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障碍人士公益体验馆”项目完结报告

一、项目名称

障碍人士公益体验馆项目

二、项目目标

1.通过基本生活能力训练，帮助 20 名服务对象增强身

体素质。

2.通过 5 个工作小组的岗位技能培训，帮助 50 名服务

对象学习基本干岗位技能。

3.通过 3 场大型户外融合活动的开展，帮助 50 名服务

对象提升生活品质与人际交往能力，促进服务对象融入社会。

三、项目募款情况

该项目由南京雨花睿泽障碍人士服务中心执行，在 2018

年 99 公益日期间，通过腾讯公益平台进行筹款，在筹款周

期内，共募集善款 1042369 元，其中 19351.19 元为我会管

理费，71232.53 元为腾讯奖励金，951785.28 元用于“障碍

人士公益体验馆”项目执行。

四、项目实施

1.2018 年 9 月至 10 月：



（1）体验馆装修改造完成

（2）项目为 50 服务对象制定个别化康复计划，并建

立档案。

2.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

障碍人士基本生活能力训练为 20 名障碍人士提供体能

康复服务，为了预防心智障碍人士身体机能的退化与过度肥

胖的问题，项目将根据其自身身体特征与残疾类别，为其制

定个别化的康复训练计划，每月提供 20 次的生活康复训练

课程，帮助障碍人士获得健康的身体，为后期的职业训练与

社会融合活动的开展打下基础。

项目受助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残疾类型、级别

1 李嘉豪
智力二级

2 沈炜恒
智力二级

3 刘小豪 精神二级

4 肖宇航
智力 二级

5 施旭生
智力二级

6 徐培鸿
多重二级

7 周全
多重 二级

8 贾雨溪
精神二级

9 宋秋妍 智力二级



10 宋洋
智力二级

11 许缘媛
智力二级

12 翟思琪
肢体二级

13 陈宝玉
智力二级

14 何文景
智力二级

15 朱旭
智力二级

16 黄嘉冕 多重二级

17 陈琥 智力二级

18 王同悦 智力二级

19 俞果 智力二级

20 倪博文 智力二级

基本生活能力训练资金决算表

类别 内容 单价 人数 项目周期 总计

障碍人士基

本能力训练

康复训练 1100 20 人 8个月
17600

0

小计 176000

3.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

（1）空中花园岗位培训开始，为 15 名障碍人士每周

开展 2 次，共计开展 64 次园艺种植岗位技能培训。开展课



程明细如下：

空中花园小组

课程 分类 花木及工具认知 花木种植操作类 多肉种植

1 识别花木*4 节 培养土的配置*4节 多肉认识*3

2 种花工具认识*4 节 种子种植*2 节 多肉种植*4

3 花木养料认识*4 节 花苗移植*4 多肉护理*4

4 巩固练习*3 花木浇水*4 巩固练习*4

5 花木施肥*4

6 花木上盆、翻盆与换盆*4

7 春季花木种植操作*4

8 夏季花木种植操作*4

9 巩固练习*4

空中花园物料资金决算表：

空中花园物料资金决算表

名称 单价 数量 小计

椰糠土 15 300 4500

洒水壶 20 10 200

花盆 12 70 840

花架 180 26 4680

花苗 15 600 9000

家庭阳台种植箱 45 100 4500

种植工具 15 30 450

肥料 40 20 800

多肉 3 300 900

户外桌椅 1 900 900

遮阳棚 1 1500 1500

合计 28270



受助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残疾类型、级别

1 李嘉豪 智力二级

2 朱旭 智力二级

3 刘小豪 精神二级

4 肖宇航 智力 二级

5 徐培泓 多重二级

6 沈炜恒 智力二级

7 宋秋妍 智力二级

8 陈宝玉 智力二级

9 陈诗韵 肢体一级

10 施艺 精神二级

11 周靖人 智力二级

12 张凌桥 精神二级

