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彩行動的理念
雲彩行動於2005年在中國廣西開展扶貧行動，

致力幫助山區之少數赤貧民族，助養山區孤兒、改
善孩子及貧窮人的教育及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並
援助腦癱孩子及殘障青年，為他們提供康復及工作
培訓；亦為特別貧困的人提供緊急醫療援助。我們
盼望用愛心與行動讓許多缺乏支援的人得著關懷與
祝福，幫助他們改善貧困的生活，並為每個人重建
生命的尊嚴及盼望。

宣言：“以生命改變生命”

盡心盡力為雲彩
回顧2013年，雲彩行動在中國的孤兒、山區學生、特殊兒童的事工，不單在服侍的人

數上不斷增加，而且在同事們不斷努力下，在服務質量上特別顯得專業。我們從明顯的成
果而為雲彩行動一羣盡心盡力而付出的同事而自豪。

我想很多探訪過雲彩的朋友都會有這經歷，當你走進雲彩引導式教育中心，你最常聽
到家長對你分享的，是他的孩子在雲彩上課后的進步及改變。你可以從家長的愉快的笑容
中去瞭解到他是多麼的喜樂。因為雲彩不單為他的孩子提供專業的康復教育服務，而且我
們更關心這群有特殊兒童的貧困家庭的夫妻關係及家庭需要，去年的夫妻恩愛營會及家庭
親子营會，為很多因承受過大的經濟及親友壓力而頻臨破裂的家庭帶來溫暖。在你們的支
持下，讓雲彩引導式教育中心成為廣西唯一的一間為貧困特殊兒童提供康復及教育免費服
務的民辦機構。

前年入住大化雲彩關愛中心的小班，因為從小是孤兒原故，沒有大人在家教導，加上
山區學校比較缺乏，以至小班在入住中心的第一年時，成績很差。去年畢業原准備從二年
級升上三年級，老師卻讓他降到一年級。雲彩關愛中心的孤兒，普遍存在學識底子不好的
現象，我們去年為此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教育輔導，在不斷的努力下，孩子們有明顯的
進步，現在中心多數的孩子在校成績表現優越。有次我問關愛中心的孩子，你們為什麼要
來到關愛中心，他們回答說因為這裡有愛及可以有好的生活，我回答：不單是這樣，我們

很希望把你們培養成才。看着小孩們疑惑的眼
睛，明白他們此刻或許不太明白，但我們會為此
目標而加倍努力。

我們期望的，是為每一位不幸孩子帶來希
望。烏雲在太陽的光照下，可以成為燦爛的雲

彩。我們相信，因着愛，可以
讓這群不幸的孩子擁有屬於他
們的夢想。

雲彩行動創辦人

Chris Yeung

雖然我甘心

選擇走這路

也知道這路難行

但我走下去

實在不容易

多少難辛 多少淚水

誰明我的心

總抓不著依靠點

疲憊的身軀

渴望片刻的安歇

每當我快要放棄的時候

你總在鼓勵 我並不孤單

因為我知道 有你在我旁

無論環境如何

我總會 有你同行

有你同行
雲彩行動願以真誠的愛與行

動，幫助及祝福世上最無依無靠
的孩子及貧窮人；以生命改變生
命，不但賦予教育及基本生活的
需要，更重要是讓每個受助人的
生命得著改變  -  喜樂與盼望；藉
著人與人彼此的關愛和幫助，發
揮人世間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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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回顧

