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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

我们的价值

生命神圣

坚定信念

团队合作

心怀怜悯

全心服务

我们的愿景

将爱、希望和机会带给每一位残疾儿童。

我们的信念

每个孩子都是宝贵的。他们都值得被爱，拥有一

个充满希望的将来和尽显潜能的机会。

让我们携手为中国最脆弱无助的儿童和青年带来

生命的改变。
我们的使命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ICC）成立于1993年，通过

与当地政府合作，致力为中国被遗弃的残疾儿童带

来爱、希望和机会，借此改变生命。

为中国最脆弱无助的孩子带来生命

与中国当地的员工和义工分享我们的价值

为残疾人士家庭提供教育和支持，预防儿童

被遗弃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



创办人的感谢信

创办人的

感谢信

创办人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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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7，我可以看到通过ICC的服务，孩子们的生命在持续不断地发生改变。曾

经被遗弃的他们，如今已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在爱和鼓励下，孩子们成长、学

习，并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小小力量。每一天，他们接受教育、康复和职业培训，

这些能让他们过上丰富、有意义的生活。

2017年，我们也开始计划拓展我们的工作——为更多残障儿童家庭服务，这是我们

一直渴望去做的。我们知道有很多家长，他们急切需要支持和关心，以便他们继续

服务残障孩子，而我们确实能够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

ICC内部也有很多变化：一些为孩子们服务了很长时间的员工有了新的机会，对于

他们的离开，我们很不舍。与此同时，我也很激动，因为ICC迎来了新的行政总裁

Peter先生和他的团队，带领我们把握住在中国的各种机会。

当我想到这些时，我坚信这会让ICC的未来更有意义。我们会继续支持所有的孩子

们，让他们知道生活充满着无限可能；我们也希望有残障孩子的家庭也是如此，他

们孩子的生活依旧有着各种可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是ICC走过的第25个年头。我们非常期待，通过每一位

成员和项目的共同努力，能够把这份希望带给湖南省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每一

位听到或读到这份年度报告的人，我相信你也会看到ICC的使命和愿景（通过为中国的

弃儿、残疾儿童带来爱、希望和机会，改变他们的生命）通过各种奇妙的方式持续实践出来。

这种沉下心来，日复一日的努力，就像潺潺涓流汇集成大海一样。让这些被遗弃孩

子的生活走向丰盛。

当你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或开怀大笑时，你就会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作为ICC创办人，我想向给予ICC支持的中国各地政府，每一位支持者，每一个捐赠

