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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泉源少儿培育之家〈简称﹕【泉源之家】〉

是一个以民办非企业团体注册的慈善机构，由香港「丰收慈善基金」和泉州市救助管理站

共同创办。于2009年1月开始正式运作，2010年6月获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2011年9月获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成为福建省第一家服务流浪儿童的机构。

＊ 帮助困境儿童得到妥善安置，提供保护其权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从而发展潜能，

    自力更新，重回社会，期望他们成为国家栋梁回馈祖国；

＊ 建立卓越的服务模式及样板，招募及培训有心人士及团体参与开拓或提升服务困境儿童；

＊ 呼吁大众对困境儿童的关注和重视，倡导公众参与。

使命和目标

＊ 流浪在外的未成年人，特别是滞留在救助站内，

     因着各种原因未能返家的孩子或福利中心的孩子；

＊ 服刑子女；

＊ 其他原因等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

服务对象

＊ 福建省内各个救助站、社会福利中心；

＊ 河市敬德职业学校、南安红星职业中专、罗溪各中小学及幼儿园；

＊ 各大学志愿者队；

＊ 其他政府部门。

合作单位

「全人关怀」服务模式
全人关怀是一个按着人的整全需要而发展出来的服务模式，整全需要具体如下：

品德教育

与自己的关系

与别人的关系

与环境的关系

灵性需要灵性需要
发掘潜能和梦想

技能和职业培训

投入工作

贡献社会的一员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

接纳自己
家人复和

朋友和支持
被爱和爱人

社交需要社交需要教育机会
归属感
自尊感

情绪管理

心理需要心理需要

身体需要身体需要
安全的家和设施医疗和护理
食物和物资运动与健康发育



「类家庭」的特点：

1. 聘请有教育经验及关爱孩子的「家长」，与5-10个孩子一同生活，建立一个家居化生活环境，

    学习群体生活及承担责任。与孩子共同建立一个温暖、和谐、充满爱和鼓励的家庭氛围。在家长

   美好品格的言传身教影响基础上，教导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使他们在生活、认知、沟通、

   人际关系、解决困难等生活技巧得以发展。

2. 除了家长，每个「类家庭」均有专业教育人员，

     为他们进行评估、辅导或康复训练（特殊儿童），

    帮助孩子行为矫治和订立个人发展目标，如上学

    或职业训练，帮助他们日后融入社会。

类家庭集寄养、看护、疏导、教育于一体，为入住的每一个
孩子创造一个类似家庭的环境和氛围，让孩子感受到爱和
被接纳，有动力学习各种生活技能，给他们积极向上的影响，
改掉陋习，正确与人相处，培育他们在性格、情绪、社交、
行为及身心各方面正面的发展。

根据人的整全需要、结合孩子长期流浪，害怕被束缚的特点，加上政策环境及社会条件的配合。
机构以半开放式为家舍模式，特别制定上图： <孩子个案服务流程图>，同时开展类家庭服务、

各类教育服务、职业培训服务及拓展综合活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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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等)

［乏独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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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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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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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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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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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个案服务流程图

16-18岁就业

及迁出

家舍补底教育

辅导及

联络家人

职业辅导安排教育

正常及学障(轻度)

发展目标：
九个小家舍

 目前已有五个小家舍：

〈仁爱家〉：能力正常男生

〈温柔家〉：能力正常女生

〈和平家〉：患有学习障碍及迟缓的男孩

〈喜乐家〉：智力障碍/自闭男孩

〈恩慈家〉：智力障碍/自闭女孩

仁爱

溫柔

喜乐

和平

恩慈

忍耐

信实

节制

良善

类家庭

温柔家

仁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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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乐 家 的 特 殊 男 生 ，
喜欢郊外游，身心舒畅

喜樂家

温柔家家长为女孩编辫子，
不但让她们美美地出门上学，

也增进彼此的感情

温柔家

恩慈家家长把女孩疼得
像自己亲生女一样

恩慈家

大龄男生喜欢切磋球技，
不仅锻炼身体，更磨练心志

仁愛家

和平家学习障碍的孩子，
脸上总挂着灿烂的笑容

他們分担家务，营造和谐的家

和平家



机构建立了一支由心理辅导、社工、特教专家，

康复专家，言语治疗师、教师和小家舍家长组成

的「评估及教学计划制定小组」。为每一个孩童

的情况进行详细评估并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

提供品格教育、康复训练、多元智能发展、社交

和生活技能训练等教育。

在市民政局、公安局和教育局的协调下，

积极为入住的孩子成功申请集体户口。

为情绪、行为稳定的孩子能衔接到家舍附近的正规学校就读，

保障孩子的基本受义务教育权，为回归社会做准备。

各类教育

我们的专家定期与老师们为孩子进行评估我们的专家定期与老师们为孩子进行评估

康复训练、多元智能发展、社交发展、基础文化知识。

培養孩子建立主动收纳物品、自我挑战未知、主动解决问题

及自我检验成效的习惯。

学习障碍教育
（和平班）

回 归
正规教育

感觉统合训练、脑力开发、手眼协调、

社交训练、生活自理训练等。特殊儿童

经过系统性的训练后，可有效地处理感觉

输入，改变情绪适应；人际关系初步建立、

                         自信提高；也促进其语言

                         功能的发展。

喜乐班
（智障）

孩子因各种原因，学习断层严重，伴随着复杂的情绪行为问题。

在类家庭的温和氛围支持下，老师根据孩子自身情况，制定学习

目标、行为目标和奖励计划，为帮助孩子恢复记忆，重拾学习

动力和矫治行为。为预备回归正规教育或职业训练做充分预备。

非正规教育
（泉源班） 家舍内小班教学家舍内小班教学

正向行为支持与奖励计划正向行为支持与奖励计划



职业培训

暑期工实习计划

透过爱心老板，
让大龄孩子在暑期空余期间，体验工作的意义、人际相处及
可能面对的困难，同时学习财务的管理与使用。掌握工作的
品格和态度要求，为将来正式投入社会工作做好准备。

