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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

Your Love changes lives以生命改變生命
使命宣言 Missions	Statement:

你我同行
You are not alone

雲彩行動致力幫助中國廣西山區貧困
孤兒，學生及殘障孩子，為他們改善生活與
教育、提供工作機會、康復及緊急醫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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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er Lining is committing to help the impoverished orphans, 
student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the mountains area by providing 
support their lives and education, provides employment, 
rehabilitation service and medical emergency assistance. We 
hope bring care and blessings to these neglected people with 
our love and actions, help them to overcome poverty, while 
rebuilding dignity and hope for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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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雲彩之友的支持，讓我們在新年
期間舉辦的 " 新年許個願 " 紅封包送祝福計
劃得以順利進行，並且成功為孩子們添置乒乓
球桌 、籃球場設施、預備新衣服過新年、也及
時可以趕著寒流未到之際， 迅速將愛心捐款
購買了棉被、枕頭作為新年禮物送赴孩子們的
家中，為他們送上溫暖。

送棉被，渡寒流
新衣服過新年

感謝各界的支持！讓我榮獲 亞洲電視
《ATV2015 感動香港年度人物評選》得獎
人物，並出席了當天頒獎典禮，藉此回顧過去
10 年我在內地幫助孤兒、腦癱孩子及家庭當
中體會的點滴。

我從沒有想過能在台上領獎，得到這個獎
項，從中看見自己在過去十年廣西南寧的康復
扶貧工作得著別人的肯定、認同和接受，心裡
充滿感恩。想起十多年前，我們一家一直在美
國加州過著安舒的生活，直至移居到南寧的初
期，需要重新適應一個陌生的環境，同時不知
如何面對及幫助這些孤兒寡婦、殘疾兒童。回

想當初，雖然艱苦但現在已經適應
下來了！感覺自己已成為半個南
寧人！ 現在每次出差回來，必定
要吃一碗南寧馳名的老友粉呢！

感謝各方專業好友，我們才能延續使命
我本身並不熟悉慈善行業，在中國成立

一間慈善機構要面對很多的挑戰和壓力。加
上當時對殘疾兒童康復並不認識，以致在推
展方面感到加倍困難。但感恩身邊有很多相
關專業的朋友，願意付出時間和金錢上支持，
讓我們能延續這份使命。

有些腦癱兒童的壽命較短，又容易發病
難以照顧。最近有一個腦癱孩子因腦部開始
退化，進食困難而消瘦了不少，令到她媽媽非
常擔心，並且感到絕望，看到這情況，我的心
也酸了！但媽媽卻流着淚的表示，很感恩在這
困難的時候得到雲彩同工的支持。每當看見那
些無助的孤兒寡婦及殘疾兒童，因著雲彩行動
的幫助生命得著改變，心裡感到欣慰！

「每當你困難無助，便想起這些奮鬥歷程」
這個獎項所帶來的肯定和認同，鼓勵了我繼

續走第二個十年的路。雖然現在仍需經常到美國、
新加坡等不同的地方，為雲彩作籌募及推廣工作，
有時真的感到疲累。但在分享中經常得到不少回
應，他們當中也因著雲彩的工作而
生命得著改變，這也是雲彩的理念：
以生命影響生命。

最令我深刻有一次分享會完結
後，一位女士走來告訴我，她自己是
身患絕症，但聽完孩子的奮鬥故事
後，大大被鼓舞了，心裡感到釋然和
得到祝福。這一切一切都激勵了我繼續走下去，心
願所有認識雲彩的人，生命都得著鼓勵和祝福！
希望每當大家感到困難無助時，想起這些孤兒寡
婦、殘疾兒童的奮鬥歷程就能得到安慰。

麥燕鳳 Lydia
雲彩行動創辦人

感動生命̇ 延續使命

重溫得獎片段：
Youtube.com/SilverLiningChannel

心路 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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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留守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
其成長發展受到社會各界密切關注。在留守兒童的
一系列問題中，家庭教育是極其重要卻又薄弱的一
個環節，由於父母長期在外，留守兒童得不到與父母
及交流、溝通的機會。