13 吴非泓 精神二级

14 郑天顺 智力二级

15 苗欣 多重二级

空中花园资金决算表：

（2）麦初乐烘焙坊岗位培训开始：为 15 名障碍人士

每周开展 2 次，共计开展 64 次烘焙岗位技能培训。开展课

程明细如下：

烘焙小组

烘焙基础知识 10 饼干制作 26 蛋糕制作 22 烘焙体验承接 6

科目 内容 金额（元）

课程补贴 15 人*8 个月*400 元 /月 48000

采购物资 详见物资清单 28270

总计 76270



烘焙原材料的认识*2 基础鸡蛋小饼干*2
蛋白霜、奶油与全蛋液

的打发*4
双色巧克力饼干体验*3

烘焙器材的认识*2 牛奶方块小饼干*4 海绵蛋糕的制作*2 海绵蛋糕体验*3

电动打蛋器与手动打

蛋器的使用*2
玛格丽特小饼干*4 戚风蛋糕的制作*4

电烤箱的正确使用*2 蔓越莓小饼干*4 马芬蛋糕制作*4

揉面机的正确使用*2 基础班黄油曲奇*4 千层蛋糕制作*4

进阶多味黄油曲奇*4 奶油木糠杯制作*4

卡通双色饼干*4

麦初乐烘焙物料资金决算表：

烘焙物料资金决算表

名称 单价 数量 小计

工作服*15*120 120 15 1800

烘焙盆*15*30 30 15 450

电子秤*15*20 20 15 300

手动打蛋器*15*10 10 15 150

电动打蛋器*15*35 35 15 525

牛奶*20 箱*90 90 20 1800

鸡蛋*20 箱*280 280 20 5600

奶油*20 箱*450 450 20 9000

安佳黄油 20箱*300 300 20 6000

电烤箱 4500 1 4500

安佳奶酪 5箱*450 450 5 2250

电冰箱 2000 1 2000

厨师机 2781 1 2781

硅胶垫*15*20 20 15 300

硅胶刮刀*15*15 15 15 225

蛋糕 6寸磨具*15*25 25 15 375

饼干磨具*15*25 25 15 375

马芬磨具 15*25 25 15 375

蔓越莓干 1箱*420 420 1 420

合计 39226



受助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残疾类型、级别

1 李牧 智力二级

2 徐晓莉 智力二级

3 陶灏然 智力一级

4 肖宇航 智力 二级

5 施旭生 智力二级

6 范汝兰 智力二级

7 许缘媛 智力二级

8 何文景 智力二级

9 毕锦国 智力三级

10 孙康 智力二级

11 贾雨溪 精神二级

12 冯时 智力三级

13 倪忠福 智力二级

14 唐诗语 多重三级

15 胡天天 智力二级

麦初乐烘焙资金决算表：

（3）慈善茶吧岗位培训开始：为 15 名障碍人士每周

开展 2 次，共计开展 64 次茶吧岗位技能培训。开展课程明

细如下：

科目 内容 金额（元）

课程补贴 15人*8 个月*400 元 /月 48000

采购物资 详见物资清单 39226

合计 87226



茶吧训练课程

茶礼 10 茶文化 16 咖啡 38

走姿*2 茶文化的起源*2 咖啡器具的认识*2

站姿*2 六大茶系的认识与特点*2 常见咖啡豆的认识*2

奉茶*2 泡茶的器具认识*2 咖啡机的使用与养护*2

泡茶*2 不同茶叶的冲泡要点*4 咖啡豆的研磨技巧*2

各个地区客人习俗了

解*2

茶艺技巧练习（绿茶、盖碗

茶、乌龙茶）*6
咖啡原材料的使用与搭配*2

各式咖啡的解析与品尝*4

美式咖啡的制作*4

拿铁咖啡的制作*4

香草拿铁的制作*4

卡布奇洛的制作*4

焦糖玛奇朵的制作*4

摩卡咖啡的制作*4

茶吧职训物料资金决算报表

受助人名单：

茶吧物料资金决算表

名称 单价 数量 小计

绿茶 198 5 990

普洱茶 120 5 600

乌龙茶 220 5 1100

盖碗茶茶具 260 5 1300

咖啡机 4300 1 4300

咖啡豆 138 50 6900

牛奶 90 20 1800

安佳奶油 450 10 4500

氮气奶油桶 158 5 790

工作服 120 15 1800

开水机蒸汽机 1800 1 1800

咖啡磨豆机 300 2 600

合计 26480



慈善茶吧资金决算表：