2005
2007

2009

2011

2012

2013

2005

2005年，	Chris	&	Lydia	和三個孩子從美國安舒的生活

舉家移民到中國廣西。廣西是中國其中一個最貧窮的省

份。最初他們設立庇護工場，幫助一些被家人遺棄的殘

障青年，提供工作機會。

隨後事工於短短幾年間擴展到不同的層面，於是正式註

冊「雲彩行動」為非牟利機構。除了庇護工場外，雲

彩亦設立“關愛中心”﹣接收來自大化縣極度貧困的山

區孤兒；並開設“引導式教育中心”﹣服侍一群於南寧

患有腦癱的殘疾孩子，透過資助，消除了父母因孩子長

期康復治療而背上的沉重經濟負擔。此外，也為山區學

校添置所需的設備、送

贈衣物給孩子及支援學

校提供營養均衡的膳食

等。另資助當地一些孩

子的緊急醫療及手術費

用，從而挽回一些瀕臨

死亡邊緣的小生命，為

許多有需要的人尋著人

生的希望。

2009

雲彩行動正式在香港註冊成為非牟

利機構，漸漸地開始有來自香港、

中國、美國的朋友及社會人士參與

及支持這事工，為國內孤兒及貧困

家庭獻出力量。

2007

雲彩行動正式成立。

2012

10月20日是新雲彩工作室及引導式教育中心的

正式啓用開幕典禮，當天很多香港及南寧的朋

友特意來到一同慶祝，而靈感團隊、腦癱孩子

和媽媽們更表演及唱歌助慶。看見腦癱孩子們

在這舒適環境下進行復康與教育，我們特此感

謝每一位曾經為這中心付出過努力的朋友。

2011

我們在廣西大化縣籌建一所孤兒

院－雲彩關愛中心正式開幕，開幕

典禮中陳法蓉小姐在嚴寒的天氣下與

我們同行，親身探訪貧困的孤兒，並

經歷了雲彩祝福孤兒寡婦及貧窮人的

事工。

2013

六月

六一兒童節由雲彩同工及老師帶領所有腦

癱孩子家庭到大化關愛中心與眾孤兒一起

慶祝，大家都預備了表演節目如唱歌，跳

舞及天才表演等，各人玩得十分開心，歡

笑聲不絕。

九月

引導式教育中心新設的特殊教學班於9月

開學，為適齡腦癱孩子提供小學基礎課

程，培育殘障孩子們也有機會接受教育，

讓他們將來有能力在社會上尋找工作，自

力更生。

十月

雲彩在南寧所開展的腦癱兒童康復和教育

的事工終於可以得到政府認可，於2013年	

7月獲得政府的審批正式註冊為民辦非公

益組織，為了向政府及公益界展示雲彩事

工的工作成效及慶祝中心正式掛牌，舉行

了揭牌儀式暨殘疾人社會工作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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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雲彩關愛中心
關愛中心的運作漸

趨穩定，54個山區孤兒
正接受家庭式照顧，我們
特別注重每個孩子身心靈
的成長，在教育上為了讓
孩子們取得更好成績，增
聘了補習老師為孩子們補
課，成績進步的孩子更獲
獎勵到南寧市参觀及參與
不同的活動,  增加課本以
外的知識。 

年份 助養人數(資助)

2010年 8

2011年 30

2012年12月 54

2013年12月 74

而部份踏進初中的青少年，更是發展重
點，為了讓他們在青春期可以有更多正面的輔
導，每星期在都會進行有益活動安排如自我保
護教育、心理測驗調查及文明上網等，確保每
個孩子健康地成長。

p.8 p.9



除關愛中心外，雲彩現資助25名居
住在親人家中的山區孤兒及老年人，為
他們改善貧困的生活及提供生命教育。
雲彩同工並按時到山區為孩子們舉辦不
同的活動如圖書閱讀班、生日會、學習
生活及衛生常識等。

這數年中雲彩看著許多孤兒及老年
人得著關懷與安慰，對生命逐步增加了
盼望，真誠的笑容漸多，深信愛會改變
他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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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區學校
由於許多山區學校設備缺乏, 由2010年至

2013年間雲彩先後資助7所山區學校,  通過與
校長詳細商議,  了解到學校需要而陸續提供如
抽水泵及抽水配套、課室黑板及枱椅、宿舍牀
架棉被、飯堂擋雨棚及電腦設備等等。

在學校環境改善的同時,  雲彩並為學生們
舉辦多項如捐贈學生圖書、征文比賽、生日會
及慶祝六一兒童節等活動;  通過與學校合作設
立獎勵制度予成績優異, 讀書進步的學生們, 藉
此鼓勵他們努力上進, 接受更高教育, 為將來爭
取更好的出路, 脫離貧窮的生活。

年份 學校名稱 人數

2010-13 弄冠小學 338人   

2012-13 板蘭小學 826人

2012-13 可考小學 112人

2012-13 北景中心小學 839人

2012-13 北景初中 1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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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式教育中心
教育中心在這數年間採用引導式教育下，許多腦癱

孩子在復康治療及教育培訓中取得很好的果效，中心的老
師們更不時籌劃親子活動和益智項目，無論是父母或腦癱
孩子們彼此的關係都有很大的進展,  我們更樂見每個人的
身、心靈愉快地成長。

