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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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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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家庭模式助養無人照料的孤兒

改善兒童的生活及教育環境

職業培訓

為病童提供及時援助

緊急醫療

品格教育

幫助特殊兒童

孤兒援助

貧困兒童服務
以藝術治療的方式教導孩子正確的價
值觀，培養美好品格

開設雲彩工作室，為殘障青年及婦女
提供培訓及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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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南寧雲彩康復中心

雲彩工作室
同心源

南寧

燈塔226 ( 品格教育課程 )香港

山區學校
廣西青空間
拿銀社工站
兒童成長家園

大化雲彩關愛中心大化

青坡村社工站

越南

越南雲彩康復中心河內

緬甸

緬甸雲彩家園

雲彩浩恩學校

山區學校

惠普青年中心

彬烏倫

南翁雲彩普益學校緬北

伊甸殘障兒童康復中心

仰光學生中心

仰光

香港

河內

仰光

大化縣

南寧市

彬烏倫

廣西

越南

緬甸

南站

南翁

臘戌

弄曼

當陽

2017200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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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寧開辦雲彩康復中心。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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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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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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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0

雲彩大化關愛中心開幕。

2012

2013

南寧康復中心開展特教班。

擴展南寧腦麻兒童康復中心。

雲彩開展社區孤兒助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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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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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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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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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於緬甸杉烏倫成立惠普青年中心。

於廣西大化青坡村成立社工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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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服務起源雲彩



2020年看似是充滿危機的一年，從歲首到年終，新冠肺炎疫情不斷的起起落落，一直都沒有停止過，成為百年
一遇的大流行病，破壞了全世界的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常態，但雲彩行動各項事工在這一年的運作尚算正常。中
國雲彩與緬甸雲彩家園也沒有甚麼確診個案讓我們擔憂，感恩！

2020年，一個令全球刻骨銘心的一年。雲彩行動在廣西、緬甸和
越南的孤兒與腦麻服務上，遇到挑戰，卻仍沒有停頓，反而深化
了我們的服務。我們實在要數算恩典，也要感謝一直支持雲彩的
愛心天使！

李正翠和韋小慧，都是雲彩支持者所熟悉的名字。2020年初，她
們分別來到香港接受骨科和眼科手術，手術後需要留下一段時間
做手術後康復，剛又遇上疫情，留在香港的時間延長兩個多月，
幸得一位義工家庭接待兩位孩子。兩個分別來自緬甸和廣西的孤
兒，在家庭環境的氛圍下，發展了一段情同姊妹的感情。三月底，
兩個孩子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送別時兩人難捨難離的情景，讓
接待她們的義工也落淚。深信這段留港經歷，在她們生命中將留
下美好的回憶。正翠很快投回緬甸雲彩家園的生活，脊柱挺直了，
自信心加強了。小慧在廣西大化考上了高中，學業成績一直不錯
的她，眼睛問題得到改善，更讓她在求學之路得到滿足。

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緬甸也不倖免。雲彩在緬甸所服務
的腦麻兒童家庭，生活百上加斤，得到雲彩支持者的慷慨
捐贈，我們能給腦麻兒童家庭及區內貧民窟提供口罩等防
疫用具，更送上生活物資，讓他們在艱難的時刻經歷人間
關愛。送物資的過程，全由雲彩在緬甸服務的青年人執行，
過程艱辛，甚至有受感染的風險。他們卻親身體驗到愛的
喜樂，生命得到更大的更新。

病毒肆虐，實體活動被迫取消。我們記掛在廣西、緬甸、
越南的腦麻兒童的訓練，停頓下來，兒童的能力發展將受
到很大影響。廣西雲彩多年來建立的遠程社區康復系統，
發揮了很大作用。通過網絡，兒童的學習、康復訓練、生
活自理，都由雲彩老師超越地域，提供了指導，每天上課
無間斷。遠程指導的模式更推廣到緬甸和越南的雲彩康復
中心，超出我們預料，緬甸和越南的老師很快掌握方法，
服務沒有終止。互聯網更加速了三地的專業交流，這是我
們意想不到的。

雲彩堅持的宗旨：以不離不棄的愛服務困苦的人群，在新冠病毒疫情籠罩下，正考驗雲彩上下能否持守我們的
宗旨。我們非常感謝對雲彩信任和支持的愛心天使，當雲彩同工發出支援的請求，馬上得到熱烈回應。第一次
的雲彩網上籌款晚會，有200多人「出席」，給了雲彩上上下下極大的強心針！我們要再次感謝雲彩的支持者
和機構，讓我們更堅信：沒有任何災難或病毒能使雲彩所服務的困苦群體與大家的關愛隔絕！