（4）蘑菇庄园岗位培训开始：为 15 名障碍人士每周

开展 2 次，共计开展 64 次菌菇种植岗位技能培训。开展课

程明细如下：

序号 姓名 残疾类型、级别

1 夏翊轩 精神二级

2 许靖晔 智力四级

3 王云蔚 智力二级

4 王雨辰 精神二级

5 孟可凡 智力三级

6 曹仕佳 智力三级

7 李尚龙 智力四级

8 冯时 智力三级

9 李牧 智力二级

10 孙康 智力二级

11 陈忠卿 多重二级

12 毕锦国 智力三级

13 周全

14 何笑非 智力二级

15 姚欣宇 智力二级

科目 内容 金额（元）

课程补贴 15 人*8 月*400 元/月 48000

采购物资 详见物资清单 26480

合计 74480



蘑菇庄园项目课程

蘑菇种植认知类 蘑菇种植操作类

原料认知*6 节 消毒操作*8 节

器材认知*4 节 配料*6节

专业认知*4 节 拌料*8节

行为认知*4 节 养料包制作*8 节

巩固练习*5 节 后期菌种养植*6 节

菌种种植*5 节

物资购买清单

蘑菇庄园物资清单

名称 单价 数量 小计

棉籽壳、麦麸 6 1600 9600

白砂糖 6 8 48

石膏 4 16 64

蒸箱 1000 1 1000

培养箱 1800 1 1800

围裙 15 50 750

菌种袋 90 8（袋） 720

菌种 25 40 1000

大号桶 70 3 210

小水桶、铲子 20 30 600

围裙 20 30 600

货架 600 7 4200

口罩 150 1（箱） 150

手套 30 8（袋） 240

消毒灯 150 1 150

托盘 60 8 480

烧杯 10 11 110

合计 21722



受助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残疾类型、级别

1 宋洋 智力二级

2 翟思琪 肢体二级

3 倪忠福 智力二级

4 胡天天 智力二级

5 黄嘉冕 多重二级

6 陈琥 智力二级

7 王同悦 智力二级

8 许靖晔 智力四级

9 王云蔚 智力二级

10 王雨辰 精神二级

11 臧柯岚 智力 二级

12 唐诗语 多重三级

13 陶灏然 智力一级

14 范汝兰 智力二级

15 徐雯 多重一级

蘑菇庄园资金决算表：

（5）清洁小队岗位培训开始：为 15 名障碍人士每周

开展 2 次，共计开展 64 次清洁岗位技能培训。开展课程明

细如下：

科目 内容 金额（元）

课程补贴 15人*8 月*400 元/月 48000

采购物资 详见物资清单 21722

合计 69722



卫生工作小组

各类清洁器具的使用 20 不同位置的清洁方法 16 清洁团队的搭建 28

笤帚与簸箕的使用*2 地面的清洁*4 团队的分工*4

拖把与挤水器的使用*2 玻璃的清洁*4 社区义务清洁*8

玻璃清洁器的使用*2 栏杆的清洁*4 花园清洁*8

吸尘器的使用*2 卫生间的清洁*4 办公区清洁*8

收集容器的分类与使用*2

洗地机的使用*2

扫地机的使用*2

高压清洗机的使用*2

消毒剂的使用与配比*2

落叶吹风机的使用*2

物资料购买决算 ：

清洁队物资购买清单

名称 单价 数量 小计

工作服 120 15 1800

笤帚簸箕 39 15 585

拖把与挤水器 80 15 1200

玻璃清洁器 80 15 1200

吸尘器 240 5 1200

洗地机 750 5 3750

高压清洁器 299 5 1495

84 消毒液 100 5 500

落叶吹风机 299 5 1495

扫地机 377 5 1885

多功能清洁工具车 400 2 800

合计 15910

受助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残疾类型、级别

1 徐雯 多重一级

2 臧柯岚 智力 二级

3 何笑非 智力二级

4 夏翊轩 精神二级



5 姚欣宇 智力二级

6 孟可凡 智力三级

7 施艺 精神二级

8 周靖人 智力二级

9 张凌桥 精神二级

10 吴非泓 精神二级

11 郑天顺 智力二级

12 苗欣 多重二级

13 胡倩荣 智力三级

14 倪博文 智力二级

15 俞果 智力二级

清洁小组资金决算表：