此外，由於看見大部份已完成復康治療的適齡孩子未
能入讀主流學校，雲彩遂開辧2個特教班為24名殘障孩子
提供小學基礎課程，好讓衆孩子們也有機會接受教育，雲
彩盼望繼續為更多貧困的孩子及家庭注滿生命的希望。

年份 資助人數

2009 14    

2010 16

2011 20  

2012 36

201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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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彩工作室 5. 緊急醫療 
 2013年，南寧雲彩行動共資助5名兒童進行緊急醫療援助。

一)資助因患支氣管炎、I型呼吸衰竭、代謝性酸中毒
的兒童黃建燁的緊急醫療救助費用。獲治療後逐
漸康復，解決了無法支付醫療費用的貧困家庭。

二)資助患急性肺炎的兒童韋瑩敏進行治療，她因
發高燒和支氣管炎須在醫院住院治療，因韋瑩
敏弟弟前段時間住院花費了不少錢，而全家的
收入緊靠爸爸一人，還要贍養爺爺奶奶，母女
二人在南寧的開銷也不少，生活拮据，在雲彩
的幫助下，孩子四天后恢復健康。

三 )資助腦癱兒童趙康裕進行白內障切除手
術，2011年趙康裕的白內障手術費用也由雲
彩籌措資助。但不久前又檢查出趙康裕右眼後
發性白內障，手術費用對於本就困難的家庭來
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現今趙康裕爸爸在雲南打
工，微薄的收入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 

四)資助剛出生因吸入羊水引起肺炎的中心兒童唐潤寶
妹妹唐露露進行治療，據醫生估計治療費用大概需
要3萬元，但父親東拼西湊也只能借到1萬元，遂
向雲彩申請緊急醫療救助。經過搶救，唐露露脫離
危險並在一周後順利出院，目前身體狀況良好。

五)資助兒童張慧赴港進行右下肢手術，張
慧及弟弟張海峰都是腦癱孩子，一直都
是由媽媽照顧，家中還有一個弟弟在校
讀書並由爸爸照顧。且家中所有經濟來
源緊靠爸爸一人，張慧經手術後開始學
習自己步行，減輕了媽媽的照顧。

工作室除了聘用了多名殘障人
仕編織飾物外,  並担任教育中心助理
工作; 幫助照顧腦癱孩子。

另開設麵包工房培訓殘障及貧
困家庭人仕學習一技之長,  好讓更多
有需要的人得以增加謀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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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心孤兒韋梅瑰，我就不禁想起  “梅花香自苦寒來”這句諺語。意思是梅花因時
而長，因土而改，因人而轉，因水而成，等到陽光、等到有了水滴，歷經風雪的梅花開起
來香氣濃郁，沁人心扉。

梅瑰在2003年出生在大石山區的一個土房子裡，還沒有滿一週歲，厄運就降臨在這
個哭聲虛弱、呀呀無語的小女孩身上。父親因病無錢醫治撒手人寰，狠心的母親一咬牙丟

下了這個可伶的孩子一去不復返。留下80幾歲的老奶奶緊緊抱著不明世事的梅瑰，流下了
一行行痛苦的淚珠，她的兒子（梅瑰的爺爺）才去世不久，孫子（梅瑰的父親）又遠去天
國，真是禍不單行。體弱多病的老奶奶帶著梅瑰靠叔叔去廣東打工艱難地維持著這個家庭
的生活。然而不幸又再一次降臨在這個不幸的家裡。2011年底，叔叔因為癌症丟下梅瑰和
他幼小的孩子與世長辭。對於老奶奶和梅瑰來說真的是雪上加霜，生活十分艱難。老奶奶
再沒能力照顧梅瑰，在當地的民政局安排下，2012年2月份，梅瑰被帶到雲彩關愛中心接
受助學助養。而梅瑰到中心後，老奶奶無依無靠，生活困苦；中心決定除了供養梅瑰外，
還給老奶奶每個月一定的生活費用。此後每次我們去探訪，老奶奶都拍著我們的肩膀表示
感激；讓他們一家生活得以有了著落，梅瑰得到了學習、接受教育的良好環境。

