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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以基督为中心，让弱势及贫困者拥有	
圆满的人生。

使命
通过与卫理公会及社区的综合及全面	
的服务，丰富弱势及贫困者的人生。

价值观
• 信任
• 价值与尊严
• 诚信至上
• 服务优先
• 团队合作
• 优良管治

自1981年以来，卫理福利服务(MWS)的宗
旨一直是服务弱势及贫困者，不分种族与
宗教。卫理福利服务从一家照护24位年
长病患的疗养院，多年来逐渐扩大照护范
围，以满足弱势年长者、家庭、儿童和青少
年的特定和多样化需求。

我们通过帮助人们摆脱情感匮乏、身体虚
弱、社会情感空虚及财务上的困境，为他
们成全最丰盛的生命。对于踏入卫理福利
服务大门的每一位，我们提供综合及全面
的帮助，以竭力实现该目标。

我们通过20个中心和计划提供综合及全
面的照护配套，实现了交叉转诊和多管齐
下的服务。

我们秉持以人为中心的信念，通过满足受
益者的需求及尊重其喜好来维护其尊严。

历经多年，我们的角色已不再只是提供补
救服务。凭借累积的经验，我们给予受益
者力量，维护其利益，让其获得身心的滋
养。

我们与社区密切合作，期待有一天能让所
有以新加坡为家的人都能真正拥有圆满的
人生。

致力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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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加坡的社会服务
和医疗保健业发展迅速。在
此背景下，卫理福利服务对我
们的服务、策略重点和组织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检讨，以制
定新的策略计划，应对随之
而来的变化和新生需求，以
让服务成果持续有效。

该流程包括调查环境和趋势、
评估我们的愿景、使命及实现
目标将遇到的障碍，并且确定
策略制定的重点和方向。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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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为善：
我们的策略

我们已确认的一些趋势重点
包括：
•	 社会不平等情况日益加剧
•	 社会人口迅速老龄化
•	 科技更广泛地融入人们的
生活中

•	 社会与医疗服务相融合

在概述我们对这些趋势的应
对措施时，领导团队确定了
两项关键原则，作为我们日
后策略制定的指引。

原则一：
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干预

我们需要透过表象厘清问题的
本质，考量人们的愿望、价值
观、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对社
会包容度的需要，以及可能触
发创伤的潜在行为。

原则二：
弱势群体拥有可依仗的
力量和长处

受益者往往会被认定为无助
的‘受害者’，以致他们与生
俱来的能力和长处被忽视。
如果我们挖掘其长处并让它
发挥，将会改变我们的服务
方式，并带来更可持续的积
极变化。

卫理福利服务已制定出强调
这两项关键原则的四大支柱
策略，以更全面地为受益者
服务，带来更有效及更可持
续的改变。

致力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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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A. 
重组以提供全面照护 鉴于社会和医疗保健问题本身的多面性，我们以

服务对象为中心来培训我们的员工及定位我们的
服务，以便能全面满足其广泛需求，带来持久的转
变。

卫理福利服务的员工接受培训
以便全面满足受益者的需求。

目标
•	 协同整合资源，以提供
最佳、最有效的服务。

•	 改进我们的流程，以改善
决策制定。

	

•	 群组将从更宏观和全
面的角度看待问题和需
求。

•	 每个群组都将提高员工
的核心能力，以提供更完
善的解决方案和干预服
务。

•	 各群组将分享知识和最
佳实践经验，并推动思维
领导力。

新的发展
2018年11月：
•	 将19个独立中心和计划合
并为3个全面关护群组：
家庭服务
社区年长者护理服务
院居服务

每个群组均包含不同的人
群，他们有共同的经历或有
多样且复杂的需求，需要更
全面的干预服务和照护。

卫理福利服务2018/19财政年度报告简明版



C.
让受益者享有预防
性护理，并激发
社区参与力

新的发展
•	 我们会将乐龄活动中心
改为全方位乐龄护理中
心。我们鼓励年长者保
持活力、广交朋友、互相
照顾和支持，在自己家中
或居家照护中享受乐龄
岁月，安然度过各个身体
变弱的阶段。

