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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扬康残疾人康复技术培训指导中心 
                                 （香港复康会指定项目执行机构） 

电话：（86）028-85293360 

      （86）18040373360       

邮箱： sichuanyangkang@163.com 2015年服务年报 

服务深入，把每件事做好 

扬康已走过第三年，很感恩能见证到一段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发展和成长。扬康在2015年一如

既往地承接和开拓着各样跨专业的合作和培训，包括社区康复、灾后康复、与各政府部门及残联持

续的沟通交流等等，也邀请了多位国内外专家、并举办了多次专业会议，这些都是同事辛勤付出、

成为扬康有如今成绩的重要见证。扬康经历的三年时间并不长，工作内容丰富，而我们更相信把每

件事情做“好”比做“多”更重要，这正更要求同事们要更加努力，将服务再深入。 

三载扬康同行情 专业深化往前路 

扎根本地和社区，服务最有需要的人  

在2015年，扬康承接了第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在成都市区开展实体社区康复服务，这是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预示着我们将往着更为直接的方式为有需要的康复人士提供服务，正是让

我们的各位同事有更多大展拳脚的机会。当然，光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很感恩扬康一直得

到四川残联、香港复康会和各政府官方系统及部门的大力支持。康复工作从来不易，社区康复更是

极具挑战的工作，如今在社区之中，真正可扎根在本地，发挥自己的专业和资源，为区内每一位有

康复需要的人提供对他们来说最有帮助的服务，让人的康复和社区康复紧紧融合。 

心存感激，对未来充满期待 

走过了三年的扬康仍然十分年轻，仍需要继续依靠各界的支持和关顾，而扬康的每位同事亦是

持续努力地因地制宜、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将康复服务和专业发展使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我们的

梦想很大，希望能致力为有康复需要的人士带来改变，使他们都能与社区、社会共融；我们的实践

也很谦卑，只是在踏踏实实地将每件事情做好，成为本地社区康复发展的一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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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四川社区康复服务网络建设项目为世

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四川省残疾人

联合会、香港复康会三方合作项目，由四

川扬康具体执行，项目选定四川省内五个

项目点（彭州市、广汉市、北川县、剑阁

县、广元市）进行社区康复服务网络建设

，透过四川扬康团队与残联对接单位（包

括地区残联、医院、康复中心、社区等等

）进行技术与经验转移，目标为对接残联

单位建立一支专业社区康复队伍、培训相

关系统人员认识社区康复的理念及知识，

让他们掌握技巧，并主张与社区内不同系

统建立联系，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 

运作理念： 
    基于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

ing, Disability & Health,ICF,2001),在促进残障人士身体结构及功能康复和活动能

力提升的同时，促进更多的社会参与。通过社区康复理念发掘需求并促进能力提升，之

后通过以教练示范的方法，实现技术的转移。以下是跨专业技术转移教练模式示意图： 

本土实践  持续发展 

与世界宣明会及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合作“四川社区康复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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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效： 

工作人员在原有的服务（基本服务）的基础上，能够了解社区康复理念，即从康复、教育、生计、社会、赋能的全面康复，

并学会相应的服务技巧加以运用。  

项目点工作者能力增值：  

残疾人的改变： 

赋能的重点在于帮助残疾人从受助者往授助者的角色转变，为受助者提供信心和技能方面的提高，并且给予机会去适应新的

角色，达到角色转变的目的。 



 

 

     

    2015年9月21日，四川社区康复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总结暨社区康复经验交流会在成都云龙酒店举办。本次会议召开是为了进一步总

结项目经验，同时和四川各市县残联工作人员一起交流和探讨开展社区康复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会议邀请了国际助残代表、香港复康

会代表以及四川扬康代表分享各地社区康复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了两点重要经验和展望： 

⊙四川社区康复项目本土化实践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项目团队将继续保持与各项目点的紧密联系，提供必要支持，保持持续发展。 

⊙期待四川有更多的县市参与试点社区康复，开展适合当地情况的社区康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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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验： 

社区意识的提升： 

社区对残疾人的歧视与误解是残疾人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障碍，残健共融通过展示残障人士的知识、亲身展示自己和残健互

