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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感谢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在 2021 年对雲彩行动的资助，支持缅甸彬乌伦

雲彩家园“给孤儿一个家”的助养项目。2021 年是彬乌伦雲彩家园开办以来，面临挑战最

多的一年，也是恩典最多的一年，感恩有你们持续的支持，我们照顾的儿童才得到持续的照

顾和关怀。 

一、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给孤儿一个家助养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 缅甸曼德勒省彬乌伦市 

项目报告周期 2021 年 1月 1日-2021年 12 月 31日 

项目管理机构 雲彩行动有限公司 

项目执行雲彩家园 彬乌伦雲彩家园（Myittar San Eain Foundation Philanthropic Association） 

联络人 Lydia 

联络方法 
电话： 

电邮：lydia@slining.org 

二、 项目受益人数统计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受益人数 受益人次（1-12月） 

801 给孤儿一个家助养项目 149 人 177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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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概况 

缅甸自 1960 年开始内战，截止 2021 年内战仍未止歇，内战造成缅甸重大人员伤亡和

经济贫穷。毒品泛滥，家庭深受其害，因吸毒、贩毒家庭破裂，儿童沦为孤儿，无人照料。

雲彩行动始终坚信家是给儿童

爱和安全最好的成长环境，而

家庭教育是儿童教育的起点和

基点。为回应困境儿童的需

求，项目于 2017 年开始在彬

乌伦市开办雲彩家园，以院舍

式模拟家庭的模式照顾孤儿

（以下项目进展描述将简称为

801 项目）。 

（一） 项目面临的挑战及我们的应对 

1. 缅甸发生政变对项目的影响：2021 年 2 月 1 日缅甸发生政变，引发全国各地大罢工，各

地发生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银行取款困难，暴力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当地物资供应

紧张、物价飞涨，当地很多人失业，为了保证项目正常开展，为此我们在采购了 6 个月

的大米作为储备物资。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家园实行封闭式的管理，未经允许孩子和

同工都不能外出。缅文公立学校一直停学，在孩子未能上学的期间，家园的浩恩学校为

孩子上课，孩子可以在家园补习缅文、中文、英文等课程。 

截止报告日，目前家园没有出现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情况。 

2. 新冠病毒疫情对项目的影响：2020 年年初新冠病毒疫情袭卷全球，病毒不断变异，因为

政变，政府与民众已无暇顾及新冠病毒疫情，疫情在当地暴发得很厉害，而由于医护人

员的罢工，医疗体系基本处停摆状态，缅甸没有足够的疫苗提供给民众接种。按世卫组

织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每百人中的新冠疫苗的接种数量是 161.93 剂，缅甸每百人中的

新冠疫苗的接种数量仅是 16.42 剂，仅是中国接种数量的 10%。为此我们严格执行门禁

制度，做好同工和儿童的宣传工作，外出的同工须带口罩，回到家园需要用酒精和 84

消毒液消毒，家园定期会对教室、家庭、厕所等地方进行消毒，我们努力做好防疫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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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保家园孩子的健康。 

（二） 项目整体执行情况概述 

1. 项目直接受益人数：截止 2021 年 12 月雲彩家园共帮助了 149 名儿童，这些儿童由代母

照，分在 14 个家庭当中学习和生活。 

2. 家庭教育情况：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土壤，土壤健康、富有营养，儿童才能健康成长。孤

儿面临的困境是多样化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特定需求，当这些需要没

有得到满足，常常会表现在行为上，项目会定期和代母了解孩子的情况，根据孩子的需

要和代母的需要提供支持和培训。家园主要从照顾者家庭教育培训、爸爸成长营、家庭

日活动、儿童性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工作。孩子不好的行为和习惯在不断的减少，好的

行为不断在增加、好的习惯不断的在建立。 

3. 儿童健康情况：由于缅甸政府更替，各行各业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从 5 月开始

缅甸新冠疫情大暴发，家园一共有 13 名同工和 105 名儿童被感染新冠（不包括代母的

孩子和惠普的孩子）， 经过隔离治疗，妈妈和孩子都已康复。 

 

 

项目在儿童健康、儿童教育、儿童发展、儿童保护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详见项

目成效及进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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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成效及进展描述 

项目目标一  山区孤儿及困境儿童享有健康成长 

儿童健康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基础，雲彩家园主要从保障儿童有充足营

养、疾病预防、以及日常基本医疗

保障方面给予儿童照顾和项目投

入，确保儿童持续的在身体方面得

到健康成长。 

 

