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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福利服务 
采用360度全方位、 
多元计划的手法，  

以长远的考虑帮助 
长期遭社会忽略 

的弱势族群

2016/17财政年度报告完整版刊載於 www.mws.sg/annual-reports 。



策略

概览

服务范围： 
弱势儿童

服务范围： 
边缘少年

服务范围： 
困境家庭

服务范围： 
被社会孤立者

服务范围： 
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者

我们的志愿者

筹款亮点

我们的中心和计划

目录
卫理福利服务成立于1981年，为一家综合服务的机
构，在新加坡经营20间服务中心及外展计划。

无论任何种族、信奉哪个宗教，我们为有需要援助
的人士提供服务。我们多项的重要服务为低收入
及／或困境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边缘少年、 
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的长者以及被社会孤立者 
提供援助。

我们的信念是透过消除贫穷、减缓现代家庭生活的
紧张及压力、帮助长者居家安老及有尊严地生活、
培育弱势儿童的潜能及帮助边缘少年重返正途， 
为所有人成全最丰盛的生命。

我们的愿景
成为宣扬神爱的领先机构， 
为贫困者成全最丰盛的生命。

我们的使命
• 让获益于卫理传统的所有人了解贫困者的需求。
• 服务有需要的人，包括探视任何为贫困者开创

服务及支缓服务不足领域的机会。
• 为卫理教会提供资源以发挥社会关怀。

我们的价值观

关于我们

连接断裂的轨道象征卫理福利服务
致力于消弭社会的差距，并传达我
们为广大弱势及服务不足的族群提
供无缝且全面服务的策略。

信任

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诚信至上

服务优先

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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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卫理福利服务2016/17财政年度的新增及 
现有服务之策略乃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弥合差距

为服务需要援助的新加坡年长人口，我们为
卫理福利服务年长者照护进程增加更多服
务。我们专注于结合健康与社会照护，并将
服务范围拓展至改善居家安老、居家辅助生
活、住院服务及慈怀护理。

居家安老
• 颂恩乐龄活动中心
• 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 

活动中心 （Fernvale  
Rivergrove）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
动中心 (GreenTops @ 
Sims Place ）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
中心 （Teck Ghee Vista）

2017年新成立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

中心 （Golden Lily @
Pasir Ris）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
中心 （Kebun Baru）

辅助生活
• 卫理福利服务家乐

卫理福利服务年长者照护进程

居家安老 辅助生活 住院及 
疗养照护 慈怀护理

住院及疗养照护
•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
• 基督之光卫理关怀院

2017年新成立
• 卫理福利服务疗养院

（Yew Tee)

慈怀护理
• 爱加倍卫理慈怀 

（居家护理）

聚焦年长者照护1

我们为居住于建屋局小型公寓、服务不足的
年长者新创立三间乐龄活动中心，且将于
2017年成立一间新的疗养院及两间乐龄活
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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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善义助会
2. 经济支持
3. 辅导和治疗
4. 就学支助
5. 债务管理及资产建立
6. 灌输理财技巧
7. 改善营养

打击贫穷循环

DEBT

卫理福利服务采纳 
360度全方位、多元计
划的手法，以长远的 

考虑帮助长期遭社会 
忽略的弱势族群，改善

他们的社经地位

1

5 4

36

27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计划

状况 协助

他们的薪资不足
以满足每月基本
开支。

他们的孩子取得
文凭或学位的机
率较低。

营养不良可能导
致日后出现健康
问题

每日生活
所需

就学支援

为孕妇及婴
儿提供营养
膳食

他们的存款不足
以供他们安然度
过意外失去收入
或疾病等危机。

债务管理及 
理财计划

全面整合服务与计划2

缓解贫穷为卫理福利服务计划与服务的
基础。我们采取长远而全面的作法，将卫
理福利服务的服务范围以及外部机构与
社区伙伴的网络相互结合。

我们通过专注于服务不足者以弭平服务
的缺口。我们更进一步协助个人与家庭
自助，鼓励并肯定他们作出正面改变，以
脱离贫穷。

除个案管理及引荐服务外，我们亦通过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计划为困境家庭
提供完整而全面的服务，包括辅导及应
付逆境的技巧培训、就学支持、债务管理
及资产建立。

