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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院長媽媽  

雲彩「隨意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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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改變生命

雲彩行動致力幫助中國廣西及緬甸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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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關懷與

祝福，幫助他們改善貧困的生活，重

建生命的尊嚴及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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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媽媽。孩子剛接來時很多身體比較差，常

常生病，張媽媽張爸爸便整夜照顧，與孩子

生活一段時間，隨便一個人都看得到孩子很

依戀他們，彷彿張爸爸張媽媽就是他們最大

的滿足，張媽媽從小失去父親，很明白孩子

內心的需要，提到她家的孩子，她就感動的

對我說：孩子很可愛，吃飯時總要留最好的

給我，還一定要我吃。最暖心的是孩子對我

說：張媽媽，我愛死你了。

緬甸雲彩家園的孩子也叫我做楊爸爸，有次

我帶孩子上學，與德顯邊走邊談，問他上學

的事情，他對我說與幾個同學打架，因為他

們笑他無父無母，是孤兒。我心想原來那裡

都有嘴巴不乾淨的孩子， 只是我心裡想教訓

他一頓，而德顯卻直接教訓了他們。於是也

不好意思太過責備他，只說下次不用動手，

只要告訴老師好了，因為老師會罰他們的。

德顯回應：是的，我下次就跟他說，我不是

無父無母的，我有楊爸爸！

「楊叔叔，在學校裡，有一位同學，常常無故罵我是孤兒，
無父無母沒人理，死了算吧！我聽了又委屈又生氣」兩年
前小麗一邊流淚一邊向我傾訴委屈。
當時我聽了也很生氣，這孩子太可惡了，真想教訓他一頓。

「誰說你無父無母沒人理，你從小就是我們的掌上明珠，雲彩

關愛中心不叫孤兒院，是因為你們都有叔叔阿姨照顧，有自己

的家，不再是孤兒。」

小麗低聲說：「我有叔叔阿姨愛我，但還是個沒有父母的孩子」

聽到她這樣說，我心裡顫動了一下，彷彿明白孩子心裡深處

的渴求，「以後這嘴巴不乾淨的孩子再罵你時，你就跟他說

你有我這個楊爸爸，常常鼓勵你疼愛你。」小麗聽了我的話，

濕濕的大眼睛馬上閃出一絲笑意「是的，我有楊爸爸，我覺得

我其實不比他們差，甚至我應該還比他幸福，他一年就只有

春節才見到爸爸幾天，跟沒有爸爸差不了多少，反而我有

楊叔叔…楊爸爸常常與我們一起，帶我們出去玩，常常

鼓勵我。」

很久已經發覺關愛中心的孩子有意無意的表

達他很想叫他家的阿姨做媽媽，記得有次我

找幾個孩子錄音謝謝阿姨多年照顧時，孩子

在錄音裡就說其實一直很想叫她做媽媽；有

時我帶孩子出外逛街，他們都有意無意的挽

著我的手不放，臉上一面愉快，在我小女兒

臉上也常常看到這滿足的表情。

我們原先因為覺得很難保證阿姨會一直照顧

他們，不想孩子們再受失去媽媽的傷害，所

以都讓孩子叫我們做叔叔阿姨。但這麼多年

來，越來越發覺不讓孩子叫他家的阿姨做媽

媽，對孩子來說也是一種拒絕。於是我們今

年開始讓孩子叫自己家裡的阿姨做媽媽，於

是關愛中心多了幾個媽媽，梁媽媽，張媽媽，

肖蘭媽媽…

剛開始時我有擔心孩子會有什麼反應，有次

我與一班中學的孩子吃飯，我試探著問孩子

們如果叫我做楊爸爸感到不習慣的話，可以

仍叫我楊叔叔，很記得當時悅慧輕輕的，有

點害羞的說，「不會的，我一直都想這

樣叫你的。」 我聽了心裡暖暖的，馬

上明白什麼叫「窩心」。

緬甸雲彩家園的孩子從開始就

叫爸爸媽媽，所以孩子從開

始便叫張牧師夫婦為張爸爸，

我的名字 - 楊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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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回到雲彩？