每个人都有天生的优势、积极的品质、对身心复原的渴求，
以及克服挑战的力量。我们鼓励他们更活跃地参与社区活
动，并投资于预防性护理服务，让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和他
人。

目标
•	 倡导“社区是大家共同拥
有”的想法，鼓励大家为弱
势群体提供服务和帮助。

•	 让受益者增强自信心，相
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
和他人的境遇。

•	 建立可持续性更强的互
助网络，以管理日益增长
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

•	 在“端对端”的全面预防
性照护方法下，年长者将
被视为资产，而不仅是接
受照护的对象。

新的发展
•	 自2019年1月以来，卫理
福利服务一直致力于提
高各MWS家庭服务中心
其下服务提供和实践的
一致性。其中包括开发创
伤知情护理的实践、协议
和操作。

•	 通过事先了解年长者的
长处和愿望，在社区年长
者护理服务的发展中采
用协作方法。这将有助我

B.
以洞察为本的有效
干预方法 

许多接受我们服务的人有过不幸的人生经历。因此，我们正
在审视我们的流程和提供服务的模式，以确保我们了解他
们的经历、需求和愿望，以便提供更有效的支援。

目标
•	 确保我们对受益者的档
案首先进行深入的了解，
并据此为他们提供有
针对性的照护和干预服
务。

•	 让受益者在寻求服务时
心灵和身体上都能得到慰
藉。

们与年长者共同进行前
瞻性规划，协助社区推动
自主转型。

•	 为年长者、长期病患和体
弱者给予更全面的照护，
不只局限于照顾他们身体
的需求。

•	 整合居家护理和居家慈
怀疗护服务，以便让跨领
域团队评估居家病患在
不同病况阶段的身体、情
感和社会心理需求。

4 致力为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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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传授资深经验，满足日
后需求
我们将卫理福利服务与家庭和年长者近40年的合
作所带来的见解融入为核心实践，并将它们正式
记录下来，以便让现时和日后更多人能掌握提供
有效服务的能力。

新的发展
卫理福利服务将针对以下
方面深入培养员工的能力：
•	 失智症照护	 —	 照护失
智症病患的卫理福利服
务员工将接受有关失智
症相关基础知识及与之
接触最佳方式方面的培
训。

•	 以人为中心的照护服
务	—	随着社会服务与医
疗保健的融合，我们将
重新设定专业社工和医

目标
•	 确保标准的一致性，以
及照护和支援方面的可
扩展性。

•	 让反应更敏捷。
•	 提升内部归属感和联
系。

•	 通过知识传授和最佳实
践，提升整个行业的发
展。

	

护人员的角色和培训计
划，以让他们能够满足
综合性的需求。

•	 创伤知情护理实践	—	所
有照顾曾经历不幸的人
和家庭的员工将接受培
训，学习管理他们生理
和社会心理功能上受到
的影响。

培养深厚的能力，以更好地服务受益者。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运用受益者的天生优势和资源，让他们
获得疗愈和成长。鼓励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求，同时也能
关心邻居和社区的需求，修复身心创伤，恢复尊严，重获希
望，继而获得圆满的人生。

由于该策略在2018/19财政年度报告的最后一个季度才投入
运营，故我们将从2019/20财政年度开始随3个全面照护群组
一并报告。

卫理福利服务2018/19财政年度报告简明版

策略



6

主要亮点 2018/19财政年度最关键数据摘要

*数据包括直接客户和服务人数
	̂2017/18财政年度的服务总人数包括MWS外劳扶助计划的400名受益人，该
计划已于2018年4月1日终止

1,640(+9%)

名长期病患、体虚
及贫困者

1,246(+4%)

名被社会孤立
的年长者

8,968(+14%)

户处于困境的
家庭及人士

16(-6%)

名边缘少年

68(-6%)