向弱势族群伸出援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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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2016/17财政年度最关键数据、计划及成果摘要
关键焦点 

-31%

9,290*
2016/17财政年度

服务总人数 17
名边缘少年
+42%

57
名弱势儿童
+8%

6,842
户困境家庭
-29%

1,250
名被社会孤立者 
+69%

1,124
名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者 
+12%

 服务总人数下降主要由于卫理福利服务家庭服务中心投放更多
心力于服务状况更复杂及承受多方压力的家庭个案

* 数据包括直接客户 
和服务人数

新中心、服务与计划
三间卫理福利服务 
乐龄活动中心
• Fernvale Rivergrove 

(Sengkang)
• GreenTops @ Sims 

Place (Geylang)
• Teck Ghee Vista 

(Ang Mo Kio)

卫理福利服务 
家庭发展计划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全面介
入服务以管理其财务、支
持其营养需求、教育及生
活费 。

推出新志愿 
者管理标准
向各中心派发载有新标准操
作程序的志愿者手册及志愿
者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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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开支

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者 54%
困境家庭 19%
弱势儿童 2%
边缘少年 3%
被社会孤立者 5%
管理费及共享服务 17%

筹款

在2016/17财政年度中，卫理福利服务接
获了总值S$8.04百万的捐赠款项及赞助。
卫理福利服务把筹款费用维持在总筹款
额的10%，比慈善理事会所制定的最高限
度30%低了许多。

S$26.2
百万

任何计划所带来的 
亏损由卫理福利 

服务承担

按服务范围分派

主要计划及成果

S$529,662
分派至全国 
贫穷人口

经济支持 居家照护

6,334 +60%
体虚或重症年长者 
家访次数

512
名年长者接受
物理治疗

445 -3%
名长期病患、 
体虚及贫困者 
接受服务

850 +151%
名被社会孤立
年长者

接触被社会孤立年长者 物理治疗 疗养照护 

90%
支付卫理福利服务 

中心和计划费用

10%
筹款费用

每筹到的1块钱当中， 
就有90¢直接用于卫理 
福利服务中心和计划

S$8.04
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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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学习弱势的儿童

施行早期介入

天乐儿童中心
天乐儿童中心通过全面的学龄前课程，为2到6岁的贫困儿童带来希望。为使孩子们
得到更良好的启蒙学习，我们提供个人化及小班教学，打下读写能力及计算能力的
重要基础。课程中亦通过专科教室强调人格建构及创造力的重要性。

服务范围：
弱势儿童

7间专科教室
提供创造力、体验式学习

1
個建筑 
小天地

2
間语言 
教室

1
個艺术 
小天地

1
個戏剧 
小天地

1
間音乐及 
律动教室

1
間烹饪 
教室

8%
共57名学龄前儿童

入学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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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乐儿童中心就读的三年内，许睿腾
的行为及学习能力都明显进步。在老师
们给出更多时间一对一的耐心引导和
教导下，初期经常捣乱及无法赶上课堂
的睿腾，已变得较温和、专注和表现出
合作精神

小顽童变成乖孩子

睿腾学会与其他孩子共同游戏。

人格
价值导向的

全面人格发展教育

教育
读写能力、
计算能力

及创意发展

托儿
低收入家庭的

全天廉价托儿服务

许女士
睿腾的母亲

“非常感谢睿腾的老师们对他的特
别照顾。感谢天乐格外用心，让我 
参与他的发展和学习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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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边缘少年

独特的社区少女改造计划
改造边缘少年

圣乔治之家(RSG)
RSG为年龄介于15至21岁之间遭法院判处缓刑的问题边缘少女提供第二次机会。
其为新加坡数家允许院童在密切监督下继续上学或工作的社区少年感化设施。

13
名毕业生

完成刑期的院童

42%
收容人数 

增加

共有17名院童

92%
继续进修

13名毕业生中 
有12名继续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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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岁的温达（化名）因毒品相关
罪名遭逮捕，她在2016年被判在RSG接
受一年的缓刑。