可見的2021年將仍是挑戰重重，願我們憑著信心與盼望，堅定地在人間播下關愛！

鄭毓君
義務總幹事 ( 香港 )
鄭毓君博士

整裝待發，迎接恢復的一年

緬甸雲彩開始了仰光青年中心，給20個年青人有一個住宿、上學和認識信仰的環境，目的是培養他們成為國家
的楝樑，貢獻給社會。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中心的主任在疫情期間發起一個震災運動，動員青年中心的學員們去
附近的一些貧困家庭去派發一些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全年多次派發，總共解決了超過1,000個家庭燃眉之急，
雪中送碳，受惠家庭感激萬分。看見他們收到禮物的欣喜時，我們感恩在疫情中，雲彩行動有這個機會服事有
需要的家庭。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也有機會跟青年中心附近的貧困家庭聯絡，這將幫助我們將來的外展活動，
而中心的青少年也學習到他們對社會的責任。

鑑於緬甸事工的迅速發展，越南的腦麻康復中心也穏步擴展，我們相信神已經為我們打開了東南亞之門。其他
東南亞國家將會是我們未來數年新事工的發展路線和方向。繼香港和美國之後，新加坡很可能是我們東南亞事
工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支援基地，它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我們非常期待神在這方面的帶領和開路。

無可否認，2020年總算是困難的一年。整體上我們感恩疫情對雲彩事工在本地的運作影響不算很大，但跨地域
旅遊的種種限制已經使我們在事工發展上有很多不便之處，活動範圍也大大縮小。尚好科技的發展已經方便了
跨地域在線上溝通的方式。隨著疫苗在年底的面世，疫情可望得以控制。我們期待2021年將是恢復的一年，讓
我們整裝待發，如鷹展翅上騰，迎接後疫情時代所帶來的改變與急速的發展。

劉中亞
董事會主席
劉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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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董事會主席 分享總幹事



大化雲彩關愛中心以家庭模式為孤兒提供助養，照顧孩子的生活起居，提供教育支援，滿足孩子『身、
心、靈』的需要。2020年，雲彩克服疫情帶來的影響，加強課業輔導，提供閱讀、音樂、舞蹈等興趣課
堂，做好醫療保障，實施品格教育。中心今年共有8個家庭，服務了103名孤兒；其中有14名孩子於今年完
成九年義務教育，3名孩子參加高考並考入理想的大學。

山區孤兒及困境兒童關懷項目

為了有針對性地為山區孤兒和困境兒童解決實際問題，大化雲彩從兒童的需求出發，切實地從經濟、教育、心
理等多方面進行評估，促進兒童健康成長。2020年，大化雲彩為困境兒童提供助學金、生活補貼、健康體檢等
幫助，亦進行網絡疫情知識宣講和線上課業輔導等活動；同時，每3個月進行家庭探訪、生日祝福，為孩子們的
生活、心理健康保駕護航。

大化縣孤兒助養「給孤兒一個家」項目名稱

中國 - 廣西

103受益
人數

88受益
人數項目名稱

給孤兒一個家及雲彩浩恩學校

為了給緬甸的孤兒和困境兒童提供安全溫暖的成長環境，緬甸雲彩在彬烏倫市進行了「給孤兒一個家」項
目，創建了雲彩浩恩學校，以家庭模式照顧孤兒和特殊兒童。2020年，助養兒童共計148人，組成了14個
助養家庭，完成了增加受助者目標。

2020年，雲彩從飲食、疫苗預防和醫療支持方面，確保了山區孤兒和困境兒童健康成長。此外，更是通
過成立學習小組和補習的方式令兒童接受教育。每週的家庭親子活動和互助活動讓孩子接受了良好的品格
教育，懂得愛人愛己，關愛周圍貧困家庭，增加了社會責任感。

