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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2021年即将过去，感谢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对项目点 Eden 

Centre for Disabled Children(以下简称 ECDC)大力支持，在 2021年持续

给予香港云彩行动（以下简称 SLF）资金投入，使项目可以顺利开展。 

ECDC 成立于 2000 年，位于缅甸仰光市，主要服务脑瘫、智障等特殊需

要儿童，是已知民间最大规模非盈利的儿童康复中心，机构负责人和大部分

的团队成员都是基督徒。于 2018 年得到 SLF 资助引入引导式教育模式

（Conductive Education 简称 CE），至 2021年不断扩大合作规模。SLF虽在

中国，但同样关心缅甸的特殊需要儿童，愿以不离不弃的爱与其同行，以生

命改变生命带来盼望。 

   再次感谢各位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一路以来的支持与信任！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缅甸特殊儿童康复和教育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 缅甸仰光省仰光市 

项目报告周期 2021 年 1月 1日-2021年 12 月 30日 

本年资助 42,988HKD 上年带款余额 0 合计 42,988HKD 

用款情况 42,988HKD 本年余款     0 

项目管理机构 雲彩行动有限公司 

项目执行机构 ECDC(Eden Centre for Disabled Children) 

联络人 Lydia 

联络方法 电邮：lydia@slining.org 

项目受益人员统计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受益儿童人数 受益儿童人次（1月-12月） 

811 缅甸特殊儿童康复和教育项目 100 人 12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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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继续肆虐缅甸，2月

开始缅甸爆发政变动荡，民众罢工游行抗议，

各行各业停业。但 ECDC 从不放弃为残障儿

童提供支持，一直以来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康

复和教育服务，包括开展在线网络课堂、电话

访谈、甚至入户家访，直至 3 月 15 日因为动

乱加剧，军政府关闭手机移动网络，ECDC 才

短暂暂停网络上课。5 月底军方逐步开放移动

数据，于 6 月 1 日 ECDC 立刻重开在线课堂

服务，直至现在仍继续维持服务。在生活方

面，为帮助残障儿童及其家庭度过难关，在项

目的支持下 ECDC 于 5 月到 7 月共 3 次，每

月为 160 户困境家庭发放了紧急食物援助，9 月到 12 月共 4 次，每月为 250 户

困境中的家庭继续提供紧急食物援助，感恩神的保守，让家长们更有信心坚持与

残障孩子康复和教育。 

项目进展 

项目目标一、贫困家庭的残障儿童能力得到提升 

在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的支持下，2021 全年绝大部分时间

ECDC 团队都在持续给予脑瘫、智障儿童开通网络在线教学。除了 3 月中旬到

5 月底这 2 个半月，军政府将移动网络断网，其他时间儿童们都能通过 ZOOM

进入网络课堂，获得康复和教育课堂指导。ECDC 服务的近 180 名特殊需要儿

童，绝大部分儿童都能参与并获得每日至少 2 节网络课堂。项目每周也定期通

过远程视频会议等网络沟通方式，了解 ECDC 在线教学中碰到的困难，并提供

反馈和建议。为保证康复教育质量，7 月下旬项目还邀请资深物理治疗师、荣

誉国际引导员郑毓君博士，与 ECDC 教学团队召开多次网络会议，共同讨论如

何改善网课和修订孩子们的教学目标。在项目的推动下，8 月 ECDC 也结合中

国南宁康复中心、越南河内康复中心共 3 方康复师、老师团队，同心协力初步

完成了引导式教育的 9 大元素问题

库，问题形式包括对错判断题、单

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等，未来可

以针对新入职的老师、康复师或家

长，通过随机抽取问题和考试，促

进理论与实操相结合，帮助残障孩

子受益。 
郑毓君博士指导如何改善网课与生活更好结合 

缅甸疫情和动乱，百姓取款限额，生活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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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缅甸经济变差，ECDC 收费和运作都陷