小宇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雲彩康復中心完成了小二課

程，當時已能使用四腳拐杖自行上學。雖然早前因家庭原因

離開了雲彩，他的祖父母其實有意再讓他回來繼續上學，但

探訪當天小宇卻改變了主意說不想回來雲彩！怎樣問小宇他

也不願回答，我很詫異，甚至感到失望。

後來，小宇的祖母外出買東西時，他才對我說：「林老師，

我很想念雲彩的同學和老師，我希望可以繼續讀書。但是前

一晚聽到祖父母在房間裡商量，他們擔心自己年紀大了，很

難在南寧找工作維持生活。聽見他們不斷的嘆息，我就決定

不去了，我不想他們辛苦難過！」我强忍淚水，緊緊抱著這

個懂事的孩子，沒再說話了。

還錢給老師？

在探訪的眾多孩子當中，有兩個特別觸動我。16 歲的小加是

個四肢痙攣的男孩，性格開朗，臉上總掛著充滿陽光的笑容。

小加的認知能力高，但行動不便，爸媽上班後，他就只能一

人呆在家中。平時的活動範圍就是在床上和床邊的一張枱，

肚子餓了便叫外賣。為了不想麻煩父母，小加整天幾乎不喝

水，他說這樣就不用上廁所了！

探訪時，小加悄悄地問我借了一百元。「我想掙錢回雲彩繼
續讀書，因為我非常想念雲彩的老師和同學！但是我知道爸
媽工作掙錢很辛苦，我不想加重他們的負擔，待我日後出來
工作，我會把錢還給老師的。」小加的話讓我百感交集，他
在雲彩短短的半年時間，原來是他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透過探訪，林老師（左）更加清楚明白孩子的需求。 康復治療師定期家訪小加，了解孩子的康復進度。

雲彩的老師到小宇家探訪。

彩訊
遠程教育

遙距教育這度「隨意門」是雲彩去年其中
一個重大突破！它的誕生跟一班已退
學的腦癱孩子息息相關，他們因著
各種原因而離開廣西雲彩康復
中心。雲彩每年都會安排至
少兩次探訪這些雲彩「舊
生」，目的是盡量延
續對他們的支持和
關顧。

雲彩「隨意門」
文：林英花老師 （引導式教育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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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隨意門」

回到雲彩，我不斷問自己可以為他們做什麼。

孩子們都很渴望上學，但是在家裏沒人指導的

情況之下，身體肌能只會不斷的退步，我們一

年兩三次的探訪實在起不了什麽作用。我恨不

得有個「隨意門」可以帶自己到孩子的家裏教

導他們！想到這裏，忽然靈光一閃：雖然我人

不能到那裏去，但如果他們看的到我，我不就

可以指導他們嗎？這些孩子都在引導式教育系

統中學習過，他們已經很熟悉課堂流程和一些

康復動作技巧，即使家長不在身邊，很多孩子

也是有能力可以獨自跟著老師上課的。

我把這個想法帶回雲彩跟同工討論，大家都很

支持並認為現時的技術完全可以支援遙距教

育。於是我們開始宣傳和接受家長報名，老師

和康復治療師商量教學內容與康復課安排；社

工跟進家長動員和軟硬件設備的採購；技術部

測試各種上課軟件，並進行了試課，試課結果

證實遙距教育是可行的！感恩有一群可愛的孩

子、家長及同事們的彼此支持，經過兩個多月

的籌備，成功打開了這道「隨意門」!