 

1、 产出一：儿童有充足营养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2019 年《儿童食物与营养报告》中提到，儿童营养不良分为

营养不足、隐性饥饿、超重。雲彩家园

儿童来自贫困的家庭，因失去父母，他

们营养状况的基础比普通家庭的孩子

弱。为了持续提供有质量的膳食，雲彩

家园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给予

照顾者厨艺的提升，二是满足儿童健康

生长发育所需的膳食多样性的需求。但

今年我们碰到了极大的挑战，缅甸的物

价不断的在上涨，在有限的资金下可选

择的食物种类就去比年减少了。据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在 4 月发

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缅甸将有

 超重 
 短期：心血管疾病、感染与自卑 

 长期：肥胖、糖尿病、其他代谢病 

 营养不足：生长迟缓与消瘦 
 生长不良、感染与死亡 

 认知能力差、入学准备不充分与学业成绩差 

 成年后收入潜力弱 

 隐性饥饿：微量营养素缺乏 
 生长发育不良 

 免疫力低下与组织发育不良 

 健康状况不佳与死亡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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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万人面临食物短缺，预测

缅甸将出现经济大萧条，粮食

危机来临。家园为了应对物资

紧缺，紧急采购了 6 个月的大

米作为储备物资。为了确保孩

子有充足的营养，我们根据市

场的物价水平，生活费调高了

13%。 

在 2021 年 11 月，雲彩家园为

儿童测量了身高体重，平均身

高增长 7cm,体重增加 2kg。BMI 达标率为 72%，身高达标率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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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出二：保障儿童免受疾病传染及受伤 

1) 卫生习惯的培养：在 2021 年 1 月项目链接牙科医生教导如何正确的漱口，孩子们

从中明白了口腔、悬雍垂、扁桃体的清洁对流感、感冒、新冠病毒起到了很好的预

防作用。 

2) 疫苗注射：因没有新增

孩子的入院，暂时没有乙

肝疫苗注射的需求。而缅

甸新冠病毒严重疫苗短

缺，到 10 月家园同工才有

机会注射第 1 针疫苗，到

了 11 月中已完成了两针疫

苗注射，项目积极联系国

家卫生部门寻找资源为孩

子们注射疫苗，因疫苗的

短缺，和目前缅甸的疫苗

注射政策是 13 岁以上的孩

子才能注射疫苗，家园的孩子尚未能注射新冠病毒疫苗。 
 

3) 居家环境定期清洁及消毒： 

干净的居家环境是保证孩子身体健康

的重要外在条件，家园每周定期组织

同工和孩子清洁环境，用 84 消毒液

对环境进行消毒。 

4) 健康信息监测及汇报制度： 

我们了解到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它

会让受感染者出现无症状的情况，并

且身体已出现了缺氧但受感染者却不

自知，最终导致缺氧死亡的案例。为

了应对这一疫情防控的挑战，家园为

每个家庭购置了血氧测试仪，每天为同工和孩子测试血氧情况，监测他们的健康状

况，一旦有异常情况，马上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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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园封闭式管理：家园继续实行封闭式管理，家园有需要维修的地方，都尽可能

的自己修理的，不能自己修理的地方，才找外人修理，维修人员进入家园也必须要

戴口罩。聘请的老师和工作人全部要求居住在家园，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外出。我

们尽可能的控制不让外面的人进入家园，也减少接触外面的人员。 

6）同工及儿童新冠防疫知识培训： 

从 2020 年 3 月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开始，家园就一直实行封闭式管理，将近 2 年的

封闭式管理，不论是同工还是儿童在防疫上

都有出现抗疫疲劳的情况，为了让大家防疫的意识不降低，我们为家园的同工和孩

子再次做了新冠防疫知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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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出三：儿童得到基本医疗保障 

1) 采购应急物资：因缅甸医护人员罢工，缅甸人民大规模的举行示威游行，进一步

加大了的新冠病毒防控的难度,我们预

估到缅甸会大规模的暴发疫情，一旦病

毒入侵家园，同工和孩子将面临极大的

健康风险，在廖医生的指导下，我们提

前采购了一批备用药和 5 罐氧气。  

2) 用药及氧气使用培训：医院罢工，一旦

有大量的受感染者，医疗系统不能接受

大量的病人，家园同工和孩子将得不到

有效的救治。我们安排同工和青少年学

习如何正确的使用氧气，一旦缅甸的医

疗系统崩溃，我们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支

持时，我们可以发起自救。 

 