在密集辅导及戒毒治疗的帮助下，她成
功戒断毒瘾，而后更赢得攻读文憑课程
的Patrick D. Harrigan 奖学金，温达自
此从RSG毕业了。

复合
通过情感联系聚会及 

家庭辅导，重修边缘少女 
和家人的关系 

治疗
提供创伤治疗

及教授包括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及 
决策等技能 

重新融入
透过导师、 

教育或技能培训 
及就业支援

重建人生
 

温达（化名）
受益人
圣乔治之家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RSG的职员们相
信每位少女离院时都应该得到她们一
生受用不尽的收获。让我们得到良好 
的教育是他们的重要承诺之一。” 

爱上学习

温达从一名药物成瘾者转变成一位奖学金领
受人，在RSG接受缓刑期间，她大多数时间都
在学习文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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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承受多方压力的家庭提供全面帮助
克服复杂家庭问题

卫理福利服务采纳360度全方位、多元计划的手法， 以长远的考虑帮助我们的低收
入客户改善他们的社经地位。我们不仅透过案件处理及辅导，更以其他多种方式支
持遭社会忽略的困境家庭与个人。

服务范围： 
困境家庭

162
户低收入 

家庭

获得经济协助 
及资产建设资源

6,842
户家庭 
及人士

获得帮助的 
困境家庭及人士

19
名儿童

获得支持，走出失去父母 
的伤痛及其他情绪问题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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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忙碌上班外仍要兼顾家务及独
力照顾姊妹和两个孩子，但38岁的单
亲妈妈诺理达仍对未来充满希望。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計劃成功减轻
诺理达家庭日用开销的部分负担，也协
助减少她的债务，让诺理达终于可以开
始存款。

希望战胜逆境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为诺理达和她的两个
孩子这样的家庭带来希望和力量。

支援
提供专业个 

案处理及辅导

搭建桥梁
建立正面及 
坚固的关系

提升能力
传授必要知识 

及处理技能

诺理达女士
受益人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计划

“我希望每个月能存$20，也希望女儿
Waheedah的功课能有好表现。”

中心和计划
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晨光家庭服务中心 • 淡滨尼家庭服务中心 • 家庭工程社区服务 •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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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被社会孤立者

结合社会服务与医疗保健
为被社会孤立者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在2016年新开设三家新的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共同与颂恩乐龄活动中心
和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接触年满55岁以上的孤单年长者。计划结合了健康保健与
心理和学习需求。我们也为住在一个位于万礼的宿舍的客工们提供服务。

850
名年长者

受益于社会 
和健康计划

1,250
名个人

接触被 
社会孤立者

400
名客工

提供助理辅导、 
训练和社交活动的支援

+69% +3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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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于2016年退休时，感到孤单
和迷失，而由于他之前过着久坐的
生活型态，他身体情况欠佳并有糖
尿病和膝部慢性疼痛 。所幸的是，
他成为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Fernvale Rivergrove) 的一员后开
始了每日固定的运动锻练丶参与活
动和社交生活。

76岁的一个新开端

廖先生
受益者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Fernvale Rivergrove) 

“近期我一整天都待在中心。我在那里
有很多朋友，而且有很多能做的活动可
让我保持健康体态和一个身体上与精
神上积极的生活。”

贡献
回馈的机会

融入
贴近社区

活得健康
保持健康体态 

和体力活动的力量

廖先生严谨自律地完成他每两周一次的 
“健得力”复健课程，做完每一项锻练计划

中心和计划
颂恩乐龄活动中心  •  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Fernvale Rivergrove)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Golden Lily @ Pasir Ris)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GreenTops @ 
Sims Place)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Kebun Baru)  •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Teck Ghee 
Vista)  •  卫理福利服务S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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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者

为不同体虚阶段中的年长者服务
照料更广泛的年长者

年长者的困难和需求非一成不变，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我们提供的服务旨
在满足居家安老与辅助居住丶家居与舒缓治疗的人士和病人的紧急需求。我们满
足各种需求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全面紧密地服务受益者们。