雲彩兒童成長家園針對山區留守兒童現狀，在山
區設有關愛山區留守兒童及孤兒的兩個活動點，每月
會定期舉辦主題活動，每次活動約有近 40 個孩子參
加，大部分都是留守兒童。

在今年的農曆春節，外出務工的家長們都紛紛
返回家中，所以舉行了慶新年親子活動，希望能藉此
機會跟爸媽一起玩遊戲，一起互動，一起努力。

以孩子的眼看世界，體驗不一樣的趣味運
動會。

「加油！加油！加油！」雲彩中心歡聲雷動，
年初舉行了主題為「以孩子的眼看世界」的家長
趣味運動會。此次運動會主要借助孩子們平時的
康復手法與運動相結合，讓家長在娛樂中學習正
確的康復手法，更好協助孩子進行康復訓練。

經過體驗，很多家長才更明白自己的孩子的康復訓練實在不容易
的，故此更能體諒孩子，以及掌握正確的手法，讓孩子做得更好。

家長趣味運動會

親子同樂日

一起辦年貨
為了讓小朋友學習新年習俗——購買年貨，

過年前中心老師們和孩子一同商量購買清單，然
後家長們帶孩子去年貨市場購買年貨，並在當中
教他們學習認識年貨、購買年貨。他們還舉行了
新年茶會，每個班的孩子和家長互相分享過年習
俗，分享購買年貨的見聞以及互贈祝福。

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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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蛋糕而瘋狂
盧宜川（山區項目同工）

懂事的兩兄弟
阿智阿華的父親在 2008 年過世，那時弟弟阿智才剛滿 1 歲，

姐姐和母親兩人就肩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擔，姐姐外出打工後並嫁
到外地，而家裡就留下了母親和年幼的兩兄弟。他們當時是住在一
間簡陋的房子裡，家裡只種了些玉米，沒有太多的收入，母親為了
給家裡多賺點錢，週末會帶孩子們上山去找野藤來賣，有時候找了
一整天卻只賺得幾元。

記得一次家訪，哥哥阿華在旁邊說 : 「媽媽借的錢，等我們長
大了要努力掙來還。」孩子的懂事，讓在場的大人們都被感動得流
下熱淚。

因為從前家裡常常有小偷光顧，所以兩兄弟最大的願望，是可
以和媽媽搬到新房子。父親還在世時家裡借了錢興建一個靠近路
邊的新房子， 但當時還沒有廚房，沒有門窗，所以媽媽要再向親友
借錢完工。現在他們已搬到新房子，還有鄰居可以互相照應。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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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九口，三排玉米乾
小張阿姨（張廷帝——山區項目同工）

為一個蛋糕歡喜若狂
後來，雲彩開始了對阿智阿華一家的資助，每隔月來訪，這個

家開始看到了一些改善，母親能給孩子們買新衣服，新家也漸漸添
置了小傢具。每次聽到雲彩將要來訪，阿華都非常開心。這次聽說
我們要給他過生日，更是迫不及待的早早跑到路邊去等待我們，他
的朋友們也從四方八面走來，當拿出美味的蛋糕和精美的玩具時，
大家都歡喜若狂，一起唱生日歌，大口大口將蛋糕送到小咀裡，滿
臉忌廉還哈哈大笑。阿華也急不及待拆開禮物，小小的村莊，小小
的房屋裡，充滿著孩子們喜悅的笑聲。

孩子是我的動力
雖然每次下鄉要乘搭不同的交

通工具，行走在縈繞雲間的鄉間小
路，翻越崎嶇的山嶺，身體感到筋疲
力竭，但每當看到這些孩子，心裡會
再次充滿動力，引領我繼續出發。

崎嶇探訪路
這是我第一次去探訪。 從大化縣城到北景鎮，不斷的

盤旋在山裡的公路，感覺胃裡翻江倒海，頭暈腦脹、噁心、
嘔吐。我們先到達一間學校，有老師帶我們一起去一個村
屯去家訪。因為沒有能讓車行走的路，大家只好徒步入村，
狹小崎嶇的山路，在剛下過雨之後變得格外濕滑陡峭，折
騰了好久，終於到了村子裡。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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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玉米乾！！
破舊的屋子裡， 只有三個破舊的鍋，屋頂上掛滿了

