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撑你”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名称 

我撑你项目 

 

二、项目简介 

心智障碍人士和我们一样，是整体社会的一份子，应平

等参与社区建设，享有社会文明成果权利。清远市大约有心

智障碍人士 2万人，但至今清远心智障碍人士能真正得到服

务达不到 5%，也仅有少数能得到相应的机构服务，而大部分

是闲置在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何这么多年来都未能

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该如何改变现状？ 

我撑你项目是针对心智障碍人士提供复康训练，除了让

他们不用闲置在家，更让他们透过复康训练提升他们的能力，

为心智障碍人士与社会间搭建桥梁；在不同层面进行链接、

倡导的工作。 

 

三、项目募款情况 

该项目由我会与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

中心合作开展，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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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60.29 元，其

中，414403.29 元用于“我撑你”项目执行，5457 元用于项



目管理费。  

 

四、项目目标 

（一）为心智障碍提供复康训练; 

（二）为心智障碍人士与社会间搭建桥梁; 

（三）在不同层面进行链接、倡导的工作。 

 

五、项目资金决算表 

 

备注：项目预算执行资金 414403.29 元，较预算多 20.54 元

由机构支付。 

 

六、项目实施 

    该项目执行机构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

中心开展了心智障碍人士家长座谈会、心智障碍人士康复训

练、社区融合活动、机构师资培训等项目，对心智障碍人士

进行全方位的服务和提升，具体内容如下： 

（一）举办家长座谈会 



   1、2017 年 11 月，开展了第一次家长讲座，共有 25 名

家长参与，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分析康复训练的需要，培训中

融入游戏等互动，参与式的培训让家长明白子女对康复训练

的需求。 

   2、2017 年 12 月，开展第二次家长讲座，共有 24 名家

长参与，通过座谈会家长学会了如何在日常生活持续训练的

配合（如：孩子在家也需要生活自理、居家能力等锻炼），

同时也明白孩子的康复训练不仅仅是在机构进行，在家里更

加应该配合机构进行康复训练，这样孩子才能成长得更快。 

   3、 2018年 3 月，通过户外体验，让 30名心智障碍人

士在真实的环境中去学习外出的礼仪；家长在陪同孩子的时

候学习在外出的过程中如何协助孩子更好的体验户外活动，

也明白在户外自己的角色，不仅仅是跟着去游玩就可以了，

在其中也充当着教育孩子的角色；在活动现场老师也增加了

一些亲子间的手工制作，让家长在活动中加强亲子互动，促

进亲子间的交流。 

   4、2018 年 4月，开展了讲座《康复训练的经验分享》：

工作人员分享及家长之间好的经验分享，同时家长也针对进

行康复训练以来孩子的变化给与回馈，部分家长表示孩子可

以在机构参加代加工工作，赚取自己的薪金，也会向家长分

享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渐渐的有了想工作的想法，慢慢自主

选择。 



 

 <二>康复项目  

1、2017 年 9 月，通过面访、筛选选定 28 位心智障碍人士，

并为心智障碍人士的能力进行个别化评估，购买各种辅具、

购置设备设施以及场地准备，康复训练员工简介会。 

2、2017 年 9月至 2018年 5 月，先后对 28个心智障人士进

行评估与制定个人的服务计划,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分组及安

排合适的日常训练辅具、设置训练环境。  

  （1）开展开展绘画小组 28次：通过活动让心智障碍人士

学习专注做事、颜色搭配，培养心他们的技能同时也给他们

一个表达自我和展现快乐的平台； 

  （2）开展音乐艺术调理 28次：通过用音乐活动形式展示，

帮助调理身心、调节情绪,同时能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3）开展社区活动小组 28次：通过善用社区资源在自然

的环境中学习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能及规范，达至融入社群； 

  （4）2018年 5月 跟据制定个人的服务计划再次进行评估。



 

