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總結
截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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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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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寄語
當您們閱過以下的
ICC 2016 年年度總
結後，相信都會跟我
一樣，為改善我們所
服務兒童的生活而感
到興奮。自 1993 年
1 月踏進中國一間由
政府營運的福利中心
時，我就開始了這項
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而且從未停歇，一直
努力為這些可愛乖巧
的兒童帶來生命中的
曙光。我們承諾陪伴
每一位兒童，帶領他們活出美滿豐盛的人生。看到
這些兒童面露微笑、關愛他人、成為彼此的親人、
自己行走、自力更生、學習、成長，並成為出色的
年輕人，過上自己的美好人生，我們深感欣慰。
歲月如梭，眨眼間我們已經堅持這項工作將近 25
年。能夠遵循上帝的旨意在 ICC 擔任行政總裁是
我莫大的榮幸，衪感召大家參與這項工作，並聚集
了一支願意為他人無私服務的偉大團隊。遇到挑戰
時，我只需向上帝禱告、看著我們所服務的兒童以
及相信我摯愛的同事，就會重拾活力，憑著熱誠及
決心迎難而上。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即將卸任行政總裁的角色，
並專注於以創辦人的身份繼續服務 ICC，當中可說
是夾雜著興奮和哀傷的情緒。我強烈感受到上帝引
領我踏出這步，同時我的家人亦要面對健康問題，
因此我堅信這是正確決定。與往常一樣，我會向每
個願意傾聽的人分享我對愛、希望及機會的願景，
讓更多中國的傷殘兒童有機會體驗美滿豐盛的人
生。我在此歡迎 Peter Maize 成為 ICC 新的行政
總裁，而我亦會與他攜手合作，共同實現我們的願
景。
透過經濟援助來感受上帝的信實，總是能鼓舞人
心。與往年一樣，我們在 2016 年也同樣遇上通貨
膨脹，以及中國的工資成本提高，使得開支大幅增
加。與此同時，國際收入的增長亦停滯不前。我們
在 2016 年年底的國際收入為 3,348,074 美元，較前
一年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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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抵銷收入下降的影響，我們在 2016 年的支出為
3,291,833 美元，不但低於預算，而且比去年減少
7.3%。整體來說，ICC 將開支控制在比收入低 1.7%
（56,241 美元）的水平。我們在三門峽發展兩所新
的家庭式兒童之家時產生了少量資金開支，讓 16
名男孩及年輕男士首次有機會真正體驗「家」的感
覺。
我們在全年內實現穩健的預算管理、控制部門支
出，同時致力於對現金儲備進行策略性掌控，這些
舉措再加上您的支援，協助確保我們在 2016 年年末
留有現金儲備，以供 2017 年使用。
來到 2017 年，我們期望繼續專注加強我們的系統及
程序、以「一個機構」的形式緊密合作，遇上難題
時勇敢面對，繼續在上帝的帶領下致力於服務 ICC
照顧中心的兒童及依賴我們的中國員工，奉獻自己
的熱誠，並且將我們的視角投向更多領域。
感謝大家支持我以及 ICC 的工作。您對我們所服務
兒童的支持和關愛，讓我自慚形穢同時倍感幸運，
其程度遠遠超出您所想。
我對未來的發展充滿期望，並深信會有更多美好日
子在等待我們！
以馬內利，

高永恩 (David J. Gotts)創辦人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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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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5 年來，ICC 與中國政府合作，為最貧困的被遺
棄及傷殘兒童發展社會福利。ICC 在中國的聲譽以及
關係為其贏得卓越的地位，使得我們不僅可以為無助
的生命提供服務與居所，同時也能啟發到中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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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中國的目標是：

ICC 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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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全球設有七個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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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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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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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包含家庭式兒童之家、職業訓練及庇護工場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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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及生活技能培訓。

進兩間新的家庭式兒童之家（名為新視野之家 (NEW
HORIZONS HOMES)），他們可以在此學會獨立生
活。三門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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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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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之家。我們的服務包括
嬰孩照顧單位、醫療單位、寄養服務、家庭式兒童之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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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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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殊需
求兒童的數百戶家庭提供基本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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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兒童加入。而就像資料所示，16 位男孩剛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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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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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財務報告

年末結餘資金
(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

這是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6 年 ICC 未經審核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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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國際運作基金165,391 美元

國家辦事處基金***306,040 美元
國際手術基金國際資本／其他基金基金總額471,431 美元

捐款及收入

一般捐款

1,675,787 美元

50%

指定捐獻

373,458 美元

11%

兒童助養

699,723 美元

21%

中國政府捐助

576,586 美元

17%

22,520 美元

1%

資金項目
總計

3,348,07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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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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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