名弱势儿童

11,938*  
服务总人数

 [+8%]^

致力为善

主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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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

营运开支：

$1,039万

$4,120万

6% 筹款费用

94¢ 每筹到的1块钱当中，就有94¢
	 直接用于卫理福利服务中心和计划

在2018/19财政年度中，卫理福利服务接获了总值1,039万
新元的捐赠款项及赞助。卫理福利服务把筹款费用维持
在总筹款额的6%，比慈善理事会所制定的最高限度30%
低了许多。

 62% 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者
 16% 处困境家庭
 5% 被社会孤立者
 2% 边缘少年
 1% 弱势儿童
 14% 管理费及共享服务
任何计划所带来的亏损由卫理福利服务承担

卫理福利服务2018/19财政年度报告简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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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24%)

名院民在我们的
两家疗养院接受
照护	

97* 
   (+54%)

院民接受失智症
治疗 10,641 

   (+12%)

次照护团队
家访

901 
   (+4%)

名病患者接受居家
照护、关键支援及
医疗照护

177 
   (-3%)

名贫困和无家可
归者获得栖身处
和照顾

1,640* 
  (+9%)^

名长期病患、	
体虚及贫困者接
受照护

*包括去世和已出院的院民
	̂随着“服务人数”的定义被改动，	
2017/18财政年度服务的病患／院民
人数由1,479人调整为1,502人

701* 
   (+39%)

名院民接受物理
治疗

*基于卫理福利服务的两家疗养院及贫
困者之家的服务

每个身体虚
弱的阶段	
提供有尊严	
的照护

卫理福利服务主要服务对象是
低收入的年长者，在他们各个体
虚或老化阶段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其中包括，为居住在家中的衰
弱前期或体虚年长者，及需要全
天24小时居家照护的慢性病病
患提供个人护理和照顾服务；以
及为居住在家中的晚期病患提
供医护服务。
	

我们帮助的人：

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我们的照护能全方位满足医疗、
护理、复健方面的需求，并为受
益者、其家人及看护者的家庭、
社会心理及精神需求方面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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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由老年保健及临
终照护的专业医
生提供

居家照护
为患有重病的病
患提供个人照护、
家务管理、看护
者培训及支持、
医护服务以及全
天24小时支援

护理及复健
由护士和专职医
疗人员提供

日常生活照护
为贫困者及病患
提供住所、三餐
及安全的避风港

总体福利
为精神、关系、社会
及娱乐方面的需求
提供支持

致力为善

概览：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者



郑海利先生的健康状况在一次中
风后恶化，并在18个月后被诊
断出患有鼻癌。他的妻子忧愁
万分，并担心他们的财务状况无
法负担医药费。“我不知该怎么
办，不停地哭。我甚至想过要结
束自己的生命。”

郑先生初到疗养院时，瘦弱且脸
色苍白。慢慢地，他的妻子发现
他长胖了一些，而且看起来更健
康了。护士会密切留意郑先生的
健康状况，这也让她倍感安心。

郑太太非常感谢护士和工作人员
的细心呵护。由于疗养院收费较
低，让她能负担得起，因此她不
再担心费用问题，并对生活感到
更加乐观。

重获希望
和尊严

中心“我以前总是满脸忧愁，
但现在，连邻居都发
现我更开心了，烦恼
也少了。”
MWS疗养院	—	油池院民
郑海利先生的妻子

MWS居家护理
281名病患	|	5,802次家访
MWS居家慈怀疗护
620名病患	|	4,839次家访
MWS伯大尼疗养院	—	蔡厝港
336名院民*
MWS疗养院	—	油池
226名院民*
MWS基督之光卫理关怀院
177名院民*
*包括已出院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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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生的妻子每天都会到疗养
院探望他，让他感受欢乐和	
关怀。

每天探访时，郑太太还会帮助疗
养院其他住户，甚至还曾向卫理
福利服务捐款，以感谢疗养院给
予她和丈夫的支持。

郑海利先生

卫理福利服务2018/19财政年度报告简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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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健康和保
健活动