三排曬乾了的玉米，這就是全家一年的糧食，另外有一小
堆自家種的野柿子，這是孩子們唯一的水果，木板底下是
他們家養的牲口，常常都會發出「特別的氣味」。

一刻也不能停下來
小釗爸打工去了， 只剩小釗媽獨自一人在這荒山野嶺

裡，用辛勤的勞動上養老、下養小。瘦弱的肩膀要扛著那麼
多的重擔，實是辛苦。

小釗媽跟我們邊聊邊做家務，一刻也停不下來。飯桌
上是中午吃剩的菜，碗裡清湯寡水，見不到一絲肉丁。整個
屋子黑漆漆的，兩個孩子們面無血色，衣著破爛，好奇地
探望著我們這些陌生的客人。看著這些孩子，聽著他們的
故事，眼淚忍不住掉下來。不期然把那幾個孩子緊緊地摟
在懷裡。傍晚時分，我們依依不捨的走出小釗家。他們一
家人都站在了門口，一直目送我們走遠才轉身回去。

和孩子的心相連
回來的路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雖然山

高路遠，但我們雲彩和孩子們的心是緊緊相連
的。無論再辛苦，我們都要再去看他們。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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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儀與她的小天使
採訪當天遇到寒流襲港！在這寒風颯颯的季節，卻聽

到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手是冰冷的，心卻是溫暖的。這
個故事的主角，從選美的舞台晉身五光十色的娛樂圈，本
以為路會一直這樣走下去，卻在人生轉角處遇上改變一生
的小天使…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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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 很簡單
自認年青時愛玩又衝動的慧儀，照顧

養子後，對自己也有了全新的認識，原來世
上有真愛存在；原來只要願意無私奉獻，喜
樂人生可以垂手可得，而最快樂是發現自己
也可以成為一位慈母。領養 Hanson 這十
年間，兒子日常事無大小，衣食住行，上學
放學，慧儀都一手包辦，而且到什麼地方傾
生意，都必定帶著他在身邊，目的就是要讓
他感受到被愛，並且建立安全感，而恰巧這
兩樣是孤兒最缺乏的。「我會常擁抱他，不
斷叫他心肝寶貝，在生活上言語上都表達
我愛他，而且坦誠和他談論親生父母的話
題。」問到慧儀這十年的付出，最大的安慰
是什麼？原來是小 Hanson 晚上去洗手間
時，會主動幫媽媽蓋好被子，又會攬錫媽媽，
這些窩心的小舉動，已叫慧儀感動不已。

積極向前 關愛孤兒
領養之路不容易，當 2014 年慧儀終

於成為了 Hanson 法律上正式的母親時，
頓時感觸良多，百感交雜，不過回頭看一切
都十分值得。慧儀感恩 Hanson 的身體狀
況穩定，雖然有可能要接受第二次大手術，
但 她 選 擇 交 託 天
父，現在他們都十
分享 受 擁 有 彼 此
的家庭生活，而且
因為領養孤兒，讓
慧儀有更多機會
參與慈善工作，如
早前陪伴雲彩行動兩位受助孩子小壘和秀
秀同遊迪士尼，便啟發了她將來要更多認
識雲彩在廣西的工作，且將助人的美德傳
承給 Hanson，繼續實踐關愛孤兒的使命，
讓更多期待被愛的孩子得到幫助。

上天安排 決心領養
但開始時也非一帆風順，當時已經有

一對美籍夫婦準備領養這孩子，慧儀只想
在 Hanson 未被帶走前抱回家照顧，之後
會交還領養人，但創辦人恐怕慧儀只是一
時衝動，拒絕了她的請求。「那時我為表誠
意，連續三個星期每天一大早到訪孤兒院，
為小朋友煮飯，結果真誠打動了創辦人，最
後終於答應讓我照顧 Hanson，後來見他
被我照顧得肥肥白白，更對我改觀，願意給
我長期照顧他。」回想當年，慧儀也不明白
這份勇氣和平安從何而來，只能解釋這是
上天的安排，與這位小天使遇上，而且讓慧
儀潛在的美善本質得以發揮。

