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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

能力建设培训第一期

——“公益项目档案及财务管理”培训

2018 年 7月 18 日下午，张家港市至诚社会组织评估中心朱莉、

何苏丹，分别为 2018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入选项目的执行团

队和财务人员进行了有关档案管理及财务管理的培训。培训在培育中

心一楼开展，现场共有 20位公益伙伴参与。

培训开始，朱莉为项目团队分享了评估背景下的档案管理注意事

项，特别从公益项目的资助方和评估方的角度梳理项目档案材料的构

成内容。接着从机构及个人两个层面讲解怎么做档案管理，其中重点

讲解了个案服务记录，

提醒各项目团队个案

服务记录不仅仅是情

况的描述，更要体现社

工的专业判断和后续

处理计划。最后，评估

员为项目团队逐条分

析讲解了本届创投活动月汇报模板，帮助大家加深认识与理解。

接下来，至诚评估员何苏丹结合本届创投的财务管理办法，带领

大家解读财务中的注意事项，包括项目经费的分类及支出等相关要求，

提醒项目团队重视财务管理。接着，评估员就月汇报中三张财务表格

进行了详细说明，并以实操的形式让与项目团队一对一交流，帮助其

加深理解，现场的伙伴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

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各项目团队的档案管理及财务管理水平，增强

他们对档案和财务的重视程度，以确保本届创投项目的规范化操作。

要闻聚焦



 A 基础类服务项目

铭记历史·与爱同行——关爱老兵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爱心义工协会

项目动态：7 月 22 日下午在梁丰慈善工场开展项目启动仪式及培训

活动，共有 40位义工代表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督导各 1 名。首先

爱心义工协会会长对

项目内容及团队分工

做了简单介绍；随后，

社工为到场的义工进

行了培训，内容主要包

括服务内容、服务对象

的特征，以及在服务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此外还强调了义工精神。最后，项目督导进行了有关

个案工作的培训。此次活动促进了项目团队及义工对项目的理解与认

识，提升了他们的服务技能。

┄┅┄┅┄┅┄┅┄┅┄┅┄┅┄┅┄┅┄┅┄┅┄┅┄

“为生命护航，为幸福加分”——未成年人安全能力提升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翔宇救援社

项目动态：项目在学校开展，因学校暑期放假，项目于 9月正式执行，

本月无活动计划。

┄┅┄┅┄┅┄┅┄┅┄┅┄┅┄┅┄┅┄┅┄┅┄┅┄

爱 Yao 行动——张家港市婚姻家庭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项目督导活动：7 月 12 日在永联惠民机构总部活动室开展，共有

项目动态



3 位项目社工和 1位督导参与。首先，项目主要负责人陈梦怡强调了

该项目的整体目标，及项目执行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内容；接着，督

导对执行社工的畏难情绪进行了

疏导，并帮助链接了相应的专家及

资源；最后，项目执行社工就项目

中存在的一些疑问向督导进行了

咨询。此次督导活动的开展，增强

了项目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助

力项目顺利开展。

 项目宣传横幅制作：7月17日，

项目社工联系乙山传媒，提供文字

及要求，制作了“爱 Yao 行动”项目宣传横幅，同时，项目宣传册也

正在制作中。相关宣传物品的制作及宣传发放有利于扩大项目的知晓

度和影响力。

┄┅┄┅┄┅┄┅┄┅┄┅┄┅┄┅┄┅┄┅┄┅┄┅┄

“致敬·赤色之魂”塘桥镇拥军优抚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优抚知多少”之走访活动：7 月 12 日在塘桥镇金港湾小区开展，

共走访 2 位退伍老兵，活动配备社工 3名。经沟通了解，走访的两户

老兵家庭状况良好，个人生活较规律，其中一位老兵曾参加过抗美援

朝战争，个人经历较丰富，值得后续的收集和整理。通过此次走访，

社工了解了老兵的生活现状，为他们送去了关怀和问候。



 “优抚知多少”之项目宣传与志愿

者招募：7 月 24 日在塘桥镇横泾村开

展，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中，社

工积极向过往的村民发放宣传单页，

并耐心解答有志愿服务意向的村民在

项目安排和志愿活动等方面的疑问。

此次活动不仅扩大了村民对该项目的

知晓情况，而且有利于营造关爱老兵

的良好氛围，让老兵感受到来自社会

的温暖与关怀。

┄┅┄┅┄┅┄┅┄┅┄┅┄┅┄┅┄┅┄┅┄┅┄┅┄

筑爱折翼——锦丰镇残疾人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本月执行团队内部召开项目部署会议，进一步细化项目书

方案及进程，但未能合理安排相关进度，故本月未能按计划开展具体

活动。

┄┅┄┅┄┅┄┅┄┅┄┅┄┅┄┅┄┅┄┅┄┅┄┅┄

隐形的翅膀——南丰镇轻度肢体残疾人关爱帮扶计划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惠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心手相约”社区宣传活动：7月 24 日至 31 日在南丰镇各村（社

