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our Love Changes Lives
以生命改變生命



雲彩行動願以真誠的愛與行動，扎根貧困的鄉村，幫助及祝福貧困地區的孩子；幫助社會上最

邊緣、最無助的殘障孩子及其家人；不但賦予教育及基本生活的需要，更重要是讓每個受益人

的生命得著改變，擁有喜樂與盼望；通過整合社會各資源，借著人與人彼此的關愛和幫助，發

揮人世間的真善美，如雲彩圍繞般的溫暖和關愛，滋潤每一個寶貴的生命。

以不離不棄的愛與你同行；
以生命改變生命帶來盼望。

我們力求專業

我們是好的合作夥伴

我們是好管家

我們與困境中的人同行

我們珍惜人的生命

我們相信愛可以改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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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孩子的教育及生活需要。我們
亦為腦麻孩子提供康復訓練與教育、為殘障
人士及婦女提供就業機會、為病童提供緊急
醫療援助、為困境兒童和留守及流動兒童提
供關愛與照顧，為兒童提供品格教育課程。
2017年起，服務更拓展至缅甸，為當地孤兒
及腦麻兒童提供服務。2019年，越南雲彩
康復中心亦正式投入服務。我們盼望用愛
心與行動讓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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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生命
的尊嚴及盼望。

使命宣言
「以生命改變生命」

孤兒援助
以家庭模式助養無人照料的孤兒

緊急醫療援助
為病童提供及時援助

同行復康路
為殘障及腦麻兒童進行康復教育及
訓練，同時為他們的家庭提供援助

殘障人士就業及培訓
開設雲彩工作室，為殘障青年及婦女
提供工作機會及培訓

困境兒童、留守兒童及流動兒童援助
為困境兒童、留守兒童及流動兒童
提供關懷服務

品格教育課程
以藝術治療的方式教導兒童好品格

山校樂無窮
改善山區兒童的生活及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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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我們的

承諾
我們的

我們的
核心信念

我們的
目錄工作

我們的



廣西
南寧市

香港河內

南翁

臘戌

弄曼

彬烏倫 大化

越南

當陽
南站

仰光

2005

2009

2007
創辦人Chris和Lydia舉家從美國
移居南寧，在中國創立「雲彩行
動」，幫助殘疾孤兒及為殘障青
年提供就業機會。

雲彩行動正式成立，及開設雲彩工作室。

2008

開展緊急醫療救助項目。

2010

雲彩大化關愛中心開幕。

2011

南寧開辦雲彩康復中心。

2014

開設兒童成長家園，為留守兒童及困境中的兒童提供服務。

2016

參加在匈牙利舉辦的「國際引導式教育論壇」，並在論壇
上分享實行引導式教育經驗。

2018

緬甸新雲彩家園興建及搬遷。

緬甸新雲彩家園內興建雲彩浩恩學校。

於越南河內成立雲彩康復中心。

2012

雲彩行動在香港成立及註
冊成為非牟利機構。

開始關注山區學校的貧困
兒童，並開展支援服務。

為貧困家庭的腦麻兒童，
提供康復訓練費用資助。 

‧
 

‧

‧

‧
 

‧

2013 擴展南寧腦麻兒童康復中心。

雲彩開展社區孤兒助養項目。

‧

‧

‧

‧

‧

擴建緬甸新雲彩家園 。

於緬甸仰光成立仰光學生中心。

於大化成立廣西青空間。

‧

‧

‧

南寧康復中心開展特教班。

2015

南寧雲彩康復中心開設重症
弱能腦麻兒童日間照顧服務。

美國「故事悅讀」義工計劃。

‧

‧

‧

‧

‧

2017

2019

大化雲彩關愛中心搬遷至新家園。

南寧雲彩康復中心開展遠程教育
課程。 

緬甸曼德勒省彬烏倫市建立雲彩
家園。

在緬甸開展助學項目，地點包括：
南翁、南站、臘戌、弄曼、當陽。

於緬甸仰光開展伊甸殘障兒童中
心，為腦麻兒童提供引導式康復
教育項目。

緬甸

曼德勒

越南

越南雲彩康復中心河內

中國

緬北地區

仰光

燈塔226 ( 品格教育課程 )

南寧雲彩康復中心
雲彩工作室
同心源

緬甸雲彩家園
雲彩浩恩學校

南翁雲彩普益學校
山區學校

伊甸殘障兒童康復中心
仰光學生中心

南寧

大化雲彩關愛中心
山區學校

廣西青空間

拿銀社工站

兒童成長家園

大化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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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在緬甸的事工發展已經有四年時間，經歷這幾年迅速的發展，緬甸雲彩的社區服務已經全面發展了。

看見了山區貧困向學的青少年教育上的需要，我們在仰光地方成立了學生中心，對像是初高中的青少年。雲彩
希望重點培育少年的德育，陪伴學生成材，讓他們將來能更好的服務社區，配合緬甸社會的發展。學生中心項
目豐富了雲彩項目內部的受益兒童年齡段，同時也是雲彩在緬甸開展不同種類項目的嘗試。