我們邀請了幾位社區的腦癱
孩子參與試課，他們分別在
不同的課室透過電腦上課，
老 師 則 在 電 腦 的 另 一 端 講
課，孩子們都帶著好奇上課
並積極回應老師的提問。

首批參加遙距教育的腦癱孩
子及家長共有 23 人，在培
訓過程中他們認真地聆聽老
師的講解。

家長在培訓的同時，老師為

他們的孩子進行評估，以根

據孩子的認知能力設計課程

內容。

為了孫兒可以在家裏接受康

復教育，一輩子沒有接觸過

電腦的爺爺，用粗糙的手拿

著 滑 鼠 反 復 練 習 開 機 和 關

機，真是難為了爺爺！

1

1

4

2 3

2

3

4

彩訊
遠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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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跟我這樣做…」

自從小霜參加了遙距教育後，我的生活又

多了一份忙碌，大清早就要起床，加上睡

得不好，心情煩躁時就會想 : 今天我不想

上班，不想做家務了… 隨後耳邊總有個聲

音在對我說：「媽媽，你努力工作，我努

力學習，我們一起加油！」就這樣，懂事

的兒子反而提醒我必須堅持下去！

每週一至週五早上九點半，兒子準時等候

老師上課，我感覺到他對這次的學習很認

真，也喜歡老師的新教學方式。每每聽到

老師說：「請你跟我這樣做…」，然後在

電腦屏幕上看到其他同學都按著老師的指

家長分享

從慰慰出生 7 個月後被確診為腦癱的那一

刻起，我們就奔走於各大醫院做康復治療，

花光了家裡所有積蓄，最後他父親承受不

了這種壓力，甚至放棄了我們倆。在我最

絕望的時候，廣西雲彩向我們伸出了援手，

讓慰慰可以接受免費的康復及教育。

在老師盡心盡力的教導下，慰慰在康復和

認知上都有很大的進步，並達到了上普通

學校的能力要求，我們於是離開了雲彩回

到當地學校上學，但康復訓練也會因此而

中斷。因為我要打工維持生計，迫於無奈

要犧牲孩子的康復訓練。

康復訓練的中斷導致慰慰的肌肉越來越綳

緊，這令我十分擔心。在我換了電話號碼

後再沒有聯繫雲彩的情況下，有一天竟然

感恩有你——雲彩遙距教育

收到林老師的電話！我向她簡述孩子在家

的情況及所遇到的困難，她聽後馬上建議

我們報名參加遙距教育，這樣既不耽誤小

慰上學，又可以繼續進行康復訓練。當

時，我心裏還是充滿疑問：「不用去中心…

那怎麽進行康復訓練呢？」

不知不覺慰慰接受遙距康復訓練已經兩個

月，他的肌肉比以前放鬆多了，穿鞋子也

較容易。他說以前走路時腳筋會痛，現在

不會了，另外舉手手也不累了。以前從一

樓走到三樓課室要用九分鐘，現在只需要

三至四分鐘。兒子有這麼大的進步，實在

離不開雲彩「不離不棄」的愛與支持！

慰慰媽媽

小霜在媽媽協助之下認真進行康復訓練。 遙距教育讓小霜可以在家中繼續接受康復訓練。 康復老師探訪慰慰 , 並一起去學校了解他的學習情況。

令做動作時，他感覺這好像在玩遊戲，十

分過癮。孩子能夠這麼快樂的融入其中，

我們都很高興。

每次問他是否跟得上進度，他都說：「沒

問題！」我感覺到孩子多了一份自信，這

讓我很欣慰。我很感謝雲彩還記得小霜，

也感謝每一位同工的付出，讓我們的生活

多了一份力量！即使明天我還是會跟鬧鐘

鬥氣，我願意為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因為

我想看到兒子那張充滿陽光和自信的笑

臉。

小霜媽媽

彩訊
遠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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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情 

孩子們建立安全感和自信心，讓他們切身

體驗到真正的被愛，也感受到雲彩這個家

帶給他們的溫暖。

這項不平凡的工作將我訓練成為一個細心、

有耐心和責任感的人，教我學會感恩，同時

也影響著我自己的兩個孩子，幫助他們成為

有愛心和知足的孩子。我的付出讓我收穫更

多，我的家庭也越來越幸福。我深信這幸福

不是偶然的，是從上而來的恩典。

走過七年的雲彩路，以後的日子，我同樣不

忘初心，帶著一顆感恩的心與雲彩同行！

文：編輯部

國際婦女節訂於每年的三月八日，為的是慶祝婦
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個領域作出的貢獻和成
就。在雲彩，我們遇到很多令我們敬佩的婦女，
見證著一個又一個堅韌而美麗的生命。雖然她們
未必立下社會期望的那種豐功偉績，但她們確實
在自己的位置上盡心盡力的付出，並且默默地影
響著身邊的生命。