区）开展，活动配备社工 2名。活动中，社工在各村（社区）工作人

员的协助下，将展架摆放在各村（社区）服务大厅，并向大家介绍项

目主要内容；接着，社工以微信作为媒介，邀请残疾朋友加入群组，

并对服务对象的信息进行了核对、统计。此次社区宣传活动的开展调

动了各村（社区）居民、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参



与到活动中去。

 “轮椅体验”残健共融活动：7月 29 日下午在吉麦隆超市开展，

共有 30位居民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6 名。

活动中，社工为大家介绍了

项目内容、服务对象、机构

情况、活动目的及流程，并

将居民分成两组，发放超市

购买清单，引导居民在完全

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坐上轮

椅完成采购。此次活动通过

让健全居民体验坐上轮椅买物品的不易，以期增强普通居民的同理心，

倡导社区居民关爱残疾人，营造良好友爱的氛围。

┄┅┄┅┄┅┄┅┄┅┄┅┄┅┄┅┄┅┄┅┄┅┄┅┄

“峥嵘岁月 铭记老兵”——南丰镇优抚对象支持关爱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惠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24 日至 31 日在南丰镇

15个村（社区）开展“红色传承 耄耋英

雄”志愿者招募活动，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并获得各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协

助。活动中，社工通过介绍项目主要内

容和志愿服务内容，招募到 6位志愿者，

并完成了老兵基本信息的核对统计工作。

此次活动的开展是为了做好项目的前期

准备工作，确保为服务对象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



┄┅┄┅┄┅┄┅┄┅┄┅┄┅┄┅┄┅┄┅┄┅┄┅┄

“点亮心灵之光”关爱大新镇盲人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前期筹备：7 月 23 日

在大新镇开展，活动配备

2 名社工。活动中，社工

和大新镇民政办工作人

员就项目开展的地点选

择和服务对象的出行等

注意事项进行对接；同时，

社工将项目宣传海报发

放到各个社区，并选择了部分服务对象进行电话访视，预约活动时间，

为今后项目的顺利开展做好前期宣传对接工作。

 “爱心连接 1+1”活动：7 月期间，2 名社工对 40 名服务对象进

行了电话访谈，向服务对象了解其居住地、家庭情况、个人经历等基

本信息，掌握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和问题需求，为后期的服务对象个

人档案建立，以及项目的开展奠定基础。

┄┅┄┅┄┅┄┅┄┅┄┅┄┅┄┅┄┅┄┅┄┅┄┅┄

 B 基础类服务项目

百卉千葩·共筑和谐横泾——

横泾村治理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

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24 日在横泾村村

委开展“整合资源·绘我社区”



需求走访活动，共有 50多位老人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名，志愿者

2名。活动以公共卫生服务为载体，为老人进行血糖和血压测量的同

时，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此外，社工在实际服务中了解到，横泾村

目前尚无固定的老年人活动场所，希望后续能够进行协商并得到解决。

┄┅┄┅┄┅┄┅┄┅┄┅┄┅┄┅┄┅┄┅┄┅┄┅┄

长江之花遍地开——村民参与式治理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7 月 27 日在长江村科技楼开展“导赏员见面会”活动，

共有 22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以“记

住你的名字”暖场，让成员相互

介绍，锻炼居民的记忆力和表达

能力。接着社工引导居民填写“发

现·长江村的魅力”调查问卷，

探讨长江村五年来的新变化，并

分享自己期待的社区活动。通过

问卷填写，社工能够直观了解居

民的需求，明确大家的期待，并

将在以后的活动设计中，嵌入这

些元素，让活动更加丰富。最后，

社工向居民介绍项目的主要内容

及开展形式，让居民们提出建议，为项目的良好实施做保障。

┄┅┄┅┄┅┄┅┄┅┄┅┄┅┄┅┄┅┄┅┄┅┄┅┄

美丽乡村长山纪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幸福长山邻里情”之“邻里相聚日”活动：7月 21 日在长山村

青少年活动室开展，共有 15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

各 2名。活动开始，大家通过破冰游戏“珠行万里”相互认识、消除

隔阂。随后，社工给孩子们分

享了自己与邻居的经历，让孩

子们明白邻里感情需要双方

共同付出努力，接着引导孩子

们说出自己与邻居发生过印

象深刻的一件事。最后社工带

领孩子们制作麻绳杯，并将成

品送给自己的邻居。活动后期，

家长们将孩子送给邻居麻绳

杯的照片发至交流群，并表示此次活动很有意义。

 “幸福长山邻里情”之“邻里微笑日”活动：7月 27 日在长山村

青少年活动室开展，共有 17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

愿者 3 名。活动开始，社工向小朋友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并带大家

回顾上次活动内容；随后，社工将大家分成三组，相互协作，共同装

饰邻里相册；接着社工带领孩子们去室外寻找“微笑的邻居”，通过

教邻居微笑词语让邻居跟小朋友们一起微笑合影，并在邻里微笑相册

上签名。活动结束后，小朋友们把本次活动的内容及感悟进行回顾，

家长表示活动既锻炼了孩子的能力，也丰富了孩子的生活，孩子们也

感受到活动为自己带来的成长变化。

┄┅┄┅┄┅┄┅┄┅┄┅┄┅┄┅┄┅┄┅┄┅┄┅┄

“常在常家，楼里情深”——常家村治理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月 25 日在常家

村村委开展“居民需求调研”