透過EDEN特殊兒童康復與教育中心的加入，雲彩在腦麻和殘障兒童的康復與教育上有一系列的參與，預計來
年服務人數將會大大增加。透過專款專用，我們已經完成了購地的所需步驟，向著一個全新的特殊兒童康復與
教育中心又邁進了一步。

從照顧兒童的彬烏倫雲彩家園，和仰光的康復中心，緬北的各學校，到照顧兩地的青少年學生中心，雲彩事工
努力地向各個不同的年齡層服務。

在這裡與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公室在2019年底公佈的2019年NGOs (社會組織) 50個 扶貧
優秀項目案例中，大化縣雲彩關愛中心「大化县雲彩關愛中心助力大化瑶族自治縣扶贫」榜上有名！這是一個
國家級的榮譽，也是國家給雲彩事工的一個肯定。加上香港雲彩在同年也完成了中國海外社會組織的全部申請
程序，已經被國家正式批准和認可參與支持中國雲彩的各項事工，我們在中國的社會服務項目將會有更大的發
展空間。

透過這許許多多的社區服務，雲彩可以在行事上接觸不同年齡層，幫助大大小小的孩子與他們的家庭，見證了
無私的愛，美善與真實。

劉中亞
董事會主席
劉中亞

社區服務，全面發展

雲彩義務總幹事感言

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不確定性成為2019年的標記，雲彩行動卻在這不確定性的氣氛下，穩步完成2019年
的計劃。自從2017年雲彩行動首度在香港倡導每逢10月舉行的世界腦麻日，2019年舉行了第三屆的腦麻倡導活
動，策劃了「與腦麻同行嘉年華」，活動提前在艷陽下的5月12日圓滿舉行；8月雲彩舉辦了「二手書包回收活
動」，成功收集超過1800個二手書包送贈廣西山區及緬甸孩子；11月3日雲彩在清水灣的香港三育書院校園舉
行了「上海商業．雲彩行動慈善步行」，有三百多名支持者報名參與；一年一度的「雲彩慈善餐會」亦在11月
26日於歡樂感恩的氣氛下完成。另外，在10月底，我們安排了緬甸雲彩家園的孤兒李正翠由緬甸來到香港接受
駝背手術治療及進行結核菌侵入脊柱的醫治，手術最後亦順利完成。回頭數算，這一切不單因雲彩一班緊守崗
位同工的努力，更因一眾來自各方的支持者與雲彩同行，在資源、專業及精神方面給予我們極大幫助和鼓勵！ 

雲彩行動在中國廣西、緬甸及越南的工作項目也不負眾望，多個項目都超額完成。緬甸彬烏倫雲彩家園「給孤
兒一個家」的孤兒助養項目，幫助人數的目標達成率是102%，在兒童的健康方面，我們為孩子提供疫苗注射及
培養他們建立個人衛生習慣；在日常照顧方面，我們加強了兒童的營養飲食，令他們的身高體重提高了80%至
98%；在教育方面，從大部分孩子失學至現在入學率達到100%；在心靈成長方面，雲彩更特別設計了品格教育
課程，幫助兒童學懂付出，學會表達。此外，在仰光特殊兒童康復項目中，雲彩與合作夥伴 Eden Centre 推行
引導式教育，為來自貧窮家庭的腦麻兒童提供康復訓練、教育及家庭方面的支援，成效相當理想，而且亦獲得
雲彩支持者的認可，願意提供更多資金予 Eden Centre 覓地興建康復樓，以服務更多腦麻孩子。 

廣西雲彩殘障兒童項目、留守兒童項目及流動兒童項目已經成熟，除了服務兒童人數增長之外，在技術與經驗
方面，更成為雲彩行動其他地區服務的培訓基地，特別是殘障兒童項目，更為緬甸 Eden Centre、越南河內康
復中心及大化雲彩中心提供師資培訓。廣西雲彩與大化雲彩服務的優秀表現更獲得國家數個優秀項目獎，特別一
提是廣西雲彩獲得的2019年度全國青年社會組織「夥伴計劃」三星級優秀獎，大化雲彩扶貧項目在2019年
國務院扶貧辦社會組織扶貧案例研究項目中榮獲「社會組織扶貧50佳案例」。雲彩國內人員量與質並重的服
務精神，實在是對雲彩行動的支持者最好的回報。 

雲彩行動的董事們欣喜國內與緬甸等合作夥伴都能本著雲彩的使命服侍，更以溫柔和關愛的心腸對周邊困境兒
童的需要作出敏銳的回應，就如雲彩家園回應龐大失學兒童的需要，成立教育部，開辦了「浩恩學校」一所漢
語學校，不單讓雲彩家園的孩子能上學，也惠及周邊的貧窮兒童，還有山區兒童資助項目和山區孤兒助養項目
等等；在廣西，雲彩為進入青少年階段的腦麻孩子開拓未來就業機會，成立雲端職業培訓的先導項目。未來的
一年，廣西項目會繼續深化，而緬甸項目亦會加以拓展，以扶助更多困境兒童，如因家貧缺乏栽培的兒童和少
年人等。這些迫切的需要，雲彩行動的董事與同工們都一一記掛，也深信一直支持雲彩行動的朋友會繼續與我
們同行！