1,124
名病人

照料长期病患、 
体虚及贫困者

+12%

175
名贫困者

为贫困者和 
低收入患病 
年长者服务

+2%

679
名病人

受关键医疗支援 
和护理的居住在 

家中的病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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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悦的蔡女士年轻时热爱跳舞跟音
樂，但是欠佳的健康状况要她放棄这
些兴趣。
68岁的她在2015入住伯大尼卫理疗养
院，当时的她已无法行走丶家中没有人
照料并患上 许多慢性病。由于工作人
员的照料，她的医疗问题获得控制且可
以使用辅助器行走。

醫療
老人科和 

舒缓治疗的 
专业医生

护理和复建
由护士和专职医疗 

人员治疗与护理

提供庇护
给贫困者和 
低收入患病 

年长者

再次跳舞

蔡女士
受益者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

“我现在感到很健康快乐。 护士是我的
朋友，也非常照料我。”

可再次行走为蔡女士带来喜乐

中心和计划
爱加倍卫理慈怀 (居家护理)  •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  •  基督之光卫理关怀院  •  卫理福利服务家乐  •   
卫理福利服务疗养院 (Yew 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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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志愿者

在人生的每段道路上都有我们 
热心的志愿者一路陪伴左右

舍己为人

长青志愿者
每周四位于伯大尼卫理疗养院的志愿活动，由
17位年龄介于60至90岁的年长者组成的阳光
小组所举办，阳光小组于30年前创立，现由张女
士带领。团队努力不懈的服务广受认同，于2017
年4月荣获新加坡护理大奖Singapore Health 
Inspiration Patient Awards的团队支持奖

（Support Groups award）。

978
名个人

50
个团队

关怀邻舍
林先生是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计划（MWS 
Family Development Programme, FDP）于
2016年发起时的创始志愿者之一，也是FDP关
系机构—客家卫理公会各堂的成员，林先生对于
低薪及承受多重压力的家庭具有深刻的关怀与
同理心。林先生目前协助位于黄埔区的三户家庭
管理其债务与存款，以及提供财务咨询服务。

协助孩童阅读
陈女士在13年投身于企业通讯的工作后，深感
自己在英语方面的经验及热情可以用于帮助弱
势儿童。随着2014年退休后，其开始在天乐儿童
中心担任教导识字的志愿教师。陈女士每周定期
探访学龄前孩童，并指导幼儿园中在语音及阅读
方面较弱的1及2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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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亮点
卫理福利服务 
第35周年感恩晚宴 2017绚丽晚宴

地点 新加坡香格里拉 
大酒店

受益人 卫理福利服务
募得金额 S$165,970
实用效率 13.6%
餐饮及场地赞助人 JT Global的 

郑添昌夫妇

地点 新加坡丽嘉登美年
大酒店

受益人 卫理福利服务及其他
公益单位

用於卫理福利服務 S$423,119
实用效率 14.1%

2016年6月30日 2017年1月6日

2016卫理福利服务 
高尔夫球友会

2016点亮生命 
之火马拉松

2017卫理福利服务 
红包募捐活动

地点 Raffles 
Country Club 
高尔夫球场

受益人 卫理福利服务
伯大尼卫理疗
养院

募得金额 S$511,061
实用效率 12.3%

地点 滨海湾中央岬

受益人 卫理福利服务
及家庭工程社
区服务

募得金额 S$96,800
实用效率 3.5%

收益人 卫理福利服务
募得金额 S$99,966
实用效率 4.3%

2016年7月15日 2016年7月16日 2017年2月

17弥合差距



卫理福利服务中心和计划
卫理福利 
服务总部

卫理福利服务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tel: 6478 4700   fax: 6478 4701
email: admin@mws.sg
website: www.mws.sg

弱势 
儿童

天乐儿童中心
1 Maude Rd
#03-30 Singapore 200001
tel: 6294 9960   fax: 6294 9597
email: djcc@mws.sg

边缘 
少年

圣乔治之家
1 St. George’s Lane 
Singapore 328047
tel: 6391 0567   fax: 6296 0942
email: rsg@mws.sg