我們邀請了三位婦女分享她們的故事，發現她們
所講的總離不開身邊的孩子。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要建立生命，實在是一輩子的事。

不平凡的婦女

轉眼間，我在雲彩大化關愛中心服務已有七

年了。在這七年的時間裡，我作為中心的孩

子的照顧者，跟一班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

孩子一起生活，當中的一點一滴不但豐富了

我的人生與工作經驗，也在面對和處理各種

複雜問題的過程中鍛煉了自己。

這些日子，我一直緊守崗位，堅持把工作做

到最好。服務的過程中讓我深深的體會到，

想要把這份「工作」做好，必須以真誠的

心和孩子們相處和建立互信的關係。然而，

要建立好的關係需要時間，需要付出，我

把大部分陪伴家人、親戚和朋友的時間都

放在這群特殊的孩子們身上，我希望幫助

不平凡的七年（肖蘭阿姨）

彩情
受助家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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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廣西一個農村，結婚翌年便誕

下小豪。他是個早產兒，我還記

得他出生時體重不到三公斤重。

每次想起他瘦小的身軀，心就

酸起來。到他九個月大的時候，

小豪的頭怎麼也抬不起來，坐

也坐不穩，我和他爸爸以為早

產兒的發展可能會遲緩一點，

家裏的長輩也這麼安慰我們。

可是，孩子滿十個月後還是這樣，

焦慮的我們就覺得不對勁了，於是抱著

小豪到醫院做檢查，醫生竟然診斷他患有腦

癱。當時我們夫妻倆無法接受這事實，聽到

「腦癱」這兩個字的時候，我的心在淌血，

我不停地流眼淚，甚至流到孩子的臉上，孩

子那明亮的眼睛一直看著我……

再三考慮之後，我們決心無論他將來怎樣都

要好好陪伴他長大！就這樣，我帶著小豪走

上了漫長的求醫之路，走遍各大醫院和機構，

只要聽說哪裡好就到哪裡，前前後後花了不

少錢，甚至負債纍纍，到最後實在沒錢了，

我們只能無奈地回到家鄉。

真沒想過我可以在雲彩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孩

子！雲彩這個大家庭除了讓我感到溫暖，也

帶給我喜樂和盼望，忽然覺得我一家被幸福

感暖暖的包圍著！

我的兒子小覺患有腦癱，三年前來到雲彩接

受康復訓練和教育。感恩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與鼓勵，還有老師們的辛勤付出，小覺的康

復與學習都有很大的進步。特別是學習方面，

小覺不單學會寫很多生字，最近還寫了一遍

500 多字的文章。生活方面，他也學會了做

不少事情。

因為小覺在雲彩進行康復訓練期間需要生活

照顧，我唯有放棄在外打工的機會。在我最

後來，小豪到了適學年齡，看到鄰
居同齡的小朋友都上學了，但他

只能留在家裡，沒有朋友，也沒
有同學，更沒有上學機會。懂
事的他老問我說：「媽媽，為
什麼我不能去讀書呢？如果我
沒有知識，以後你們老了我怎
麼辦呢？我真想讀書識字啊！

聽到孩子這些話，我感到十分自
責和無奈……

直到 2016 年，當時已經十四歲的小豪
終於有機會上學了！孩子來到廣西雲彩接受
免費的康復訓練與教育，他終於可以有同學和
朋友的陪伴。在雲彩，懂事的小豪經常得到同
學和老師讚賞，他的性格也變得開朗。他十分
珍惜這個機會，更經常對我說：「媽媽，能來
雲彩學習真好！