鄭毓君
義務總幹事 ( 香港 )
鄭毓君博士

雲彩行動02 04SILVER LINING FOUNDATION

董事會主席
分享 分享

總幹事



越南針對腦麻孩子提供的支援及教育相當缺乏，令很多腦麻孩子未能及時接受康復訓練及治療，影響終生。為
了幫助他們，我們已於越南河內成立雲彩康復中心，同時培訓當地導師，為越南的腦麻孩子提供引導式教育。

項目名稱 狀況 越南雲彩康復中心興建項目 已完成

越南 - 河內

雲彩致力開拓更多元化的服務，幫助社會各階層。國內很多父母因工作的緣故未能妥善照顧孩子，因此我們
於廣西拿銀安置區開設了一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舉辦不同的活動及工作坊，照顧社區內乏人看管的孩子。

項目名稱 狀況 廣西青空間 已完成

中國 - 大化

因為家庭貧窮，緬甸很多孩子成長至青少年階
段時被逼放棄學業。因此雲彩決定在仰光興建
一所學生中心，支援及培育貧窮但好學的青少
年成長及完成學業。初步計劃服務約20名青
少年，協助他們完成緬文學校9年級至12年級
的課程，同時重點培養他們的品格教育。仰光
學生中心預計於2020年4月開始運作。

緬甸 - 仰光

仰光學生中心項目 興建中

項目名稱 狀況

位於緬甸彬烏倫的雲彩家園於2017年落成，成
為無數孤兒的家。為了收容更多流離失所的孩
子，我們於2019年展開大規模的擴建工程。第
一階段的擴建工程已經完成，而第二階段的擴
建工程仍然進行中，希望2020年完工後可以收
容二十個家庭，為孤兒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居住
環境。

緬甸很多孩子因為戰爭及貧窮失去讀書的機會。
有見及此，我們於雲彩家園內興建了雲彩浩恩
學校，並培訓老師，為家園的孩子及周邊貧困
的適齡兒童提供學習機會，教導他們中國語文、
音樂及運動等不同知識。

項目名稱 狀況

雲彩浩恩學校項目 已完成

緬甸 - 彬烏倫

項目名稱 狀況

彬烏倫雲彩家園擴建工程 擴建中

雲彩行動05 06SILVER LINING FOUNDATION

2019年度
新項目



受益人數 83

大化雲彩關愛中心以家庭模式助養失去家庭的孤兒，令孩子重新擁有一個家，獲得關愛，支援他們教育及生
活的需要，讓其健康地成長，發揮潛能。關愛中心更設有活動室、電腦室、閱讀室及籃球場等設施，讓孩子
學習更多技能及興趣，建立自信。現時關愛中心共有8個家庭，合計照顧了98名孩子，所有適齡孩子都能接
受相應的教育，中心更聘請了專職教師幫孩子們輔導功課，今年已有7名孩子成功考入大學。

山區孤兒關懷項目 
在廣西，很多失去父母的孤兒居於偏遠村落，由祖父母或親人撫養，他們生活困苦、物質匱乏。所以大化雲彩
展開關懷項目，每2個月會探訪一次居於偏遠山區的孤兒，為他們提供生活津貼及學習支援，減輕他們經濟的負
擔。同時亦會提供健康檢查，幫孩子們接種疫苗，讓孩子的健康得到保障。服務區域包括：大化鎮、江南鄉、
北景鄉、七百弄鄉、共和鄉、六也鄉、板升鄉、百馬鄉、貢川鄉、雅龍鄉，以及都安縣下坳鄉共11個鄉鎮。

中國 - 廣西

彬烏倫雲彩家園「給孤兒一個家」
緬甸因長年內戰和毒品氾濫，導致很多緬甸孩子失去父母，成為孤兒。為了幫助這些孩子，我們2017年在彬烏
倫成立雲彩家園，透過家庭模式助養孤兒。

現時共有11個家庭共111名孩子在雲彩家園生活，孩子們在家園可以得到全方位照料，包括充足營養、醫療保障
和培養良好衛生習慣等，確保孩子健康成長。雲彩家園相當重視孩子的基礎教育，除了安排所有適齡兒童入讀
緬文學校、更為他們準備了中文和英文課程，現時家園部分孩子已掌握三種語言能力，為將來接受更好的教育
立下基礎。2019年6月，雲彩家園更獲得緬甸政府部門登記許可，取得慈善組織牌照。