15% 
   

受益者的年龄在
55-65岁之间
(2017/18财政年度为
20%)

85% 
   

受益者的年龄	
超过65岁
(2017/18财政年度为
80%)

236 
   

名独居年长者获	
得重要支持

(-19%)

80 
   

名年长者居住在
租赁组屋

(+3%)

1,246 
   (+4%)*

名被孤立的年	
长者被动员参与

*	随着“服务人数”的定义被改动，2017/18
财政年度服务的年老者人数由1,156人
调整为1,201人

连结被孤立	
的年长者

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低收入的弱
势年长者。年长者面临的问题包括深
沉的孤独感、抑郁症、自我照顾能力
不足及营养不良。

为帮助他们应对并克服这些问题，我
们与志愿者和社区合作伙伴一起提供

我们帮助的人：

融合健康和保健活动的计划，从而满
足年长者的社会心理、情感及学习方
面的需求。

我们力求提供一个温暖和相互扶持的
环境，让年长者能善用他们的才华和
丰富经验，获得力量而美好健康地生
活，并与社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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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健康生活
年长者可每日参
加健身房和保健
活动，十分方便

归属感
让年长者感受到
自己与社会联系
了起来，关系强
而有力

回馈奉献
助年长者通过分
享兴趣、传授技
能找到目标，转
而帮助他人

积极生活
让年长者获得力量，
全方位改善身心健康

致力为善

概览：被社会孤立者



林夫成先生现年74岁，独自
住在一间两房式租赁组屋。他
过去在食阁做收拾碗盘的工
作，2018年因为健康状况恶
化，被迫停工。MWS卫斯理乐
龄活动中心－Jalan Berseh的员
工随后为他安排登门送餐服务
和出门看医生的交通，包括发
给他德士礼券，以支付看医生
的交通费用。

他现在已是该中心的正式会
员，跟负责他医疗需求和财务
问题的工作人员相处融洽。工
作人员还鼓励他参加该中心的
营养计划和活动，以改善他的
身心健康。

尽管林先生日渐虚弱，且多次
住院，但每次回到家后他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心。

不仅仅是活动
和计划

“每次我来到中心时
总有人帮助我，我
觉得很舒服。工作
人员非常积极地帮
助我，关心我，让
我 感 觉 过 得 好	
	一些。”
林夫成先生
MWS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
Jalan Berseh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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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助理主管何卓秋帮林先
生解决了财务问题，并了解其
最新病况。

林夫成先生

中心
MWS颂恩乐龄活动中心		
－	Geylang East
259名年长者
MWS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	Jalan Berseh
175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Fernvale Rivergrove
180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Golden Lily@Pasir Ris
112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GreenTops@Sims Place
153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Kebun Baru
168名年长者
MWS乐龄活动中心		
－	Teck Ghee Vista
199名年长者

卫理福利服务2018/19财政年度报告简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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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8 
   (+14%)

户处于困境的
家庭和人士获
得支持
以应对复杂的挑战

最常见的问题	

所服务家庭的家庭月收入

为家庭提供
全方位解决
方案

我们为面临多重复杂问题的家庭提供
服务，这些问题包括跨代贫困、教育
水平低、家庭暴力、疾病、监禁和工
作不稳定。

我们的接触方式可帮助他们深入问题
的根源，并通过各种融合性的干预方
式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

我们帮助的人：

这可能会涉及治疗和辅导、支援小
组、债务管理和资产建立、亲善义
助、育儿指导、金融知识教育和转
介。

我们与各社区伙伴合作，包括教堂、
公共机构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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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重建
正面及健康
的关系

支援
专业个案处理
及辅导

财务问题 29%
家庭暴力 16%
情感／心理健康 13%
住宿／住所 6%
育儿问题	 6%

0新元

<2,500新元>2,500新元

0新元    
2,500新元或以下 
2,500新元以上 

70%
20%
10%

2,500新元的基准是根据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的资格认定
标准厘定，即家庭人均月总收入不超过625新元。
假设：一般家庭人数为4人