緬甸 - 彬烏倫

148受益
人數

264受益
人數

項目名稱

彬烏倫寄養家庭項目

在緬甸，很多兒童因為家庭貧窮、戰亂及毒品而淪為孤兒，無人照料。為了幫助緬甸不同地區的孤兒重建生
命的尊嚴，雲彩在臘戍和南站開展了兩個寄養家庭項目，從兒童健康、教育、發展、保護等方面展開活動。
在疫情期間，雲彩為寄養家庭提供了基礎醫療支持，督促兒童養成良好的健康生活習慣；同時增加線上視訊
會議，為照顧者提供問題解答及教育培訓。在教育方面，雲彩為兒童提供短片學習資料、中文課堂及品格課
堂，兒童學習成績有顯著提高。同時，通過家庭日活動、生日慶祝和日常生活能力培養，孩子與寄養家庭的
關係愈發融洽，孩子們的心理健康、社會融入能力和自理能力都得到了顯著的提升。

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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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孤兒



廣西雲彩秉承全人發展的理念，運用引導式教育模式，為殘障孩子提供免費的康復教育及全方面的生活訓練，
從運動、自理、社交及認知方向提高孩子的能力。現時康復中心共有12個班別，孩子們除了進行室內訓練，
更有戶外學習時間與品格課程，讓他們接觸、認識世界，得到綜合及均衡的發展。2020年受疫情影響，雲
彩靈活調整服務方式，發展線上服務，將大型活動調整為網上直播及下多次家訪，最大程度減輕康復訓練受
疫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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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發
展至2020年，遠程教育班共設4個班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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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進行康復訓練。今年的疫情情況對遠程教育的
疫情影響不大，導師和腦麻孩子仍然堅持遠程視像
訓練，接受教育的孩子們身體功能和認知能力都有
明顯進步，生活能力也得到提升。

殘障兒童的康復是漫長的，需要家庭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財力。因此，廣西雲彩重視家長工作，開展殘疾家庭復元
力建設，讓家庭具備「長跑能力」。廣西雲彩為35戶貧困殘障兒童家庭提供危機補助，資助殘障孤兒的寄養費
用、生活費用。提供危機補助，減輕家庭負擔；舉辦「最美家庭評比」，對獲獎家庭來說是極大的鼓勵，讓他們
對未來有信心、帶動中心其他家庭注重家庭建設。

大化雲彩為殘障兒童提供康復和教育服務，希望能發揮殘障兒童的最大潛能，提高殘障兒童的生活質素，使
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2020年，大化雲彩為腦麻兒童家庭提供生活補貼、開展社會融合活動，並開展了「大
化百人公益跑」活動，勉勵了殘障兒童家庭，向社會傳遞了「接納、包容、關愛殘障人士」的理念。

中國 - 廣西南寧

南寧雲彩康復中心 118受益
人數項目名稱

遠程教育

40受益
人數

項目名稱

為了讓殘障兒童能得到方便簡單的持久康復服務，
廣西雲彩康復中心採用了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服務
模式，為殘障兒童家庭提供危機生活補助、捐贈生
活必要物資、以視像通話方式組建線上活動，解決
孩子生活問題，促進孩子社交能力、表達能力，讓
孩子們融入社會的能力得到提升

社區康復及家庭支持

587受益
人次

項目名稱

4382受益
人次殘障兒童家庭支持關懷項目名稱

殘障兒童服務 16受益
人數項目名稱

中國 - 廣西大化

08SILVER LINING FOUNDATION雲彩行動07

特殊兒童幫助



為了讓緬甸貧困家庭的殘障孩子能力得到提升，我們在仰光開設了殘障兒童中心，提供免費的引導式康復教育，
促進他們的身、心、智全人發展。2020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導師們利用網路視訊方式開展康復課堂，亦與特殊
教育部門反思更新服務對策，設計更多「多感官」的學習方式，增加觸覺與視覺對增強兒童專注力的練習。

河內雲彩康復中心於2019年建成並投入使用，引入引導式教育模式，為越南河內市的腦麻等特殊需要兒童
及家庭提供免費的康復教育和支援。2020年已形成2個服務小組，20名殘障兒童得到幫助。在疫情期間，河
內雲彩開辦網絡課堂，每天至少進行兩節網絡授課，指導家長在家中繼續為孩子訓練。訓練的內容亦結合
居家情況，調整為認知家中物件、提高家中物品的使用能力和位置轉移能力。在疫情平穩期間，河內雲彩
繼續開展每日課程，並積極為雲彩的老師們安排進修培訓，增加康復和教學能力。