如今的梅瑰，長得漂亮乖巧，靈秀聰明，每天臉上都掛著
自信開心的笑容。梅瑰很努力學習，對人熱情，經常關心比自
己小的孩子。

每到放假或節日，梅瑰都回去看望親愛的老奶奶，因為原
來的土房子已經四壁通風，搖搖欲墜，當地民政給他們起了一
件簡單的磚瓦結構房，搬到較近公路的弄里居住。上個月，梅
瑰回去看望病重的老奶奶，緊緊靠在老奶奶的身邊，給老奶奶
安慰和端水，老奶奶看到梅瑰，病頓時感覺病痛減少許多，抱
著梅瑰，仔細地端詳著，告訴梅瑰我們中心的工作人員經常去
探訪她，給了她生活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囑咐梅瑰要好
好學習，知恩圖報。

雲彩同工（中國）韋少華

梅瑰香自苦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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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廣西的河池市金城江區，家裡兄弟姐妹都很和睦，我和丈夫的感情也很好，
一切都很幸福。但是，女兒瑤瑤的到來卻打碎了一切的美好，她出生在2010年10月30
日，陣痛持續了很久卻遲遲生不下來；幾個小時後剖腹，終於降臨人間的小天使卻因為嚴
重缺氧有生命危險，一出生就搶救，靠呼吸機維持呼吸，情況很差。出生三天后，醫生覺
得沒有繼續治療的必要，因為孩子離開呼吸機可以活下來的希望非常渺小，醫生建議放棄
搶救，並告知孩子的後事可以幫
忙處理。就這樣，孩子出院回了
家，當時孩子離開呼吸機臉色發
紫，但還有呼吸，我們把她抱回
家後孩子卻堅強的活了下來。

但是，3個月後孩子體檢、
評估，醫生說她各項檢查都很落
後，需要做康復治療，且診斷
為“先天性腦癱”。因為不瞭解
腦癱的嚴重性，我認為孩子做了
康復治療後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一
樣，可以走路、說話，去上學。所以我們懷著滿滿的希望，從孩子三個月大就開始在當地
的保健院做康復治療，昂貴的康復費用讓我們很快就把積蓄花光，開始向親戚朋友甚至銀
行借貸，債越欠越多。

在苦難中尋著愛

我的丈夫是一名學校保安，微博的收入
遠遠不夠女兒的治療費用和維持生活，為了
給女兒治療，週一到週五在學校上班，到了
週六周日就到處去做臨時工和做農活，為了
孩子，他不怕辛苦，也想盡了所有可以掙錢
的辦法。前年（2012年7月19日）學校放暑
假，丈夫因意外去世，當時聽到噩耗，頓時
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他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我也幾乎不想活下去，有一同隨去的念頭。
不敢想像以後沒有丈夫的日子該怎麼辦？女
兒的治療、背負的重債、年邁的父母，這些
重擔都壓在我一個人的肩上，再也沒有人可以分擔。這個時候，女兒居然可以開口叫“爸
爸”，但是她卻再也見不到爸爸。我陷入了無盡的哀痛之中。

雖然生活很苦，肩負重債也要繼續康復治
療。2013年2月，通過別人的介紹，我和孩子有機會來
到雲彩做康復，至今有半年多了，年邁的父母也辛苦勞
作用微薄的收入勉強支持我們的生活。

孩子剛到雲彩的時候抬頭很困難，不會坐、不會
站、不會收話，雙手不能向前伸，也不能抓握，連老師
點名都沒有反應。通過半年多的訓練，老師的悉心教
導，孩子可以伸手，可以抓握東西，頭可以短暫的抬起
來，知道自己的名字，雙手握著扶手可以獨自坐一會，
還能在各種輔助下短暫獨站；能認識自己的同學和親
人，也有一些簡單的認知。孩子康復成長的每一小步都
讓我倍感欣慰，讓我看到了前面還有希望。

在雲彩，老師們很有耐心和愛心，家長們都互助互愛；知道我的難處，還給我生活補
助，讓我們可以有吃的、有住的，可以安心做訓練。在這裡我得到了很大的釋放和安慰。
一直以來，我沉浸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也被孩子的疾病折磨得無法自救，我感到前途迷
茫黑暗，沒想到雲彩能比親人還愛我，幫助我，人世間還有真愛。雖然困境沒有改變，但
這份愛支撐著我繼續走下去。

現在孩子三歲多了，前面的路還很長，只希望孩子在康復上能有很大的進步，只想她
將來能生活自理，回報那些愛她，幫助她的好心人。

腦癱孩子媽媽

容利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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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北景鄉可考小學受助感言