（三）员工培训（包括 4 次内部培训和 5 次外出培训） 

    1、内部培训 

  （1） 2017 年 11 月，邀请培训师对机构内部工作人员进

行复康训练的技巧，因很多服务对象都有相同的需求，所以

更多是采用小组的形式开展康复训练，在培训中对小组设计、

情绪管理等进行重点培训。 

  （2）2017 年 12 月，邀请培训师对机构内部工作人员进行

如何在日常生活持续训练的配合培训，一方面是员工之间的

配合，二方面是家长在家里如何配合员工进行日常生活训练，

秘诀就是最好机构和家庭的训练要求保持一致，这样更利于

服务对象的成长与进步。 

  （3） 2018年 2 月，邀请培训师对机构内容工作人员进行

心智障碍人士外出的礼仪，员工的角色及技巧的培训；在真

实的环境中去培训工作人员，在外出过程中遇到心智障碍人

士外出礼仪：如打招呼、如厕、餐桌礼仪等，现场进行技巧

分享，同时明确员工的角色。 

  （4）2018年 4 月，复康训练的经验分享及回馈，本次培

训更多的是工作人员对康复训练的工作及经验进行分享，同

时也提出遇到的困难或疑惑，培训师针对困难或疑惑给与反

馈。 



    2、 外出培训 

    （1）2017年 11 月 26-28日，澳门同行拜访学习，通过

去同行机构学习，更多的了解到康复训练的多样性及为服务

对象带来的影响，同时在服务中去发掘服务对象的潜能，更

好的开展服务； 

   （2） 2017年 12 月 27日，全体员工进行外出培训，培

训康复训练技巧； 

   （3）2018 年 3 月 27-29 日，广州外出学习，实地学习日

常工作中结合康复训练，如果更好的开展服务； 

（4）2018 年 3月 28-30 日，西安服务培训，培训主要有理

论、实操、分组讨论、分享等方面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学习

到在康复训练中运用到的理念：正常化、适龄化、社区化等；

经过头脑风暴的讨论，对于在日常康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在同行的帮助下得以解惑，也学习到康复训练的多样性

和必要性； 

（5）2018 年 5月 17-20 日北京心智联盟培训，认识特殊教

教育工作者应有的理念与态度；了解如何与家属、相关专业

团队的重要性；认识心智障碍人士的各项特质、问题与相关

服务原则；了解教学活动设计原则与个别化服务计划的拟定

等，为康复训练垫底基础，希望在康复训练中能有服务对象

在导师的支持下不断提高生活品质。



 

（四）宣讲教育 

1、2017 年 12月 4 日进入大学城开展《心智障碍人士主题宣

讲会》， 为大学生志愿者分享与心智障碍人士相处技巧，提

高志愿者的服务能力。 

2、2017 年 12月 9 日到清远市城展鞋厂开展《心智障碍人士

主题宣讲会》及社区融合活动，为场内约 3000名员工分享

与心智障碍人士相处技巧，让社会大众能更多认识和帮助弱

势群体。 

3、2018 年 6月 3 日，在清远市飞来湖湿地公园举行《大福

快跑社区融合活动》，心智障碍人士更是亲自与现场 800多

人共同参与现场慢跑，为自己发声，让更多的社会人士了解

和支持心智障碍人士，结合了大福快跑活动与心智障碍人士

共同倡导更多的伤健共融的社会气氛。 

4、2018 年 6月 14 日，在糖果时光创业园开展《心智障碍人



士社区融合活动》，结合创业园的活动为心智障碍人士提供

了展示的舞台及与市民互动的机会，既展示了心智障碍人士

的才艺，也让社会大众近距离接触心智障碍人士，消除隔阂。 

5、7 月 31日在清远万达广场举办《认识心智障碍人士-自闭

症宣讲活动》主要是倡导关注自闭症与心智障碍青年平等参

与及融入社会的活动。

 

特别备注，项目于 2018年 8 月已经执行完毕，因财务整理

票据耗时较长，所以 2018 年 9月上报完结报告。 

五、项目成效 

（一）相关利益群体效益： 

1、机构对 28位心智障碍人士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

分组及安排合适的日常训练辅具、设置新训练环境，增加学



员间的互动及自主性，让心智障碍人士能在愉快的气氛下，

透过日常的训练提升了他们的技能，同时也培养他们融入社

会，共建社会的意识。 

2、较多能力限制的心智障碍人士，透过桌面辅具也建立起

自己的责任感和工作的意识，也掌握了训练时段需完成一些

辅具的训练，从而提升他们的肌能和专注能力； 

3、通过开展不同的小组和共融活动，让心智障碍人士更多

外出的机会、发挥平台、技能提升、自信心提高，及加强外

界对心智障碍者回归社会的肯定 

（二）家属或照顾者： 

1、用专家以讲座、分享会 及外出活动的形式为心智障碍人

士的家属或照顾者进行 4 次培训，家属或照顾者在家长座谈

会中学习到心智障碍人士康复训练的技巧；明白在心智障碍

人士康复训练的过程中，自己的角色以及需要配合的地方。 

2、在项目活动中家属有更多的机会与心智障碍人士进行亲

子互动，了解其在机构的生活与成长；激发家长对子女融入

社会的信心。 

（三）服务机构效益： 

1、机构正处于服务的理念及职员的安全的挣扎中，幸得顾

问的培训和亲身的示范，加上机构环境设置上的改动。除了

教授职员训练的技巧，也透过示范加强了职员的信心。 

2、员工有外出学习的机构让其成长；与同行机构交流，不



断提高员工的技巧和服务水平，为心智障碍人士提供更好的

服务。 

（四）社会效益： 

1、通过参与心智障碍人士的社区融合活动，针对有爱心且

愿意参与心智障碍人士服务的社会大众开展义工培训，学习

心智障碍人士服务技巧，社会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心智障碍

人士。 

2、通过开展 5次大型社区共融活动，直接影响约 3000人次

社会人士参与活动中，并在本地媒体报道（包括清远新闻、

百姓关注、清远日报、南方日报、网易清远、踏趣、微盟等） 

3、 多次向相关部门汇报工作，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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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项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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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项目备案编号 

53100000500013588UP17062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8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