殘障兒童家庭支持與關懷項目

為殘障兒童的家庭提供支持關懷項目，目的在於
令孩子家長重拾對生活的希望，支持殘障兒童的康
復訓練。由於疫情的關係，家庭支持項目多改為
線上，為孩子們舉行網絡生日會，在祝福中感恩父
母的照顧和師長的教導。雖然是線上支持，但100%
的家長有信心繼續帶孩子到中心開展康復和教育，
支持殘障兒童的康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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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殘障兒童及家長更好地融入社會，河內雲彩努力克服疫情
影響，帶領孩子和家長一同參觀軍事博物館，將思想道德教育和
認知常識整合，結合學習及玩樂。孩子在活動中熱情開朗，彼此
關係融洽，樂觀自信。同時，每月安排兩次家長培訓項目，豐富
家長的技能，為殘障兒童家長增加康復信心，讓家長之間產生交
流和鼓勵，有助孩子康復和教育。通過一年的努力，多數家長對
孩子融入社會的能力感到滿意，孩子們變得更願意嘗試新事物，
不懼挫敗和挑戰，在康復之路上努力前行！

雲彩康復中心的殘障兒童家庭往往來自河內較為貧困
的地區，加上病情所需的經濟開支較大，許多家庭在
經濟和心靈上都需要得到支持和關注。河內雲彩平日
積極組織家訪，為兒童的康復訓練給予反饋和建議。
在疫情期間舉行網上視訊家訪，了解兒童的教育情況。
除中心幫助的13名兒童外，網上方式令其他7名腦麻
兒童亦獲得了幫助。

緬甸 - 仰光 越南 - 河內

伊甸殘障兒童中心 183受益
人數項目名稱

項目名稱

殘障兒童及家長社會融入能力提高項目項目名稱

越南雲彩康復中心 20受益
人數項目名稱

殘障兒童家庭支持與關懷項目項目名稱

貧困家庭殘障兒童及家長社會融入能力提高項目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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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3受益
人次

中國 - 廣西大化

隨著城市發展，跟隨父母來到城市的農村兒童越來
越多，他們受到的教育、管護和陪伴相對很少，這
對他們的身心發展影響很大。為此，廣西雲彩社工
提供了課業輔導、兒童自主策劃活動、圖書借閱、
暑期營等服務，在疫情期間亦開設網上輔導。流動
兒童在得到教育和陪伴的同時，在社交、溝通、社
會責任感等方面的能力亦得到提升。同時，大化雲
彩在2020年於清坡村成立社工站，開設「四點半
課堂」、週末主題活動，緩解留守兒童因照顧不周
而引起的安全意識缺乏和其他心理問題。大化雲彩
希望通過山區學校的資助項目，讓困境兒童留守兒
童的身心得到全面發展，生活得溫暖快樂。

城市流動兒童關愛服務項目名稱

8292受益
人次

在瑤山的學校和社區中，無人撫養的留守兒童和困
境兒童的教育、身心發展和醫療經濟資源仍是需要
關注和解決的問題。大化雲彩關愛中心在2020年繼
續堅持對留守兒童服務，從經濟上對山區學校進行
資助。面對2020年的疫情挑戰，為難以獲得資源的
山區學校籌集口罩，進行防疫宣傳活動。在疫情穩
定後，舉辦閱讀會、畢業晚會、抗疫主題繪畫比賽
等，讓課餘生活更豐富多彩。

被資助學校及社區包括：北景鎮板蘭小學、北景鎮
安蘭小學、七百弄鄉弄京小學、北景初中、可考小
學、弄冠小學等。

山區學校資助項目項目名稱
緬甸仰光的學生中心項目希望能通過各地的篩選和推薦，幫助部分有志於回報社會的困境學生前往仰光就
讀高中。中心負責了學生的轉學工作、提供校車往返，設計了有規律有質量的生活流程表，為學生在中心
的生活安全做足準備。疫情期間，開展線上輔導，幫助學生盡快適應仰光的學習生活。此外，中心負責人
還充分考慮孩子的心理狀態，積極舉辦運動日、水果比賽等活動，幫助孩子們融入群體，創建充滿愛和安
全感的學習生活環境。此外，在疫情中，中心帶領孩子們積極幫助仰光附近的貧困家庭，令孩子們收穫愛
的同時亦能傳遞愛。

20受益
人數仰光學生中心項目項目名稱

在緬甸的貧困山區，很多渴望上學的孩子由於經濟困難和家庭環境而無法讀書，因此，緬甸雲彩開展了助
學項目，資助貧困兒童學費，關心兒童身心發展，支持兒童上學成長之路。在2020年，為南翁的100名兒
童及南站明光學校的14名兒童資助學費及生活費，讓兒童們的學習成長之路放心無憂。