尊敬的雲彩關愛中心：

可考小學位於大化縣城的最北端，是
一個壯、漢、瑤雜居的行政村。該校始建於
1966年，原校址在可考村可邦屯，只開設
三、四年級，教師3人，學生30多人。一、
二年級就在教學點就讀  （原名水洞小學）
。1995年，水洞小學學生數逐年劇增，由
原來的30多人增到50多人。群眾強烈要求
在該校點增開設三、四兩個年級，有教師3
人，當時都是代課教師。學生人數上升了，
教學班增加了，教學場所面臨緊缺，該校的
教師就發動群眾獻工、獻料，建起了一排為數11間的茅草棚作為教室及學生的休息場所。
同年，大化縣縣委書記親臨視察該教學點後，就發動縣直各單位捐資獻料。在該校點建起
一幢468平方米的三層教學樓。學校的基礎設施有了巨大的改變，教學班持續到六年級。於
1998年將水洞小學跟名為可考村完全小學。

可考小學是一所以少數民族為主的村級完全小學，坐落在一個四面高山環繞的小
村子里。學校的教學設備極其簡陋，基礎設施十分緊缺。孩子們衣衫不整、赤腳上學，
那已經不是甚麼新鮮事了。多年來，雲彩關愛中心一直把這所學校作為資助對象，使這
所學校有了新的起色。學生衣衫不整，是你們給於更換（如：捐贈校服、鞋子）；床上
用品少了，是你們給與增添（如：捐贈蚊帳、毛毯）；學校辦公設備緊缺，是你們給予
解決（如：捐贈電腦）；學校開展各項活動，資金不足，是你們給予大力的支持。為了全
校師生飲水安全，你們還提供了抽水設備。你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一次次資助，把
一個沈睡多年的村校喚醒了。在多渠道的資助下，學校的教學設備有了改善，給學校的教

育工作帶來極大的方便，學生的衣、食、
住、行有了改變。你們的眾多行動，全校
師生會永遠記住你們的關注、鼓勵、和支
持。但願這座愛心橋樑通向山村每一個孩
子的心中，在他們漫長的求學路上，期盼
貴中心一路結伴同行，貧困山村的教育事
業也期盼貴中心的精誠協作，讓我們攜起
手來，讓此舉行動永遠傳承下去，為貧困
山區的教育事業錦上添花。

北景鄉可考小學

安廣敏校長

行動與夢想

懷著感恩的心在過去七年帶領雲彩行動去關顧廣西的孤兒寡婦及傷殘人士，以生命影
響生命，以愛心創造希望。在2013年，大化關愛中心收容了共54位孤兒，並在山區不同的
地方助養了25位貧困的孤兒，照顧他們日常生活之需。南寧康復中心現正照顧著40位腦癱
孩子的康復冶療及讓22位適齡的殘障孩子有機會就讀於在2013年9月才成立的特殊學校。
看見雲彩行動每個事工都很健康和順利地發展，孩子們得到妥善的照顧，我們祇有每天都
獻上我們的深切的感恩。

往前看，我們有三大願望：

一)擴展雲彩行動的事工從廣西到中國其他省份－特別是那些比較貧窮的省份如貴州，雲南
等，我們看見這些省份的需要特別大，無論是腦癱孩子的康復冶療，或是山區孤兒的關
顧，我們都希望能跟當地的政府部門配合，提供適當的服務，將我們的事工逐步擴展到
中國其他省份。

二)擴大雲彩行動的事工範圍－現有的事工總括有三大范疇：社會服務(包括現有的關愛中心
及殘障青年工作室)；醫療服務(包括腦癱康復中心及緊急醫療援助)；教育服務(包括現有
的山區學校資助計劃及殘障孩童教育中心)。我們希望在不久將來開設幼稚園或學前兒童
教育班，提供以孩子品格為主的優質學前教育，擴大雲彩行動在教育服務的範圍。

三)傳遞雲彩行動的服務模式－特別是我們的腦癱康復中心，其引導式的教育模式，在幾年
間的實際經驗中，證明是一個非常有効的教導模式，看見腦癱孩子們在康復的過程中，
身體功能與心靈上都有顯著的進展。還有，我們以家庭模式照顧山區孤兒的關愛中心，
有効地關顧孩子們在日常生活，教育及心理上的需要，建立他們的責任心、自信心和愛
心。我們希望將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與經驗加以整理，提供給外界如政府有關部門或各
慈善機構作他們的參考與培訓之用。

