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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行動年報 2011

以生命改變生命
  Our love will change their lives

 香港HK

 

中國CHINA

雲彩行動服侍團隊 
兩地大合照



宣言：“以生命改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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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彩行動的理念:

我以建立這幸福大家庭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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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12年，回想由2005年開始到今天，世界未日的傳言紛紛，有人
忐忑不安，有人多番揣測, 引起多方回響……

對於我個人而言，每天只希望活得有意義，今天的事今天當，明天
的事由不到自已去掌握。在我生命領受的旨意就是去繼續實踐幫助
更多的孤兒寡婦；殘障孩子及有需要的貧窮人，這信念我一直堅持
不變……

假若有天，當你在安逸忙碌的生活中，遇見一群原本應該是無憂無
慮，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卻因為身患殘障或遭遇父母離世的不幸，
而要每天過著無助無愛的生活；沒有温飽、沒有喜樂、沒有將來、
當看著他們的生命,像無望的看不見明天。我想,我就很自然地從心裡
湧出一股動力，渴望能為這群不幸的孩子盡一點心力，把希望與關
愛帶給他們，在孩子們孤單困苦時，堅定與他們同行。

這就是雲彩行動的開始，因為我相信，愛可以祝福生命，愛可以改
變生命；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生命。

隨著雲彩行動一步一步的擴展，受助人數逐漸上升，我就像親自建
立了一個大家庭；而這個大家庭裡：有失去父母照顧及關愛的孤兒
、有在貧困山區讀書的貧苦學生、有甘願面對各樣委屈困難，全心
全意為他們的殘障孩子付出一切的偉大母親、也有對生命充滿盼望
喜樂，在雲彩工場工作的殘障青年人，每個人在我心裡都是看為寶
貴的。

有時, 看著大家庭裡每張臉孔，總不期然地想著屬於他
們背後的每一個不幸故事。然而，當你發現在他們的
臉上再找不到那曾經屬於他們不幸的印記、骯髒的外
表以及掛在臉上的哀愁；今天換來的，卻是充滿喜悅
的笑容和對生命的冀盼。你便會發覺，施比受更為有
福，生命原來是可以這樣滿足及有意義。

楊偉基 （雲彩行動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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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山區孩子的教育及生活需要。此
外，我們亦援助腦癱孩子及殘障青年，為他們提供康復及
工作培訓。我們亦為貧困及有需要的人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我們盼望由廣西開始，於不同省份設位援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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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貧困的環境，為每個人重建生命的尊嚴及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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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的首府是南寧，由香港乘機至南寧約個多小時。雲
彩工作室及教育中心設於南寧市中心。而大化的雲彩關
愛中心及天等關愛中心則位於南寧週邊的山區，車程分
別是兩個半小時及三個半小時。而進入山區學校亦需由
大化驅車約三個小時方可到達。

大化山區學校

廣西省

南寧

雲彩特殊兒童康復中心
雲彩工作室
  天等關愛中心
大化縣雲彩關愛中心

我以建立這幸福大家庭為樂

感恩回顧

雲彩關愛中心

貧困山區孩子生活及教育

雲彩特殊兒童康復中心

雲彩工作室
貧困孩子緊急醫療援助

腦癱孩子（譚子米）媽媽感恩的心

  1﹣2

  3﹣4

  5﹣6

  7﹣8

9﹣10

11﹣12

13﹣14

15﹣16

17﹣18

19﹣20

21﹣22

23 - 24

25 - 26

雲彩行動扶貧地區概覽表

南寧吳圩國際機場

2011財務概要

終此一生 此愛不渝

雲彩行動的理念及宣言

雲彩行動扶貧地區概覽表
目錄

重拾母愛的喜悅

大化山區弄冠小學 瑤鄉新希望
弄冠小學2011年援助總結

雲彩行動項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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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11