动等方式加大社区人士对残障人士的认识和理解，促进社会对残障人士的接受度。 

总结与展望： 



一路相随  伴你成长 

与爱艺文化基金合作“伴你同行”项目  

项目介绍： 

    随着地震对孩子们带来的身心方面的负面影响逐渐消弭，也随着当初因震受伤孩子们的逐渐成长，学习和生活不断发生改变，

2015年，爱艺“伴你同行”项目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四川扬康这一年的服务，渐渐脱离直接的服务提供，继而转向依托由项

目受助孩子组成的“伴你同行”义工团队发展及完善志愿者服务平台，继而促进服务对象的提升及转变。 

项目内容： 

1、“伴你同行”义工团队能力建设： 

持续巩固和提升由青川因震受伤服务对象组建而成的“伴你同行”义工

团队，开展3次“伴你同行”义工团队能力建设培训，内容涉及志愿者精神、

团队意识、服务规范、残障人士的病理及心理的知识的认识、服务方案的撰

写、执行，服务成效反思、项目申请、管理、资源链接等多方面，不仅促进团

队成员的综合素质，也对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培

养团队成员的发展意识，从多方面促进团队成员的改变。 

2、“伴你同行”义工团队志愿者服务： 

作为512地震中曾经受助的服务对象，义工团队沉淀和总结经验，凭借“伴你同行”义工团队开展2次志愿者服务，针对群体

分别为512地震中青川因震受伤目前还在上初中或职高的孩子和雅安容大医院的脑瘫孩子及家长。运用游戏、文艺活动、外游、分

享等方式鼓励参加者提升应对疾病的能力，引导他们积极、乐观、感恩的心态，增长见识，拓展其人际网络，陪伴共同成长。 

 

 义工团队能力建设：团队成员讨论服务方案 

志愿者服务：义工团队陪同脑瘫孩子及家长玩亲子游戏  

3、“告诉世界有多美”雅安夏令营及回访活动： 

   2015年7月至10月，推动开展了“告诉世界有多美”雅安夏令营及回访活动，由

爱艺文化基金组织发起，四川扬康执行，多家公益组织联合协助，来自北京、上

海、香港、成都、雅安共计60多名志愿者参与了夏令营，为雅安中里五所学校约300

名小学生提供了为期一周的陪伴服务。营会内容涵盖绘本、美术、音乐、体育、自

然科技，与校内课程内容互补，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积极有意义的假期。 

4、助学：截至2016年1月底，收到来自四川各地因震受伤或致残在读大学生、研究

生的助学申请36份，与爱艺文化基金合作，共计拨款128,200元。 

项目成效： 

    依托“伴你同行”义工团队的服务平台，持续推动青川因震受伤服务对象的转变。在多次的服务与培训中，累积了宝贵经验，

并不断提升自己对服务质量的要求。薪火相传，从受助到助人，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也是我们一直秉持的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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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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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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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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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告诉世界有多美”雅安夏令营，志愿者

教授小朋友们学习舞蹈  



为爱行走  善行成都 

 

    “为爱行走”是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和灵山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以推动“全民参与、联

合劝募、服务本土”主要目标的公益项目。2015“为爱行走·善行成都”由四川扬康承办执行。成都市

慈善总会、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成都田径运动协会、灵山慈善基金会、都江堰友爱教育基金会

等多家机构共同主办，于2015年10月17日在白鹭湾湿地公园如期举行，1,200余位公益爱心人士、志

愿者、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由四位挚友或者亲人组成的200多个爱心筹款团队努力下同进同退、携手同

行挑战25公里步行，为活动中的37个公益项目上线筹款，总计募集资金63万余元。 

 

活动图集 

承办灵山慈善基金会“为爱行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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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康复 残健共融  

与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合江亭街道合作“社区康复支援服务” 

