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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

能力建设培训第十二期

——“社区服务项目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法”

2019 年 7月 26 日上午在张家港市少儿图书馆四楼开展“社区服

务项目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法”主题培训，特邀请上海科技学院、上海

科嘉社会工作评估事务所总干事徐金凤老师前来授课，现场共约 30

位公益伙伴参与。

课程开始时，老师通过“入场调查表”了解大家项目设计的情况，

同时活跃了现场气氛；接着，老师从项目的设计入手，对项目各环节

的具体操作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讲

解，讲解过程中，老师穿插了具体的

实例，加深大家的理解，老师选择了

项目设计的价值和问题、需求板块作

为重点，以“三环理论”来分析项目

的价值，即能够满足购买方、受益方

和服务组织三方的价值，要关注购买

方重视的问题，立足于组织的使命来

实际解决受益方的问题；最后，在确

定项目的价值后，明确需求是一个好

项目的开端，“鱼骨图”能够帮助大家清晰界定服务对象需求，聚焦

服务群体及具体问题。

此次培训给大家带来了项目设计中的方法与技巧，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大家项目设计的能力和水平，为其今后设计项目提供崭新的

思路。

要闻聚焦



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第二期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A 为老服务类项目

暮色年华暖夕阳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鸿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5日在李巷村开展“老有所学”之环保袋制作活动，

共有 15名空巢老人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4 名。活动开

始，社工给长者普及垃圾分类的小知识，让大家理解垃圾分类的概念

与意义、生活垃圾的种类

等；随后，社工引导大家共

同制作环保手工袋，并分享

给村里其他空巢老人。本次

活动一方面倡导大家在生

活中学习并实践绿色环保

理念，另一方面也促进同类群体间的沟通与互动。

┄┅┄┅┄┅┄┅┄┅┄┅┄┅┄┅┄┅┄┅┄┅┄┅┄

“耆乐融融”——双鹿村为老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牢记为民初心，共建幸福未来”巾帼志愿服务活动：7月 4 日在

双鹿村开展，共 10 名老年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中，具有舞蹈特长的志愿者带领大家跟着音乐《最美最美》

学习舞蹈，社工也呼吁大家多参加广场舞等老年健康运动，从而预防

老年痴呆与骨质疏松，还能达到调节情绪和改善心理的效果。

项目动态



“夏季助洁”入户探访活动：7 月 15 日在双鹿村民家中开展，共探

访 5名空巢老人，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3 名。探访过程中，社

工在志愿者的协助下，针

对空巢老人夏季居家清

洁与疾病预防方面的盲

区，重点讲解、示范了各

种居家常见清洁用具的

使用方法与防暑降温的

小妙招，提升老人关注自

身健康与居家环境的意

识。

“公益护手，爱耆手”

活动：7 月 24 日在双鹿村开展，共 15名老年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

工 2名，志愿者 3名。活动以手指韵律操开场，社工引导大家观察自

己的双手，鼓励大家分享自己“手的故事”；随后，社工又带领大家

学习“七步洗手法”；最后，志愿者协助长者在扇面上绘制清风扇，

让大家在引导与鼓励中提升自信，获得同伴间的认可。

┄┅┄┅┄┅┄┅┄┅┄┅┄┅┄┅┄┅┄┅┄┅┄┅┄

“耆乐旺西”老年人互助意识提升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耆乐有美”手工凉皮 DIY 活动：7 月 4 日在旺西村开展，共 14

名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开始，社工首先向大家介绍了

凉皮的制作流程与方法；随后，社工带领大家调制面皮、过筛、抹油、

切段等，大家团结协作，完成了凉皮的成品并共同分享。此次活动促

使大家在制作过程中增进与同辈的沟通，收获邻里友谊。



“耆乐有益”舞蹈社团团建活

动：7 月 18 日在旺西村开展，

共 17名舞蹈社团成员参与，活

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以破冰游

戏“蒙眼画脸”开场，活跃了现

场气氛；随后，社工引导大家共

同制作木糠杯，在相互配合中团

队成员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提

升了团队的默契度，为社团的良

好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次活动

结束后，成员们为 8月份的社团

比赛进行准备工作，大家统一着装，持续排练。

┄┅┄┅┄┅┄┅┄┅┄┅┄┅┄┅┄┅┄┅┄┅┄┅┄

老来新风润东莱——东莱村长者融合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享生活 促融入”之“美味舌