直接計劃成本
兒童照顧服務

2,422,999 美元

74%

2,054,568 美元

63%

治療服務

107,623 美元

3%

教育及培訓服務

202,825 美元

6%

醫療及手術服務

34,327 美元

1%

資金支出

23,656 美元

1%

年末資金轉結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國家辦事處基金***315,053 美元

間接計劃成本**

702,454 美元

21%

現有國際運作基金139,583 美元

監督及法規遵循

60,880 美元

2%

國際手術基金–

籌款

105,500 美元

3%

國際資本／其他基金–

總計

3,291,833 美元

基金總額454,636 美元

所有數字均以美元為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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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表 ICC 各國辦事處網絡持有的現有現金總額（以美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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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支援中國計劃所產生的國際費用

資金來源
澳洲

10%

加拿大

24%

中國收入

35%

香港

8%

荷蘭

1%

新加坡

<1%

英國

12%

美國

10%

其他

<1%

您的支援如何改變生命
您對 ICC 的慷慨支援，令中國被遺棄及傷殘兒童得到關愛及照顧，有些時候，我們難以用財務盈虧結果去衡量這些無私的
關愛及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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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體治療

治療設備

個人化治療
引導式教育

治療師

身體支架
輪椅／助行器
升降機

治療

特殊輔助設備

褓姆
紙尿褲及尿布

清潔飲用水

學校
服裝

房屋
環境衛生
清潔用品
暖氣

藥物

矯形手術

您提供的關懷

均衡營養

烹飪用品

疫苗
緊急手術

醫療及手術

兒童照顧

米飯、蛋白質及蔬菜

抗生素

防止遺棄

防寒服
洗衣房

教育及培訓

支援

生活技能培訓
看護

特殊教育
小團體班

學費
學校用品

急症照顧
後續手術
健康測試
醫療

員工培訓
職業培訓
教育用品

照顧者
治療師

課程
教育工作者

暖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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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 2016 年帶來的影響力
您的傾囊相助讓我們可以保證照顧中心的兒童可以獲得實現上帝為其創造的美好人生所需的醫
療照顧、治療、教育、營養品、24 小時照顧及關愛。2016 年：

中國

因為您，

是您

我們才能：

為傷殘兒童提供以下
設備，讓他們克服自
身身體限制：

滿足每個孩子
的醫療需要

每天提供藥物
並施藥

治療設備

完成
例緊急入院治療
例緊急手術

特殊輔助設
備，如輪椅和
其他助行器

提供超過

次身體檢查及治療

小時的專業內部治療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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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您
透過以下方式讓 351
名兒童學會突破多個
發展階段：

小時的特殊教育

小時的
生活技
能培訓

小時的社區學校教育

小時的職業培訓

因為您，
我們才能：
在中國
招募

名專業照顧者、教育工作者、治療
師、醫療及支援工作者，以在家庭式
環境中關愛和照顧兒童

在家庭式環境中提供

份健康、營養的飯食

為
名新加入 ICC 的兒童提供家庭
式照顧、醫療、物理治療、
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訓

為
名兒童找到、配對成功或等
待配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領養
家庭，成為「永遠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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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 2016 年帶來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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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祝福沒有自己家人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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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7 位助養者深表感謝！

中國短期孤兒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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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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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 Gates（左圖）回憶與一個名叫
Shen Shen 的小男孩在一起的時間：
「我第一次見到 Shen Shen 是在 2011
年，當時他在政府福利中心。這次經歷給
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不但很瘦、
很不開心，而且渾身上下透露著可怕的安
靜；一直以來一個健康幸福的生活環境 [
對他而言]是那麼遙不可及，這讓我覺得
很難受。2013 年，[這時他已經受到 ICC
的照顧]我再次參加義工團來到中國，並
與 Shen Shen 一起互動，這時的他看起來
好了很多。我很開心能夠再次見到他並與
他度過兩個星期的時光。他來參加游泳之
旅，這也是我第一次在他臉上看到笑容。
他在水裡表現得很活躍，與之前判若兩
人！
而這次，大概是在 2016 年，再見到 Shen
Shen 讓我欣喜不已，因為此時的他已經
安定下來、變得很開心和平靜，而且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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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福利中心所沒有的活動。我真的覺得在泳
池游泳的那個下午是很奇妙的一段時光，因為
他笑得很開心。」
各位義工為孩子們貢獻出自己的時間、愛心，在某些情
況下發揮專業技能，讓他們感到自己值得被愛，對此我
們感激不盡。

