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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变化的一年
德里克富兰克林

从中心升级到学校
2016年1月，雷神父基金会的特殊教育中心在 然而，今年三月下旬这个学年结束时，残疾人
泰国诗琳通公主殿下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
士职业学院将会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为残疾人
士开设的芭堤雅职业技术学院。就像泰国皇家
仅仅两年之后，它已被泰国皇家教育部认可， 教育部对特殊
并已更名为雷神父特殊教育学校。这对我们的 需求学校进行
孩子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不得不遵循教育部制 升级一样，他
定的既定课程，并且有正式的课程来教导自闭 们也接受了我
症、唐氏综合症和有学习障碍的儿童。
们申请成为一
所大学，这意
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达到 味着我们的学
职业的水平，而后进入学校的职业培训计划， 生现在毕业时
并最终找到合适的工作。
将获得大学文
凭而不是学校
证书。

从学校升级到学院

这意味着我
们将不得不按
照教育部为技
术学院设置的
课程，除了学
习他们选择的科目，电子学，计算机科学或计
算机商业外，我们的学生还必须学习数学，英
语，科学和泰语历史。但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有
能力完成大学课程，所以我们将继续为那些没
有基础教育的人提供基础教育课程。一旦他们
完成了这些基础课程，他们将可以选择毕业并
获得继续学习大学文凭的证书。

1984年，残疾人职业学校开学，仅有四名学
生。从那以后，有三千多名残疾的年轻人已经
在学校毕业，用雷神父的话来说就是“赚取自己
的饭”。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对于
所有告诉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取得
如此巨大的成就，他们会让我们获得泰国皇家
教育部认可的大学文凭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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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家庭的一部分

没有收容中心了
2004年2月，我参加了雷神父
收容中心的开幕仪式，为芭堤
雅的许多街头小孩提供支持。
在开放的几天内，我们有很
多年轻人到达，其中大多数是
青少年，其中大多数是男孩，
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是因为贫
穷，忽视以及在很多情况下遭
受虐待而逃离的。我记得在很
多晚上，有将近四十名年轻的
青少年在中心停留，或者寻求
建议，医疗帮助或者只是需要
一顿饭。

其他人是与社工一起过来， 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中，儿童之
所以从“街头”来的儿童人数很 家为数百名儿童提供了一个安
少。
全的地方。它最初被称为“街头
儿童之家”，大部分孩子来自芭
因 此 ， 去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堤雅街头。
号，开放十三年零10个月
之后，雷神父收容中心关闭 他们来自贫穷的家庭，他们所
了，所有的孩子们都搬进了 知道也只有基本的生活的知
儿童之家或儿童村。但是收 识。当他们来到我们的儿童之
容中心的办公室仍然开放， 家，和我们一起生活时，他们
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得 去上学，回家和在农场上帮
忙，看电视和和朋友一起在外
到帮助。
面玩，他们回到了平常的生活。
在他们离开之前，我们举办
了一场巧克力派对，巧克力
蛋糕，巧克力冰淇淋，巧克
力饼干，巧克力薄饼甚至草
莓都的浸在巧克力中。

巨大的成功
与收容中心位于同一个综合
体中的中途被那些半独立生
活的年长的青少年使用，但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多年来，有三十多名年轻男
士和两名年轻女士，还有所
但是自收容中心开放以来，泰 有的准备独立生活的青少年
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 都住在转换之家，直到他们
年来，这些流浪儿童的数量减 准备独立生活。 这可能看起
少了。
来不是很多，但你必须认识
到这些年轻人来自哪里以及
他们能够做什么，很少。我
仍然在镇上看到他们中的一
些人;
他们都在努力工作，
并且都在继续他们的生活，
如果转换之家不在那里，这
可能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故
事。

他们睡在大型的宿舍里，吃简
单的家常菜，大部分都是自己
种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但
多年来社会发生了变化，虽然
我们过去可能为我们的孩子提
供了基本的住宿，但我们现在
认为，让孩子在大型宿舍全职
生活已经不再可以接受了，例
如我们的儿童之家。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变得制
度化，我们希望他们拥有他们
认识的其他孩子所拥有的东
西。我们可以看到年幼的孩子
们生活在儿童村是多么的幸
福，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这对他
们来说足够好，那么为什么不
让年长的孩子也拥有这些幸福
呢？