緬甸 - 彬烏倫

受益人數 111受益人數 111

大化縣孤兒助養項目「給孤兒一個家」 受益人數 111受益人數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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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殘障兒童中心
為了讓緬甸貧困家庭的殘障孩子能力得到
提升，我們在仰光開設了伊甸殘障兒童中
心，提供免費的引導式康復教育，讓孩子
在中心得到適當的治療，促進他們的身、
心、智全人發展。導師們亦會在課堂外到
孩子家中進行探訪，確保他們學習到的技
能在生活中得到正確運用，協助他們掌握
生活自理能力。導師們今年亦到訪了廣西
南寧雲彩康復中心，參與培訓活動，學習
最新的教學方法，更有效地指導殘障孩子
走上康復的道路。

越南雲彩康復中心
位於河內的越南雲彩康復中心在2019年初正
式啟用，為當地的殘障孩子及其家庭提供免費
的引導式康復教育。越南雲彩康復中心參照廣
西南寧雲彩康復中心建成，教具及輔助工具都
一應俱用，令殘障孩子可在合適的環境下學習。
我們主力訓練孩子的身體活動能力、說話能力
及生活自理能力。經過一年的學習後，部分孩
子己學會坐下，更學懂飯前洗手和定時如廁等
良好的個人活動習慣。家長們都認同孩子有了
更多的自信和獨立能力。導師們亦會在課堂時
間外到訪孩子家中，協助家長在實際的家庭環
境中，引導孩子表達和運用課堂上的知識。
2019年9月，越南雲彩康復中心的工作獲得越
南政府部門的認可，取得慈善組織牌照。

緬甸 - 仰光 越南 - 河內

183受益人數

殘障兒童家庭支持與關懷項目
緬甸很多殘障孩子的家長都對生活抱有悲觀的想法，
因此雲彩組織了家長小組活動，由當地社工引領，讓
區內殘障孩子的家長分享在生活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共同商量解決方法。同時亦為家長設計了不同活動，
如家長運動會及親子營等，減輕他們的壓力。此項目
成功令殘障孩子的家長對生活及前景抱有希望，以更
正面和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

388受益人數

貧困家庭殘障兒童及家長社會融入能力提高項目
殘障孩子和他們的家長不應與社會隔絕，雲彩積極鼓勵家長們陪伴殘
障孩子參與社會的各類活動，因此我們籌備了超市購物活動、幼兒園融
合活動和大金塔參觀活動等，讓殘障孩子及家長的信心得到提升，感
受到沒有被社會遺忘。

183受益人數

12受益人數

貧困家庭殘障兒童及家長社會融入能力提高項目
為了教導殘障孩子們適應社會生活，雲彩資助康復中心的孩子們舉
辦生日會及聖誕慶祝活動，讓他們一起分享快樂和喜悅，學習對父
母的付出表達謝意。同時亦鼓勵家長們陪伴殘障孩子參與社會的各
類活動，因此會舉辦不同活動讓區內的殘障孩子參與，包括參觀動
物園和慶祝節日，有助殘障孩子及家長融入社會。

212受益人數

殘障兒童家庭支持與關懷項目
部分到越南雲彩康復中心上課的家庭來自河內周邊的貧困
地區，因此未能負擔河內的生活費用，對家長們的精神
及經濟造成很大負擔。因此，雲彩針對以上的家庭的問
題，舉辦了家長小組活動，協助家長學習生活的知識，
同時為他們提供技能培訓，以維持生活。家長們亦會在
小組內分享面臨的困難和挑戰，透過互相鼓勵和支持，
對孩子和未來生活再次抱有希望。

24受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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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廣西

南寧雲彩康復中心

107受益人數

廣西雲彩以引導式康復教育，為殘障孩子提供免費的康復教育及生活
訓練，希望提升他們的自信、自理能力、認知能力、溝通能力及社交
能力，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現時康復中心共有11個班別，孩子們除了
進行室內訓練課，更會有游泳課及戶外學習時間，讓他們認識世界，
得到全面及均衡的發展。今個年度更有首批孩子成功完成小學課程，
開始接受初中教育，為將來進入社會作好準備。

遠程教育

38受益人數

遠程教育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一群居住在廣西山區，難以到達康復中心
接受訓練的腦麻孩子。為了幫助他們，廣西雲彩在2017年設計及推
行了遠程教育課程，讓導師每天透過互聯網，以視像對話的方式指導
腦麻孩子及其家人為進行康復訓練。課堂發展至2019年共設4個班別，
接受教育的孩子們身體功能和認知能力都有明顯進步。

社區康復

124受益人數

為了令更多殘障孩子得到持續的康復及教育機會，廣西雲彩康復中心會
派出康復師、特教老師及社工，定期上門探訪區內的殘障孩子，評估他
們的身體狀況及康復進度，設計他們在家可以進行的訓練計劃，同時亦
會了解家庭的情況及家長情緒，適時提供援助。此項目成功為殘障孩子
訓練及提升身體的活動能力、認知能力、溝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殘障兒童家庭支持與關懷項目