入了困境，项目继续资助老师们的工资，以保证

一线服务的同工们生活有保障。至于 ECDC 其他行政及

后勤支持团队的同工，项目予以其月薪 50%作为紧急的

支援，协助 ECDC 团队度过疫情和内乱两大难关。

ECDC 团队的 40 多名同工，7 月中旬以来，包括机构负

责人 U THA UKE 在内（见左图），有 28 位同工不幸感

染新冠。在神的指引下，有美国的医生志愿者通过网络

会议，向同工们介绍如何针对新冠症状服用对应的药

物，在神的保守下即使当前药品短缺严重，当地传道人

也能获得项目紧急拨付的采购药物经费，并顺利购买到

药物，送到患者手中。遗憾的是，7 月底 ECDC 负责特

教和救灾工作的 Wah Wah Khu 老师和家人均感染新冠，

因缺氧住院治疗，出院后病情反复，8 月 1 日不幸

过世，其父亲随后一周左右也过世，家里仅留兄长

照顾病重母亲，项目也给与这些困境家庭额外的补

助。 

 

 

 

 

项目目标二、增加社区的残障儿童得到持续康复及教育服务的机会 

在疫情影响下，ECDC 与缅甸其他学校一样，暂不能开展实体教学，一直

提供的是网络课堂服务。ECDC 团队每周轮流拨打家长的电话，了解孩子在家

中的生活、学习情况。康复师、老师们一直秉持着开放、乐观的态度，不断影

响和鼓励着孩子们。家长们给 ECDC 社工的反馈，疫情和动乱让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加大了，家长们却觉得 ECDC 团队距离并没有生疏，家校亲如一家,相互扶

持，一起度过了 4 月 5 月的断网停课，7 月的雷雨断电，8 月的登革热流行，以

及 9 月的流感季节。非常感恩的是，2021 年绝大部分的 ECDC 家长和孩子们都

继续坚持参加网课没有轻易放弃，家长们都坚定信心，愿与 ECDC 继续一路同

行，坚持到再次开学的时候。 

 

12 月上旬康复师、老师们针对孩子们的康复和教育目标再次评估，学年末

达到学年初设定长期目标 70%或以上的残障儿童百分比为 40%，刚好能达到老

师们的期待值 40%。针对这样的结论，老师们比较乐观，认为通过网络教学和

ECDC 团队结合缅甸点灯节开展主题教学 

ECDC 感染新冠的同工获得药物支援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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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实际效果是会低于在中心实体教学的，比不上老师和孩子们面对面授

课。但是，在认知和生活自理方面，孩子们的实际目标达成情况比较好，这得

益于教师团队年中在郑毓君博士指导下，有针对家居环境来修订教学目标和教

学方式，这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力。 

 

 

 

项目目标三、残障儿童家庭获得支持与关怀 

 ECDC 持续停学期间，所有家长培训、儿童活动基本都取消。考虑到在疫

情和内乱的影响下，ECDC 有相当多的弱能儿童家庭收入下降，生存也存在较

大的困难，项目积极寻找善心人士捐款，

于 5 月 6 月 7 月连续 3 个月，每月为

ECDC 的 160 户正处在困境下的家庭购买

生活必备品，包括 1 袋约 25KG 的缅甸大

米和 1 瓶约 1.8 升的食用油。8 月疫情再

度爆发，救灾活动暂缓，接着于 9 月、10

月和 11 月底再次开展救灾发放物资，受

益人同时也增加到每月 250 户，救治物资

也因着疫情的复发，也增加了一次性医用口

罩、面罩等，预计 12 月底继续开展 1 次，帮

助 ECDC 困境家庭度过难关，获得紧急食物援助的困境家庭都心存感恩，因为

神的恩典是足够的，家长们对未来继续坚持康复和教育更有信心了。 

 

项目目标四、贫困家庭的残障儿童及家长社会融入能力提高 

通过老师与家长访谈,了解到约 76%的残障儿童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能融入

社会的能力感到满意，这个比例高于年中的数据 64%，也老高于老师们预期值

50%。家长们普遍表示，老师针对学生们居家的时间较长，结合家居情况修订

了孩子们的认知目标，更贴近生活实用性。另外，康复目标也结合家居的情况

康复师指导居家训练体能 特教老师结合日常用品训练认知能力 

困境中的 ECDC 残障儿童家庭获得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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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调整，修订更多儿童自理方面的目标，让学生们更有效利用家里的家居，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减少给家长带来的照顾上的负担。老师们还鼓励孩子们在