棄影從商 巧遇孤兒
張慧儀這個名字，對香港看電視長大

的一代並不陌生。曾經演活許多角色，亮
麗嬌艷的外型令人印象難忘，十年前卻因
情傷遠走北京，心情沉痛的她決定棄影從
商，從新開始，後來在一個商業派對上偶
遇一位孤兒院的創辦人，這次認識為張慧
儀打開了接觸殘障孤兒的大門。在一次探
訪中，她遇到了被父母拋棄的兩歲病童小
Hanson。她憶述當年與 Hanson 相見時，
覺得他非常可愛，相處下來發現他常全身
發紫，後來才知道 Hanson 患有先天性心
臟病，需要進行大手術才可續命。「其實
希望領養 Hanson 並不在我計劃之內，但
第二次見他時，我內心已有強烈的渴望，
要將他抱回家！」結果，慧儀憑著一股感
動，在沒有與家人商量的情況下，便決定
要領養 Hanson！

Text: Airy LoLo Photo: BoBo Lam
特點嗚謝：Serenity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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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愛去服侍
我在雲彩主要負責會計及行政工作，

每天面對很多數字，在我眼中，數字不單
是數字，更是讓孩子和家庭得著盼望、溫
暖、愛和祝福。期待到南寧探訪的我，終
於可以帶著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出發。我
希望今次探訪後，能更加認識在雲彩工作
的真正意義，繼續用「心」用「愛」去服侍。

驚險山區路
出發前我的右手發炎沒有力，很擔

心要別人照顧，但團隊們都很好，不斷

幫我拿東西，又在濕滑的山路上扶著我，
真的很窩心。最深刻其中一天一直下著
綿綿細雨，我在最崎嶇的那段山坡上滑
倒，嚇得腿軟站不起來，感謝團隊攝影
師及時扶起我。現在想起也很驚險，真的
感激他們的照顧。

拿著兩塊冰
最深刻是探訪山區家庭時遇見一對

小姊弟讓我很心痛，弟弟已經三歲了，但
他只懂發出「咦 ! 呀 !」的聲音！當日氣溫

只有 9 度或更低，姊姊卻只穿著短褲，握
著她的小手，我覺得自己像拿著兩塊冰，
我暖著她，怕她會著涼病倒，想一直抱著
她。回程路上想起他們，真的鼻酸了。

我每天都很快樂
在關愛中心認識了艷艷，她熱情的

教我玩了一個遊戲——彈波子，在我看
來很沒趣的遊戲，他們卻玩得樂此不疲。
離開時我跟她說 :「你每天都要快樂啊 !」
她回答我 :「我每天都很快樂」。那刻我

感到很震撼，我出生在完整的小康之家，
物質豐富，衣食住行一點不缺，但仍然感
到不快樂！艷艷讓我知道快樂可以很簡
單，細想下來，感恩自己所擁有的，帶著
微笑感染身邊的人，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超越血緣的關係
在我的眼中，關愛中心裡面每一個

孩子不再是孤兒，因為這裡就是他們的
家，是彼此的家人，超越了血緣關係。我
相信這就是愛。

你要快樂啊！
 朱藹賢 Hannah（雲彩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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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次探訪的行程中，讓我有新的體驗。有幸與
一眾康復中心的家長和腦癱的小朋友到戶外燒烤及活
動，實在令我十分難忘。燒烤期間與腦癱的小朋友們
玩耍，一下子變成了氣球姐姐，被包圍著要不斷扭氣球
送給他們。縱使被小孩子纏得筋疲力盡，可是這一切都
是美好的！在一起玩樂期間，深深感受到小朋友是多
麼的天真無邪，多麼的需要愛。

潼欣

在廣西南寧及大化的探訪中，讓我們家學習以實際
行動，與孩子們分享愛的喜樂﹗

雖然短短幾天中，在南寧的康復中心及大化關愛中
心，我們能夠做到大家同心一志的禱告，發揮各自專長。

時刻都抱著甘心樂意的主動精神，存心謙卑，各人看
別人比自已強。並口裡不發怨言！

而且，隨時預備補位的心態，隊員之間高密切配搭！

祝軍家庭

多謝關愛中心的孩子們以
善良、溫柔、燦爛的笑容來接待
我和年幼的女兒，使她從中學習
主動做家務，我從他們身上看到
生命影響生命。願每個孩子能努
力向着夢想奔跑！

凱欣

探訪者分享
在探訪雲彩中心中的小朋友時，看到他們在做四肢的訓練，變得更有

力量去支撐他們的身體，我差點就哭了，為什麼那麼可愛的小朋友會受這
麼多苦難呢？他們看到我們都很開心。雖然我不懂得如何與小朋友相處，
我卻跟他們意外的投契，他們也很喜歡我。