2020年，在疫情影響下，與項目合作的學校無法正常開課，但項目工作人員克服困難，在疫情期間利用
入戶探訪、電話探訪、傳道人代訪等方式完成了4次探訪工作，確保受資助兒童健康。同時，在網絡上與
孩子們保持聯絡，保護疫情期間兒童的心理健康。還在南翁進行了防疫知識繪畫宣傳比賽，為家庭宣傳防
疫知識的同時，亦增加了孩子於家庭的溝通和互動。

114受益
人數南翁山區貧困兒童助學項目項目名稱

幼兒發展是孩子教育的啟蒙點，也是家庭關係和親
子依戀關係建設的重要部分，更是農村留守兒童問
題解決的核心，卻常常容易被忽略。為此，大化雲
彩專門開辦早期幼兒教育和親子教育。在2020年
共舉辦了32節公益早教親子課，5次社區親子活動，
日常通過網絡分享早教知識。在為孩子提供幫助的
同時，提升家長的育兒觀，引導家長重視孩子的身
心教育。雲彩也為早教師提供培訓，提高教育能力。
雲彩希望通過幼兒早期發展及關顧項目，能從根本
上減少農村留守現象，讓山村的孩童獲得溫暖、健
康的成長家園。 1329受益

人次

農村幼兒早期發展項目名稱

緬甸 - 仰光及南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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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865 49受益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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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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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塔226的團隊由專業的教育、心理學及藝術方面專業人士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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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由於疫情關係，香港
的學校停課，沒有機會授課、前往廣西和緬甸的授課亦受影響。但導師們及時調整授課方式，轉換為網上
教授課程，盡力將疫情的影響減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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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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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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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受益
人數殘障人士就業及培訓項目名稱

2020年，雲彩行動分別為南寧雲彩康復中心1名患癲癇的殘障兒童及大化雲彩關愛中心6名兒童提供醫療
救助。包括青光眼後續檢查、骨折、癲癇、急性闌尾炎、腸梗阻塞、腸壞死。在救助期間，工作人員定期
到醫院探訪，跟進孩子病情，協助家長辦理手續，為家庭的經濟和心理方面給予雙重支持。

$211,215資助
總額 燈塔226項目名稱

教師培訓項目項目名稱

香港

廣西

緬甸

服務地區 受益兒童人次

39

800

1870

2709

97

2000

200

間接受惠人次

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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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親子營

「為天使築夢」馬拉松活動

每年，廣西雲彩都會舉辦親子營活動，是非常受家長及孩子們期待的必備項目。今年，廣西雲彩舉辦了三
月三家庭總動員活動，鼓勵孩子和家長一起完成「糯米飯」、「唱山歌」、「介紹我的家」等活動，增進
了節日氣氛，促進了親子關係，鼓勵孩子走出家門，了解家鄉，增進自理能力和溝通能力。家長和孩子們
樂在其中，收穫滿滿！

廣西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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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揮灑汗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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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雲彩家園-圖書小管理員活動

為了提高自我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導師們在緬甸雲彩家園開設了圖書小管理員的志願服務平台，讓孩子
們能夠參與到志願服務活動，從中提升他們的責任感。孩子們參與圖書室的管理工作，包括圖書整理和借
閱等事宜。小管理員參與工作後，在生活中變得樂觀、自信，也增加了社會責任感和融入感。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全球。雲彩行動關心各地的孩子和家庭的健康狀況，在各地籌集防疫用品，
克服疫情下的運輸困難，為廣西和緬甸的孩子們提供口罩、酒精消毒洗手液等用品，確保疫情期間的防護
安全。在緬甸，有部分家庭受疫情影響，被迫暫停工作。這不僅打擊了他們的生計，更帶來即時的生活負
擔；溫飽成了問題，無法負擔防疫物資。雲彩行動為這群貧困家庭舉辦了籌款活動，協助他們購買生活用
品和防疫物資。

抗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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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 - 彬烏倫

中國 - 大化

緬甸 - 北撣邦

南帕嘎是中緬邊境有五千戶人家的小鎮，有一千
多戶華僑。為了讓村民的子弟有機會讀書，現正
準 備 建 設 學 校 、 開 設 學 生 宿 舍 。 計 畫 建 築 面 積
6964平方英尺，2020年12月已經完成地基建設。
福音學校興建完成後，能為420名學生提供更好的
教學環境，為孩子們帶來美好的學習生活。