学校小组里，拍摄和分享在生活中训练的短视频，小组内的同学们看到了都纷

纷点赞，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相处融洽，以上也有助于孩子未来更容易回归社

会。 

 

 

 

 

 

 

 

 

 

 

 

 

 

儿童进步情况 

ECDC 今年全年都是采取网络课堂教学的方式，CE 小组脑瘫儿童的网课出

勤率可以达到 100%，但人数较多的 Day Care 日间服务部门的残障儿童的出勤率

大概在 70%左右，这些家庭孩子多，家境困难，即使疫情影响家长也要外出务工

赚钱，未必能留下手机给孩子参与网课。SLF 继续沿用 2020 年行之有效的经济

补贴方式，用补贴手机网络费用鼓励孩子和家长在 2021 年继续参与。绝大部分

的家长都对未来有信心，也期待 ECDC 能正常开学复课。 

ECDC 针对残障儿童的年龄大小，采取不同的康复和教育策略，引导孩子们

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对于年龄较小的残障儿童班组—— 

【康复方面】ECDC 团队考虑到他们坐位能力和坐到站位的转换能力比较弱，注

重孩子们的自立和主动性，并与教师讲授的主题相关联，孩子们被有趣的故事吸

引，在故事和口令引导下参与需要做的活动。例如，如果孩子需要练习站立姿势，

主题故事会引导孩子按故事的角色要求，从坐位到站位起来，去摘水果吃，很多

这些有趣的方式可以吸引到孩子更主动。有的孩子父亲在墙上固定塑料管，他让

女儿好像主题故事里面的角色，在家扶着塑料管横行走路。对于有一定步行能力

的孩子，鼓励使用 K-walker 助行器缓慢散步，外出去找朋友们玩。80%的儿童移

动能力有所提高，65%的儿童能够在教学时间内学习安定坐好 

康复师指导孩子们利用家庭的角落训练独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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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方面】着重引导儿童不再包尿布，上厕所时能提示父母。鼓励孩子们在用

餐时间，自己掌握拿勺子和盘子，减少父母的帮助。部分残障孩子能在父母亲的

口头提示或监督下，能自己进食，甚至穿上衬衫和裤子。 

【认知方面】因年龄段内各个孩子认知能力参差不齐，ECDC 团队按照他们的学

习能力再分为 A\B\C 的 3 个小班，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认知能力，个别化调整

对他们学习的要求。比如在教导大米主题时候，教导缅文单词和英文单词，老师

通过唱儿歌或诗歌，引导孩子们学习和理解。认知好的孩子在 A 班，需要学使用

缅甸语和英语读和写单词，然后和家人分享感受。中等认知的在 B 班，他们的认

知较弱，鼓励他们加强视觉阅读，理解课程主题的内容，以及简短的发音或问答。

认知能力最弱在 C 班，他们参与课堂的形式主要是聆听并发出声音，老师设计的

主题也尽量与他们喜欢的玩具和熟悉的事物相联系。这十分有用。 

 

 

 

 

 

对于年龄较大的残障儿童班组—— 

【康复方面】考虑到大孩子们的身体开始发育和长高，康复的目标之一是防止孩

子们的骨骼变形，训练的重点是保持每个孩子的肌力，加强主动牵伸，会特别关

注他们下肢的问题。在网络教学中康复师们加强引导孩子一边说出口令，一边开

展主动牵伸动作，同时也加入各类教学主题。有孩子的父亲说在家参加从坐到站

的训练网课时候，父亲从 ECDC 中心借来梯背架，孩子一边和同学们一起背诵诗

歌，一边练习站立，他感觉这样的效果很好，孩子也不那么无聊和抗拒了。 

【自理方面】年龄较大孩子的进食问题，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孩子若能进行一

定程度自理，将大大减少父母照顾的压力。为此，康复师引导孩子们学习进食前

的口腔运动、手部锻炼、定位以及如何获得所需的食物，包括饭前礼仪和教导饭

后清洁。老师们根据儿童的不同残障情况，与家长们一起为孩子制定有关进食的

短期和长期目标。这些都大大帮助到家长和孩子们。 

【认知方面】ECDC 团队针对大龄儿童的教学内容是很丰富的，文化教学课程包

括缅甸语言、数学、英语等技能课程。用于知识课程的辅音、单词和短语，教授

词汇名称、环境中的物体和设备，数学方面还教授金钱的价值和金钱技能。因孩

子认知能力也各有高低，老师们按照他们的学习能力再分为 A\B\C 的 3 个小班，

ECDC 团队教导残障孩子们学习认识日历、使用钱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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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认知能力，个别化调整目标来进行教学。75%的儿童能够