之後到孤兒院探訪，我覺得很開心可以帶給他們歡樂。臨別時，我從
來沒有想過那麼不捨，明明就只花了一個下午跟他們相處，卻像相識了很
久的朋友，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跟他們一起玩。

我們去探訪患有腦癱的小朋友，不知道為什麼當我在中心門口，還沒
看到他們，內心就開始流淚了。當我看見他們，眼淚終於流出來了。當日我
有攝影的工作，我坐在一個小朋友的前面，他身上有一點味道但我完全不
介意。我們還會一起看著照相機，他會叫我拍下他的朋友。

梁炳輝一家

（圖中）

（圖右二，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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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年 10 月透過我的攝影朋友認識雲彩行動，知
道他們在廣西的工作，覺得很有意義，也啟發我要多走
一步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很榮幸得到雲彩行動的邀請
在今年 1 月作隨團攝影師到廣西南寧山區探訪。身為
攝影師的我，希望可以透過今次的探訪，將山區最真實
的一面呈現在大眾面前，讓大家更加認識雲彩行動並
給予支持。

充滿愛的家
到埗後，我們先到專為腦癱孩子而設的康復中心，

在拍攝孩子們做康復鍛煉及上課情況的期間，我親身
感受到孩子們內心那種為著自己要得著康復而來的力
量，目睹他們盡最大努力去克服每一個障礙的決心。
儘管很艱辛，但我看到孩子們和他的家人、康復中心的
教師們及所有同工全都是笑臉，他們以無條件的愛去
彼此鼓勵和支持，組成一個充滿愛的家。

兩個教室，六十個孩子
我們入山區學校那天很冷及一直下

著微微細雨，沉重的攝影器材及天氣，
令本來已崎嶇的山路變得更舉步難行。
走到路程一半時發現原本的山路被一堆
石堆淹沒了！唯一辦法就是在陡峭的石
堆中爬至另一邊的山路，雖然比較險峻，
但我們選擇繼續前行。終於來到村裡的
學校，那裡只有兩個小教室卻有著六十
個孩子，因為資源有限，他們要共用一張
椅子和桌子，也因為水源短缺，孩子們身
上都是髒兮兮的！對於一個生活在大城
市、衣食無憂的我來說，沒有文字能形
容我當刻那種心情。

最後一天我們到了關愛中心，參觀他

們的「家」，每個「家」有一位阿姨照顧
多個孤兒，見到他們整幅牆貼滿了學校
獎狀、全家福照片，心中泛起一陣溫暖。
我也和男孩們痛快地打了一場籃球，雖說
我是全場最高，但在他們嚴密防守下，我
居然只入了數球！

向著夢想努力
相處短短數小時，讓我看見縱然他

們從小沒有父母作為榜樣，但每個也很
有禮貌和尊敬照顧他們的阿姨，我相信
這是因為孩子們都感受到被愛、被關懷
而作出的一種自然反應。他們在這裡被
教導正確的價值觀和品德，讓他們能重
拾自信、不再自卑，可以去夢想。願他們
每個都能向著自己的夢想而努力奮鬥！

嶄新的體驗 Jason Sung

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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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風
港

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避風港。

到了那兒，我們可以盡情地哭，盡情地思考，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不被干擾，且被全然接納。

很多時候，我們盼望「家」，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家中的某
一個角落，那一盞孤燈，好像有一種可以讓我們安靜下來的神奇
力量，讓迷途的知返，讓失落的找回方向。

但也有時候，「家」變了樣，我們不再感覺被全然接納。那，
就找別的地方吧！

找一所靜靜的咖啡廳，一個安靜的位置！

去公園的一個涼亭，找回那個可以看山的位置！

到海邊吹吹海風，讓它撫平我們的傷痛！

每一個人，總有找到自己避風港的辦法。其實，在哪兒並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在這樣一個場所中，讓情緒平靜下來，
梳理自己的思路，求問自己心之所想靈之所渴……