2010

感恩回顧
回想2005年我和丈夫Chris開始接觸殘障孤兒，彼此經過了一
段的相處時間後，感到他們跟正常人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社
會人士欠缺給他們發展的機會與空間。因著這原因，我們便
決定設立一所培訓工作室，讓這群青少年有機會進入社會工
作，經過培訓，如今他們已能懂得獨立工作與生活，透過工
作更能慢慢地建立人際關係，尊嚴及自信心。

Nov

雲彩行動正式在香港註册成為非牟利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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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廣西大化縣開始籌建一所孤兒院，大化縣是廣西
最貧窮的縣，我們希望透過這服侍來幫助及改善當地的
貧窮；祈盼雲彩之友及成長了的殘障孤兒團隊，齊讓這
祝福大大的進入這個鄉土。

April
雲彩關愛中心臨時院舍開幕，為大化縣的孤兒實踐了
“給孩子一個家”概念。中心內將設立九個家庭，每
個家庭由一對夫婦照顧六個孩子並賦予生活、教育及
全人照顧，讓孩子們在正常環境下健康地成長。

Nov
11月開始冬天十分寒冷，經呼籲“送暖行動”後，有
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捐贈衣服，有收到400件羽絨服給
孩子及100件大人的羽絨服來支持這次行動，也有收到
綿被及床架給學生。另外，我們每月為孩子增添伙食
費，每位孩子可以分得一些額外的餸菜，希望能改善
他們的營養。

雲彩關愛中心開幕典禮及陳法蓉小姐在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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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陳友先生於雲彩餐會中分享他兒時母親
的含辛照顧，道出有腦癱孩子的媽媽不放
棄照顧殘障孩子十分偉大。

於此愛不渝音樂會中，陳敏兒小姐分享她
照顧血癌兒子的經歷，並對照顧腦癱孩子
的媽媽所面對的艱難表示敬意。

雲彩行動於2011年12月正式開辦雲彩特殊
兒童康復中心，孩子們在進行康復治療期
間並接受適當教育，讓孩子們預備爭取到
就讀正常學校，接受正常教育並將來能在
社會謀生，自食其力。

2005

2009
雲彩行動正式成立。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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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收養人數（資助）

2010年4月                                 8
2011年1月                                30
2012年1月                                51

1. 雲彩關愛中心（山區孤兒）
廣西大化山區有很多孩子因父母雙亡或父親去世及被母親拋棄而成為孤兒。雲
彩行動與當地政府合作開辦關愛中心並收養孤兒，中心以家庭模式照顧孩子起
居飲食及學習讀書，每個家庭均設有飯廳、廚房及睡房；另附設公共電腦房、
活動室及小型圖書室等。

每6個孩子組成一個家庭，由代父母如家庭般照顧起居飲食，進行助養助學；
並安排孩子們於市鎮內的小學就讀，好讓他們擁有一個「家」；接受正常教育
及健康地成長。

1.雲彩關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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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貧困山區孩子生活及教育

廣西山區是中國最貧窮
地方之一，大化及天等
是其中的山區並居住有
許多少數民族，由於山
路崎嶇偏遠而缺乏支援
，居民的生活十分清苦
，為幫助孩子們改善教
育及學校設施，並加設
洗手間、浴室及飯堂，
我們現資助三所小學。

年份    

2008 ﹣2012

2009 ﹣2011

2010 ﹣2012

學校名稱

天等縣關愛中心

龍萬新村小學 

北景小學

人數

90  

60

330  

資助項目

教育,膳食

教育,膳食

教育,膳食, 床架, 
被褥, 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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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資助家庭

2009             14
2010             16
2011             20

3.雲彩特殊兒童康復中心

     (腦癱及自閉症孩子)

 

雲彩並於2011年12月正式開辦雲彩特
殊兒童康復中心，讓孩子們在進行
康復治療期間並接受適當教育，幫
助孩子們爭取到正常學校讀書，將
來能在社會謀生，自食其力。