的公司，说一声谢谢。因为你们的爱心，才让我们的工作成为可能。我们珍视你们

给予的信任！

献上最诚挚的敬意！



行政总裁的话和工作成果概览

行政总裁的话
和工作成果概览

接近900名被遗弃到福利院的中国残疾儿童和青年获得 

ICC的全人照顾和培育

290名因残疾而被遗弃的儿童已被中国或海外的家庭领养

超过5000名短期海外义工曾在ICC设于中国的服务中心

参与义务工作

超过300个残疾人士家庭接受了专业家庭支持服务

143名患有重病的婴儿和儿童在离世之前得到临终关爱

和照料

ICC在中国工作长达25年，其服务工作备受肯定，是中国其中一个服务范围最广泛的孤儿护理和专业服务机构。

自1993年以来的工作成果概览

行政总裁

行政总裁的话

2017年为ICC带来架构重整和重新

注入动力的机会，帮助我们在步入第

二个四分之一世纪的里程时，重新得

力去实践我们的承诺。

当你仔细阅读这份年报，你会理解

ICC是一家财务状况良好、高效率又充

满关怀的机构。我们的同事积极而有

效地满足不同残疾程度的受助青年之

需求。年报内的故事和统计数字都证

明了ICC是慈善界别的领袖。我可以好

自豪地说，我们承诺帮助每一位被我

们关怀的儿童，协助他们成为更有希

望的人。许多从童年到成年后仍然被

我们照顾的人士，ICC会与他们一起经

历那段充实的生命旅程。

此外，你也可以在这份年报中了解

到我们的捐助者和支持者的贡献。那

些满有爱心和热忱的同路人成就了我

们特别项目的开展，让我们提供先进

的治疗和安排义工团队的探访。希望

你仔细品味这些故事和回顾点滴时，

会记得这些除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

全球数以万计同路人努力的成果，他

们一同致力于将爱、希望和机会带给

每一个残疾儿童。

马建基（Peter Maize）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



名儿童加入ICC，接受家庭式的照顾

 名儿童迁入中心管理的小组家庭，接受家庭式的照顾

名青年迁入社区内的小组家庭

   名残疾儿童和青年在中心管理的小组家庭内得到24小时的照顾

  名半独立及独立的残疾青年加入ICC设于社区内的小组家庭

家庭式照顾

2017年的重点工作成果

2017年的重点工作成果

营养食物

为260名儿童和青年提供了             餐健康及营养的膳食

名儿童在社区学校接受特殊教育

进行   项必要或紧急手术

    项个案需要留院接受必要及紧急的检查和治疗

为儿童和青年安设    款全新的特别设施，包括轮椅、助行器、坐厕和淋浴座椅，让他们用得更

舒适及方便

名残疾青年在获得支持的情况下于社区就业

名残疾青年获内部受聘和接受培训，参与ICC的项目

名青年于ICC的工作室及手作坊工作和学习

职业培训

康复及治疗

小时的内部治疗

医疗服务和紧急手术

特殊教育

2017年度报告



财务摘要

财务摘要

这是ICC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未经审核的财务总结。这些数字只反映出国际和中国团队的运营状况，并不

包括ICC各办事处的运作费用。

您可直接联络ICC各办事处，要求索取经审核的各地办事处财务报告。

总计 美元3,224,434 

善款来源

中国政府支持

基本设施项目

总计 美元 3,069,957 

慈善项目开支

筹款费用

管治及监管

总收入

总支出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

 助养儿童



财务摘要

善款来源（ICC各地办事处）：

 2,868,825 总计 美元

澳洲

加拿大

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荷兰

新加坡

英国及爱尔兰共和国

美国

其它

慈善项目开支
 2,868,825 总计 美元

养育儿童

治疗服务

特殊教育及培训服务

医疗及手术服务

基本设施支出

项目支援

公众意识和教育推广

慈善
项目
开支

2017年度报告



项目重点

项目重点

长沙项目于1997年开展，当时为40名残疾儿童提供服务。现在，此项目为约100名

不同残障程度的儿童与青年提供服务。为切合他们不同的需要，项目已扩展至包括

为严重残疾人士提供居家护理、发展社区内的小组家庭和为较独立的青年提供职业

培训。另外，项目也提供医疗服务、特殊教育、康复训练等服务。

项目概览

项目重点

项目概览

项目重点

社区内的小组家庭：曾于ICC关爱中心居住的7名青年迁入新设立的社区小组家庭

“恒爱之家”，适应在社区内的家庭生活。

家园翻新：7月，位于新开铺新天小区的“佳南家”因水灾受到破坏，但我们已迅

速维修及翻新。4名独立的青年现居于此。

职业培训：两名青年得到实习机会，在一家电讯公司接受培训，积累接触各行业的

经验及提升自信。他们现在运营公益微店，售卖ICC青年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

在ICC「毕业」：4名加入ICC接近20年的青年已在ICC「毕业」，他们找到合适的工

作，展开了更独立的生活。

衡阳项目于2005年正式启动，目前养育近160名孤残儿童和青年。服务包括婴儿关

顾中心、医疗中心、小组家庭、康复训练、特殊教育及职业培训等。

领养：在衡阳项目，多年来被世界各地的爱心家庭收养的儿童已达100名。

社区内的小组家庭：安排6名在“春天”中心的青年迁入社区居住，并腾出位置让

7名在福利院的儿童入住ICC的中心接受照顾。

长沙项目

衡阳项目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



项目重点

「以人为本」的小组会议：「以人为本」的个案管理小组会议是全年实施的新系

统，适用于衡阳项目中的160名儿童及青年。这些儿童或青年会与他们的照顾者和

特殊教育老师、护士或物理康复师一同参与会议。我们期望儿童或青年感到关爱，

并对于个人成长及迈向独立生活充满希望。

倡议：通过与湖南省儿童医院争取及合作，书书成为湖南省第一名接

受胃造口灌食的儿童。这次的成果也为将来有同样需要的儿童铺路。

项目概览

项目重点

项目概览

项目完结

社区拓展项目

三门峡项目

三门峡项目于2010年以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形式启动。2017年2月，16名青年离开从