致力为善

概览：困境家庭

赋能
传授必要知识
及处理技能



陈伟明先生*

现年69岁的陈伟明*先生曾拥有
幸福美满的婚姻，但妻子的过
世改变了一切。陈太太已指定陈
先生为家属保障计划的唯一受益
人，但他的继子要求平分所得款
项。陈先生对此拒绝，结果被锁
在家门外。由于无处可去，陈先
生便住在他送快递时用的货车
里。苛刻的生活条件和睡眠问题
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

2018年12月，陈先生向MWS誓
约家庭服务中心	 —	 后港求助。
在社工蒋福明的开导下，陈先生
得以更好地理清头绪，处理棘手
的问题。之后，他把家属保障计
划的一部分赔款给了继子。此问
题解决后，他便可专注于为自己

受益人：困境家庭

在希望和毅力的
支撑下坚守

“福明已成为我的朋
友，不论出现什么问
题，我相信他都会竭
尽所能帮我解决。”
陈伟明先生
MWS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后港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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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目前睡在他的货车里，
正在社工的帮助下申请组屋。

申请组屋。在福明代他与建屋发
展局洽谈，他便可较放心地投入
工作。

中心

MWS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后港
1,480名客户
MWS家庭服务中心	—	淡滨尼
3,007名客户
MWS家庭服务中心	—	义顺
2,001名客户
MWS社区服务	—	榜鹅
2,355名客户
MWS家庭发展计划
125名客户

*化名



名青少年重建
新生活

*	随着服务人数的定义
被改动，2017/18财
政年度所服务青少年
的人数由11人调整为
17人

(-6%)*

（包括身体、
心理、性虐待）

女子之家为年龄介于15至21
岁、曾触犯法律或生活背景复
杂的女性青少年提供服务。我
们在安全和充满温情的环境
中，通过以修复创伤为本的全
面改造计划和全天24小时的照
护，给予少女们支持。

我们与志愿者、社区和教育伙
伴合作，提供持续性的教育和
监护下就业的机会；让她们接
受治疗和学习各种生活技能；
并鼓励她们与久已疏远的家人
修复关系。

我们为每个女孩制定个性化的
照护计划，涵盖了她生活各方
面的影响。该计划也被用作评
估进展和照护后情况的指导框
架。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少女们身
心康复，修复好破碎的家庭关
系，并重新融入社会。

14 致力为善

虐待 

最常见的不幸经历

对母亲
施暴 

75%
的少女在来到MWS
女子之家前有一至
三次不幸经历，另
外25%的少女有四
至七次。

恋爱关系
暴力

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儿童期不良经验（ACE）
是指可能对一个人的健康和心
理造成长远负面影响的创伤性
事件。

识别和处理儿童期不良经验
我们的员工具备知识和技能，能
从创伤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受害
人的行为。我们会不断调整流程
和做法，设身处地了解青少年的
经历和需求，并鼓励他们继续维
持积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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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边缘少年

与每个女孩
一起踏上重
建新生活之
旅

我们帮助的人：



小娜*是个充满活力的17岁女
孩，喜欢诗歌和音乐。她从帮
人中得到快乐，因此选择修读
护理课程。然而2017年的她，
因承受不断加剧的家庭暴力而
被转介到MWS女子之家。由于
缺乏家长管教，以及父母婚姻
问题的困扰，她当时已经辍学
一年了。

在女子之家，小娜开始参加治
疗，并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所
经历的痛苦。工作人员通过表
达性疗法，为她创造了一个可
让她安心探索内心想法、记忆
和感受的环境。在治疗过程
中，她学会表述自己的想法，
情绪起伏获得减缓。她还重返
以前就读的中学，继续学业。

终于实现梦想	

“我没想到我能这	
么快就实现我的梦
想。能修读护理简直
是个奇迹！”
小娜
MWS女子之家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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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自己的想法和过去的经
历有助于小娜应对生活中的痛
苦。