看著現時的他，讓我十
分欣慰。我很感謝
雲彩給孩子康復
教育的機會，在
我最無助的時
候帶來希望！

困難的時候，是雲彩給孩子提供免費康復與

教育，又為我安排在「雲彩工作室」幫忙做

手工飾品，既可以學到新技能，又可以賺錢

養家，大大減輕了我們的經濟負擔。

如果沒有遇上雲彩，我也無法想象前面的日

子會是怎樣。因著雲彩不離不棄的愛與同行，

讓我充滿力量和盼望，一步一步向前走！

雲彩行動於 2005 年設立雲彩工作室，致力

為殘障及其他有需要人士提供在職培訓及就

業機會，幫助他們改善生活。

「媽媽，能來雲彩學習真好！」 ( 小豪媽媽 ) 我的喜樂和盼望 （小覺媽媽）

彩情
受助家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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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語言
攝影：Joshua Tanner Potter



我是院長媽媽

文：張院長 （緬甸雲彩家園院長）

雲彩家園的孩子都是孤兒，小小年紀已受了很多
苦。沒有父母的苦我很清楚！我自小就失去爸爸，
媽媽一直守寡養大我們四兄妹。沒有父親，我們
從小就被人欺負；母親一個人既要養家又要工作，
其中的艱辛不言而喻！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幸
得有神的陪伴。母親常說：「人欺神不欺，神會
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多年過去了，感謝
神，我得以健康的成長！

因為自己的經歷，我對這份工作有難以言喻

的情感。還記得剛剛接觸這些孩子的時候，

有的性情倔強、有的對你愛理不理、有的因

為語言不通以致基本溝通都有困難。有時候，

滿腔熱誠卻碰著個硬釘子，難免感到沮喪，

甚至覺得他們真的很不可愛！每每這時，我

總想起雲彩創辦人楊偉基先生的一番話：「當

你覺得很難的時候，不妨想想如果這個孩子

是你的孩子，你會怎麼做？你怎麼對自己的

孩子就怎麼對待他們！

是的，最難的是要對他們做到視如己出。孩

子們天生敏銳，你對他發自內心的愛，他會

深深的記在心裡，並對你報以最純真的笑

容！我時常提醒自己，這些孩子們因為自小

沒有完整的家，也沒有人從旁教導，所以難

免有行為偏差的時候。惟有愛，才可以療愈

他們幼小的心靈！

慢慢的，我和家園的孩子們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他們會跟我表達愛意，例如：好幾個孩

子會說：「張媽媽我愛你，我愛死你了！

孩子們也十分貼心，小小人兒就懂得說：「張

媽媽你辛苦了，我來幫你搥搥背，按摩一下。

我真的很感恩，得到孩子們的喜愛。看著他

們一天天的長大，看到我們的付出能帶來這

樣的改變，心中感到無比的幸福。

張院長（右一）在緬甸雲彩家園的開幕禮上。

在這裏，
每個孩子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

足印
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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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所有幫助我們的人，你