三门峡福利院，迁入ICC设立的小组家庭，接受家庭式的照顾。

           

在过去八年，ICC和河南省的三门峡福利院紧密合作，为100余名儿童提供高级护

理，为本地员工提供培训及改变社会对残疾儿童价值和潜能的看法。

我们的参与将于2018年3月告终结束。我们意识到ICC必须让福利院自行运作、制定

及实施其认为有利及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期盼福利院能够拥抱ICC基于个人化护

理、康复训练和特殊教育等方面的核心理念，让我们埋下的种子持续萌芽。ICC怀

着一份满足感完成任务并撤出项目。

长沙社区拓展项目成立于2008年，旨在减少中国残障儿童被遗弃的数目，提升他们

的生活质量，传递ICC价值观。此项目也为各个特殊儿童的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服

务，例如特教康复训练、家长支持小组、心理咨询、暂托服务及经济援助等。

新项目地点：社区拓展项目将于2018年在长沙市开福区新的康复中心开展服务，为

残障儿童家庭提供新的康复训练和特殊教育项目。

培训：2017年，226名在长沙的家长及当地康复机构受惠于ICC短期义工的专业培

训，接受有关康复和特殊教育方面的训练。这些培训让ICC获得长沙市开福区残疾

人联合会的关注和支持。此项目更有意扩展现有的合作项目，将更多培训机会带到

湖南省其他地区。

2017年度报告



孩子故事

轮椅上的爱、希望与机会

虽然在ICC的儿童和青年各有不同的状况及特殊需要，但这不一定会妨碍他们享受生活和发展潜

能。在ICC这个大家庭的爱与支持下，有着捐助者、员工和义工的慷慨付出，要让我们的儿童和

青年活出丰盛人生，并不是一个梦。

新轮椅和新电脑带来的新视野

透过香港ICC举行的「燃望」慈善晚宴，多位孩子获得他们人生中第一张轮椅。

“看见东东坐在合适的新轮椅上，我感到很高兴。”在衡阳服务的康复主任Alison说：“他不再

受制于在小家庭内的婴儿床，而且可以参与更多活动，到外面玩耍，享受游乐场的美丽风景

了！”

东东的身体十分脆弱。虽然他曾经有一张特制的木椅，但因为他跌断了手臂而且康复情况缓慢，

需要几个月时间留在婴儿床上。有了新的轮椅后，他能够坐直身体，舒适又安全。轮椅前方有一

个台面让他安放手臂和摆放玩具。他的照顾者和康复师可以带他外出晒太阳和探索户外空间，让

他能够接触更多事物，并得到多点感官刺激。

这里的照片就是东东第一次外出到阳洋游乐园时拍摄的，看东东多兴奋！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