如今，小娜已实现目标，获得
了N水准证书并进入工艺教育
学院修读护理课程。

*化名

中心
MWS女子之家
16名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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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娜*

受益人：边缘少年



让孩子们
自由展翅
飞翔

我们为低收入家庭的弱势儿童
提供收费低廉的托儿和学前教
育服务。

他们或因自律及社交能力不佳
而面对行为问题，又或是认知
和读写能力发展迟缓。

为帮助孩子们迎头赶上，我们

我们帮助的人：

为他们提供了有趣的体验式学
习、个人化辅导、涵盖各学术
科目、社交和生活技能的综合
课程，并制定了伙伴制度。此
外，孩子们还有机会参加内容
丰富的强化班活动。这些活动
由我们与企业和社区合作伙伴
携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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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托儿服务
为低收入家庭和
惹兰勿刹的居民
提供全天托儿服
务

7间专用教室
专为体验式学习而
设计

个人化学习
在读写、计算能力
及创意发展方面提
供特别辅导

人格
以价值观为导向
的全面人格发展
教育

68
(-6%)*

名学龄前儿童获得培育
*	随着服务人数的定义被改
动，2017/18财政年度服务的
儿童人数由57人调整为72人

75%
(-12%)

儿童掌握上小一
所需的计算能力

75%
(+1%)

的毕业儿童可自如
阅读或在阅读方面
取得很大进步

影响：

概览：弱势儿童

致力为善



六岁的戴菲娜从2015年起就在
MWS天乐儿童中心上课。

最初来到MWS天乐儿童中心
时，戴菲娜对阅读缺乏信心。
经过每周阅读课的密集辅导
后，她的读写能力大幅提高，
她对语言的理解、拼写能力和
词汇量亦有所提高。这里的课
程让她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更
有信心。

戴菲娜温良有礼，对同班小朋
友表现出非一般的同理心和关
心。她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比自
己更小的孩子。

她和家人的住处原本只和中心
隔了一座组屋。

给予她学习的
乐趣 

“知道女儿得到很好
的照顾，且处在一个
安全的学习环境中，
我感到很放心。”
Azman Bin Raffie先生
MWS天乐儿童中心学龄前儿童
戴菲娜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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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老师的密集辅导，戴菲娜
对阅读越来越有信心。

虽然一年前搬到了新加坡北
部，她的父母仍继续将戴菲娜
送到中心，因为他们很满意老
师的教导和女儿在学习上的进
步。

中心
MWS天乐儿童中心
68名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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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菲娜

受益人：弱势儿童



司徒国玲先生和曾淑安女士在
MWS疗养院	 —	 油池于2017年
开业时便成为首批志愿者。每
个月，他们都一定会抽出两小
时来组织庆生活动，以为院民
制造难忘的回忆。

司徒先生和夫人享受庆生时与
院民互动的乐趣，包括参加各
种活动和与院民们闲谈。除了
赞助生日蛋糕，司徒先生还会
找来有演艺才华者和学校团
体为院民表演节目。

为院民带来欢乐的同时
找到人生意义

773  名人士
 成为卫理福利服务的志工

281  个团体
 成为卫理福利服务的志工

司徒夫妻说：“看到他们脸上
露出笑容，我们也感到很快
乐。我们鼓励院民敞开心扉，
彼此间就像老朋友，这对我们
而言就是最大的回报。除了
回馈社会，能够分享上帝的喜
悦，亦为我们的人生增添更多
意义。”

在一次庆祝活动中，由新加坡
理工学院设计的人形机器人
登场献艺。当机器人开始引导
院民做简单的运动时，院民们
个个开怀大笑，雀跃地运动

起来。司徒太太回忆道，“有一
位院民本来非常内向，却不停
去触摸、把玩机器人。这种无
威胁的方式，帮助她打开了心
扉。”