們的支持讓這些孩子重新擁

有一個家！祝福每一個孩子

都有快樂的童年，有自己的

夢想和實現夢想的勇氣！

國志
今年 13 歲的國志是最早來到雲彩家園

的孩子之一。他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去

世了。國志跟著哥哥一起生活，家境非

常貧困，他在家除了要幫哥哥照顧小

孩，還要做農活，根本沒機會去上學。

這樣的成長經歷令國志缺乏安全感，

也不善與人溝通。剛到家園的時候，

國志的脾氣非常倔強，遇到一點點事

就生氣不理人、不吃飯，還躲起來，

讓你找也找不到。那時候的國志令我

十分頭痛！我不止一次跟他說：「你

這樣做是不對的，不吃飯會影響你的

健康，張媽媽會難過的。

在我的耐心陪伴之下，國志慢慢改變過

來。現在的他喜歡和我們在一起，臉上

越來越多笑容。有一天，他忽然對我說：

菲菲
菲菲來自偏僻的農村，父親去世後母親

也離家了。她是由一個傳道人送來雲彩

家園的。

九歲的菲菲性格內

向， 由 於 言 語 不

通，她很多時候都

不說話，最多看你

一眼。為了讓菲菲

早點融入雲彩這大

家庭，我經常跟她

說 話， 即 便 她 沒

「 張 媽 媽， 我 沒 有 爸

媽了，我很喜歡你們，

我可不可以叫你們爸

爸媽媽？

我很訝異同時也很開

心，眼裡忽然泛起了

淚光。「當然可以！」我肯定的說。

國志和我們親如家人，他花零用錢買東西時

必有我的份、吃飯時好的餸菜會分給我，看

到我在忙的時候會主動過來幫我。他從心的

接納我這個媽媽，看到他在雲彩家園開心快

樂地成長令我滿心安慰。

我時常禱告，求神給我智慧和愛心對待每一

個孩子，讓我真正的成為孩子們的祝福！

有回應，我也會多留意和關心她。

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菲菲開始與我親近。

她會跟我說：「張媽媽，我愛你！」她變得

很粘我，經常拉著我的手和親我的臉。有時

候其他孩子走近我一點，她會把他們推開說：

「這是我的媽媽，你們走開！」。我知道這

是菲菲極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現，我跟她說：

「菲菲，雖然你的媽媽沒有來看你，但不要

難過。這裡有愛你的爸爸、媽媽、哥哥和姐

姐，我們就是一家人，張媽媽愛你，也愛雲

彩的所有孩子！

家 園 孩 子 故 事

足印
同工分享

24 25



足印
探訪者分享

專訪楊瑞麟

去年聖誕，楊瑞麟與一班教會弟兄姊
妹到廣西雲彩探訪。雖然跟他相遇的
孩子和父母，從前都未必認識眼前這
一位「時生」，他們卻令「時生」留
下深刻的印象。

雲：甚麼推動你參加這一次探訪？

楊：主要是因為相熟的弟兄姊妹邀請我去。

雖然之前聽過一些有關雲彩的分享，但當時

還沒有太深刻的感受。

雲：可否簡述你的探訪行程？

楊：我主要接觸的是腦癱孩子和他們的家長。

我們到康復中心觀課、又跟他們出外燒烤，

也有進行家訪的時間。另外，有個名叫富港

的男孩子，他不是腦癱，但患有先天性骨折

（玻璃骨），這個 13 歲的 「雲彩之星」，

成熟懂事得讓我驚訝！

雲：為何富港給你如此深刻的印象？

楊：有個早上，我在中心向一個腦癱孩子介

紹自己，當那個孩子努力地嘗試讀出我的名

字時，在旁的富港很有條理地說：「你不可

以這樣直呼叔叔的名字的，你應該叫他「楊

叔叔」才有禮貌啊！」那份成熟的表達令我

對他印象特別深刻。

雲：提到爸爸，可否分享一下你們家訪腦癱孩子的點滴？

楊：我們探訪了一家六口的小雲。大家聽著小雲的媽媽娓娓

道來他們這些年來的艱辛，眼淚一滴一滴的掉下來。有難過

的眼淚，卻也有感動的眼淚。小雲的出生，看似不幸，甚至

成為家庭沉重的包袱，但是誰想到上帝的愛和祝福，卻同樣

藉著她臨到這個家庭。今天，媽媽為小雲的進步感到驕傲，

家庭生活也變得和諧。即使前面的難關仍在，但他們對未來

重拾希望。

雲：以往你有沒有接觸過其他殘障孩子？

楊：有些孩子健康正常，但卻過份依賴，彷彿是「生活殘障」

似的。有些孩子，雖然身體有殘障，但意志不殘障。所以，

殘障與否，視乎你的觀點角度。

雲：整個探訪，對你個人帶來了甚麼影響？

楊：有機會認識了雲彩和這些腦癱孩子及家庭，我也在思想