在廣西許多農村及山區，一些父母因孩子
出生或成長階段患病延誤醫治而不幸患上
腦癱，身體腦部機能受損，部份肢體不能
正常活動，日常生活沒法照顧到自己，嚴
重的四肢更不能郁動。這些孩子自小需要
長時間進行康復治療，才能恢愎自理。

孩子們的父母每每因支付沉重醫療費用
而負債累累，以致生活十分貧困。我們
於2009年開始資助14名腦癱孩子的康復醫
療費用，讓孩子們取得自理機會，從而
減少父母因沉重負擔而欲放棄照顧孩子
，避免造成社會上有更多孩子被遺棄。
並且提供心理輔導講座，讓孩子們的父
母減少壓力，學習及幫助孩子一起地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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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2005年設立雲彩工作室，開拓就業機會予一些殘障孤兒 -- 
因他們的身體缺陷以致尋找工作特別困難。現工作室聘用約10位
殘障青年，藉此讓他們學習一技之長，自力更新。不但讓他們有
安定的生活，更帶領各人參與扶貧活動，回餽社會，在社會上成
為有用的人。

4.雲彩工作室

工作室並設有音樂培訓，為殘障孤兒們組織一
隊音樂團隊，並製作了兩集音樂CD，所有歌均
是孤兒們作曲，編寫及主唱；藉歌曲去接觸及
鼓勵更多有需要的貧困人士。

CD名稱  :
i/.  恩愛無陷
      (歌曲襌述孤兒們的心聲，內容真摯感人)
ii/. 我為你奔跑
      (腦癱孤兒雖不能清晰說話，
       以奔跑表達對生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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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貧困家庭或孤兒因沒有經濟能力，孩子於急病時未能及時
醫治以致後果嚴重、甚至死亡，透過緊急醫療援助，我們盼望
能幫助有需要的人重獲寶貴的生命。

5. 貧困孩子緊急醫療援助

曾獲資助其中2個個案:

韋小慧（9歲）
與兩個弟弟都是孤兒並在關愛中心接受
照顧。由於小慧背脊骨嚴重彎曲，故此
帶她到香港接受專科醫生檢查，現小慧
必需接受手術，否則背脊骨越來越彎，
會影響心肺運作，現正籌募醫療手術費
用以作安排。

韋珊月（6個月）
這孤兒是心臟病患者，有一對結婚17年仍沒有

生孩子的夫婦想收養，但兩夫婦因家貧沒有能

力支付龐大手術費，唯有放棄收養。經雲彩緊

急醫療幫助下，女孩於手術後已逐漸康復，現

由養父母接了回家繼續養育她。

曾記得我六歲那年，在一次砍樹木當中，爸爸出了意外，永遠的離我們而去了，而媽媽對
我們說是出去打工，但從此沒有回來過。我和弟弟只能隨著伯父一起生活。往後的日子，
伯父和堂哥都去了廣東打工。只剩下我和弟弟相依為命了，我和弟弟的起居生活都是靠著
鄰居的幫助，互相照應才能過每一天。

2011年，我和弟弟有幸來到了大化雲彩關愛中心，在這裡我尋找到了久違的“母愛”，過
上了温暖開心與快樂的生活。但有一件事卻讓我感觸很深......

那是2011年8月28日那一天，從香港來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們來和我們中心的孩
子一起搞活動。活動中有話劇、唱歌、跳舞、捉迷藏等，但這些活動中的項目我都不喜歡
，我就獨自坐在一邊悶悶不樂，愁眉苦臉的，那些看到我那樣子的哥哥、姐姐都過來詢問
我哪裡不舒服，我說：「沒有。」那天我就是那樣的我行我素，誰也不去理會，就獨自一
個人走出了活動室，自己玩自己的去了。到晚上，我們一家人在一起共餐的時候，阿姨卻
忍不住的在餐桌上批評了我。阿姨說：「今天我的態度或做的事情，她很是難過與傷心。
我們在“愛”中快樂的成長，應該要有一顆“感恩的心”，去感激于人、回報于人。從香
港來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是很善心與愛我們的，他們大老遠來看望我們一次，真
的很不容易。活動的好玩與否，著重在於“參與”，只要你有心融入到一個群體中去，你
就會活得開心與快樂。大家一起玩，一起開心，那才是真正的快樂。我聽了阿姨一席話後
，我的眼淚猶如斷了綫似的不停的往下流。是的，我只顧自己的，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我
真的錯了！