 

3) 儿童患病得到医治： 

因缅甸医护人员罢工，家园有幸得到义工廖医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给予生病孩子

进行诊断和用药指导，患病孩子恢复较好； 
 

2021 年 6 月，缅甸多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疫情，缅甸医院人满为患，很多轻症的病人或年

轻的病人医院都不收治，因为缺少氧气和药物，很多的被感染人员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

而去世，火葬场超负荷运行，死亡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因人数众多，很多亡人未能得

到及时的火化。我们在仰光的一位同工，因感染新冠医院诊断为轻症未被收治，身体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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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但未察觉到，在家中突然因缺氧不幸去世，另一位仰光的同工，因感染新冠，呼吸困

难，但医院已人满为患，未能入院治疗，一度血氧降到 70%，有生命危险。 
 

2021 年 7 月我们发现家园有多名同工和儿童有头痛、鼻塞、咳嗽等症状，大家一边心里很

害怕，一边又祈祷这不是新冠病毒，但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我们按照新冠的隔离标准来处

理。我们立即组织人手把浩恩学校的教室划为隔离区，把有症状的人员集中到浩恩学校的教

室进行隔离。此时的缅甸缺医少药，用于治疗新冠的药物被炒到了天价，一药难求。我们存

在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我们有限的现金只能优先安排买药和家园的伙食开支及日常开支。

我们安排同工和孩子每天对环境进行消毒，并每天进行两次的体温测量、血氧测量和症状监

测，一旦发现有感冒症状的，就安排到隔离区治疗。隔离很快就有了效果，家庭里有感冒症

状的同工和孩子人数逐渐减少和消失。在隔离区的同工和孩子共 44 人在感冒症状消失后，

再隔离 14 天，才出隔离区回到家庭。在 8 月初

家园解除隔离，生活恢复正常的秩序。 

但在 9 月 12 日我们再次发现有多名同工和孩子

出现感冒症状，我们意识到，可能家园里有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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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感染者，所以我们紧急采购了 3000 份检测试剂，对家园所有的同工和孩子进行检测。

在 9-10 月的隔离期间，家园共检测出被感染者 144 人。大多数被检测出来的被感染者都没

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的感冒症状。被感染的同工中，有一人曾血氧降低到 88，家园马上安排

给该名同工用氧，在连续 3 天用氧后，该名同工的血氧也恢复正常。在整个隔离期间，感恩

有廖医生一直给我们指导用药，感恩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们代祷，更感恩在家园被

确诊新冠后，仍然坚守在一线岗位上的每一位同工，感谢有大家的坚持守护，家园在隔离了

1 个月后，终于所有人，一人不少的都康复了。 

10 月底妈妈发现孩子李正翠的后背突

起，然后带孩子去医院拍 X 光后发现，

固定孩子脊椎的钉脱落， 我们马上将孩

子的情况告诉给香港的主治医生，医生

看了孩子的 X 光后回复，孩子的情况非

常的紧急，需要紧急动手术，因为手术

的难度大，风险高，需要去到香港做手

术。目前我们已经积极联系香港大使

馆，取得了紧急签证，联系好了隔离酒

店，但现在从缅甸飞香港都必须要转

机，但所有中转国家都被香港列为高风

险国家，非香港居民不可以经高风险国

家去香港，现在唯一的方法，是得到香

港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特别批准，我们

现在正在努力促成此事，让正翠可以早

日到香港做手术。 

11 月孩子余二妹在球场玩耍时，与同学相碰，意外摔倒受伤，当时没有任何的异状，但回

家后不久出现呕吐、不能进食的情况，我们马上将孩子送去医院，检查后发现孩子颅内出

血，于 11 月 15 日晚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目前已出院在家恢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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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三  懂得爱人如己, 和他们的邻舍 

1. 产出一：儿童感受到去爱 

1) 圣经教导融入家庭教育 

家园以《圣经》为原则教导儿童，我们聘请的代母都是基督徒，在日常的教学

中我们设置了圣经课，每周日我们有儿童主日学，将圣经的理念融入到家庭教

育中，让孩子从小就认识到神真正的爱，感受到被爱，也懂得如何爱人。 

2) 照顾者家庭教育培训 

14 个家庭的孩子中年龄最小的是 5 岁，年龄最大的是 17 岁，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需求不同，破碎的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同，照顾者需要根据孩子来调