自己可以如何回應這些需要。這不單純是為了幫助別人，也

是自己生命裏的操練，學習如何回應上帝，作上帝喜悅的事。

坐車時，小君每隔幾分鐘就抽搐
一次，腰背變得僵硬，可以想像
平日的照顧真不容易。

富港患有先天性骨折，年幼時只能留在家
中，後來遇上雲彩行動，才有機會讀書。 

我和小旺慢慢走路到聖誕節慶祝活動的地點，過程中我
非常欣賞他的堅持。 

雲：那你跟富港有什麼直接的互動嗎？

楊：他的笑容和眼神充滿感染力，總散發著

一種積極樂觀的精神。我還記得臨別當天那

個四目交投如電影般的畫面：我們擁抱過後，

大家沉默了差不多十秒之久，然後我勉勵他

要努力讀書，他卻穩重地「嗯」了一聲。這

不似他平常的表現，但我感受到這回應背後

的情感和溫度。

雲：和腦癱孩子的交流給你什麼體會？

楊：「每個生命都值得尊重。」這是同工在

介紹雲彩的工作時說的。幾天的相處讓這句

話變得十分立體。我看見這些孩子的堅持和

努力。有個孩子本來想坐車到活動地點，但

在旁人的鼓勵和陪伴之下，他願意一步一步

試著走，中途有機會坐車他也拒絕了，最後

行了差不多一公里路。雖然他們有肢體上的

限制，但總有他們可以發揮的地方。活動中

孩子們合演了一齣話劇，有個孩子興奮地告

訴我他要飾演一個爸爸。

何謂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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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探訪過程中，從籌備開始就遇到不

少困難，包括出發前申請探訪文件時出

現的問題、關愛中心的供電因著裝修的原

故而不太穩定，以及中心四周全是爛路等

等。正正是這樣，反而讓我們看到上帝是

怎樣一步一步的帶領著著，為我們開路 ! 

最終，我們預備的所有環節都能夠順利完

成。

行程裏讓我最震撼的經驗，就是到康復中

心跟腦癱孩子一起上課。我們看到中心為

孩子們帶來的改變和影響，讓他們得到很

多愛和盼望。看到上帝藉著雲彩祝福了很

多人。不只是孩子本身，也祝福了他們身

邊的人，為一些貧窮的家庭帶來希望。我

鼓勵大家支持和參與雲彩的工作，祝福人

的同時也豐富自己的生命！

文：林華正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短宣，感恩有機會到
廣西雲彩探訪，並與孩子們分享祝

福。我相信藉著我們的行動和鼓
勵，他們是能夠感受到那份從

上而來的愛和盼望的。

一步一步的帶領

意想不到的是，雲彩行動的孩子跟

我們想像的很不一樣。一般的孤兒

通常會比較沉靜，自我保護意識也

較強，但這裏的孩子獨立、聰明，

又懂事。在各項活動當中，他們會

自動自覺幫忙收拾，亦懂得為別人

設想，看到你流汗時，會主 動拿

杯水給你喝。即使大家相處時間不

長，卻看得出關愛中心對他們的用

心照顧和教導。

這次活動主題為 " 讓夢想飛翔 "，來至新加坡的探訪隊化身為 " 夢想號 " 的機組人
員，帶領小朋友，向夢想出發。

參觀腦癱中心後，帶領腦癱小朋
友外遊。

藉著遊戲讓小朋友學習合作精神和面對挑戰。團隊以工作坊型式介紹不同行業，拓闊孩子的視野。

臨別依依，與關愛
中心小朋友合照。

足印
探訪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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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業義工分享

識彩 

腦癎篇
文：呂凱琪醫生 ( 腦神經科醫生 )

去年十月底，我首次到廣西雲彩
探訪。雖然只是短短半天的行程 , 
但中心漂亮的裝修與設備、導師
們認真和耐心的教學、家長對小
孩的付出與愛護 , 都令我留下非
常深刻的印象。 

作為一位腦神經科醫生 , 有機會與中心的導師們
及家長在講座中交流分享 , 實屬難得。這些家長
要照顧患有腦癱的小朋友已十分不容易 , 若小朋
友同時患有腦癇症 , 家長的壓力想必更大！可以
想象他們將有各種的擔心和疑問，我想藉這篇文
章解答部分的問題： 