积极参与网课的学习过程，记忆单词的能力也提高了，他们可以用手指说出年份、

月份和日期。有家长表示，因为他的孩子认知发展较弱，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利用

外出的机会，结合日常看到的物件来教导孩子实用的算术，效果明显。 

 

灵命成长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90%都是信仰佛教，基督教在“灵命成长”方面的工

作很不容易，SLF 开展的紧急食物援助的活动反而在灵命成长方面出现奇效。有

一个 ECDC 的困境家庭在年中时候通过 ECDC 的审核，得到 SLF 紧急提供的食

物援助，开始的是时候残障孩子的家长表示非常诧异，怎么会有别的机构和爱心

人士，在缅甸人人自危的时候，无缘无故的提供免费的援助，还不只是一次两次

的无偿援助。ECDC 的同工们也向家长她解释 SLF 和 ECDC 的基督教服务背景，

用圣经的话语鼓励她，为她和她的家庭祷告，鼓励他们更坚定地生活下去，这位

未曾信主的家长开始更容易接收福音，积极参加 ECDC 的小组圣经学习会，最后

她决志信主，并尝试带领家庭成员一起信靠主耶稣。ECDC 日常的工作中也会安

排对未信主的家庭做家访，传递福音和代祷健康，对于获得紧急食物援助的家庭

都会安排电话回访，或入户家访，更是为他们祷告和传递福音的绝佳时期，在最

近一次电话回访中，有 12 位受助家长表示相信主耶稣是唯一的真神，ECDC 的

社工将继续保持跟进和支持。而 ECDC 内部，对于中心的基督徒的灵命培养，也

同样是有规律的，每周四早上 9 点到 10 点，是固定的分享见证和祷告会，每晚

7 点半到 8 点有小组轮流祷告会，并安排小组圣经学习会和禁食祷告时间。 

 

儿童小故事 

我愿与你一路同行——我和 MAY 的故事 

我是 Thandar,一位特教老师，在缅甸仰光 ECDC 康复中心引导式教育小组教

学。我们康复中心成立 20 年了，一直为低收入的特殊需要儿童提供康复和教育

服务。2018 年我们康复中心与云彩行动合作，从中国南宁引入了“引导式教育全

人发展”模式，我们成立了 2 个引导式教育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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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是带领着孩子形成小组来学习，但这与我过往的教学方式还是有很大

的不同。教室了除了我担任老师，家长们也参与进来，她们坐在孩子的身旁，配

合我引导孩子们参与康复训练、认知课堂，家长们不再是坐在教室外聊天了，她

们还要学唱有趣的儿歌和口令，引导孩子们练习步行、如厕、洗漱、用餐等自理

环节。当我们老师和家长们一起讨论和设计孩子们这

一年的训练目标之后，我发现大家会更理解和更支持

我们的教学和康复工作了。 

 

在我慢慢上手引导式教育的工作手法时候，我的

班里加入了一位新学生，她叫作 MAY，是一位脑瘫

痉挛型的小女孩，她很粘妈妈，妈妈一刻都不能离开

身边，她也不大理会我和其他老师，当我们站在她面

前时候，她就会把脸转到另一边，然后用手势告诉妈

妈，让那个人走开。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哈哈，她脸

上的表情就差没有写上字“我不开心”。在与她们母

女的沟通中，我还发现 MAY 的言语表达能力很弱，

快 10 岁的孩子说话的词句很短，也不大清晰。 

 