项目背景： 

    四川扬康于2014年12月正式落地成都市锦江区，秉承前期项目的经验和服务模式，尝试探索开展城市社区康复服务。在锦江区

残疾人联合会的推动下，区内残疾人关爱中心（站）工作已开始项目化运作，2015年4月，四川扬康参与项目对接会，与到会的部

分街道初步沟通合作意愿，经过对接会后的持续商讨，最终承接了锦江区书院街和合江亭两个街道2015年度残疾人关爱中心（站）

服务项目。基于街道的残疾人需求和街道特点，结合“社区康复矩阵图（世界卫生组织，2010）”为服务框架，开展适合街道情况

的服务。  

书院街街道 

项目简介 

残疾人生活中有很多不便，长期以往容易造成消极情绪及精神上的负担，使社区存在大量的残疾人身体和心灵健康的需求。由

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街道整合区内残疾人康复需求与四川扬康合作开展的“居家健康生活、康复及社区支援服务”项目以恢复残疾

人的身体功能和社会功能，满足他们多元化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

提升，搭建邻里互助的平台，构建更加和谐的社区为目标，以社区康

复为施展媒介，进行开展活动服务，项目期自2015年5月中起至12月

31日结束。 

 

项目内容 

⊙入户家访——由社工和治疗师组成的跨专业服务团队对残疾人进行

全面的需求评估，共同制定服务计划； 

⊙中心/居家康复——专业物理治疗师提供针对性康复训练及康复指

导，增强日常生活能力； 

⊙社工介入活动——专业社工为有需要的残疾人士，运用个案、小组

等工作手法，回应残疾人在情绪、就业、社交等方面的需要； 

⊙社区公众教育活动——利用社区平台，让大众增加对疾病认知，提升社区居民对于残疾人士的关注和理解。 

 

服务成效 

⊙建立了残疾人士对康复的正确认知，提升了其自我管 

理能力，部分残疾人士恢复以前角色的一些功能及活

动，减轻了对身体控制的难度； 

⊙通过残疾人士的社交活动，促进残疾人士相互间的

“同路人”关系逐步建立，增加后期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并使残疾人士愿意在活动中投入，建立自己的社

交网络； 

⊙社区公众健康教育活动，普及了常见疾病的健康知

识，增加居民对疾病致残的了解，并透过助残日等共

融活动引起公众对残疾人士的关注，提升残疾预防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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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亭街道 

项目简介 

    残疾人不仅在生活上存在不方便，在精神、社交、家人关系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加重了家庭或者照顾者的负担，公众对

有关重度残疾人的认知和接纳不足，长远影响社会和谐和生产力，从而造成社区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成都市锦江区合江亭街道与四

川扬康开展“残健共融、康复及社区支援服务”项目。自2015年7月中开展以来，以康复服务、康复小组活动、辅具适配及环境改

造的方式来改善区内残疾人身体功能及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及生活技能；同时以社区活动、无障碍扫描活动的方式来达

致残健共融，使大众对特殊群体的认识加深，并且使他们更好的融入社区生活。 

项目内容及成效 

   1.康复服务： 

 

 2.残健共融：  

工作总结 

    项目自开展以来， 于2015年12月31日圆满完成。项目

开展的过程中，我们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残障人士

提供有效的康复训练及社工介入，开展满足其社交需要的小

组治疗及无障碍扫描系列活动。参与服务的残疾人士反馈项

目给他们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面貌都带来了正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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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香港红十字会在四川省雅安市，支援三个严重受灾的县（天全县、荥经县及石