271受益人數

在雲彩進行康復訓練的孩子大部分來自農村的貧困家庭，使本來就不
富裕的家庭經濟雪上加霜，因此雲彩在2019年對殘障孩子的家庭進
行了全面的支持與關懷，包括：減輕殘障兒童家庭經濟負擔，為孩子
提供免費的康復教育；提升家長能力，教導家長基本的康復知識與技
巧；組建家長小組，透過組織活動減輕家長的壓力；家庭支持，舉辦
親子營和夫妻營等活動，促進殘障孩子家庭的親子關係和夫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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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數 7371

流動兒童服務
越來越多農村兒童跟隨父母來到城市生活及讀
書，成為城市流動兒童。他們面臨著不同的問
題，例如放學後無人看管及缺乏親子溝通等。
所以廣西雲彩在南寧市的富德村開展流動兒童
服務項目，設立社工站，舉辦各類親子外出活
動、暑期營、社區宣傳活動、閱讀小組和品格
教育小組等服務內容，讓流動兒童健康愉快地
生活及成長，同時促進家庭關係的和諧。

受益人數 3001

留守兒童是指一些因父母離鄉打工，導致長期與父母分開居住和生活的農村兒童。然而，很多留守兒童正
處於成長發育的關鍵階段，欠缺父母的關懷容易令他們出現心理及學習問題。為了幫助這些留守兒童，廣
西及雲彩推出了成長家園計劃，讓社工們走進大化縣不同村落及安置區，舉辦不同的親子活動、閱讀站和
節日慶祝活動，讓留守兒童參與，藉此打造一個寓教於樂的快樂家園， 豐富他們的生活及關注他們的成長。

2019年更在拿銀安置區建立”廣西青空間”拿銀安置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及雲彩拿銀社工站，照顧區內
乏人看管的青少年及兒童。青空間及社工站會免費為孩子提供作業輔導、興趣發展、手工藝工作坊及圖書
借閱等服務，以培養區內孩子的學習能力和生活技能。

留守兒童關愛項目

廣西同心源困境兒童發展項目

同心源是一個為廣西困境兒童開展的保護及培育計劃，主要服務對象是南寧市的困境兒童，經家訪及身份
核實後，雲彩會為合資格的孩子提供個別保護服務，如家庭諮詢、課後功課輔導、助學金和暑期活動等。
同時會與大學生志願團隊合作，培育他們幫助困境兒童。

2019年，同心源援助的困境兒童類型包括單親兒童、服刑人員子女、孤兒、病殘兒童、遭受家庭暴力的兒
童及監護人殘疾或重病家庭的兒童。大部分孩子在接受幫助後不但愛上閱讀，更擁有良好的學習習慣，校
內成績亦有所提升。家長們亦增加了反思，學習欣賞孩子的優點，讓孩子健康成長。

服務地點包括：

同心源北湖村服務中心、
同心源萬秀村服務中心、
同心源興寧中學社工站、
同心源白血病兒童的小家。 1134受益人數

中國 - 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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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廣西

山區學校資助項目

受益人次 9747

大化山區學校的孩子大多來自周邊的少數民族農村，
因此家庭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學校教育師資也非常
緊絀，學生亦缺乏合適的課外活動，普遍山校都欠缺
支援。因此雲彩相當關注農村的教育，希望改善山校
的教育環境，豐富孩子們的校園生活。

2019年大化雲彩繼續為大化的山區學校提供支持。項
目共資助了大化縣偏遠山區8所中小學校改善學校基
礎設施，如增添電腦設備、改造學校排水管、增添宿
舍煮食及洗澡設施等。一方面可以輔助教師進行教學
活動，另一方面提高孩子們生活環境的衛生及舒適程
度。另外，雲彩亦致力豐富學生們的校園生活、除了
為貧困家庭提供助學金外，亦會為學生舉辦遊園會、
繪本賞析活動、運動會及畢業會等，讓孩子們感受到
學校像大家庭一樣，除了能學習到知識，也是充滿溫
暖與快樂的地方，讓他們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大化瑤族自治縣古河鄉中心小學、大化瑤族自治縣北
景鎮弄冠村小學、大化瑤族自治縣北景鎮弄冠村小學
卡足教學點、大化瑤族自治縣景鎮板蘭村小學、大化
瑤族自治縣北景鎮安蘭村小學、大化瑤族自治縣北景
鎮可考小學、大化瑤族自治縣七百弄鄉弄京小學、大
化瑤族自治縣北景鎮初級中學

農村幼兒早期發展及關顧項目

受益人次 1231

幼兒期是孩子成長的關鍵時期，良好的照顧和教育
可為他們的身心發展和未來學習打下扎實的基礎。
故大化雲彩於山區開展了幼兒早期發展及關顧項目，
改善了大化縣3所幼兒園的設施、更提供師資培訓
及為孩子們提供生活及膳食補貼，讓他們的教育及
身體發展得到保障。 