以前，在老家的時候，我打了人，左鄰右舍沒有一個人說我做得不對，有的還說：「我打
得好！」現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對的，阿姨會表揚我，鼓勵我；做錯了，阿姨都會
批評與指正，希望我改。阿姨看到我不舒服，就會找藥給我喝，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難以言
表。

說真的，我很想叫阿姨一聲“媽媽”。

廖景官

重拾母愛
 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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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兒子子米自從被診為腦癱後，我的家就反對要這個
孩子。這兩年多，為了他我和家人爭吵不斷，每次因為他鬧到
離婚，2010年的9月是最嚴重的，他們又一次提到遺棄孩子，說
要這個孩子會連累一家人，不但父母辛苦一輩子還會耽誤兩個
女兒上學，如果沒了他這個家的負擔會輕些，我對他們說。孩
子是無辜的，不要因為負擔重，困難就想到丟了孩子。如果丟
了他的命會是如何，命不好只有死，那樣我的心會一輩子痛，
會一輩子不安。如果得病的不是他，而是你們其中一個，我也
會是同樣的選擇。

 沒想到他們的心這麼狠，要我二選一。離婚或丟掉孩子
，如果選孩子他們不會給我一分錢，當時的我絕望到底了，心
好像有一把刀在一刀一刀割！兩年多我一直堅持，沒有人理解
，沒人可以傾訴那種感受，好難過，好累。最後我說不服他們
就帶孩子來南寧，在車上我是一路哭到南寧，我找了區康領導
說明我的情況後，他們說不要傷心，我們幫你與家人溝通，幫
你聯系雲彩。當雲彩知道我情況後，來到區康找我，對我說他
們願意幫助我的孩子，當時聽了這句話。原本絕望的心情一下
子消失了，在我的心裡只有希望，我兒子才得繼續康復。我還
感受到他們不單單愛孩子，關心孩子，還愛家長，關心家長，
然後給家長安排一些課程去放鬆心情、增加信心，對孩子的復
康得著很大的鼓勵。

 

腦癱孩子(譚子米)媽媽

感恩的心

 有了幫助，兒子逐漸康復，更援助大女兒去上學。丈夫
的態度沒那麼堅決，還有我跟他講這個社會越來越多人關心殘
疾孩子，雲彩跟我們無親無故，而他們為了我們的孩子盡心盡
力，作為親人你們卻怕負擔，怕困難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放棄
，經過多次與丈夫溝通。每次活動後，我都會打電話跟他講，
這次活動孩子很開心，有什麼吃什麼孩子跟那些人玩，他也開
始體會到孩子的快樂，了解到雲彩同工給予的愛心，關心。

 我很感謝雲彩，如果沒有他們，今天的我和兒子可能已
在某一個角落流浪或乞討，此刻有說不盡的感恩，謝謝每一位
曾經幫助我們的人士，從黑暗把我拉到光明，並幫助我的家庭
和婚姻才得重生。

譚子米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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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見羅春豔，話語不多，身上的衣服陳舊不堪，臉上，手上黑呦呦的顏色，經詢問，她是穿著
姐姐舊的衣服，因為還需要在家裡幫忙幹活，所以，若不是節日上街或在學校裡，春豔平日也不舍得穿
新衣服，以免弄髒。