我的孩子會突然發病嗎？發病時該如何應對以減少對他
們身體的傷害？

一般來說 , 患有腦癱的小朋友患有腦癇症的機會較一般小朋

友高 , 但其實不少偉人如亞歷山大大帝 , 凱撒大帝 , 著名畫家

梵谷等也患有腦癇 , 他們也有很偉大的成就。現時醫學界對

這病的認識及可用的藥物也較以前多，相信也較有把握控制

這方面的病情。

現在已知的腦癇成因有幾項：如腦炎、頭部受傷、先天性腦

部受損或腦腫瘤等等 , 但其實大部分情況也是原因不明的。

腦癇是因為腦內短暫出現不正常的訊息傳遞 , 若這不正常的

訊息傳遞只在部分腦區發生 , 便稱為部份性腦癇發作 , 如小朋

友會無意識地搓手或扯身上的衣服 , 短暫時間對週邊的環境

失去意識。 當這些情況出現時 , 家長可用手機拍下或進行紀

錄 , 方便覆診時給醫生參考。

假若發作涉及整個腦區 , 部分小朋友或會突然失去意識 , 全身

抽搐 , 跌倒地上 , 家長及老師應讓小朋友側臥 , 躺在床上或地

上 , 確保附近環境安全 , 而且不要放手指或其他東西於小孩口

中 , 以防硬物引致窒息。若抽搐情況超過五分鐘 , 就需要電召

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療。 

部分腦癇症患者發作時，會出

現全身痙攣，甚至口吐白沫，

雙眼會持續向上望，發出類似

羊的叫聲，所以腦癇症又俗稱

為「羊癇症」或「發羊吊」。

腦癎篇
知多一點點：

我（前排中）和一班弟兄姊妹一起到康復中心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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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長大後可否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可否生兒育女
呢？

一般來說 , 患有腦癇的孩子也可有正常的社交和運動 , 他們必

須在家長陪同下才可到泳池游泳 , 其他休閒娛樂如跳舞、看

電視和看書等，孩子也可照常參與，享受自己的休閒時間。 

另一方面 , 我所認識的腦癎患者部分也可生育 , 建立自己的家

庭。當然若小孩長大後計劃懷孕 , 事前應與醫生商量。一般

患者在病情穩定的情況下 , 也是可以懷孕的。 

還記得講座那天 , 導師及家長們積極熱切的提問，我認為徹

底了解腦癎症就是成功控制病情的重要一步 , 盼望日後有機

會再與大家分享更多這方面的資訊。

為何服用多種藥物 , 腦癇也時有復發？既然藥物作用不
大 , 又擔心有副作用 , 可否停藥 ? 藥物以外有沒有其他
治療方法 ?

藥物的作用是希望可減少患者復發 , 及減低發作時的嚴重程

度 , 但藥物不能根治這個病。研究顯示有三分之一患者使用

一種藥物後可以維持零發作 , 另外三分一患者屬難治性患

者 , 即服用兩種或以上的藥物後腦癎也持續發作 , 這時要與

醫生溝通 ,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治療方法如植入儀器刺激迷走

神經等。

至於副作用方面 , 常見的藥物副作用有頭暈和容易疲倦等 , 家

長應與醫生溝通 , 找出治療成效最高 , 而副作用不太大的藥

物。千萬不要自行停藥 , 因這樣會大大增加復發的風險。 

S i l v e r  L i n i n g  S e r v i c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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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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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訓練及緊急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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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ted to help the impoverished orphans, 
students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mountainous area, through 
improving their lives, education, job opportunities, rehabilitation 
and providing emergency medical assistance. With our love and 
action, we hope to send care and blessings to the marginalized 
and neglected, help them overcome poverty, while re-establishing 
their dignity and hope. 

雲彩行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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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雲彩行動 Silver Lini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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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TEL: (852) 3488-4395       傳真 FAX: (852) 3016-8685       電郵 Email: info@slining.org

To: 

想了解更多有關雲彩行動的
工作及最新消息，請到：

香港雲彩網站 : www.Slining.org
美國雲彩網站 : www.SilverLiningMissions.org

雲彩頻道
Silver Lining Channel

雲彩行動
Silver Lini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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