司徒先生和妻子是志愿服务的
大力拥护者。他们一直鼓励教
会的朋友来当志工，现已有16
人加入团队。在他们的支持下，
该计划得以扩展以接纳日益增
多的院民。

在每月的庆生活动中，司徒先生
和他的妻子把欢乐带给疗养院的
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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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志愿者



科技往往让人感觉冰冷无情，但
Ricoh新加坡通过Art4Home项目
打破了这一观念。

R i c o h的新型多功能打印机	
(MFP)技术鼓励创意探索和表
达，正好被Art4Home善加利
用。Ricoh新加坡选择与MWS女
子之家合作，是因为青春和创造
力的结合与Ricoh的企业理念	 —	
创新和赋予能量不谋而合。

女孩们首先受邀进行绘画创作。
构思过程也是她们宣泄心底深
层情感的过程。最后所得到的，
是一系列可透现每个女孩内心
世界的艺术作品。

给予青少年通过艺术和科技
表达自己的能量

随后，MFP将画作扫描到互动
白板上，女孩们可以通过数码方
式添加图形和效果来修饰她们
的手绘画作。

其 中 一 位参 与 者 莎 莉* 表
示：“互动白板太好玩了，我可
以在我的画作上添加不同效果，
让我的绘画跃然纸上！”

接着，放大版的画作被摆放在
三间图书馆里展出，同时也被上
载到Art4Home网上画廊。部分
售画收益已捐赠给了MWS女子
之家。

Ricoh新加坡Art4Home项目经
理兼志工Felicia Kang说：“看到
女孩们脸上露出喜悦，我感到
很有满足感。我一直认为企业
应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此次活动进一步
增强了这一信念。”

*化名

Ricoh新加坡的志愿者与MWS女子
之家的青少年合作，在公共图书馆
举行画作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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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志愿者

请扫描此处，了
解有关Art4Home
项目的更多信息



16%	 381,430新元 

实用效率	 筹得

2018 MWS高尔夫球友会
2018年7月11日	|	胡姬乡村俱乐部

MWS红包募捐活动
2019年2月

卫理一条心2019
2019年3月6日至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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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亮点
在捐助者、赞助者和支持者的慈心慷慨支持
下，卫理福利服务通过一系列活动圆满实现了
2018/19财政年度的筹款目标。

卫斯理堂的志愿者在惹兰白锡的社区祈福活动中为孩
子们举办即兴绘画工作坊。

筹款亮点

3%	 115,307新元	
实用效率	 筹得

17%	 255,626新元
实用效率	 筹得

致力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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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福利服务中心和计划

被社会孤立者

MWS 颂恩乐龄活动中心		– Geylang 
East
Blk 125 Geylang East Ave 1
#01-05 Singapore 381125 
电话: 6842 0497
传真: 6842 0495
电子邮件: MWScace@mws.sg

MWS 卫斯理乐龄活动中心		
– Jalan Berseh
Blk 25 Jalan Berseh
#01-142 Singapore 200025
电话: 6298 0195
传真: 6298 0245
电子邮件: MWSwsac@mws.sg

MWS 乐龄活动中心 
– Fernvale Rivergrove
Blk 473A Fernvale Street
#01-17 Singapore 791473
电话: 6481 7395
传真: 6634 1422
电子邮件: MWSsacfr@mws.sg

MWS 乐龄活动中心 
– Golden Lily@Pasir Ris
Blk 212A Pasir Ris Street 21 
#01-616
Singapore 511212 
电话: 6214 0119
电子邮件: MWSsacpr@mws.sg

MWS 乐龄活动中心 
– GreenTops@Sims Place
Blk 63 Sims Place
#01-227 Singapore 380063
电话: 6747 1786
传真: 6747 1803
电子邮件: MWSsacsp@mws.sg

MWS 乐龄活动中心 
– Kebun Baru
Blk 180 Kebun Baru
Ang Mo Kio Ave 5 #01-2948 
Singapore 560180 
电话: 6238 4136
电子邮件: MWSsackb@mws.sg