整教导的方式。项目在 2021 年链接资源，邀请了临床心理学家黄伟康博士为

妈妈们提供了《依恋关系培训》。通过这些培训，妈妈们知道了孩子与父母的

依恋关系会影响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人。没有健康的依恋关系，孩

子就容易陷入边缘性人格障碍中。 

 

在黄博士的培训后，我们也针对性的为妈妈提供了《如何赞赏孩子》的培

训，帮助妈妈通过赞赏孩子来建立孩子正面的自我观。教导妈妈如何观察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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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日常中的正向行为，并且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鼓励孩子有更多的正

向行为。

 

随着电视和手机等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不恰当使用电子产品对孩子带来的

负面影响，相当于是在吸食毒品，在 5 月我们安排了《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

响》培训课程给到妈妈们，妈妈再将学到的知识传递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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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爸爸成长营 

父亲积极参与到儿童的教导过程中，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有助

于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和自信心。从今年 2 月开始，雲彩家园的第一期爸爸成

长营就开课了。课程的内容包括如何接纳孩子，如果用爱的语言向孩子表达关

爱，如何用同理心与孩子沟通等。通过课堂的学习和课后的练习，爸爸们懂得

了如何走进孩子，与孩子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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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日活动 

亲子活动可以促进家庭成员亲密的亲子关系的建立 ，家园通过不同种类的亲

子活动，如游戏、手工、烹饪、大扫除、绘本、户外活动、菜圃劳作、家庭合

作等方式丰富孩子日常生活。 

为了让家庭日活动更有质

量，我们给照顾者们提供

了如何设计活动的培训，

并且以阅读为载体，培训

妈妈如何融入不同的主题

在阅读活动中，如何利用

阅读来教导孩子。阅读对

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非常 妈妈在分享自己的阅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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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影响，阅读可以伴随人的终生学习和成长。特别是家园里的孩子，他们

很多人原生家庭背景很特殊，学习基础薄弱，拓展及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可

以帮助他们拓展思维，建立自学的能力。 

而妈妈们是推动家庭阅读活动的关键人物，因此首先要培养妈妈的能力。我们

通过采用体验式学习（理论学习+活动体验）的方式，让妈妈们学习阅读理论

知识，以及透过亲身参与阅读活动来学习如何设计有趣的阅读活动。今年我们

共开展了两期活动。 

  

妈妈在家里带孩子做阅读活动 孩子在认真的写阅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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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阅读分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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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四  山区孤儿及困境儿童得到适当的照顾、保护、参与 

 

雲彩家园主要从为儿童提供安

全生活环境、聘请照顾者为儿

童提供家庭照顾和保护，儿童

身份得到认可等方面开展活

动，具体开展项目情况如下： 

 

 

1、 产出一：儿童生活在充满和安全的家庭及小区环境，并有安全的玩耍地方 

稳定、安全、卫生的居所可以为儿童的成长带来安全感和健康。 

1) 家园环境维护：从去年 3月以来，为了孩子的健康安全，家园一直在实行封闭式管

理，工作人员尽量减少外出，外来人员不允

许进入家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家园的

青少年也参与到了家园的维护中，如在厕所

旁加装了水笼头来洗衣服、维修和清理厕所

和下水道，对家园门口的路面进行平整、维

修水电等。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家园能保

持干净整洁的环境 

2) 维修及更换设备：随着设备使用时间的增

加，雲彩家园的部分家电也出现了损坏，对一些维修多次仍然无法使用的电器或维

修费用过高的，进行了更换。 

3) 动乱时期的治安维护：自 2 月缅甸陷入政变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举行了大规模

的罢工潮，政府对囚犯进行了大赦，当地出现了多起入室偷窃、抢劫伤人、纵火事

儿童
保护

安全

环境

家庭

保护

身份

认可

儿童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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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没有警察出来管制。为了保护儿童的安全，避免出现恶性事件和损失，家园

同工和青少年组成了夜间巡逻小组，维护家园安全，在巡逻队的守护下，家园平安

渡过了缅甸较动乱的那一段日子，家园孩子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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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出二：照顾者能够妥善照料儿童 