于是，我在课堂里面特别关注了这个孩子，我给

她设计了很多表达需要的机会，不能只是做手势，我还鼓励她尝试去发音。比如

在我们缅甸语里面，“Hoke-Kae”这个词经常被用到，它的意思是“好的，是的”，

我们很多场合都需要表达这个词语，也是对于发话人的一种礼貌的回应。我教导

MAY 在回复的时候，不单单要点头，口中也要发音“Hoke-Kae”。类似这样的要

求虽然简单，但都不容易达成，她对来中心学习的适应期有些长，我花了六个月

的时间，MAY 慢慢信任我，掌握我的训练要求，慢慢熟悉课堂里的一切环节。

在祷告当中，我听到神对我说“不要轻言放弃”，纵然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每当

看到她能关注到我的脸，听到我的声音时，对我教导的内容表达同意，轻轻地点

头，发出“Hoke-Kae”，尽管仍不大清晰,但 MAY 结合说话时认真的表情，我就

会觉得这很值得，她不会再让我走开了，这是神的恩典。 

 

2020 年中疫情爆发 缅甸全国学校停学，我们 ECDC 康复中心也暂时休学

了，学生们很难过，家长们也很担忧，我们老师们自己也感到有心而无能为力。

倘若这样一直停学下去，要怎么教孩子们呢？孩子们的能力会不会退步呢？ 

 

感恩神的保守，感恩云彩行动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停课很久，ECDC 康复中

心和家长们得到网络经费的支持，我们继续就有机会通过网络给孩子们上网课，

确保孩子们的课堂不要被耽误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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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对于通过网络

来教学，我的经验也不多，但

我觉得可能对比面对面教学

的效果，应该是差一点的，特

别是我们这些脑瘫的孩子们，

他们的专注力都比较弱，这

可能是比较大的挑战。MAY

的理解能力有些弱，刚刚开

始上网课的时候，她还不能

理解，为何老师和同学们出

现在手机屏幕里面，而不是以往那样面对面的说话，还能摸到我的手和脸。MAY

的注意力也不大好，因为手机屏幕小，她有时候听不清楚，常常会把耳朵贴在屏

幕上，当听到是我的声音，妈妈发现她常常会伸长脖子往电话后面看，看看老师

是不是躲在后面。又经历几个月，她才慢慢理解适应，原来老师和同学们是在屏

幕里，她可以通过屏幕和大家一起沟通学习。当妈妈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心有些

难过，原来我在孩子的心里，是那么重要，她一直都在牵挂着老师。 

这样的网课教学，一直持续到 2021 年 2 月，因为军政府掐断了缅甸全国的

移动网络，我们的网课因而也不得不停止，老师和很多家长彼此都联系不上了，

我很担心学生们的安危。感恩的是，手机断网后大概两周，又陆续恢复了，我立

刻打电话给家长们，当我联系到了 May 的

妈妈，刚开始跟她们通话的时候，我尝试

呼唤她的名字，她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应，

我又连着叫了好几次，仍然没有回应，然

后妈妈在电话的另一边说：“May 在很专心

地听老师的声音呢！”不一会儿妈妈又说：

“女儿的表情变了，她哭了”。我想她是不

是太想念我和同学们了呢！希望她能慢慢

理解，老师虽然不在身边，但还是很关心

她。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每周都会抽出时间，跟小组里所有的孩子们打电话交

流。 

2021 年 5 月份云彩行动找来捐助人，为中心里贫困的一百多户家庭紧急捐

赠了一批生活物资，包括大米、食用油还有口罩。仰光的疫情开始缓解，在做好

个人的保护和社交距离下，May 戴着口罩和父母一起来到中心领取物资。一年多

了，这是她第一次能出门。妈妈扶着她从中心门口进来时我就注意到她，但她可

能在专心走路而没有看到我。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轻轻呼唤一声“May~”。她抖

了一下，慢慢抬起头，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她笑出声来，MAY 笑的样子

就像花朵在我身边绽开了一样，她伸出双手，用力地把我环抱起来，我也抱住了

她。她抱着我笑着、笑着，然后就哭了。我不停地安慰她，直到父母领完物资，

她才回到父母身边，并对我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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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孩子们这么喜欢我，信任我，让我得到了很多鼓励，我也要努力预

备好我自己。我很喜欢云彩行动带来的一句格言，“以不离不弃的爱与你同行，

以生命改变生命带来盼望”。我愿意继续做孩子们康复和教育路上的同行人，引

导他们在身体、认知的改变，还有灵命的成长，因为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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