以上這些願望是我們的
夢想，目的祇有一個，就是
在我們有限的資源上，向夢
想出發，發輝我們最大的影
響力，以生命影嚮生命，用
愛心與行動去祝福整遍中國
大地上有需要的小孩子和他
們的家庭。

劉中亞

美國雲彩行動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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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構合法註冊：

2013年7月，雲彩在廣西民政廳成功註冊，更名為廣西雲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2.中心擴建：

2013年8月中心擴建，有原來場地面積為700平方米擴建為1000平方米，在原有基礎
上增設了一個引導式教育班、一個特教班，並配備了教師辦公室及學生計算機房。

3.為殘障兒童提供康復和教育服務：

全年共服務56名殘障兒童，開展4個引導式教育班和1個特教班。其中有3名兒童達
到預定目標返回家鄉，因考慮到學齡腦癱兒童不能進入主流學校學習，中心還開設了特教
班，為7歲以上具備基本自理能力的腦癱兒童提供小學程度的教育。在參考小學課程的同
時，根據兒童的實際情況設計了康教流程。如每週一孩子們都會穿校服上課，課程有英語
課、體育課、計算機課等，課本與小學課本一致；並且為了鍛鍊孩子的自理能力，在午餐
結束後，特教老師要求有能力的孩子自己洗碗以鍛鍊他們的自理能力。

4.開展殘障兒童社會融合活動：

全年共開展了社會融合活動18次，受益人數約為1600人次，有帶孩子去動物園、游泳
館、公園、科技館、超市、書店、公園等公共地方，希望可以幫助到殘障孩子開拓視野、
提升社交能力、建立自信心，讓孩子可以更好地融入社會。

5.家長能力提升活動：

透過每周開展一次家長小組活動，幫助家長學習情緒管理、減壓，提供親子教育課程
等；為提高家長康復技巧，每學期末開展家長技能評比活動；透過夫妻營幫助殘障兒童父
母學習體諒、和睦、親密關係。

6.殘障人士及其家庭成員就業

透過飾品工作坊及麵包坊項目，為殘障青年人及殘障兒童家長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

7.殘障兒童家庭關懷

為減輕殘障兒童家庭負擔全年中心有以下家庭關懷支持項目：

• 為10名兒童提供了生活住房補貼

• 中心定期對返回家鄉的腦癱兒童安排家庭探訪，瞭解家庭生活環境、家庭成員關係，根
據不同情況做出及時響應，也會安排一些返回家鄉的孩子定期回中心進行康復評估和指
導，給予康復技術支持。

2013年廣西雲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項目簡報

8.醫療救助項目

廣西很多兒童因疾病、意外受傷等，因家庭經濟原因，無法獲得及時治療，耽誤最佳
治療時間，使兒童致殘，甚至危機兒童生命，為此雲彩社工設立兒童緊急醫療救助基金，
為貧困家庭兒童提供緊急醫療救助。

•   2013年3月，資助因患支氣管炎的兒童黃建燁住院；

•   2013年7月，資助患急性肺炎的兒童韋瑩敏進行治療；

•   2013年7月，資助區康腦癱兒童趙康裕進行白內障切除手術；

•   2013年9月，雲彩資助剛出生因吸入羊水引起肺炎的中心兒童唐潤寶妹妹進行治療；

•   2013年12月，資助兒童張慧赴港進行右下肢手術。

9.隆安福利院“三區”項目：

2013年5月承接民政部“三區計劃”，開始在廣西隆安縣福利院開展關愛老人服務，
透過專業的社工服務使服務的老人感受到“老有所樂、老有所學、老有所為”，全年共服
務26名老人。

10.雲彩員工能力建設

雲彩注重服務質量，為此很注重提升自身及團隊的能力，每月開展一次內部培訓，全
年到外參加培訓7次，使員工在團隊合作、康復教育知識技巧及提供社工服務有很大提高。

• 資助中心腦癱兒童唐澤米姐姐及妹妹上學的費用

• 資助自閉症兒童謝永值康復訓練費，
為期資助3年，該孩子得到很好的康
復，謝永值於本年9月步入正常幼兒
園上學。

• 資助自閉症兒童成佳欣在方舟至愛接
受康復訓練，訓練效果也較明顯，孩
子從無語言漸漸開始有簡單的語言

• 資助29名腦癱兒童製作矯形鞋的費用

• 為5名腦癱兒童提供居家康復器材。

廣西雲彩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任

韋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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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一  大化雲彩關愛中心孤兒家庭助養項目