項目名稱 南帕嘎福音學校

緬甸的北撣邦木姐縣芒邦村，有師生共75人，但
校舍條件惡劣。為此，雲彩行動建設了芒邦愛加
倍學校。完成四間教室和一間禮拜堂，總建築面
積4051平方英尺。學校已經於2020年5月完工，
使用後可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

項目名稱 芒邦愛加倍學校

蒙博合一福音學校共有學生250名，老師10位，從
前只能在球場上進行每週的周會。若遇到雨季，便
無法進行大型的活動。為此，我們在校內建設一間
大禮堂。並於2020年11月建設完成，總建築面積
2890平方英尺。孩子們從此不用擔心下雨，可以
在大禮堂內完成每週的周會、舉辦活動了！

項目名稱 蒙博合一福音學校

青少年的基礎教育缺失，可能導致他們的職業選擇機會減少，沾染毒品的概率增加，令家庭擺脫不了貧窮
和疾病的困擾。為從根源解決貧困問題，雲彩行動於2020年開始在緬甸彬烏倫市開辦惠普中心，用全人
成長的理念為青少年提供穩定安全的生活環境。中心為青少年提供營養膳食、生活日用品，配備了床、書
桌、冰箱、廚具等家具。同時為青少年進行疫苗注射、體檢等基礎醫療支持，亦從學習方面幫助青少年接
受和完成基礎教育。截至2020年末，惠普中心共接收了22名青少年。一年內，身體健康的青少年從44%
增長至73%，青少年的學業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預備就業。

項目名稱 惠普中心困境青少年助學項目

在大化，有許多留守兒童因監護人的照顧、教育和陪伴不足而缺乏安全意識、引起心理問題。為此，大化
雲彩在清坡村成立了首個社工站，舉辦「課後」四點半課堂、周末主題活動，搭建社區兒童服務平台，有
助兒童身心全面發展。

項目名稱 大化雲彩 - 青坡村社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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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代表雲彩行動，衷心感謝各位捐助者在過去一年對我們的支持和信任。2020年在疫情下，雖然面臨
著挑戰，為了確保雲彩供養的孤兒及不能停止康復的特殊兒童服務不受影響，我們在年初開始便竭力削減
開支，但由於雲彩一直把百分之九十多的預算用在孩子身上，所以我們發覺能夠削減的範圍不多，主要是
因應疫情之故把各項活動如親子營，夏令會等調整或取消，但感恩是，憑藉大家無私的幫助和慷慨的捐助，
雲彩行動繼續向前，每個孩子都不能忘記，亦因著有你們同行，我們能繼續傳遞祝福與希望。

在2020年度，雲彩行動共收到約1955萬港元捐款。其中定期捐款佔總收入的22%，企業及機構捐款佔
52%，而個人捐款則佔26%。( 其中抗疫捐款收入約42萬港元 )

在2020年3月隨著疫情的蔓延及惡化，我們迅速做出調整，希望能減少總預算，縮減人手及減少日常支出，
大量減少額外聚集的活動，同時我們也向項目點再次發出在保證基本日常生活及需求的原則節約資金。

最終支出比2019年減少了14%。儘管如此，在過去一年，因著緬甸迫切的需求，雲彩行動緊守看顧困境孩
子的使命，在2020毅然開辦緬甸彬烏倫雲彩貧困兒童-惠普中心項目及緬甸仰光學生中心項目，共資助42
名貧困學生；緬甸雲彩家園在2020年共收容148名孤兒；另外，面對緬甸疫情嚴重地區，我們在2020年
向仰光的貧困家庭及周邊貧困鄰舍提供緊急生活物資及防疫物資資助約39萬港元。孤兒援助項目和同行復
康路項目的支出則分別占26%和32%。而行政和籌款支出僅佔3%和1%，可見96%的總支出直接投放在
受助者身上。

我們非常感謝及重視您對我們的信任，我們承諾做一個好管家，致力確保資金和資源能夠高效運用。在世
界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你們為孤兒及特殊兒童的愛和委身，我們很榮幸成為你們的合作夥伴，
不論國籍、種族，一同與社會上最脆弱及無助的人同行。我們深信你們的付出可以改變特殊兒童及孤兒的
生命，生命的改變正是最大的安慰。