＊「以上文章轉載（節錄）自《羅乃萱 facebook 專頁》
2016 年 1 月 15 日 – 避風港」。

羅乃萱女士，資深
親子及婦女教育工
作者，亦是作家。

現 為「 家 庭 發 展
基金」總 幹事，於
2005 年 獲 頒授 香
港特區榮譽勳章，
2008 年獲委任為
太平紳士。

大男人遇上小男孩
看見男孩缺乏關愛！內心百感交雜，雖
然是男人大丈夫亦按不住自己的情緒心
裡一酸！眼淚在心裡流！ Laurence Lai

小宏的媽媽離開了家庭，只餘下爸爸和奶
奶照顧，但因爸爸工作的關係，而奶奶年紀又大，
所以缺乏關愛。雲彩致力為山區貧困孩子提供
援助，讓孩子得到關懷並健康成長。

黎兆明先生，社會紀實及自
然風光攝影師，作品深受海
外收藏家、上市公司企業家賞
識。分別於 2013，2016 年隨
雲彩行動到廣西山區探訪及
拍照，積極支持雲彩行動發
展，並多年協辦二手書包回收
計劃，讓山區學童受惠，現亦
是雲彩行之攝影顧問。

專業攝影師
Laurenc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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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怕
下
雨
天
，

只
怕
家
裏
沒
陽
光
。
」

曉海，平凡人，跟許多人一樣，曾經歷人生低谷。
在偶然的機會下，於太平洋前等待破曉。長空染
成不著邊際的彩虹，第一道晨曦的光芒告訴我，
不管黑夜有多長，夜盡之時，便是破曉。故以曉海
（破曉的海洋）為筆名，以此為念。

www.facebook.com/XiaoHai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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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訂購表格及於 P.17-20 的捐款表中填妥郵寄及聯絡資料，連同支票寄回辦事處。

Please fill out this order form and use the donation form on P.17-20 to provide 
contact and shipping information with payment and send back to our office.

所有收益將用作支持雲彩行動的工作。

All proceed will be used to support the services of Silver Lining.

雲彩紀念品
感謝一眾雲彩之友一直相伴同行！這個至潮又實用的手機支架，
可讓更多人認識並關注雲彩的工作，歡迎訂購。

Silver Lining Souvenir
Thanks to all friends of Silver Lining for your support! This fashion 
and useful mobile phone stand will let more friends to learn more and 
think about Silver Lining. Welcome to order!

訂購表格 order form：
每個 HK$ 40 / US$ 5 each

數量 pcs / 共 $
訂單十個起計，免運費。
Minimum order 10 pcs, free shipping.

雲彩行動一年一度的二手書包徵集計劃將於今年暑假舉行，
讓香港孩子有機會學習環保意念及關心國內有需要的群體。
我們誠邀學校或團隊參加此計劃，成為收集點或協助收集等工作。
我們希望讓更多人了解國內貧困孩子的需要。

去年我們成功收集了 2300 個書包，並分派到雲彩在廣西資助的 5 所
山區學校。今年希望能有更多香港家庭及單位一起參加，祝福更

多有需要的孩子。
查詢：雲彩行動 3488 4395（Ruth 蔡小姐 / Ryan 羅小姐）

回收書包活動將於2016 年7-9月期間舉行，如果你也想為孩子們出一分力，
歡迎登記成為義工，支援書包回收及活動工作。有關細節將稍後公佈。

或填妥此表格，用第 19 頁的捐款表回郵封寄給我們

姓名：
電話：

服務內容：
回收點義工（於回收點幫忙安排回收過程）
物流（到各回收點收集書包到倉庫）
書包清潔分類（為書包作分類及作基本清潔） 其他：

電郵：
加入 WhatsApp 群組

網上登記
www.slining.org

電話
3488-4395

電郵
info@slining.org

雲彩大使：徐偉賢

也成為你的祝福！
願雲彩的每一個生命

May each lives at Silver Lining 
bring blessings to you!

義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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