家庭助養主要是通過兒童管理員的照顧讓山區的孩子們在中心以家庭的形式一起生
活。2013年，孤兒家庭助養項目共有54名來自山區的孤兒接受了助養。

1.中心孩子教育獲得更多支持：中心新增一名項目人員指導孩子的學習並統籌中心的教育
工作；孩子們就讀的學校對孩子也給予了較多關注積極幫助孩子獲得小學住宿生補貼或
減免學雜費；本年中心繼續進行獎學金、品格之星獎勵遊學活動，組織孩子進行了2次
遊學活動，豐富、拓寬孩子們的知識面。

2.兒童擁有健康安全的生存環境：中心為每個孩子建立健康檔案，定期組織體檢和注射防
疫疫苗，每周開展衛生文明評比活動。根據孩子們不同的年齡階段，給孩子們、兒童管
理員們宣講衛生知識、消防知識和安全知識，提升防範意識。

3.促進兒童成長和發展：為促進孩子的全面發展，中心開展了興趣小組、演藝活動等培養
孩子的能力，同時在生活中也不斷鍛鍊孩子的自理能力和實踐能力。

4.兒童獲得關愛：注重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通過慶祝節日和生日、假期與監護人團聚、
團隊探訪等讓孩子們感受來自中心內外的關愛。

  項目二 山區學校資助項目

山區學校資助項目是通過對學校的硬件設施和活動的資助改善孩子的教育環境；貧困
山區學校資助項目目前資助的學校有3所，共有學生1257名受益。

1.弄冠完全小學：根據學校需要資助新的教學黑板、飯堂擋雨棚、生日會、獎學金活動、
衛生設施和物品以及圖書。改善孩子學習環境的同時，讓孩子有更多的動力繼續學習。

2.板蘭小學：在雲彩項目人員的支持下，學校老師自行設計和開展了教師節活動，資助學
校一批圖書和聖誕禮物。為解決孩子的洗澡問題，雲彩資助學校建立新的洗澡房，目前
項目已施工，並將於2014年4月底竣工。

3.可考完全小學：雲彩為改善學校的教學及孩子的生活環境，向學校捐助了電腦、抽水泵
設備及線路管道、嶄新的蚊帳、竹席及飯盒。同時，雲彩還資助學校開展六一活動、派
發愛心企業的聖誕禮包，讓孩子感受節日的快樂。

  項目三 山區孤兒寡婦關懷項目

山區孤兒寡婦關懷項目透過對山區孤兒及寡婦提供生活的補助及探訪改善他們的生
活。山區孤兒寡婦關懷項目共資助山區孤兒20名，寡婦及老人5人，計14個家庭。

1.籌建學習小組：經過探訪和需求調查分析，項目人員聯繫居住在周圍的孩子們一起，組
建學習小組，希望通過小組成員之間相互的監督、幫扶，來促進孩子的成長，以及學習
小組成員的改變。目前，此學習小組已在兩個家庭開展試點。

2.兒童基本健康環境得到保障：雲彩對山區的孤兒及寡婦發放補助金和送去家庭日常所
需，項目人員定期到這些受助對象的家裡探訪，每次探訪都會瞭解孩子衛生和學習情
況，同時也會帶給孩子及照顧者衛生知識等資訊，跟進孩子衛生習慣的養成。每年組織
孩子前往鄉級衛生院進行體檢和接種衛生防疫疫苗，對每次體檢發現的問題都督促家庭
成員積極跟進處理。對發現重大疾病當地又無條件醫治的兒童，中心聯繫縣城或縣外醫
院進行檢查及治療。

3.兒童獲得關愛：為所資助的山區孩子送蛋糕過生日，使他們得到來自身邊朋友、家人及
項目人員的祝福和關愛。

大化雲彩關愛中心項目報告

大化縣雲彩關愛中心主任

韋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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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財務報告摘要
雲彩行動感謝各捐助者在2013年給我們的支持，我們真心的感激你對有需要兒童和家

庭愛心的奉獻和慷慨的支持，你的獻款給孩子帶來盼望。這一年是豐富和祝福的一年，因
為我們有機會擴展了服事範圍，在康復中心裡，我們不只是增加了一些孩子，也開始了特
殊教育小學。因此，我們的支出大幅度增加。與去年同期相比，我們的經營費用增加36％
左右。在另一方面，與去年同期相比，我們有40％的捐款下降。因此，我們今年大約有58
萬的赤字。