MWS 乐龄活动中心 
– Teck Ghee Vista
Blk 307D Ang Mo Kio Ave 1
#01-01 Singapore 564307
电话: 6684 0341
传真: 6262 5125
电子邮件: MWSsactg@mws.sg

边缘少年

MWS 女子之家
1 St George’s Lane
Singapore 328047
电话: 6391 0567
传真: 6296 0942
电子邮件: MWSgr@mws.sg

困境家庭

MWS 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后港
Blk 613 Hougang Ave 8 #01-432
Singapore 530613
电话: 6282 8558
传真: 6283 6361
电子邮件: MWScfsc@mws.sg

MWS 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万国
Blk 997B Buangkok Crescent
#01-853 Singapore 532997
电话: 6282 8558
传真: 6283 6361
电子邮件: MWScfsc@mws.sg

MWS 家庭服务中心	—	淡滨尼
Blk 470 Tampines St 44
#01-194 Singapore 520470
电话: 6787 2001
传真: 6787 4459
电子邮件: MWSfsct@mws.sg

MWS 家庭服务中心	—	义顺 
Blk 855 Yishun Ring Road
#01-3539  Singapore 760855
电话: 6756 4995
传真: 6752 4709 
电子邮件: MWSfscy@mws.sg

MWS 社区服务	—	榜鹅
Sengkang Central Post Office  
P.O. Box 865  
Singapore 915408
电子邮件: MWScsp@mws.sg 

MWS 家庭发展计划  
(由MWS企业服务管理)
电话: 6478 4700
电子邮件: MWSfdp@mws.sg

MWS 企业服务

卫理福利服务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电话: 6478 4700
传真: 6478 4701
电子邮件: admin@mws.sg
网站: www.mws.sg

弱势儿童

MWS 天乐儿童中心
1 Maude Road #03-30
Singapore 200001
电话: 6294 9960
传真: 6294 9597
电子邮件: MWSdjcc@mws.sg

长期病患、体虚及贫困者

MWS伯大尼疗养院	—	蔡厝港
9 Choa Chu Kang Ave 4
Singapore 689815
电话:  6314 1580
传真: 6314 1576
电子邮件: MWSbnh@mws.sg

MWS 疗养院	—	油池
51 Choa Chu Kang North 6
Singapore 689581
电话: 6568 9200
传真: 6568 9250
电子邮件: MWSnhyt@mws.sg

MWS 基督之光卫理关怀院
51 Marsiling Drive
Singapore 739297
电话: 6368 5179
传真: 6368 7127
电子邮件: MWScmh@mws.sg

MWS 居家护理
116 Changi Road #04-01
Singapore 419718
电话: 6447 5117
传真: 6247 7278
电子邮件: MWShc@mws.sg

MWS 居家慈怀疗护
2 Kallang Avenue CT Hub
#08-14 Singapore 339407
电话: 6435 0270
传真: 6435 0274
电子邮件: MWShh@mws.sg



立即行动！
$10
资助孤独年长者参加	
户外活动，鼓励他们	
积极投入生活 

$250
助捐向年长者传授新技能	
和新知识的讲座 

$100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两周的	
债务清偿和储蓄配捐 

$400
为两个低收入家庭提供	
一个月的经济援助

$500
资助一名低收入
院民在疗养院的住宿

在线捐款，请浏览give.mws.sg，	
或使用手机银行应用的PayNow功
能扫描该QR	 code直接捐款。欲享
免税，请于付款时注明IC卡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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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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为卫理
福利服务捐款！



谢谢有你
协助为我们的受益人注入	
力量并丰富他们的生命。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箴言11:25

安居于MWS伯大尼疗养院		—		蔡厝港的84岁程珠，与其他院民玩她最爱的宾果游戏。



mws.sg

MethodistWelfareServices

70 Barker Road #05-01

Singapore 309936

电话: 6478 4700

传真: 6478 4701

电子邮件: admin@mws.sg 

网站: www.mws.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