 在瑤鄉，家裡的大人們都認為送女孩子去上學讀太多的書沒有實在的益處，所以能在村學校讀到
六年級的女孩子都非常的少，春豔是非常幸運的孩子之一。春豔家裡一共五姐弟；排第二，大姐羅春花
因為家裡勞動力缺乏，讀到五年級，就輟學在家，幫助父母務農和照顧年幼的弟妹。所以，春豔很珍惜
現在的讀書機會，十分的用功，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而春豔和兩個妹妹都是弄冠小學讀書，平時也
需要在學校裡照顧她們，三姐妹最開心的事，就是吃飯的時間，一起在宿舍裡談天說地。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的飯菜啦！”春豔一邊吃，一邊開心的說，“以前吃的，都是從家裡帶的米
、黃豆，現在有雲彩行動的資助，基本上每天都有肉吃”，（雲彩行動於2010年3月開始至今，援助弄
冠小學伙食項目，資助在校的270名住宿生）“我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和雲彩的叔叔阿姨們一起玩游
戲，學唱歌，也配手語，到時候叔叔阿姨們再來，我們就一起表演給他們看”（雲彩行動也不定期的組
織探訪團到弄冠小學與孩子們一起搞活動）。

 每次我們到弄冠小學，春豔都會跑過來打招呼問好，比起第一次到家裡探望的時候話語不多相比
，現在大家坐在一起，隨意都能聊出很多很多的話題，老師告訴我們，因為現在經常能和外面的人員（
即：有團隊來訪）在一起搞活動，游戲和聊天，孩子們的精神面貌比起幾年前來說，有了非常大的變化
，校園裡變得更乾淨，孩子們也活躍了很多，老師開玩笑的說：“我們老師現在說的國語，都快比不上
孩子們了！”

 “叔叔，等我長大以後掙了錢，也像你們一樣，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春豔在聊天的時候說起“
因為幫助別人，自己也會很快樂！”

 在弄冠小學裡，還有很多位像羅春豔這樣的孩子，因為家庭的貧困，弟兄姐妹的眾多，即便是一
般男孩子，能順利讀完小學的都很少，女孩子則就更加的鳳毛麟角了。回想起第一次去探訪的時候，春
豔的父親聊起這事，“家裡真的很困難呀，我們也知道春豔讀書很棒，但是如果她能讀，讀得好，就給
她多讀幾年，多識幾個字……”是呀，若是能讓孩子們多讀幾年的書，他們的前路才會更加的寬闊，一
個鄉村的希望也源於此。我們的路還有很遠很長，不斷的前行，收穫光明。

盧宜川 (項目工作員)
2012年4月20日

大化山區弄冠小學

瑤鄉新希望

相片中從左至右第2位女孩，
即為文中主人公：羅春豔。

 弄冠村地處大化瑤族自治縣西北部，這裡遍佈石山，素有“九分石頭一分土”之稱，裡面共有27
個農村，零零星星分佈在大石山中。弄冠村完全小學就坐落在這地區的中央，在校生都是來自農村裡的
瑤族、壯族小數民族。由於環境惡劣，土地匱乏，大多數學生家庭生活特別困難，學生家長迫於生計，
大都到外地務工，留守家庭的學生或隨年邁的祖父、祖母生活，或由年齡稍長的哥哥、姐姐管帶。

 2010年，我們瑤鄉這塊貧瘠的土地迎來了雲彩行動的愛心團隊，他們不顧疲勞、嚴寒，走進我們
的教室、宿舍，走訪學生家庭……看著衣著單薄的孩子們光著腳，在春寒料峭裡學習和生活；孩子們蓋
著又薄又破的棉被在搖搖晃晃的小床上睡覺；午膳時端著用玉米面蒸的黃豆飯……

 在雲彩行動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並所聯繫的熱心人士的幫助下，一批又一批滿載著愛心的援助
物資運抵我校。