尖”小组活动：7 月 10 日在兴东

花苑老年活动中心开展，共 15名

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

志愿者 1 名。本期活动以“绿豆

糕制作”为主题，活动中，社工

带领大家学习制作绿豆糕、共享

美食、总结制作经验，进而加深

长者间的沟通交流。

“享生活 促融入”之“心灵手



巧”小组活动：7 月 19 日在兴东花苑老年活动中心开展，共 15名长

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1名。本期活动旨在让长者了解

中国传统纸雕文化，活动中，社工引导大家将纸雕和小夜灯完美结合，

制成光影纸雕灯。通过本次活动，大家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增进了彼此间的互动默契。

┄┅┄┅┄┅┄┅┄┅┄┅┄┅┄┅┄┅┄┅┄┅┄┅┄

爱心暖夕阳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启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31 日在

韩山村开展“我们的节

日”七夕主题活动，共

18 名村民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以破冰游戏“快

乐的小青蛙”暖场；随

后，社工为大家讲解七夕的由来与习俗；最后，社工带领大家制作

DIY 手工秤。通过本次活动，既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传统节日，又提

升了大家的动手能力。

┄┅┄┅┄┅┄┅┄┅┄┅┄┅┄┅┄┅┄┅┄┅┄┅┄

“快乐益巢”关爱独居、空巢老人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第一课堂家庭教育指导站

项目动态：

“温情网”人文关怀走访活动：7月 5 日至 11 日、22 日至 28 日，

共走访 6 名空巢老人，活动配备社工 1名，志愿者 2名。走访活动主

要提供血压测量、聊天陪伴、居家清洁等服务，此系列活动帮助空巢

老人排解孤寂，也促使他们更关注自身健康。



“激情岁月，红歌嘹亮”唱红歌活动：7 月 20 号上午在联丰村开展，

共 16名村民参与，活动

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中，社工引

导大家分享、展示自己

的才艺，并积极学唱红

歌《东方红》，在表达

对革命先烈缅怀之情的同时，也感叹要珍惜今日的美好生活。

“动手有‘艺’”画扇子活动：7 月 20 号下午在联丰村开展，共 7

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围绕手工扇的制

作和绘画进行，使大家在动手协作中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

 B 助残服务类项目

让心飞翔——乐余残疾人文化娱乐及团队建设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6 日、14 日、20

日及 27 日在乐余镇门球场共开展

4次“我们一起来”门球训练活动，

共 36 人次的残疾朋友参与，每次

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1 名，

门球教练 1名。活动主要由教练带

领队员们进行击球、击后的路线走

法等训练，同时也逐步讲解比赛战

术，根据每名队员的不足以及需要

提升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练习。随着

多次门球训练活动的开展，不仅增



进了队员间的默契，强化了大家的门球技能，还提升了大家的自信心。

┄┅┄┅┄┅┄┅┄┅┄┅┄┅┄┅┄┅┄┅┄┅┄┅┄

 C 济困服务类项目

“光辉岁月·一路绽放”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圆爱公益服务社

项目动态：

“老当益壮”活动：7月 4 日至

14 日在西港村服务对象家中开展，

项目团队共走访 9户老兵、烈士家

属家庭，每次活动配备医护人员 1

名，全职人员 1名。活动中，医生

详细了解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并

结合季节特点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同时，现场还为优抚对象及其家人

测量血压，并答疑解惑。

“爱心护理”活动：7 月 11 日至

19 日在西港村服务对象家中开展，

共走访 9 户老兵、烈士家属家庭，每次活动配备社工 1名，志愿者 1

名。走访中，项目团队重点向大家普及了夏季健康与居家环境常识，

帮助大家了解夏季突发情况的应对方法，并在聊天陪伴中收集服务对

象对八一建军节的期望，为下次节日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

 D 青少年服务类项目

新民小先锋——社区青少年成长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我是全能小冠军”之“快乐暑假”亲子趣味探险记：7月 4 日在

新民村开展，共 20 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4

名。活动中，社工为大家讲解游戏规则，并给每位小朋友贴好号码牌，

随后亲子共同完成“快速拼图”、“极速 10秒”、“暴力蹲”、“挤

眉弄眼”与“找不同”五个游戏项目，此次趣味探险记为大家搭建了

沟通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在游戏中提升亲子关系。

“我是环保小卫士”环保宣传海报设计大比拼活动：7月 13 日在新

民村开展，共 12 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2 名。

活动中，小朋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相互配合完成环保宣传海

报，并分享自己所画的主题与内涵。本次活动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

中增进了青少年对环境

保护的认识。

“我是全能小冠军”亲

职教育讲座活动：7 月

16 日在新民村开展，共

16 名家长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4

名。活动中，社工从心理

学角度讲解了家庭教育

对孩子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形成的影响；接

着，社工通过案件分析“三观”是怎样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以及家庭

教育应如何塑造孩子正确的“三观”。此次活动帮助现场家长正视家

庭教育问题，了解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我是社区小管家”主题团队建设活动：7 月 23 日在新民村开展，