大化瑤族自治縣北景鎮板蘭村實驗幼兒園、大化瑤
族自治縣北景鎮安蘭小學幼兒班、大化瑤族自治縣
北景鎮板蘭村小學附屬幼兒園

緬甸 - 彬烏倫

緬甸 - 緬北地區

緬甸山區兒童全人成長項目

受益人數 172

緬甸主流學校為十年制的緬文學校，很多貧困山區的適
齡孩子都渴望上學，但礙於經濟條件，很多孩子都沒有
上學機會。臨近戰亂地區的學童輟學情況更為嚴重，因為
孩子為了逃離戰火，連出生證明都失去，以致沒有辦法
入讀當地的緬文學校，中文學校成為他們學習的唯一機
會。因此雲彩分別與南翁、南站、腊戌、弄曼、當陽等
地的中文學校合作，開展助學項目，資助緬甸山區貧困
孩子上學和成長，捍衛他們學習的權利。

現時雲彩在南翁開辦了南翁雲彩普益學校，同時亦與南
站、臘戌、弄曼、當陽等地的中文學校合作，協辦當陽
普恩學校、腊戌歸正中心、南站明光學校及弄曼和平學
校4所學校。除了提供中文課程，更資助孩子進行健康
檢查及疫苗注射、舉辦預防毒品知識講座、提供住校學
生住宿補貼和改善校園設施。山區項目成功豐富學生們的
學習和課餘生活，讓孩子安心向學，為將來做好準備。

雲彩浩恩學校

受益人數 865

學習不同語言有助提升孩子的就業及發展機會。因此雲彩在2019年於緬甸雲彩家園內開辦浩恩學校，教導
家園的孩子中文及英文，多元化拓展兒童的語言能力。目前浩恩學校除了有111名雲彩家園的學生，更招收
了61名貧困家庭孩子，讓更多孩子擁有讀書的機會。

現時浩恩學校共設7個中文班別，孩子們週一至週六都需要上中文課，現時大部分孩子已有最基礎的中文
能力。當中27名學生已經可以理解並使用最常用的中文詞語和句子，另外25名學生更能夠運用中文進行
日常對話。

在美國志願者的協助下，浩恩學校更成功開設遠程英文教育課程，志願者老師每天透過視像對話的形式，
教導孩子兒歌及日常對話，訓練他們的發音及口語能力，目前共有4個英文班別，共39名學生。

受助山區學校包括：

受助幼兒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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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總額 $581,520

雲彩工作室
廣西雲彩開設飾品工作室，為殘障
人士及殘障兒童的家長提供就業機
會，幫助他們獲得一技之長。而售
賣飾品所得的所有收入會全數用於
殘障兒童家庭關懷及支持項目。這
個項目除了為殘障人士提供就業及
培訓，亦希望向社會大眾帶出，殘
障人士亦有能力參與社會活動，及
應該擁有平等就業機會。

除了手工精緻，每一件飾品也盛載著製作人的祝福和感謝！
如果你願意支持及肯定他們的付出，歡迎你向我們查詢飾品訂購的詳情。

受益人數 12

燈塔226
燈塔226的團隊由專業的教育、心理學及藝術方面的專業人士組成，透過開辦多元的兒童品格藝術課程，

於學校和社區中心等場所教導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及培養好品格，讓他們得以在生活上明辨是非及作出正確

的選擇。同時藉此寄望孩子能像燈塔一樣，在生命路上引導和照亮他人。

6984 10779

香港

廣西

緬甸

受益兒童人次

1879

2353

2752

4697

5882

200

服務地區 間接受惠人次

燈塔226 - 教師培訓項目
燈塔226的導師們亦會為香港、廣西及緬甸等地
的老師提供培訓課程，協助他們掌握品格教育課
程的宗旨及要點，把雲彩的品格教育推廣至更多
地方。

受益人數 124

來自貧困山區的孩子由於家庭經濟能力欠佳，生活貧困，若孩子不幸患病或受傷，不少家庭會因為難以承
擔高昂的醫療費用而令孩子無法獲得及時的治療，甚至為此耽誤最佳治療時間，危及生命或對身體帶來更
大的傷害。有見及此，雲彩為為貧困家庭的兒童提供醫療援助，從而協助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讓病童得到
及時的救治，陪伴他們渡過難關，讓孩子回復健康，展露笑容。

2019年，我們共為21名廣西及緬甸的貧困孩子或員工提供緊急醫療援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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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更多年青人認識及了解雲