（6）服务对象餐费说明

具体内容：

科目 内容 金额（元）

课程补贴 15人*8 月*400 元/月 48000

采购物资 详见物资清单 15910

合计 63910



本项目的 50 名服务对象在项目执行周期内，将在中

心集中用餐，包含：早餐、中餐、下午茶以及晚餐，依据

标准参考机构收费明细表以及本项目实际情况，每人每天

将补贴 25 元餐费。

受助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残疾类型、级别

1 李牧
智力二级

2 徐晓莉
智力二级

3 李嘉豪
智力二级

4 陶灏然
智力一级

5 刘小豪 精神二级

6 肖宇航
智力 二级

7 施旭生
智力二级

8 徐培鸿
多重二级

9 周全
多重 二级

科目 内容 金额（元）

餐费补贴 25元/人*50 人*20 天/月*8 个月 200000

合计 200000



10 范汝兰
智力二级

11 宋秋妍
智力二级

12 宋洋
智力二级

13 许缘媛
智力二级

14 翟思琪
肢体二级

15 徐雯
多重一级

16 何文景
智力二级

17 毕锦国
智力三级

18 孙康
智力二级

19 朱旭
智力二级

20 沈炜恒
智力二级

21 贾雨溪
精神二级

22 陈宝玉
智力二级

23 陈忠卿 多重二级

24 冯时 智力三级

25 陈诗韵 肢体一级

26 倪忠福 智力二级

27 臧柯岚 智力 二级



28 唐诗语 多重三级

29 胡天天 智力二级

30 李尚龙 智力四级

31 何笑非 智力二级

32 曹仕佳 智力三级

33 姚欣宇 智力二级

34 孟可凡 智力三级

35 施艺 精神二级

36 周靖人 智力二级

37 张凌桥 精神二级

38 吴非泓 精神二级

39 郑天顺 智力二级

40 苗欣 多重二级

41 胡倩荣 智力三级

42 倪博文 智力二级

43 俞果 智力二级

44 黄嘉冕 多重二级

45 陈琥 智力二级



46 王同悦 智力二级

47 夏翊轩 精神二级

48 许靖晔 智力四级

49 王云蔚 智力二级

50 王雨辰 精神二级

4.2018 年 1 月至 3 月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8 月：

项目与有三年合作历史、并一直坚持做公益活动的旅游

公司南京驴时代旅游顾问有限公司与江苏省中旅旅行社有

限公司合作，带领 25 名心智障碍人士及 25 名家人分别参与

美丽乡村骑行、户外拓展烧烤会、海滨城市环岛游等三个主

题活动。

受助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残疾类型、级别
陪同家长

及老师

1 冯时 智力三级 于雪环

2 李牧 智力二级 孙静宁

3 孙康 智力二级 贾翠茹

4 倪忠福 智力二级 倪建龙

5 贾雨溪 精神二级 程晓娟

6 徐晓莉 智力二级 徐昌喜

7 肖宇航 智力 二级 肖明

8 施旭生 智力二级 史华

9 吴非泓 精神二级 吴建勇

10 夏翊轩 精神二级 赵文雁

11 陶灏然 智力一级 陶新安



12 何文景 智力二级 何德智

13 许缘媛 智力二级 戴秀英

14 周全 多重 二级 周朝贤

15 毕锦国 智力三级 毕宪章

16 唐诗语 多重三级 章学军

17 胡天天 智力二级 胡又顺

18 黄嘉冕 多重二级 颜志如

19 陈琥 智力二级 蒋宏伟

20 王同悦 智力二级 周学兵

21 周靖人 智力二级 卫海兰

22 张凌桥 精神二级 张帆

23 俞果 智力二级 俞涛

24 郑天顺 智力二级 王桂玉

25 苗欣 多重二级 苗建华

阿甘途程资金决算表：

五、资金决算表

一级

支出
二级支出 三级支出 四级支出 金额（元）

项目

支出

障碍人士基本

生活能力训练

补贴

20 名服务对象

训练补贴
1100 元/人月*20 人*8 月 176000

科目 内容 金额（元）

乡村骑行活动 50 人*100 元/人 5000

烧烤会 50 人*300 元/人 15000

海滨城市环岛 50 人*1100 元/人 55000

合计 75000



公益体验馆岗

位训练支持

空中花园训练