we never turn a needy child away

今年，我们计划在儿童村开始建造几栋新房
子，共计八栋。一旦施工完成，我们将把孩子
们从儿童之
家搬到他们
的新家。我
们的目标是
在2019年
4月完成，
到泰历新年
宋干节时，
我们都将在
一个地方庆
祝。
对于与我们
共同生活的
年龄较大
的孩子来
说，他们的新家将成为一个小房子，与其他孩
子一起生活，年轻人和老年人，男孩和女孩以
及所有人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将生活在一个
舒适，温馨的环境中，无论年龄多大或年轻多
少，每一个孩子都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个人照顾
和关注，如正常家庭一样。有一位家长，男性
或女性，照顾一小群青少年，可以发现他们可
能遇到的任何问题，当一个宿舍里有这么多居
民共同生活时，这很容易被忽略。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明白成为家庭的
一部分是什么样子，我们希望他们了解’家庭’
的重要性，
并且希望他
们学习他们
最终有孩子
和他们自己
的家庭时需
要知道的事
情。我们希
望他们了解
拥有邻居并
成为更大社
区的一部
分。
但这个世界
上没有什么
是免费的。我们和一位建筑师合作过，每栋房
子都有四间卧室，三间卧室给孩子们，每间卧
室有三个床铺和一间浴室，还有一个私人房
间，供职业母亲或父亲使用。

还有一个餐厅和厨房，以及一个起居室，在那
里他们可以做家庭作业和玩耍休息。
我确信过去我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我
们计划特殊需求中心或者现在已经知道的学校
时，我并不真的赞成它，因为它会花费太多的
钱，但是我们建造它是因为有需要。
今天，我们需要建造八栋新房屋，并为我们的
孩子，不仅是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作为一个
家庭的一部分生活，在那里他们可以处理他们
的个人需求和问题，他们可以安全的生活。
我认为会有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家中居住
多年的孩子们反对，但即使难搞的青少年，也
期待着有一个新家，并成为家庭的一部分。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多年来，我一直向您介绍一位三岁时来到基金
会的小男孩。公寓是他的名字，他有一个可怕
的开始。他被酗酒的父亲举办的派对上发出太
多噪音，因此被扔在篝火旁。
他来到我们
的 收 容 中
心，然后去
了儿童村。
随着年龄的
增长，他进
入了儿童之
家，他在这
里 要 求 去
寺院住，并
成为佛教僧
侣。去年4
月，我在他
的13岁生日
时在庙里拜
访了他，我
把他最喜欢
的食物，包
括一小片草莓带到了他的面前。
不久之后，他离开了寺庙，回到我们身边，然
后回到了学校;他回到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是他
所知道的唯一家庭。不幸的是没多久他走了，
几周后他又回到我们身边。不久后的圣诞节前
我们接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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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另一端的女士告诉我们，
她认为那个男孩是她的侄子，
她在Facebook上认出了他的
名字。她告诉我们，他的名字
是Condo，当我们要求更多的
证据时，她给出了他的全名，
并发送了他的出生证明和他母
亲的身份证复印件。
两天后，这位女士，Condo的
阿姨，带着他的叔叔，她的丈
夫和她的两个儿子一起去了芭
堤雅，他们两人都记得他们年
轻的时候和Condo一起玩过。

重量级访客
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弗兰克布
鲁诺最近在他的新自传中参观了
芭堤雅的宣传巡回赛。
其中有一天，他在芭提雅举办了
慈善晚宴活动，为我们以及另一
家当地的慈善机构募集资金。
我们来自儿童之家的男孩们被邀
请展示泰拳，但是餐厅太挤，他
们无法表演。布鲁诺先生是一位
非常受欢迎的人，来了许多仰慕
他的人。

如果您问我这个问题，我们所
有与我们同住的孩子中的哪一 我把男孩们带进了餐厅，遇到了
个永远不会回到与他们的家人 前冠军，我无法描述男孩们的兴
同住？我肯定会说Condo。但 奋。
是，在遇到他失散多年的家人
后，他擦掉了眼泪，这位十三
岁的年轻人收拾行李，向我们
挥手告别。
我们经常与Condo联系，他和
他在苏林省农村的新家庭一起
生活，他甚至同意回到学校。
我们都为他感到非常高兴，我
记得他三岁时到达的那一天，
惊恐万分，我当然会想念他。
在芭堤雅工作，您永远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邀请他在外面与男孩
们一起快速拍照，但因时间紧
张他没有拍照，而是在所有拳
击手套上签名，然后坐在他们
身边观看比赛，因为所有付费
的客人都耐心地等着他回来。
多么绅士！
每当我写这些时事通讯，我总是在想，并且希望，读者喜欢读
到关于他们的故事，就如我享受着与他们的生活的乐趣和撰写
关于他们的故事。
正如您已经阅读过的，今年我们发生了很多变化，如果您想了
解更多关于我们学校变化的信息，或者您想了解将要发生的建
筑信息，请发送邮件至info@ fr-ray.org。 如果您想支付将要建
造的其中一栋房屋的费用，请告诉我们 - 我们会以您之名命名
那栋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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