我們的開支增加主要是因我們添加了特殊教育學校，我們投入了約50萬在這特殊教育
學校的裝修和設備。我們也支付了幾個小孩的手術和山區學校的特殊項目。在康復中心孩
子也增加了，但我認為有些支出增復只是一次性的。

但感恩的是，我們收到的捐贈資金已經比過去幾年更加穩定。我們的支助者由100個
已增加300多個，大約是百分之30的資金來源。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地安排捐贈資金的運
用。我們也有更穩定的機構捐贈，大約是百分之26的資金來源。

在2013年，我們只用了百分之5.5的行政費用，並百分之5.9的籌款費用。因此，我們
用了百分之89的資金在項目裡用來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和貧困家庭。我們真誠地感謝您對我
們的支持和參與。我們相信，你給雲彩行動的資金絕對不是徒勞的。我們珍惜每一分錢所
託付給我們的，並做一個好管家。非常多謝你與我們同行，並與一班兒童和貧窮家長一起
同行，你的參與能打造孩子和家長新的盼望.

雲彩行動財務總監

Andy Wong

2013捐款總收入
HKD: 4,221,314.57

2013總支出
HKD: 4,808,9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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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雲彩行動董事會
Laurent Mak
Chairman of the Board

Kelvin Yau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dvisor

Kevin Zhang
Finance

Joe Tse
Music Producer

Sun Man Yee
Teacher

隨著服務的孤兒，特殊孩子及貧困家庭，山區學生的年月越長，瞭解到需要便越深，我們的服務便更越

趨專業，2014年雲彩行動在堅守信念，相信愛可以改變生命，以不離不棄的愛心與受助者同行；我們更要

求卓越服務，讓孩子到得著最好的祝福。所以我們將會在康復、教育、社工、輔導等領域要求做到問題更瞭

解、關愛更付出、服務更專業。

為了達到這些要求，我們在2014年計畫增加服務孩子的數量及質量。雲彩引導式教育中心計畫為超過一

百人次的特殊兒童提供免費康復教育服務，為此我們需要增聘特教老師及康復師。

雲彩關愛中心計畫增加幫助十名山區孤兒；為父母外出打工不在家裡的山區留守兒童開展閱讀小組。為

此，我們計畫設立流動圖書館及增聘社工。

2014年計畫為最少一所山區貧困學校建洗澡房，讓幾百名小學生可以洗澡，解決學生衛生問題。為此我

們需要增加預算。

故此，我們在人手上除了將會增聘特教老師及康復師外，也計畫招聘社工人員為貧困家庭、孤兒、山區

貧困兒童的心理需要提供專業輔導。

除了人手上的需要，我們希望把雲彩引導式教育中心建立成為培訓實習點，所以自身需要更深的專業培

訓及臨床指導，2014年計畫邀請專家指導及派員實習。除了康復與教育的培訓需要，我們特別是社工方面的

培訓更為需切，計劃邀請香港社工專才到南寧指導培訓。

由於特殊兒童的體質較弱，常有癲癇及高燒，貧困家庭往往需要申請緊急醫療。由於服務的孩子增多，

申請緊急醫療的孩子也增多，2014年計畫增加緊急醫療基金，讓更多有需要的孩子在緊急時得到幫助。

為了能穩定開展工作，我們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2014年會通過不同的活動，讓更多人參與雲彩的

工作。

雲彩行動感謝你們一直的支持。

2014年我們的需要

DR. Clare Cheng
Hon. Rehabilitation Consultant

David Tang
James 1:27 Network’s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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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行動服侍團隊
中港美三地大合照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中國廣西南寧富德新村路第十一組
紅日江景小區對面綜合樓房自編11號C棟2樓（居晚安酒店直入）
Block C, 2/F, 11 Hao Fudexincun Road,
11 groups, Zongheloufangzibian, Nanning, Guang Xi, China

郵編 Area Code: 530033
電話 Tel: 86-771-5614459

香港辦事處 Hong Kong Office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79﹣85號文咸中心18樓02室
Rm 1802, Bonham Center,
79-85 Bonham Strand, Sheung Wan,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3488-4395
傳真 Fax:（852）3016-8685

美國辦事處 U.S.A. Office

16 Corning Ave., Suite 206
Milpitas, CA 95035
U.S.A.

電話 Tel: 408-834-0219
網站 Website: www.slining.org
電郵 Email: info@slin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