——2010年5月，學生宿舍裝上60床堅固、漂亮的鐵床；
——2010年12月，200多內宿生獲贈蓋上了嶄新的棉被。
——2011年1月，春節到來之際，200多孩子穿上從香港空運過來的嶄新的羽絨服。
——2011年11月，學前班的孩子們換上全新的課桌椅。
——2011年12月，全校300多學生都穿上嶄新的休閒、運動鞋。
——2011年以來，上千件的文具擺上學生的書桌，上千件各式各樣新奇的玩具讓孩子們的童年變得多姿
多彩。
——2011年以來，十數次的現場義演、手拉手活動溫暖了孩子們的心，開拓了孩子們的視野。
——2010年9月至今，由雲彩行動援建的學生營養餐工程每天為我校全體內宿生提供營養、美味的中餐
、晚餐。

 從2010年至今，在雲彩關愛中心及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的關懷幫助下，學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們對“雲彩行動”為弄冠小學捐資助學的義舉深表感謝，向所有關心支援弄冠小學教育事業發展的
各級領導、社會各界愛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致以崇高的敬意！衷心的希望“雲彩行動”今後繼續
支援我校的教育事業發展。相信在你們和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的關懷、幫助、支援下，我們的教育事業步
伐將繼續加快。我們的教育事業將掀開新的篇章！

韋振宏 (弄冠小學校長)

弄冠小學

2011年援助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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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雲彩行動董事會 2011年1月至12月財務概要

項目名稱

1. 雲彩關愛中心（山區孤兒）

2. 貧困山區孩子生活及教育

3. 雲彩特殊兒童康復中心

 （腦癱及自閉症孩子）

4. 殘障青年工作室

5. 貧困孩子緊急醫療援助

6. 宣傳籌款活動

7. 行政費

                    總數

項目預算
（港幣）

1,345,000

310,750

1,036,250

150,000

76,250

501,000

423,000

3,842,250

雲彩行動幹事

2012年我們的需要 大化雲彩關愛中心及
山區貧困孩子助養項目

殘障兒童教育康復服務項目

大學生孤兒助學及
孤兒關愛行動項目

宣傳費

行政費

香港捐款收入 73.9%

外地捐款收入 23.3% 

其他收入 1.7%

外匯收益 1.1%

我們為著2011年各界人仕對雲彩行動的大力支持而感恩。雖然我們在年初面臨赤字，但最終
於年尾有盈餘。我們的支出亦和預算相當接近。我們更收到不少捐贈者慷慨的捐輸，以至
2011年能夠籌得充足的的資金。我們非常感恩，因著各界的支持，我們能夠籌得足夠的資源
，讓我們可以繼續推行及發展多項扶貧的項目。

雲彩行動會繼續確保所籌得的一分一毫都會經過嚴緊的審核才使用。我們盡量減省行政費
用之餘，亦確保每一個項目都能有效地進行。於2011年，我們所籌得的款額比往年多出69%
。我們的支出亦多出42%。支出的增加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雲彩關愛中心所接收的孩子
數目增多。第二，雲彩引導式教育中心正式開幕。於2012年，新開的引導式教育中心將繼續
會有支出，但主要的支出都是一次過的費用。而其他項目的支出變動不大。於2012財政年度
，我們希望能夠籌得更多的捐款，並且不只是一次性的個人捐款，我們希望能夠收到更多
每月定期的捐款及教會定期的資助，使我們能夠更容易預測我們的收入亦能夠更隱定發展
長遠的項目。預計於2012財政年度，支出會增加10%。增加的原因是因為各項目的受助人數
都在增長。

我感謝每一位捐贈者參與我們這極具意義的事工，盼望來年亦能得到你們的支持。願每一
位慷慨捐輸的朋友都能得著更大的祝福。看見更多有需要的生命被改變，被我們付出的愛
觸摸，我相信你們的捐助絕不徒勞。