活动，共有 30位居民参与，

活动配备社工 1名，志愿者

3 名。活动中，社工和志愿

者通过发放、回收需求调研

问卷，收集常家村各群体居

民存在的需求以及参与社

区活动的意愿，并对其进行整合和记录。

┄┅┄┅┄┅┄┅┄┅┄┅┄┅┄┅┄┅┄┅┄┅┄┅┄

“益启东兴”乡村治理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24 日至 28

日开展“饭米粒档案”走访

活动，有效入户 25户村民，

活动配备社工 3 名。活动中，

社工积极与东兴村村委工作

人员联络，确定入户走访时

间，并挖掘村委有特殊需求

的居民。通过交流，社工针

对居民的家庭信息、所需服务、活动兴趣方向等进行了解，并在每日

走访结束之后向村委反馈走访情况，保持沟通顺畅。

┄┅┄┅┄┅┄┅┄┅┄┅┄┅┄┅┄┅┄┅┄┅┄┅┄

最美闸乡——闸西村治理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项目处于前期筹备阶段，包括项目书的解读、项目书年度



计划培训及制定、居民自治调查问卷制作等，尚未开展具体活动。

┄┅┄┅┄┅┄┅┄┅┄┅┄┅┄┅┄┅┄┅┄┅┄┅┄

睦邻情浓暖桥头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28 日在桥头村村委开展“居民需求调研”活动，共

调研 15位居民，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3 名。活动中，社工和

志愿者共同入户进行需求收集，了解被访者的基本信息、提供或接受

志愿服务的类型等内容，为后续项目活动和志愿服务的开展打好基础。

┄┅┄┅┄┅┄┅┄┅┄┅┄┅┄┅┄┅┄┅┄┅┄┅┄

“优”环境·“睦”邻里·“促”自治

——常西社区治理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项目启动仪式：7 月 26 日在常西社区会议室开展，共有 21 位居

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名。活动中，社工通过环保趣

味知识问答的形式开场，拉近了社工与居民间的距离；接着进入项目

介绍与宣传环节，社工讲述了本项目

的主要内容及目的，并与居民们一起

绘制社区资源地图，通过居民们的议

论及探讨，挖掘常西社区资源。大家

对项目的开展予以了期望，相信社区

会越来越好。

 “社区居民自治观念讲座及培训”

活动：7 月 30 日在常西社区会议室开

展，共有 15 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

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 名。活动中，



社工向大家明确了居民自治在社区工作中的重要性，并积极引导大家

进行讨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在议论中，居民们认为自身对社

区的认同感、参与感等多个方面都是影响居民自治的因素，并表示接

下来会积极参与项目活动，共同协商问题，更好地建设美好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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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增能类服务项目

“益”种力量——培育中心入驻孵化组织增能计划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公益组织培育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30 日下午

在公益组织培育中心开

展“公益实验室”亲民社

工专场活动，共有 10 位

孵化中的公益组织代表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2名。

活动开始，社工通过介绍

项目背景及项目实施计

划让孵化组织更清楚地了解项目的服务内容，并通过“需求一线牵”

的互动形式将各机构的实际需求和对项目的期待记录下来，以便后续

设计活动内容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更好地发挥项目服务成效。随后来

自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代表和大家分享了在贵州沿河参与

儿童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通过社工的亲身描述和反思，让其他机构

在开展儿童项目方面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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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益”家人——港城社工关爱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项目动态：

 “身心健康维护营”小组活动

第一节：7 月 26 日在公益组织培

育中心一楼会客厅开展，共有 10

位来自社区、学校、社会组织、医

院的社工成员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专家 1名。活动先由社工带

领，介绍活动详情并进行破冰，向

小组成员澄清期待，共同订立小组

契约。接着来自颐和社会服务社的

中医健康管理师张旗和大家分享

了中医九种体质，帮助成员了解各自身体状况，学习如何改善健康，

并对成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成员表示活动氛围很温馨，认

识了新朋友，并获得了养生、食疗知识。

 “身心健康维护营”小组活动第二节：7月 27 日在大成广场瑜伽

心舍开展，主题为瑜伽健康课，共有 12 位来自社区、学校、社会组

织、医院的社工成员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专家 1名。活动前期，

社工与瑜伽老师对本次活动内容进行了沟通，活动主要以现场练习为

主，通过教授一些简单的室内瑜伽动作，帮助成员改善常见的颈椎、

腰椎等问题。活动中，成员表示活动愉悦了身心，同时也为社工群体

构建了良好的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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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社工成长营”锦丰社工增能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社会工作者协会

项目动态：原先的项目设计内容和锦丰镇相关培训有重复，且服务对

象有重合，故进行培训内容调整，延期至 8 月初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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