能無法控制 Chen Lang 行動能力的退
化，但有了您的幫助，我們可以一起讓科技在她的
身上發揮效力。

測試了多個不同使用方式後，Chen Lang 已經可以
操作配有特殊軟件的電腦，這些軟件幫助她使用下
巴操控型開關，控制電子郵件及互聯網等電腦功
能。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程序，但 Chen Lang 渴望
學習，並且耐心十足。

我們鼓勵 Chen Lang 保持她的獨立特性，而您的慷
慨讓我們有能力幫助她實現獨立。謝謝您！

我們深愛著照顧中心的孩子，希望看到他們釋放出
所有潛能。因此，為幫助 Chen Lang 透過身體可以

來自澳洲的長期義工
Helena Mac Court（紅色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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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監督委員會
Dale Weathington (董事會主席)
香港

Andrew Gardener
香港

Thomas Lim
新加坡

Lyndel Clancy
澳洲

Gordon Hoen
澳洲

Sue Munday
英國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各國辦事處
如欲了解關於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或本次年度總結之內容，請聯絡當地國際辦事處。
澳洲
PO Box 4397
Raceview, Queensland 4305, Australia
+61 (0) 7 3812 8118
australia@chinaconcern.org
加拿大
7B - 5707 Sidley Street
Burnaby, BC V5J 5E6, Canada
+1 604 322 3119
canada@chinaconcern.org
中國
中國湖南長沙芙蓉中路三段 420 號
華升大廈 1110 室，
郵遞區號 410015
china@chinaconcern.org
香港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段 28 號
金鐘匯中心 6 樓 608 室
+852 2529 2952
hongkong@chinaconcern.org
荷蘭
Secretariaat Paardenweide 194
1689 MK Zwaag, Nederlands
+31 229 236485
nederlands@chinaconcern.org

新加坡
Hougang Central Post Office
PO Box 292
Singapore 915319
+65 9684 6914
singapore@chinaconcern.org
英國及愛爾蘭共和國
PO Box 20
Morpeth, United Kingdom NE61 3YP
+44 (0) 1670 505622
uk@chinaconcern.org
美國
American Friends of ICC
1426 Cornwall Ave., #A201
Bellingham, WA 98225 USA
+1 360 746 8520
usa@chinaconcern.org
國際管理
Po Box 4379
Raceview, Queensland 4305, Australia
+61 (0) 7 3812 8118
international@chinaconcern.org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在澳洲、加拿大、香港、荷蘭、英國及
美國均已註冊，是一間慈善／非牟利機構。

chinaconcern.org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登入我們的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