彩的工作，我們在暑假期間舉辦

了「超友營」活動，帶領了17名

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到訪廣西南

寧雲彩康復中心，與一班殘障孩

子和孤兒進行深入的交流同互動

，同時為殘障孩子們送上支持及

鼓勵，促進文化及社會共融。

青少年探訪及交流團

二手書包回收計劃

緬甸的醫療資源相當缺乏，為了

讓雲彩家園的孤兒及伊甸殘障兒

童中心的學童及他們的家人得到

適切的醫療援助，我們從美國邀

請了牙科醫生及眼科醫生到緬甸

進行義診活動。醫生們為孩子檢

查了牙齒及眼睛，並講解相關的

衛生知識，孩子們的衛生及健康

情況都得以改善。

照顧殘障孩子是一件非常艱鉅的事

情，很多夫妻亦因此出現磨擦和意

見不合的時候。因此廣西雲彩連續

數年舉辦了夫妻營，希望藉著溫馨

的互動和小遊戲，讓夫妻間重拾愛

的感覺，忘記不快。最後，出席的

夫妻都願意以不離不棄的愛面對未

來的生活及挑戰，與雲彩同行，一

起把殘障孩子培育成材。

緬甸孩子健康檢查

廣西雲彩「夫妻營」

廣西雲彩於舉行了一場大型馬拉松

活動，讓廣西南寧雲彩康復中心的

腦麻孩子及各地的殘障孩子擁有參

與馬拉松的機會，參加者會在家長

及義工的幫助下完成5公里路程，

雖然過程中充滿障礙，但孩子們都

沒有放棄，成功到達終點。這個馬

拉松活動成功幫助殘障孩子建立自

信、自立及自強的信念，同時促進

傷健共融。

為了給雲彩的腦麻孩子一個展現自

己的機會，廣西雲彩成立了雲彩藝

術團。在導師的指導下，一班腦麻

孩子學習了芭蕾舞。由於腦麻孩子

的手腳協調能力較差，排練過程相

當艱辛。不過孩子們都盡力練習，

順利完成排練，最後更夢想成真，

成功踏上大舞台演出。

“為天使築夢”馬拉松活動

芭蕾展自我

雲彩行動每年暑假都會在香港舉

行二手書包回收活動，為廣西及

緬甸山區的貧困孩子收集合適的

書包作上學之用，2019年，在廣

大市民的支持下，我們共收集到

的1800個二手書包，經清潔及包

裝後，所有書包及祝福卡已經送

到有需要的孩子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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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代表雲彩行動，衷心感謝各位支持者及助養人在過去一年對我們的支持及捐助。因著您與我們的合作，
為無數貧困兒童和具特殊需要的兒童及其家庭的生活，甚至是社會環境都帶來了顯著的轉變。儘管全球經濟
動盪，引致在籌集捐款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困難，但因著您們持續的支持和捐助，我們在過去一年仍能夠保
持穩定的收入來應對各個服務項目的支出和發展。雖然我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憑著各位支持者和
助養人對我們的信任和付出，雲彩行動必定繼續以為貧困兒童帶來希望和未來為宗旨，努力工作。

在2019年度，雲彩行動共收到1470萬元的捐款，但總支出為1810萬元，因此我們面臨了大約340萬元的赤字。
不過我們很感恩2019年增加了336名固定助養人，同時，機構捐款的收入亦較2018年度有了輕微升幅。總括
而言，2019年度助養項目的定期捐款佔總收入23%，企業及機構捐款佔總收入的41%，而個人捐款則佔總
收入的35%。以上的收益為數以千計完全依靠雲彩行動提供生活援助的兒童帶來實質性的支持。

在支出方面，實際支出相較最初的預算減少了13％。在過去一年，我們持續發展緬甸雲彩家園及特殊兒童康復
項目。緬甸雲彩家園在2019年總共收容了111名孤兒，擴建後的雲彩家園更可收容最多大約200名孤兒。同時，
我們亦在仰光的康復中心資助了183名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進行康復。至於緊急醫療的費用佔了總支出的3%，主要
原因是因為資助了一名緬甸雲彩家園的孤兒－李正翠到香港進行手術及康復的費用。孤兒援助項目和同行復康路
項目的支出則分別佔了總支出的32%和25%。而行政及籌款方面的費用僅佔總支出的3%及2%。可見，95%的總
支出直接投放及受益在孤兒與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服務上。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我們致力減少日常支出，但
我們只能有限度地削減各個服務工作的開支，因為我們的工作需要直接為孤兒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日常生
活的照料和康復服務的援助，以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要求。但在未來數年，我們將致力確保開支維持在預算可承
擔的範圍內。

我們相當感謝及重視您對我們的信任，願意透過捐款援助貧困的兒童。我們的決策和運作都會繼續接照嚴格 
的成本控制來實施，而所有支出亦有嚴格的程序監管，以確保籌集到的每一分一毫都會得到適當的使用。我 
們定必致力確保所有資金收入和資源都能得到高效、有效和負責任的運用。我們會為所有具特殊需要的兒童 
和貧困兒童提供服務，不論其宗教、國籍、種族或性別。我們致力與社會上最脆弱及無助的一群同行，因著 
您的無私參與和慷慨捐助，我們才能繼續見證貧困兒童及其家庭的生活如何發生轉變。我們深信您的付出可 
以改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和孤兒的生命，讓他們的生命不再一樣。