Andy Wong
財務總監

65.2%

14.6%

4.0%

5.1%

11.1%

項目支出分配
總支出：HKD$2,918,441.22

項目資金來源
資金來源總數：HKD$4,104,8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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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行動項目報告

  於2011年，大化雲彩關愛中心搬遷到當地民政局提供的新院舍，新關愛中心於1月7日正式開
幕。 我們透過考察探訪，總共從大化的山區接收了孤兒54人，讓其入住關愛中心。 為了讓這
群曾經不幸的孩子可以健康成長，過著正常孩子的生活，我們除了讓孩子們有屬於自己的家庭
，有代父代母愛護，更關注孩子的生理、學識及心靈上的須要，讓每個孩子得到全人發展。

- 孩子得到家庭般的照顧：

  我們將6個孩子組成一個家庭，除了添置家庭的基本設施之外，每個家庭招聘一名代母(孩子
叫作阿姨)， 阿姨帶上自己孩子及丈夫同來到中心和孤兒一起生活，組成家庭，以家長的身份
來照顧孤兒，讓孩子感受到家庭的生活。

  為了給孩子有健康的身體，中心定期讓孩子到醫院進行體檢和接種疫苗；阿姨十分注重孩子
的健康，孩子生病時都能及時發現及就醫。  經過努力，孩子在一年裡可以得到均衡的營養，
體重有很明顯的增加，也養成了基本的衛生習慣。

  為了讓阿姨有能力照顧好孩子，2011年我們定期給他們提供培訓。培訓內容包括兒童保護、
衛生營養知識等。

- 使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

  這些孩子的年齡從2歲到12歲不等，需要上幼兒園及小學。 為了讓他們得到良好的教育，我
們考察了當地的小學、幼兒園，並與學校交涉，安排孩子們上學，同時為孩子提供上學所需的
各種費用，保證孩子能接受教育。

  因為孩子們之前缺少家長對其學習的幫助，所以學習基礎普遍較差，加上環境的改變，孩子
在學習上遇到較多的困難。 於是我們給孩子進行課後輔導，幫助他們克服困難。 在課餘時間
，我們組織全體孩子外出動物園遊玩，促進孩子增長知識，開拓視野。 另外，對於學習成績
優秀的孩子，我們組織其到南寧科技館參觀，作為獎勵。

  在每個家庭中，孩子與阿姨之間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孩子的狀態也有了很大的進步。  有些孩
子剛來到中心時不敢與人交往、不能用語言表達自己、甚至有的不會哭泣，但現在，他們在情
感上、生活習慣都有很大的改善。  這些改變都與孩子、全體員工的努力分不開的。

i. 大化縣弄冠小學資助內容

﹣改善孩子的營養：

    大化北景鄉弄冠小學共有270名住宿生，因山區的貧乏，這些孩子原本每頓飯都是“黃豆蒸
飯”，身體普遍營養不夠。 為了改善及滿足孩子日常飲食的基本需要，我們資助這些學生伙
食每餐飯有肉有菜，這些肉菜對城市的孩子來說像是理所當然，但對山區的孩子郤是佳餚美食
，隨著項目的開展，孩子的營養逐步提升。經過一個學期資助，健康體重也有所增加。 同時
，作為項目配套，我們添置學生廚房設施，改善了學校的廚房條件。

﹣其他的幫助：

   2011年春節前夕，天氣極為寒冷，山區孩子普遍衣著單薄，缺乏寒衣保暖，我們得到熱心人
士資助，為弄冠小學和什隴小學生以及關愛中心的孩子送上了400件羽絨服，讓兩間學校的學
生過著溫暖的春節。

ii. 大化縣龍萬小學資助內容

   為龍萬小學63名學生（其中孤兒人數為39人，特困學生24人）提供伙食補助，使孩子們有充足
的營養。 因學校教師缺乏，為此幫助學校聘用一名教師，使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 為了鼓勵
孩子好好讀書，並獎勵學校 26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到南寧動物園開展活動。