困境 
家庭

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Blk 613 Hougang Avenue 8
#01-432 Singapore 530613
tel: 6282 8558   fax: 6283 6361
email: cfsc@mws.sg 

晨光家庭服务中心
Blk 855 Yishun Ring Road
#01-3539 Singapore 760855 
tel: 6756 4995   fax: 6752 4709 
email: dfsc@mws.sg 

淡滨尼家庭服务中心
Blk 470 Tampines St 44
#01-194 Singapore 520470  
tel: 6787 2001   fax: 6787 4459 
email: tfsc@mws.sg 

家庭工程社区服务
Sengkang Central Post Office 
P.O. Box 865 Singapore 915408 
tel: 9784 9525  
email: fwcs@mws.sg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
总部管理
tel: 6478 4700
email: fdp@mws.sg

被社会 
孤立者

颂恩乐龄活动中心
Blk 125 Geylang East Avenue 1 
#01-05 Singapore 381125 
tel: 6842 0497   fax: 6842 0495
email: cace@mws.sg 

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Blk 25 Jalan Berseh 
#01-142  Singapore 200025
tel: 6298 0195   fax: 6298 0245
email: wsac@mws.sg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Fernvale Rivergrove
Blk 473A Fernvale Street
#01-17 Singapore 791473  
tel: 6481 7395
email: sacfernvale@mws.sg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Golden Lily @ Pasir Ris
Blk 212A Pasir Ris Street 21  
#01-616 Singapore 510212
tel: 6214 0119
email: sacgoldenlily@mws.sg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GreenTops @ Sims Place
Blk 63 Sims Place 
#01-227 Singapore 380063 
tel: 6747 1786
email: sacgreentops@mws.sg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Kebun Baru
Blk 180 Ang Mo Kio Ave 5
#01-2980 Singapore 560180
tel: 6238 4136
email: sackebunbaru@mws.sg

卫理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Teck Ghee Vista
Blk 307D Ang Mo Kio Avenue 1 
#01-01 Singapore 564307  
tel: 6684 0341
email: sacteckghee@mws.sg

卫理福利服务SEVA
8 Short Street
Singapore 188214
tel: 8611 7374
email: seva@mws.sg

长期病患、 
体虚及贫困者

爱加倍卫理慈怀 (居家护理)
2 Kallang Avenue 
#08-14 CT Hub 
Singapore 339407 
tel: 6435 0270   fax: 6435 0274
email: amh@mws.sg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 
9 Choa Chu Kang Avenue 4 
Singapore 689815
tel: 6314 1580   fax: 6314 1576
email: bmnh@mws.sg

基督之光卫理关怀院 
51 Marsiling Drive 
Singapore 739297 
tel: 6368 5179 
fax: 6368 7127 
email: cmh@mws.sg 

卫理福利服务家乐
116 Changi Road 
#04-01 Singapore 419718 
tel: 6447 5117   fax: 6247 7278
email: hj@mws.sg

卫理福利服务疗养院
51 Choa Chu Kang North 6 
Singapore 689581
tel: 6568 9200   fax: 6568 9250
email: ytnh@mws.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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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 FORM
DONOR DETAILS

Title:    Mr      Mdm      Ms      Mrs      Rev      Dr      Prof 

Full Name (as in NRIC/FIN):  

NRIC/FIN No:         

Date of Birth:   /  /   (DD/MM/YYYY)

Contact No.:  (Mobile)   (Office)    (Home)   

Email:       Occupation:  

Gender:    Male    Female        Place of Worship (if any):  

Mailing Address:  

  Postal Code:  

DONATION AMOUNT (SGD)

  Monthly Donation: 

  One-Time Donation: 

Note:
Your personal donation is eligible for 2.5 times tax deduction. Please provide your particulars, especially your NRIC/FIN No, for submission to the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for automatic tax deduction. For non-individual donors, please provide ACRA/UEN No.
Please be assured tha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except that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MWS") may collect, use and disclo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the purposes of:
a. Administering your donations to MW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disclosing to IRAS for tax deduction purpose);
b. Communications pertaining to your donations; and
c. Communicating and updating you on other charity initiatives or related activities including soliciting donations and volunteers for activities or programmes organised by MWS or 

other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By submitting this form, you hereby consent to MWS collecting, using and disclosing your personal data for the purposes set out above.