棉县）进行超过三千户的民房重建工作。重建区域覆盖很多受灾的残疾人士及慢性

病患者，他们对康复、辅具适配以及家居环境改造存在不同程度的需求。本项目以

香港红十字会民房重建支援的荥经县为试点，通过香港红十字会与香港复康会合作

建立一个跨机构的专业协作模式，委托四川扬康派出专业的治疗师团队对受灾的残

疾人士进行入户走访，进行专业评估，并提供无障碍环境改造及所需的辅助器具、

提供康复锻炼建议及其他灾后需要的康复跟进工作，协助残疾人士更好的融入社

会，构建安全社区。 

灾后重建  安全社区 

与香港红十字会合作雅安地震灾区“民房重建”项目  

工作内容 

⊙家访：以荥经县19个乡镇为主，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在当地残联及乡政府的配

合下展开家访工作：目标走访评估192户残疾人户，走访次数387次； 

⊙提供服务：为59个个案提供康复锻炼建议，进行20例家居环境改造，配送辅具88件； 

⊙开展社区健康知识讲座：分别于8月于新添乡上坝村开展高血压与中风健康讲座，60

余村民积极参加讲座；9月于新建乡政府开展高血压与中风健康讲座，当地30余村民

参加讲座；10月于新添乡庙岗乡开展脊髓小组活动。12月初于严道镇开展国际助残日

活动，月末在严道镇开展高血压与中风健康讲座，30余人次参加； 

⊙个案管理：建档跟进76个个案，重点跟踪其中30个； 

⊙服务单张/宣传单张： 宣传社区康复理念，提升大众的康复认知和意识。 

项目成效 

项目由香港红十字会，香港复康会，荥经县红十字会，雅安市残联，荥经县残联完成中、末期评估，成果得到了评估团队的

认可，得到了服务对象的正面回馈。主要成效为： 

⊙让残疾人的康复更贴近生活； 

⊙提升了残疾人的康复意识； 

⊙提升了残疾人对于无障碍环境及安全的意识； 

⊙提升了残疾人的自理及活动能力，减轻了照顾者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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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病人工作坊  

自强不息  面对伤困 

工作介绍： 

    四川扬康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省八一康复中心合作一起开展中风病人出院前的干预及出院后的回访跟进，和中风患

者及其家属一起讨论出院计划；通过开展中风患者的赋能活动，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信心。定期回访，了解中风患者的自我

管理情况，并对患者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建议，促进功能康复，改善其生活质量。 

工作内容 

⊙前期评估：截至2015年12月底，接触中风患者104人，符合准入标准的患者有27人，有意愿参加工作坊的中风患者有24人。 

⊙赋能活动：在有意愿参加工作坊的中风患者中，开展三节中风赋能小组活动，让患者了解慢病的自我管理和出院计划的重要性。

截至2015年12月底，参加赋能小组活动的中风患者有24人，完成三节赋能活动有14人。在完成的人数中，已回访人数7人。 

工作成效： 

⊙促进患者了解到中风的康复知识和自我管理，提高其生活适应能力； 

⊙中风患者和家属对于出院后有明确的计划，回家后能够制定活动计划，合理安排每天的时间，提高了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树立康

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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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  我们分享 
社区康复技术培训及顾问服务  

工作介绍： 

    四川扬康一直致力于现代康复治疗技术的推广及分享，自2015年3月起先后邀请多位知名康复治疗专家来川进行培训，期待为

本地治疗师带来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手段。同时为了响应中残联、省残联关于推广社区康复项目建设的意见，四川扬康多次参与关于

社区康复的培训、评估和督查项目，分享四川扬康在四川推广社区康复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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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2015年11月，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 

（IDMR）物理治疗硕士课程社区实践，30位物

理治疗同学分2批分别至助残社会组织和残疾人

康复服务机构进行参观交流，参加四川扬康和其

他助残组织的社区活动希望年轻的治疗师可以了

解社区工作、了解社区中的残疾人士、了解残疾

人士在社区的需求。 

 