1) 开设性教育课堂： 

经过 2020 年的发展，家园已经拥有了适合青春期、低龄儿童的性教育课程，培养了专

门授课的核心小组。但是我们也发现仅靠一次性的授课，其实是不够的。首先孩子在课

堂上能够吸收的知识有限；其次如果只是核心小组成员了解性教育知识，而其他妈妈不

了解，在日

常生活中，

也很难去支

持孩子以及

与孩子探

讨，核心小

组的施妈妈

看到这个需

要后，主动

提出来期望

给妈妈们普

及性教育知识，并且让每个妈妈都去给孩子上课。一方面是让妈妈们脱敏，另一方面可

以学以致用。为此我们在 2 月份安排了妈妈们边学边授课，把妈妈们分成 4 个组，每组

3 人，每组负责不同主题的性教育知识，由施妈妈按组培训，然后小组利用每周三学习

会的时间，把自己小组所负责的主题先给所有妈妈上课，然后所有妈妈再去给自己小组

家庭的所有适龄孩子上课。 

经过一轮后，妈妈们反馈觉得自己对儿童的性教育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也敢

于跟孩子谈论，面对妈妈开放的态度，孩子也会主动询问妈妈。而且通过这样的操作模

式，施妈妈发现了有几位妈妈有出色的表现，未来可以作为性教育课程的主讲骨干。 

但是受限于性别、时间安排，一些比较细节的知识，特别是男生的生理卫生知识，

妈妈没有办法讲得很多，所以还是需要给孩子正式的上性教育课堂，由成年男性跟男孩

子讲更细节的知识。我们计划下半年可以招募到合适的成年男性同工加入到授课小组

妈妈在给孩子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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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 产出三：儿童出生后得到庆祝生日和登记 
 

为了肯定儿童的身份，让孤儿也可以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

年，每一位照顾者都有一份儿童

的生日记录，在儿童生日来临之

际准备生日蛋糕和生日礼物为儿

童庆祝。每次分享蛋糕的时刻，

每个孩子都觉得开心和喜悦，因

为在当中能够感受到被疼惜和被

爱，他们的身份得到了肯定。这

是孩子来家园的第 2 个生日，孩

子们很期待自己生日的那天到

来，还没轮到自己生日时，就

会跑到妈妈跟前问，自己什么

时候生日。7-10 月因缅甸疫情

严重，我们暂停了生日的庆

祝，在 11 月我们为孩子补过

了生日，大家过生日的那天都

非常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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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出四：儿童能被尊重及与影响他们的生活的决策 

孩子们提出期望在 2021 年家园可以开展一些他们喜爱的活动，受疫情影响，家园暂停大型

活动的开展，根据活动内容，雲彩把一些容易操作、可以实现的活动落地到家庭日活动、兴

趣小组里。 

除了回应孩子的提出的需求，我们也在家庭活动层面、家园层面、学校活动层面，拓展机会

让孩子可以参与管理工作。例如让孩子参与家庭日活动的设计，招募孩子成为小管理员参与

学校图书室管理的工作，参与家园公共卫生，特别是抗疫期间，很多大龄孩子参与了家园消

杀工作。 

参与这些不同层面的管理工作，可以提高孩子对家庭和家园的归属感和拥有感，建立孩

子的自信，培养他们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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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故事 

小雄是 2019 年来到雲彩家园的，孩子刚来的时候，吃东西吃得很快，吃东西时眼睛总会

观察别人吃了什么，很担心自己吃不饱，如果其他的孩子吃得多了，他会嫉妒。刚 1 年的

时间，他便成了家园里最胖的小孩，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的 3 个标准差。在妈妈的细心教

导，孩子慢慢的不再害怕吃不饱，也不会嫉妒别人吃得比自己多了。他积极的参加各项运

动，他的身高也长到了 159cm，人也变得开朗和乐观了，在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会主动

上前帮忙。在学业方面，他一句中文都不懂，一个学期下来，是班上的第 36 名，现在是

班上的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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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玲刚来家园时，又漂亮又活泼，一下子赢得了妈妈的芳心。但妈妈不久后就发现家里

其他的女孩子开始变得沉默、胆怯起来，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顺玲在妈妈看不到的地方

会欺负妹妹，如果妹妹们有不听她的话的，就会恐吓她，打她，甚至会在妹妹的床上大便。

在妈妈的教导下，孩子慢慢有了安全感，不再有这些行为。她会主动帮助妈妈做家务，打

扫卫生、洗碗、洗衣服，也会关心妈妈，读书也很用功，现在成绩是班里的第一名。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