DONATION METHOD   * Please delete where applicable 

  Cheque  (Payable to: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Cheque No:    Bank: 

  Credit Card                  VISA  /  MASTERCARD * 
(Minimum S$10.00)

Cardholder's Name (as in credit card):           Signature (as in credit card):

          

  GIRO (Please fill in form below)

FOR MWS’ COMPLETION

Bank                Branch      MWS Account No.

ACCOUNT TO BE DEBITED
Bank                             Branch

Account No.      

MWS Customer Reference No.

FOR BANK’S COMPLETION

To: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This application is hereby rejecte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please indicate):

  Signature/Thumbprint* differs from  
the Bank’s records

  Amendments not countersigned by Customer

  Account operated by signature/thumbprint*

  Signature/Thumbprint* incomplete unclear*

  Wrong account number

  Others: 

Name of Approving Officer

        
Authorised Signature                          Date

Expiry Date  (MM/YY)

                /

All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Please fax completed form to 6478 4701 
or mail it to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at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FOR DONOR’S COMPLETION          

Full Name (as in bank account):  

NRIC/FIN No:   Contact No (Tel/Fax):   

Bank Account No: 

To (Name of Bank):    

Bank Branch:   

Monthly Donation (payment limit): S$ 

Name of Billing Organisation: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1. I/We* hereby hereby instruct you to process BO’s instructions to 
debit my/our* account.

2. You are entitled to reject the BO’s debit instruction if my/our* 
account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funds and charge me/us* a fee 
for this. You may also at your discretion allow the debit even if 
this results in an overdraft on the account and impose charges 
accordingly.

3. This authorisation will remain in force until terminated by your 
written notice sent to my/our* address last known to you or upon 
receipt of my/our* written revocation through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Company Stamp / Signature(s) / Thumbprint(s) (as in bank’s record)
For thumbprint verification, please visit your bank with your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Date:  

7 1 7 1  0 3 3  0 3 3 0 1 6 5 6 9 2

ARGD17

Important: Please glue within gray border.



Postage will 
be paid by 
addressee. 

For posting in 
Singapore only.

BUSINESS REPLY SERVICE
PERMIT NO. 02007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空巢者或退休的年长者与社
会接触的机会有限，特别是
在亲友或伴侣过世后。长期
与社会孤立，将可能提早引发
疾病或忧郁症等心理情感上
的病状。

立即行动！

在线捐款，请浏览 
 give.mws.sg

$15 
资助一名孤独年长者参与 
一日社交及健康计划

$30 
资助一名弱势儿童 
上学一个月

$50 
为一名在疗养院居住的年长者
提供个人化的每日的护理

$150
资助一名贫困儿童 
的学习旅程

$230
支付一次长期病患及 
体虚年长者的家访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旨在
透过全面整合支持及建立资
产，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社会向
上流动能力。

由于我们住客的日常需求复杂
且多样，他们需要一套特别个人
化的医疗用品、特殊饮食及伤口
护理疗程等必需品及服务。

我们以定期学习旅程补充天乐
儿童中心的价值导向型课程。
这些出游的安排是为了让来自
无法负担全面丰富体验的低收
入家庭学龄前儿童能享有同样
的经验。

我们的跨领域医疗和护理
团队提供家居护理服务，
以满足长期病患及体虚
年长者的生理、情感及社
交需求。许多病患的家庭
支持薄弱或并无家庭支
持，而其他患有不治之症
的患者更是需要加强善
终服务。



卫理福利服务家庭发展受益人－周女士和兒子

因您的关怀和资助，
我们的受益人可以
享有更好的生活！

感谢您。

“恩待穷人的， 
等於借钱给耶和华； 

他所行的， 
耶和华必偿还。”

箴言 19:17 
(圣经新译本)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tel: 6478 4700
fax: 6478 4701
email: admin@mws.sg
website: www.mws.sg

mws.sg MethodistWelfare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