實地義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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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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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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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長城 步行籌款行動
走長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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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場走長城。全
世界近 7,000 人共襄盛舉，更多人選擇提供金
錢贊助，ICC 募得的錢款超過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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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所有在去年參與走長城 步行籌款行動的人
們。由於募得資金，對傷殘兒童的關注日益提
升，照顧中心的兒童過上美好生活的理想更近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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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中國的故事
多年來，參加我們衡陽和長沙項目的照顧者及專家多
次碰頭，為每位兒童和年輕人制定目標。雖然這些會
議有一定的實效，但我們認為我們還需進一步擴大和
發展會議，為兒童提供更多的幫助。
在諮詢世界各地的治療師後，衡陽項目主管 Alison
Kennedy 建立並實施了一個以兒童為中心的全新會議
系統，即「關注兒童」(Around the Child) 會議。屆
時，兒童將與其主要照顧者一起參加全部或大部份會
議，如有需要，特殊教育老師、護士及物理治療師也
將一同出席。會議將圍繞關愛兒童、給予其希望以及
尋找機會幫助兒童成長和走向獨立的重要性，回答一
系列問題。
三門峽項目最近執行了此模式，並舉行了首次「關注
兒童」會議。會議上，Yuan Yuan（右圖）的主要照
顧者圍在他的周圍，透過回答如下問題，討論並分享
Yuan Yuan 的進步、鼓勵他並表現出對他的關愛：
•• 我們為什麼喜愛 Yuan Yuan？
•• Yuan Yuan 之所以這麼棒是因為……？
•• 什麼能讓 Yuan Yuan 開心？
•• 哪
 些方面對 Yuan Yuan 的安全和健康至關重
要？
此外，透過討論以下問題，給予 Yuan Yuan 希望：
•• 在
 課堂、工作、家庭中，以及與同儕和家人相處
過程中，哪些方面表現出色？
•• 可以作出哪些改變，以取得進一步發展和成長？
然後，團隊根據前兩項討論的結果，為 Yuan Yuan
尋找機會以達到新的里程碑和目標。
Yuan Yuan 在關於他的第一次會議中，得到了工作
人員的鼓勵，這讓他非常感動。他覺得自己很榮幸、
受到重視，也感受到大家的愛。而正是您的慷慨解
囊，Yuan Yuan 才得到所需的幫助，能夠繼續成長和
發展，發揮自己的全部潛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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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您，像 Yuan Yuan
這樣的兒童和青少年才能
接受到符合自身需求的教
育和治療。

因為您的慷慨相助，Yang Fang 才能克服自身身體限制!
當想要完成某件事而又不得不面對自身身體限制時，
克服身體限制對我們照顧中心的許多兒童和年輕人而
言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這並不會阻止他們繼續嘗
試！而且因為您的支援，這些難能可貴的孩子才能獲
得所需的設備和幫助，以克服他們所面臨的挑戰。
像 Yang Fang（上圖）這樣的年輕人，因為腦癱關係
而只能使用一隻手。因為這個病，她已經應對過很多
挑戰，但是當她的朋友們參加十字繡課程時，她卻只
能觀望，因為十字繡必須使用雙手才能完成。
但是 ICC 並未就此放棄，而是努力尋找方法，幫助
Yang Fang 參加課程。
我們的一位工作人員試著調整一個已用於其他用途的
裝置。此裝置是由木頭、螺栓和固定配件構成，能夠
支撐十字繡布料，這樣 Yang Fang 就可以用一隻手
刺繡。
第二天 Yang Fang 上課時，我們已經為她放好第一
塊十字繡布料。她也開始嘗試刺繡。她立刻開始繡十

字繡，並且覺得非常開心和自豪，因為她終於能夠完
成之前絕無可能做到的事。
只需一點創造力、一些耐心以及充滿關懷的心靈和雙
手，即可發揮巨大的作用。Yang Fang 具備熱切的願
望和足夠的能力，而只能使用一隻手的現實卻給她造
成人為的障礙。但是只要消除這些障礙，就能開拓她
的潛力，為她的生活帶來樂趣。
因為您的慷慨相助，我們才能運用適合的設備和工作
人員，幫助 Yang Fang 取得進步。現在，由於成功
製成布料支架，我們正尋找其他方法來幫助只能使用
一隻手的其他青少年從事其他手工工作。這代表您的
慷慨會繼續為我們照顧中心的更多年輕人帶來積極的
影響。
我們鼓勵 Yang Fang 不要受到自身身體所限，而繼
續追求更遠大的夢想。因為有您的支援，我們能夠幫
助她以及像她一樣的其他青少年實現自己的夢想。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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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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LD 4305, Australia
+61 (0) 7 3812 8118
austral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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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7B - 5707 Sidley Street
Burnaby, BC V5J 5E6, Canada
+1 604 322 3119
canada@chinaconcern.org

美國
American Friends of ICC
1426 Cornwall Ave., #A201
Bellingham, WA 98225 USA
+1 360 746 8520
usa@chinaconcern.org

香港
Room 608, 6/F Tesbury Centre
28 Queen’s Road E, Wan Chai, Hong Kong
+852 2529 2952
hongkong@chinaconcern.org
荷蘭
Secretariaat Paardenweide 194
1689 MK Zwaag, Nederlands
+31 229 236485
nederlands@chinaconcern.org

國際管理
Po Box 4379
Raceview, Queensland 4305, Australia
+61 (0) 7 3812 8118
international@chinaconcern.org

新加坡
Hougang Central Post Office
PO Box 292
Singapore 915319
+65 9684 6914
singapore@chinaconcer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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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
詳情，請登入我們的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