职业中专学校

因着大部分孩子对厨艺有着不同

程度的兴趣，2015年在省财政支持下，

特别兴建「小小厨师训练房」，提供一个

全面训练厨艺的场地，既可以训练他们能独立生活，

发掘兴趣，也能帮助大龄的孩子衔接到厨艺中专学校

就读，学会一技之长，预备将来就业。

「小小厨师」
综合训练坊

我们家的孩子刀工也不错吧！我们家的孩子刀工也不错吧！

在职业学校
受专业训练
在职业学校
受专业训练

学障孩子
职前培训

我们在家舍范围内，按照迟缓孩子的不同能力，

安排他们进行职前培训。透过工作实践，建立他们正面的自我形象

及工作技能，预备他们正式回归社会，能独立生活，自力更生。

＊ 通过绘画和手工技能的教学和训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
    视觉、绘画、手工制作能力，发展孩子的动手思维，
    手眼协调，发挥其潜能，提高其创造能力。老师会按
     孩子的程度，安排适合的工序，限期内完成产品。

＊ 我们在摸索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发现提供适宜的计划与材料能够辅助特殊儿童更好地
     获得技能上的掌握，并且顺利完成作品，体验做得到的喜悦，也可培养孩子工作习惯，
     作品同时用作义卖之用，让孩子有生产力的同时，建立自信与成就感。

＊ 义卖的收入，在征得孩子同意后，曾捐献给联合国儿童基金，帮助远方在战争中饥饿和
     需要医疗服务的孩子；其余也会用作购买材料及其他训练所需。

「自立、自助、助人」

手工坊



为孩子建立详细档案，就每个孩子的需要

进行全人评估，制订个案计划和辅导，配以小组工作及

家庭回访，促进孩子的身体、心理、社交、灵性和工作

五方面的全人成长。

为了复和亲子关系，与救助站合作，
对问题家庭进行定期回访。

音乐比赛音乐比赛

天才表演天才表演

台上表演台上表演

阅读活动阅读活动

香港志愿者与孩子游戏，让孩子学会接待访客

群体游戏

清洁小区 

穿越大峽谷
穿越大峽谷

捕鱼活动
捕鱼活动

国际学校与孩子交流
国际学校与孩子交流

个案、小组辅导
及 家庭回访

泉源篮球队

生日会

拓展拓展

综合活动

乐队



领导关怀领导关怀

近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

泉源之家的工作得到全面的顺利开展。

近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

泉源之家的工作得到全面的顺利开展。



【泉源之家】为流浪儿童提供集寄养、看护、

疏导、教育于一体的服务。这些孩子都在

【泉源之家】的资助下生活读书，为孩子

重返校园及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同时，提供家庭般的关爱和教育，让他们

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和温暖，孩子陋习

得以改掉，能健康地成长。

           南安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    李惠琼

【泉源之家】不仅为流浪未成年人提供了

一种家庭和学校相结合的照顾模式。而且

以专业的评估为基础，为不同的孩子制定

了，有针对性的矫治方式和成长培育方案。

在这里每一位孩子都得到了同等的爱，

得到了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

                                厦门救助管理站社工
                                                           徐婷

【泉源之家】为流浪未成年人有效地整合

了各种社会资源，使他们在生存权得到保障

之后，发展权和受教育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满足，建构了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了

流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泉州救助管理站社工科主任    李耀中

【泉源之家】给我的感觉

是一个非常用心在做公益的机构。

同工们以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细心对待

着每一个到来的小孩。流浪儿童在

这里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家。

泉州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 
林巧真

【泉源之家】是流浪孩子的温馨家园，孩子们在

这里寻找到了快乐、自信、友爱的泉源。从创办

至今，每个参与的人们都为之付出了无私的爱和

持之以恒的坚持。【泉源之家】堪称境外NGO

与国内相关部门合作的成功典范。

泉州救助管理站前任站长
陈长宏

【泉源之家】作为一家
民办非企业公益组织，机构运作规范，

开展各项工作仔细认真，以爱心、耐心、诚心，
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泉州救助管理站站长    蓝志坚

泉源之家获得社会各界人士

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泉源之家】是流浪未成年人的温馨驿站，

也是他们的开心乐园；它是集家庭照顾和

学校教育于一体的新型的管理模式，在

这里流浪儿童可以得到专业的矫治和

个性化的康复服务。

厦门救助管理站女科科长 
陈卡云

社会效益



孩

子
在

【福州流浪儿童帮教点 】开心玩耍

丰收慈善基金的宗旨乃致力照顾中国及海外的无家者，

提供扶贫、教育、医疗及就业项目。

基金会于中国的项目，除了于2009年成立了【泉源之家】， 

更于2011-2014年获福州市民政局救助站邀请合办【福州流浪儿童帮教点】，

专门服务流浪儿童，并开展有关服务的培训工作。

2014年更获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邀请合作，派驻专业团队，

为院方提供督导和训练，以完善服务模式，

提升院舍的服务水平。

丰收慈善基金 的宗旨

为福利院孩子提供
培训小组

各方致送的錦旗 
及 

获得宋庆龄基金
颁发的「优秀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