莫瑩瑩
雲彩行動財務主管
莫瑩瑩

2020財務報告摘要

本財務資料 ( 資料截至2020年12月31日 )。

2020 捐款運用與備用金

2020 捐款來源

總收入 $19,547,334

總捐款運用 總捐款運用與備用金

$19,547,334

$374,605
品格教育2％

籌款費用
$226,306

1%

$2,435,432
緬甸學校教育項目16%

$211,215
緊急醫療1%

管理費用
$454,453

3%

$4,828,458
幫助特殊兒童32％

貧困兒童服務
$2,687,96217%

$5,079,420
個人捐款26％

定期助養捐款
$4,244,683

22%

義賣捐款
$16,486

0.1%

$4,020,163
孤兒援助26%

對抗新冠疫情
$388,6012%

$10,206,745
企業及機構捐款52%

$2,058,260
孤兒援助項目備用金

幫助特殊兒童項目備用金

$1,315,516
緬甸學校教育項目設施援建備用金

$546,363

$15,627,195

衷心感謝各位捐助者

0.1%

22％

52%

26%

2%
1%

1%
2%

3%
26％

32％

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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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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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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福慈善基金
上海商業銀行 
River of Life Foundation 生命河基金會
精達慈善基金會
James 1:27 Network Inc 
馥苑 ( 九龍城 ) 海鮮酒家
Sing Your Heart Out HK
Wo Sum Finance Development Co.
Tiki Hyperlight Telecom Ltd
AKEA ADVERTISING LIMITED
Brain Mark Limited
Global King Inc Limited
CK Logistics (HK) Ltd
Foreton Solutions Ltd
商業電台
城市快運
I Nest Art Center
Hipster Tour
Mienboom Int'l Ltd
LIGHTHOUSE KIDS MINISTRY
WO FUNG METAL ENGCOLTD
和豐五金工程公司
PH Marketing Limited
Samue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mpany
SUPERB CHINETEK COMPANY LIMITED
Smart Choice Mortgage Limited

TAI TUNG ENG (HK) CO LIMITED
Moore Fukuoka Ltd.
Tan Ho & Lam o/b Globalsmarttact Ltd
WATACO (E&M) CONSULTANCY LTD
Qualita Magnetics Ltd
WEALTH SEAFOOD CO LTD
Wi-Directions HKG Ltd 設計及製作公司
Winnie Leung & Co.
Strong Fortune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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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怡醫院
鄭俊弘官方國際歌迷會
榮迅車行
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宣道會華基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南亞路德會靈恩堂
Salem Jireh Lutheran Church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基督教會活石堂(香港堂)
The Praise Assembly (Tsuen Wan) GIG-B Group

企業及機構

董事會成員

顧問團隊

義務醫療團隊

志願者團隊

衷心感謝各界幫助雲彩行動

左牧師帶領的布碌崙社區基督教會 Brooklyn Community Christ ian Church 的22位兄弟姊妹
Becky老師所在的 Queens Herald Church C&MA 紐約宣道會基督堂的12位兄弟姊妹

遠程英文小組 - 服務時間：自2019年10月開始至今

由香港志願者李秉忠負責協調的中文小組，共5位老師，李秉忠、許培玲、陳清如、張蘊清、莊國平

遠程香港中文小組 - 服務時間：自2020年4月開始至今

馬來西亞遊戲治療治療師黃晉亮碩士

個案培訓及督導 - 服務時間：自2020年7月開始至今

美國兒科專科醫師 Teddy Liu MD,FAAP

為雲彩家園兒童提供網上醫療診斷及用藥指導 - 服務時間：自2020年7月開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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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嗚謝 團隊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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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雲彩網站 Hong Kong Silver Lining Official website

www.Slining.org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17號富德工業大廈17B室

地址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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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瞭解更多有關雲彩行動的工作及最新資訊，請到：
To know more about Silver Lining services and the lates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電話 TEL

（852）3488 4395

傳真 FAX

（852）3016 8685

電郵 Email

info@slining.org

香港雲彩網站 Hong Kong Silver Lining Official website

www.Slining.org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17號富德工業大廈17B室

地址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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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瞭解更多有關雲彩行動的工作及最新資訊，請到：
To know more about Silver Lining services and the lates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電話 TEL

（852）3488 4395

傳真 FAX

（852）3016 8685

電郵 Email

info@slin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