黃志雄
香港雲彩行動財務總監
黃志雄

2019財務報告重點摘要

$18,179,181

32%
孤兒援助

$5,829,766

25%
同行復康路

$4,496,562
窮困兒童服務

22% $3,973,271
緊急醫療

3% $581,520

10% $1,768,255
緬甸學校教育項目

管理費用3% $641,377

籌款費用2% $382,671

3%
品格教育

$505,759

2019 捐款運用與備用金

總捐款運用

2019 捐款來源

定期助養捐款

$3,432,35423%

$6,085,885
企業及機構捐款

41%

$5,151,404
個人捐款

35%

義賣捐款

$61,0111%

總收入 $14,730,654
備註：2019年度大約340萬元的財政赤字由儲備資金彌補。

本財務資料 ( 資料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由恆健會計師行有限公司審核。

23%

1%

41%

35%

25%
22%

32%

3%

10%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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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界過去一年的支持，因著你們的同行，雲彩的服務才能順利展開，讓更多有需要的孩子得著
盼望和祝福！在此我們感謝以下部門及單位 ( 排名不分先後 )：

企業

學校

機構

上海商業銀行

順興集團 ( 控股 ) 有限公司

香港國際認證通顧問有限公司

聯昊通速遞

馥苑 ( 九龍城 ) 海鮮酒家

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南豐物業管理

貴族旦糕

愉景新城

葵芳新都會廣場

將軍澳東港城

藍田聖保祿中學

香港三育書院

大埔三育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

東華學院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物理治療系

周大福慈善基金

River of Life Foundation 生命河基金會

精達慈善基金會

James 1:27 Network Inc

Prince of Peace Enterprises Inc. 美國太子行

Sing Tao Chinese Radio 星島中文電台

KTSF 26

海星慈善基金會

長晉會

時雨基金會

祝印基金會

房角石協會

將軍澳廣場

荃豐中心

新蒲崗廣場

馬鞍山中心

葵涌廣場

鳯凰薈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全港購物節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榮迅車行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Production unit LTD

WI-Direction 設計及製作公司

Integrated Market Service Asia LTD

Laurence Lai Gallery

P.O.V Production

SWAROVSKI

Yoho Mall

邵氏兄弟國際影業有限公司

POAD

鴻福堂

東華學院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職業治療系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學校

玫瑰蕾小學

恩聯福利會

香港輪椅武術總會

香港傷健協會 ( 港島傷健中心 ) 

肢體弱能兒童家長協會

港怡醫院

鄭俊弘官方國際歌迷會

Dance Kingdom

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環境師學會

布碌崙社區基督教會

紐約宣道會基導堂

昆明雅歌藝術中心

張文智教授

沈澤安醫生

周宏醫生

秦學瑩醫生

艾明高醫生

梁家美醫生

關日康醫生

Dr. Kenneth Cheung

Dr. Philip Sham

Dr. Chow Wang

Dr. Ruby Ching

Dr. Irwin Michael Garnet

Dr. May Leung

Dr. Kenny Kwan

劉中亞（主席）

張奕

鄧若鵬

鄭毓君

Mr. Sammy Lau（Chairman）

Mr. Kevin Zhang

Mr. David Tang

Dr. Clare Cheng

謝興杰
Mr. Tse Hing Kit

岑健生博士

張文智教授

沈澤安醫生

林玉秋

Dr. Michelle Sham

Dr. Kenneth Cheung

Dr. Philip Sham

Ms. Emily Lam

譚潔雯
Ms. Calfee Tam

佘嘉翰醫生

張善致醫生

張文鳳醫生

Dr. Graham Shea

Dr. Cheung Sin Chi

Dr. Florence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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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辦事處 Hong Kong Office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17號富德工業大廈 17B室

Unit 17B, Success Industrial Building, 17 Sheung Hei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K

電話 TEL
(852) 3488-4395

傳真 FAX
(852) 3016-8685

電郵 E-MAIL
info@slining.org

網站 WEBSITE
www.slining.org

雲彩行動 SliverLiningFoundation SilverLining_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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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孩子的教育及生活需要。我們亦為腦麻孩子提供康復訓練與教育、為殘障人士及

婦女提供就業機會、為病童提供緊急醫療援助、為留守及流動兒童提供關愛與照顧，為兒童

提 供 品 格 教 育 課 程 。 2 0 1 7 年 起 ， 服 務 更 拓 展 至 緬 甸 ， 為 當 地 地 孤 兒 及 腦 麻 兒 童 提 供 服 務 。

2019年，越南雲彩康復中心亦正式投入服務。我們盼望用愛心與行動讓更多缺乏支援的人得

著關懷與祝福，幫助他們改善貧困的生活，重建生命的尊嚴及盼望。

美國辦事處 USA Office
16 Corning Ave., Suite 206, Milpitas, CA 95035, U.S.A

電話 TEL
408-770-2018

電郵 E-MAIL
info@silverliningmissions.org

網站 WEBSITE
www.silverliningmission.org

Silver Lining Missions SilverLining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