工作回顾： 

⊙  2015年3月： Mulligan Concept动态关节松动术（上肢）国际认证课程 

⊙  2015年5月： Mulligan Concept动态关节松动术（下肢）国际认证课程 

⊙  2015年5月： PNF Level 1 国际认证课程 

⊙  2015年9月： PNF Level 2 国际认证课程 

⊙ 2015年7月： Maitland关节松动术—颈椎课程 

⊙  2015年8月： Maitland关节松动术—腰A椎课程 

⊙  2015年9月： Maitland关节松动术—四肢关节 

⊙  2015年4月： 中残联嘉道理项目（四川）末期评估专家组成员 

⊙  2015年6月： 中残联嘉道理项目（辽宁）末期评估专家组成员 

⊙  2015年8月： 中残联嘉道理项目（广西）末期评估专家组成员 

⊙  2015年7月： 四川省残联脑瘫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督查，共7个市州 

⊙  2015年3-7月：四川省残联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共6次 

⊙ 2015年7月：  为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学系11位学生及香港大学社会                

科学系2位学生提供暑期实习 

⊙  2015年9月：  参与北京国际康复论坛“灾害预防与康复”分论坛，并

做“社会工作者在灾后社区康复的角色”专题分享 

⊙  2015年12月： 于北京参与国际助残统筹社区康复网络交流会 



书院街街道项目服务对象——杨阿姨 

杨阿姨介绍 

    杨阿姨家住五昭路社区，和丈夫都是退休人员，最喜欢的是到处走

走。2014年她因为中风偏瘫，卧床后一直出现肩痛的情况，走路也不能

离开手拐。2015年6月杨阿姨接受机构的服务，坚持中心康复和回家后

的自我居家康复，积极参加每一个小组活动，融入其中然后反过来支持

小组的活动。 

     在项目中我们维持着每周两次中心服务，每月一次家访。无论哪一

天，只要我们举办社区活动，健康讲座，她总是最热情最积极参与的一

个。现在，她还将周围有哪些残疾人朋友也告诉我们，亲自带着我们家

访。 

 

书院街项目介绍 

    锦江区社区康复项目开展七个月以来，项目以治疗师和社工复合型

服务为介入方式，提供需求评估、中心康复、居家康复、社工跟进服

务、小组活动、健康宣讲、构建社区康复网络等服务。 

 

杨阿姨的收获 

    杨阿姨接受我们的服务6个月后已经能不使用手杖行走了，还可以克服上车的恐惧坐车去外面玩儿了。肩痛消失是在康复的

第二个月，肩痛消失之后，她就不再害怕疼得失眠了，还可以尝试做一些轻便的家务。参加小组后，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有

了更多的娱乐。 

    杨阿姨说，在这里，以前残疾都叫做残废，大家都对残疾人有一种误解。她希望我们将服务推广出去，持续下去，让更多的

残疾人受益。现在她和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和病友们一起聊天，普及简单的康复知识，参与健康活动，外出公园游玩，在以前是

想像不到的事。 

    在中国， 残疾人群被忽略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她说从她办残疾证以来，我们是第一个来为她进行残疾人服务的机构。她希

望有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受关注，在关注之外，更要求一种对等的态度和地位。自她接受服务以来，不仅接受了康复服务，也参与

了赋能小组。在她残疾前能做的，现在也能慢慢做到一点，对自己渐渐有了信心，用另外的角度开始打量世界。 

 

后记 

    杨阿姨通过她经历生病变残疾和接受社区康复

服务后的视角对比，告诉了我社区康复的意义何

在，在于能让他们最终回归到生活中去。我们不光

要解决残疾人的身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让他再次成

为社会一份子，以社区康复这个理念逐渐的延伸他

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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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康复中的ICF  

四川扬康残疾人康复技术培训指导中心  治疗师  雷建群、熊崔岚 

一、ICF的理念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国际病损-失能-残障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ICIDH），它从病损、失能和残障三个层次反映身体、个体及社会水平的功能损害程度。随着康复医学的发

展，WHO对ICIDH做了进一步改进，以更好地描述功能和残疾状态，表述健康的概念，并于1996年修订ICIDH-2。2001年5月22

日举行的第54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通过：①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 

and Health，ICF)；②敦促会员国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并考虑今后可能做出的修订，在研究、监测和报告中酌情使用ICF；③要求总

干事根据会员国提出的要求，在使用“国际功能分类”方面向他们提供支持。 

二、ICF的理念框架 

 

（1）身体功能和结构：身体功能指身体各系统的生理或心理功能。身体结构指身体的解剖部位，如器官、肢体及其组成部分。  

身体功能和身体结构是两个不同但又平行的部分，它们各自的特征不能相互取代。 

（2）活动：是由个体执行一项任务或行动。活动受限指个体在完成活动时可能遇到的困难，这里指的是个体整体水平的功能障

碍（如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完成一般任务和要求的能力、交流的能力、个体的活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 

（3）参与：是个体参与他人相关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人际交往和联系、接受教育和工作就业等主要生活领域，参与社会、