iii. 天等縣關愛中心（孤兒院）資助內容

  我們同時支援其他有須要的孤兒院，使孤兒得到更好的福祉。 我們為天等縣關愛中心的80名孤
兒提供伙食補助，除了改善他們的伙食，並資助該中心3名孤兒上初中的生活費，鼓勵他們繼續上
學。

iv. 山區探訪孤兒

  我們希望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孤兒、貧困兒童，故此我們定期探訪山區孤兒及貧困兒童。 2011
年內，我們持續在大化縣進行探訪，共探訪58名孤兒及貧困兒童，給他們帶去書包、文具、衣服
等一些生活及學習的必需品；更進一歩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為下一階段扶貧工作做好準備。

i. 康復訓練資助（區康）

   很多腦癱兒童都來自廣西不同的地區，他們的父母為了孩子的康復，需要搬遷在南寧工作、生
活。 當中不少貧困家庭面臨經濟困難，生活壓力很大。 我們為這些家庭提供租房生活補助，讓家
長可以安心的帶孩子做康復。 康復期間，我們也注重孩子與人溝通及進入正常學校接受教育，並
引導家長之間的互相支援及培訓，當中共組織了3次戶外交流活動，給這些家庭注入健康的社交。
  
   本年度共資助24名腦癱兒童在廣西康復中心進行物理康復訓練，在康復過程中，孩子們都有著
不同程度的進步，2011年雲彩資助的其中4名孩子康復理想，更可進入主流學校讀書，家長感到無
比鼓勵；我們更培訓家長之間建立互助關係，彼此鼓勵，在日常生活中有互相幫忙一起與腦癱孩
子努力地成長。

ii. 引導式教育及康復培訓

  引導式教育中心從8月開始籌備，包括場地、人員、康復器材添置、人員技能培訓等預備，12月
28日中心正式成立，共接納了15名弱能兒童，並對其進行了初步評估後分為兩個小組，為孩子提
供結合康復與教育的服務。

- 資助福利院孤兒上大學

    我們資助4名福利院孤兒上大學的學費、生活費，圓了這些孤兒的大學夢，本年已有三名學生大
學畢業，並已經找到工作，在社會上自力更生。

﹣為殘障青年提供社會服務機會

   組織殘障青年到大化縣雲彩關愛中心開展寓教於樂活動，將快樂帶給中心的孩子外，同時也讓
這些青年感受到自身的價值。

   7月救助一名約7個月大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女棄嬰，資助她進行心臟手術。手術順利並康復出
院，孩子得到好心人的收養，雲彩行動再次探望孩子，孩子的臉上已有笑容。

殘障兒童教育及康復資助項目

大化縣雲彩關愛中心

大化縣山區弄冠小學、龍萬小學
    、天等縣關愛中心及山區探訪孤兒資助項目

廣西殘障青年資助項目

中國雲彩項目主任 韋玉琴 (2011)

緊急醫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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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此一生 此愛不渝

雖然不曾 聽你說聲謝謝
雖然從沒期望從你可得什麼
但你的歡笑 你每愉快的眼神
卻是每一天鼓勵我的力量
 
雖常面對 略帶期視的目光
雖常應付 不能安慰的同情話
但我每滴眼淚 每次夜半的哭泣
讓我更明白我是多麼的愛你
 
如果一生只能完成一個夢想
那就是願你得著幸福快樂
如果在生命裡尋找光輝片段
那一定是與你渡過的每一個時刻
 

啊....我最疼的至寶
你可知道 此愛不渝

我也不明白 那裡來的堅持
也許是上帝造我之時

已讓我愛你 一生一世
 

啊....我會愛你一生
我只知道 此愛不渝

我終於明白 那裡來的堅持
是因為上帝造我之時

已讓我愛你 永不放棄
終此一生 此愛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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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改變生命
  Our love will change thei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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