共 12 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1 名。活动以自我



介绍开场；随后，社工引导大家就社区小管家的认知进行讨论，明确

其角色与职责；最后，社工邀请大家制定小管家守则与团队制度。本

次活动拉近了孩子间的距离，也让大家初步树立社区的主人翁意识。

“我是社区小管家”之“社区是我家，环保靠大家”小小义工志愿

服务活动：7 月 24 日在新民村开展，共 12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2 名，志愿者 4 名。活动中，小小义工们身戴环保小卫士挂牌，

在社工与志愿者的带领下拿着垃圾袋、垃圾钳等劳动工具，对新民村

随处可见的垃圾进行“大扫除”。通过此次活动，不仅维护了新民村

的环境，而且也让青少年树立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我是社区小管家”之“环保宣传达人”活动：7月 25 日在新民村

开展，共 12 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4 名。本次

活动以“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保护环境，爱护家园”为主题，活动

中，青少年纷纷展示自己在前次活动中绘制的宣传海报，同时向村民

倡导节约用水、保护环境等理念，带动其他村民参与环保行动。

┄┅┄┅┄┅┄┅┄┅┄┅┄┅┄┅┄┅┄┅┄┅┄┅┄

“相约晨新·益动少年”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鸿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10 日在晨

新村开展“DIY 亲子互动

坊”活动，共 18 组青少年

家庭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以破

冰游戏“手心手背”暖场；

随后，社工为现场亲子讲解

“木版画”的制作要领，在

大家制作过程中，社工观察亲子合作过程、氛围与角色分工；最后，



社工就观察的情况为例，引导大家了解亲子产生分歧时的良好沟通办

法。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亲子家庭的假期生活，也让大家明白亲子沟

通的重要性。

┄┅┄┅┄┅┄┅┄┅┄┅┄┅┄┅┄┅┄┅┄┅┄┅┄

“童”享阳光·因爱成长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 月 20 日在北荫村开展“我的好朋友”活动，共 10名青

少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1 名。本次活动以绘画为主题，

绘画作品选用原木片为

原材料，并以彩绘为主。

在社工的带领下，孩子

们用画笔描绘出自己好

朋友的模样；随后，社

工引导每位小朋友向大

家展示自己的画作并介

绍自己的朋友。此次活

动让大家在结交新朋友、拓展交际圈的同时，也提升了自信心。

┄┅┄┅┄┅┄┅┄┅┄┅┄┅┄┅┄┅┄┅┄┅┄┅┄

“有爱无碍，从心出发”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耕耘爱公益服务社

项目动态：

“缤纷童年，其乐融融”残疾人家庭子女小组活动：7 月 21 日在耕

余村开展，共 11 名残疾人家庭孩子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

者 3名。本次活动共设置“心有灵犀”、“你来比划我来猜”、“拼

反应”、“抢抱枕”三个游戏，活动中社工引导小朋友分成三组，由

选出的组长带领大家参加游戏。本次活动不仅增强了孩子们的想象力



及观察力，而且增进了彼此间

的友谊。

“暑假乐翻天,我是小小烘焙

师”残疾人家庭亲子 DIY 活动：

7月 27 日在耕余村开展，共 10

组残疾人家庭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2 名，志愿者 2 名。在本

次烘焙 DIY 活动中，家长和青

少年不仅体验到了动手制作甜

品的乐趣，丰富了青少年的暑

期生活，而且增进了亲子间的

互动，提升了他们的默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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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综合服务类项目

“善助善治”——善港村安全素质能力提升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翔宇救援社

项目动态：7 月 15 日在善港村委开展，共 31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

备救护师 2 名，志愿者 3

名。活动中，救护师就如

何预防溺水、如何辨别溺

水者以及如何正确地进行

自救和救护他人进行了详

细讲解，并结合专业救护

工具进行示范演练，指导

儿童正确穿戴救生衣，告诫大家在救护他人的情况下，首先保障自己

的安全。最后，救护师又向大家示范操作了心肺复苏法，并让大家在



实操演练中理解救护知识，巩固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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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上乐悠悠”睦邻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耆彩社会工作服务社