社区和公民生活的能力等）。参与限制是指个体的社会功能障碍。 

（4）环境因素：包括某些产品、工具和辅助技术，其它人的支持和帮助，社会、经济和政策的支持力度，社会文化等。有障碍

或缺乏有利因素的环境将限制个体的活动表现；有促进作用的环境则可以提高其活动表现。 

（5）个人因素：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健康情况、生活方式、习惯、教养、应对方式、社会背景、教育、职业、过去和现在

的经验、总的行为方式、个体的心理优势和其他特征等。 

12 



三、ICF在社区康复中的运用 

   在社区康复中，需要对个案进行家访和需求评估，那么我们可以根据ICF的理念来进行对个案的详细评估，包括功能残疾和背

景性因素两大方面。前者我们可以根据对个案评估和分析得到有效的信息，为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而进行治疗的方式

可以因人而异的选择居家康复、中心康复或者外游活动以及小组活动；后者我们可以根据人的不同和生活、居住环境的不同，采

取一定的心理干预和环境的改造。 

 

  我们以一个偏瘫10+年的个案为例子，来使用ICF的理念来进行干预。 

 

这一份ICF的评估中，我们可清楚的看到患者所在的问题在哪里，同时也能够根据患者的心理及环境因素为患

者提供有效且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最终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标。 

 

四、ICF运用的思考与总结 

    在社区康复工作中我们不仅仅是像早期康复一样，更多的去关注功能与结构，而是需要去全面的关注患者的整体情况。一个患

病多年的病人，功能和结构的康复进步空间可能已经有限了，那么结合患者的自身和环境去提高他的活动与参与就是很有必要，并

且ICF是相互影响的，并非单一的，一方面的提高也是能够带动其它方面的提高。既然这是ICF在社区康复工作中的运用，那么单一

的运用ICF也是不妥的，需要社区康复工作者结合社区康复的矩阵图来更加好的开展社区工作。 

资料参考：励建安，张霞，ICF及核心组合，《江苏医疗康复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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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县残疾人联合会 

德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汉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元市残疾人联合会 

剑阁县残疾人联合会 

蓬安县残疾人联合会 

彭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武侯区残疾人联合会 

雅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荥经县残疾人联合会 

锦江区残疾人联合会 

 

锦江区书院街街道办事处 

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 

香港复康会 

合作单位 

技术指导单位 

业务指导单位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 

 

 

合力社区 

香港红十字会 

世界宣明会 

荥经县红十字会 

雅安市红十字会 

 

八一康复中心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彭州市人民医院 

成都澜森康复诊所有限公司 

 

谭兆慈善基金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嘉道理项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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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康接受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捐助支持，您的热心捐助将用于支持残疾人及慢性病

患者社区康复及相关培训服务，扬康谨代表受惠群众致以深切的感谢！请各位善长

与扬康工作人员联系。 

如果您对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工作有兴趣，希望贡献您的一分力量，请加入我们的

志愿者队伍！我们欢迎有专业技能（医护人员）或是任何有兴趣支持残疾人及慢性

病患者工作的人士支持！请直接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络。 

捐款支持 

志愿者支持 

物资支持 

欢迎您向扬康提供办公用品、康复器材等物资支持。请您先与扬康工作人员取得联

系，说明您有意向捐赠的物资名称、数量等信息,工作人员将具体安排相关捐赠事

宜。感谢您的支持！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竹林巷 78 号锦江区残联 4 楼 

邮编： 610000 

电话：(86) 028-85293360   (86) 18040373360 

电邮： sichuanyangkang@163.com 

扬康联系方法 

mailto:sichuanyangkang@163.com


服务 
2015年1-12月数据 自2013年5月累计数据 

服务次数 服务人次 服务次数 服务人次 

个案接触/跟进 1358 2864 4097 6866 

自助互助小组活动 11 161 131 2552 

社区活动 18 1089 45 3352 

会议、培训、评估 39 335 155 1501 

总计 1426次 4449人 4428次 14271人 

综合收入 

综合支出 

备注：2015年尚有项目应收款项未入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