补贴及物料支

出

课程：

15 人*8 个月*400 元 /月=48000 元

物料：28270

371608

麦初乐烘焙训

练补贴及物料

支出

课程：

15 人*8 个月*400 元 /月=48000 元

物料：39226

慈善茶吧训练

补贴及物料支

出

课程：

15 人*8 个月*400 元 /月=48000 元

物料：26480

蘑菇庄园训练

补贴及物料支

出

课程：

15 人*8 个月*400 元 /月=48000 元

物料：21722

清洁小队训练

补贴及物料支

出

课程：

15 人*8 个月*400 元 /月=48000 元

物料：15910

服务对象餐费
50 名服务对象

餐费
25 元/人*50 人*20 天/月*8 个月 200000

社会融合活动

乡村骑行活动 50 人*100 元/人=5000

75000烧烤会 50 人*300 元/人=15000

海滨城市环岛 50 人*1100 元/人=55000

宣传推广活动

宣传单页印刷 2元/张*5004 张

30008
宣传手册印刷 20元/册*500 本

易拉宝 120 元/支*30 支

志愿者补贴 400 元/人*2 人*8 个月

机构

运营

成本

项目人员工资、

训练场地房租

等

房租 91709.28

99169.28

水电 7460



腾

讯 奖

励金

工作经费奖励 房租 71232.5 71232.53

管理

费

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管理

费

19351.19 19351.19

合计 1042369

六、取得成效

自“障碍人士公益体验馆”项目的中基本生活能力训练、

岗位技能培训、社会融合活动全部课程与活动正常开展以后，

对我机构在帮助障碍人士克服自身与环境的阻碍方面产生

巨大影响，同时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基本生活能力训练的开展，帮助 80%的服务对象降低了

综合身体体脂率，其中 14 名身体肥胖的服务对象通过 8 个

月的身体体重明显下降，5 名身体过瘦的服务对象增加了身

体的肌肉含量。

5 种体验馆岗位训练课程的开展，帮助 50 名服务对象深

入了解园艺、烘焙、茶艺、菌菇种植、清洁等各个工作岗位

的特征、内容与技术要点，为服务对象的职业提供了发展方

向。

3 次社会融合活动的开展，分别带领服务对象感受美丽

乡村、户外烧烤、海滨城市的不同特色，提升障碍人士生活



品质与人际交往能力，促进障碍人士融入社会。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6 月，南京苏夏有限设计公司、南京

将军山小学飞扬雏鹰假日小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十八

所等多家爱心企业与组织来到中心，参与公益体验馆烘焙体

验活动。通过多次的体验互动，更多的体现了障碍人士自身

的价值，同时也为障碍人士走向就业岗位树立信心。

七、项目监管

1、该项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监管办公室进行项

目监督管理。

2、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项目负

责人实时进行追踪检查，指导监督项目执行机构在互联网筹

款平台按时公开项目进展、阶段性财务披露、阶段性报告等

内容。

3、项目完结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项目负责人

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项目回访，核查项目执行机构是

否严格遵循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方案执行项目，同时对项目

受助人进行不定期电话回访，确保真正通过该项目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