沟通与学习的机会

2017年初，我们将获赠的两台电脑安装在福利院（三

门峡市）的图书馆里。另外，要多谢一名职业康复师

的建议及帮助，让我们同时获赠两只特制的电脑鼠

标，让更多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和青年获益于电脑课堂

的学习。

Gao Ya 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及康复师。她与英国义

工Rachel一同开始教导两名青年以通过计算机沟通，

期望他们可以自我表达，好让他们有更多探索的机

会，甚至是接受职业培训的可能。

Diandian 是她们最年轻的学生，虽然只能够读出几

个生字，但她想表达的远远不止如此。拼音是中国流

行的输入法，她正在学习以用拼音系统输入中文。她

能够认得所有字母，在学习比较困难的元音时，非常

专心和勤奋。学习时，她使用较大的追踪球，点选屏

幕键盘的按钮来输入文字。

这些资源为儿童和青年提供了训练沟通、学习和工作

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发展最大的潜能、享受丰足丰盛

的人生。

2017年度报告



你的支持和参与

儿童助养计划

来自 个国家， 超过 位助养者    7 2,030

通过ICC的儿童助养计划，助养者可与被遗弃的残疾儿

童/青年同行，帮助他们建立更好、更丰盛的人生。

您每月的捐款将有助于为他们提供一个安稳的家，让

他们获得24小时的生活照顾，当中包括合适的医疗、

护理、特殊教育、康复训练和其它生活技能或职业培

训等。

ICC创办人David Gotts (高永恩) 于2007年发起全球慈善行活动，目标是改善被遗弃的残疾儿童

的生活。走过如长城般漫长的路程（或更长！），集合所有参加者的爱与支持，为这些宝贵的小

生命带来爱、希望和机会。

「走长城」慈善行

遍及  个国家的  项活动和超过  位参加者，共筹得超过 美元。7 36 5,200 510,000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

你的支持和参与



你的支持和参与

「燃望」慈善晚宴

在 个城市  举办了 次活动    6 6

每年的「燃望」慈善晚宴都有特定主

题，为ICC的新旧好友带来一个充满爱

和恩典的筵席。这不仅是一共同庆祝的

机会——颂赞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更是

一个行动的机会——回应中国被遗弃的

残疾儿童和青年的需要。

我们感谢所有捐助者和赞助人的慷概支

持捐赠，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持续中国的

项目的关键，让我们得以为有需要的孩

子和家庭带来爱、希望和机会。

学校等社团分享  

举办超过 场次；100 

超过  名出席者12,000

I C C在学校、企业等举办分享会，分享

ICC的使命和价值，以及我们和不同的

合作伙伴携手改变生命的故事；期望籍

此启发更多由爱出发的行动和改变。

2017年度报告

短期团队  

每年中心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短期团队，他们的到

来，可以带给孩子们丰富的活动，帮助孩子们获得特

别的乐趣；也让辛苦工作的阿姨有了短暂休息的机

会。

同时，来自国外医疗、康复、特教专业义工来访，为

项目带来国际最先进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中心的养

育水平。



团结可带来改变！ICC与政府、企业、基金会、学校和各界爱心人士合作，鼓励各方通过行动为

我们所照顾的孩子或青年带来爱、希望和机会。

鸣谢

鸣谢

合作伙伴

企业赞助商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

企业伙伴

湖南金尚湖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斯成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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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湖南省民政厅

长沙市民政局

衡阳市民政局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

衡阳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三门峡市社会福利院（2018年结束合作）

长沙市开福区残疾人联合会

基金会伙伴

芒果V基金

湖南省绿之韵公益基金会

长沙市慈善总会

湖南省慈善总会

深圳市公益基金会

ICC

ICC

学校伙伴

鸣谢

大 使—Ning Kam

名人支持—陈明恩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ICC设于世界各地的办事处致力为本会的工作进行推广教育及筹款工作。各办事处除了方便各地捐助者与ICC联

系外，也为有兴趣参加短期探访队或长期义工服务的朋友提供一个主要联络点。有关ICC或本年度报告内容的查

询，欢迎与各地办事处联络。

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在澳洲、加拿大、香港、荷

兰、英国和美国注册为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

扫描关注我们

澳洲 荷兰

英国及爱尔兰共和国

美国

中国

中国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号

华升大厦1110室

香港西营盘德辅道西246号

东慈商业中心1208室


	1: 封面
	2: 关于我们
	3: 创办人的感谢信
	4: 行政总裁的话和工作成果概览
	5: 2017的重点工作成果
	6: 财务摘要
	7: 财务摘要
	8: 项目重点
	9: 项目重点
	10: 孩子故事
	11: 孩子故事
	12: 你的支持的参与
	13: 你的支持和参与
	14: 鸣谢
	页 15
	16: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