项目动态：

“邻里互助 相约幸福”祝寿会活动：7月 6 日在闸上村老年公寓开

展，共 34 名老年人与青

少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中，青少年为

长者送上蛋糕，并给予生

日祝福；随后，社工引导

青少年献上祝寿表演。此

次祝寿会活动在热闹的

集体生日中，促进老少群

体间的和睦相处。

“邻里互助 相约幸福”

创意手工活动：7 月 7 日在闸上村委开展，共 27 名青少年及其家长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中，亲子携手制作、装饰创意相框，

各个家庭间也相互比拼与分享，既提升了亲子间的亲密度，又融洽了

青少年同辈群体间的关系。

青少年人际关系成长小组：7 月 13 日、20 日、28 日共开展 3次，

共 23 名青少年参与，每期活动配备社工 2 名。三次活动分别以“大

树与松鼠”、“你是我的眼”、“巨人脚步”等破冰游戏开场，让组

员们在互动中消除隔阂，并逐步建立关系。第一次小组活动在自我介

绍中引出各位组员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分享与人相处的感受；随后两

次小组活动则重点围绕“信任与包容”、“应对人际冲突与妥善沟通”



主题开展，从而加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技能及沟通技巧，促进青少年

健康成长。

“友爱•邻里”互动小组活动：7月 17 日、25 日在闸上村开展 2次，

共 16 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中，社工带领服务对象

在破冰游戏“叠叠乐”与“情绪猜猜猜”中了解互动的重要性，本月

两次活动为互动小组最后两节，在回顾环节，村民们一边观看活动剪

影，一边分享自己参与活动的感想，相互间交换特写照片，在沟通交

流中促进邻里支持与情感交流，延续邻里互助的美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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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邻情浓·和乐共融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德远社会服务社

项目动态：

“银龄生日会”活动：7 月 10 日在斜桥村开展，共 16 名青少年与

老年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

活动中，青少年与长者一

起吹生日蜡烛，切蛋糕、

齐唱生日快乐歌，并以绘

制祝福贺卡的方式为老人

们送上祝福。通过本次活

动，进一步拉近了老少间

的感情，丰富了大家的业

余文化生活。

“趣味生活坊”活动：7 月 17 日在斜桥村开展，共 13 对祖孙组合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主题为“诗词贴画”，

大家合作完成《悯农》、《静夜思》、《小池》、《望庐山瀑布》等



古诗词贴画，在动手又动脑中增进了祖孙关系。

“农夫新乐园”活动：7 月 23 日在斜桥村开展，共 20 余名青少年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2名。活动中，社工一方面带领青

少年观察各类蔬菜水果独特的形状与色彩，另一方面引导大家了解其

所富含的营养元素，并运用重彩油画棒在牛皮纸上绘制蔬菜创意画。

通过本次活动，现场青少年既学到了趣味生动的科普知识，又充分实

践了孩子们的奇思妙想。

“拉近心距离”活动：7 月 29 日在斜桥村开展，共 20 对祖孙组合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2名。本次活动以“同玩老游戏 寻

找童年梦”为主题，现场设置了套圈、拍毽子、转呼啦圈等老游戏，

让村民们在互动竞赛中感受老游戏的乐趣与挑战性，也培养了祖孙群

体间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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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金村”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启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画金村”活动：7 月 6 日在金村村开展，共 16名青少年参与，活

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中，社工引导大家在白纸上描绘自己眼中的金

村村，并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作品、分享其中的含义。此次活动增强了

青少年对金村村的认知与自豪感。

编织比赛：7月 13 日在金村村开展，共 15名青少年及其家长参与，

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中，社工重点分享了金村村传

统的编织工艺，并引导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与家长合作编织自创作

品，本次活动让大家在编织体验中领略传统文化。

“小小赶集场”活动：7 月 20 日在金村村开展，共 12 名青少年参

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中，社工介绍了金村村的



传统庙会活动，并引导大家按照玩具、图书、学习用品、卡通音像等

分类挑选物品，并主动展示自己的物品，交换过程中，小朋友自行决

定交易方式，此次“微型

赶集”培养了大家的表达

能力与社交能力。

志愿者增能活动：7 月 5

日、27 日在金村村开展，

共 10名志愿者参与，活动

配备社工 2名。第一次活

动中，社工给志愿者分析

了案例，向志愿者讲解在

志愿服务中遇到各类问题

的应对方法，以及如何进行心理调适；第二次活动邀请了服务时间最

长的志愿者为大家讲述服务经历，并分享志愿服务过程中的心态与技

巧。通过系列增能活动不仅提升了志愿者对服务的基本认识与能力，

而且也肯定了志愿者们在服务过程中的贡献，鼓励大家再接再厉，进

一步优化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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