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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植森（執行總監）

剛從省外探訪大學生回來昆明，十一天的旅程、四
個城鎮、二十多名大學生、畢業生及家人，似乎都在印
證著「雲彩會」事工的特性──走出去，經歷一段段旅
程，在不同地方留下足印，與遇上的生命踫撞，擦出閃
亮的火花。這次2019年初冬之行，也許可作為「雲彩
會」二十周年一個誌記，因此，我嘗試將它與畢業生畢
麗的獲獎標語結合為題，尋找過去歲月的痕跡。

們來訪時便已表示要帶我們一睹「黃河之水天上來」之
勢。這天不但見證了它的磅礡，還有它的嬌柔，也盡顯
於水花濺成的彩虹之中。
黃河之外，還有長江，我們都有幸在此行中相遇。
武漢長江大橋下緩緩的流水
顯得特別溫文爾雅，它靜靜
地陪伴著已在江畔守候了千
年的黃鶴樓。此時，德蔥突
然詩興大發：「昔人已乘黃
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
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
悠悠……」

風雨二十載
旅程首站是武漢。抵埗那天，天氣還不錯，但第二
天卻整天下雨，間中還刮起狂風。然而下課後即趕來會
合的宏麗仍笑說：「即使下著雨打著傘，我也能帶著快
樂的心情欣賞江面的景色；與你們聊著聊著，一切壓力
都悄然釋放了！」

黃河長江流經之處都是中國古文化的搖籃，它們各
有地域，互不相干，然而都有相同的使命，給祖國滋潤
了大地，豐富了文化，促進了經濟。「雲彩會」的愛心
人士豈不也是如此？本互不相識，卻能同心為雲南的孩
子付出金錢與關愛。

第三站延安宜川縣的氣溫降
至零下，但內心的暖意卻徐徐上
升。與多年沒見的畢業生研佳重
逢，傾聽他多年於鄉政府從事扶
貧工作的感受，更難得是探訪他
的家人，一睹他小時候住過的陝
北窯洞和抗戰時的地道。

大愛永無垠
上次省外探訪學生已是十一年前的事，剛在四川汶
川大地震翌年，都江堰受助學生就讀學校所剩的半截校
舍的景象仍歷歷在目。省外學生一直都是我的牽掛，探
訪計劃每年都會安排，可是學生實在分佈太散，每個地
方學生數目也不多，加上經費不足，最後只得把計劃擱
置。這次將一切都豁出去，趁寒冬未至，趕快出行。一
路上還與一些學生緬懷今年初在黑龍江省因病離我們而
去的學生燕梅。

二十年來「雲彩會」經歷不
少風雨，然而，這些困難讓我們
不斷在操練堅持、等候、謙卑、
同心、反思、感恩等美德。
旅程的尾站是重慶，陪伴我們到最後的炳超仰天讚
歎：「很久沒有遇上這麼晴朗的一天了！」

「從沒有想過雲彩老師
會老遠跑來看我們，你們的
愛心超乎想像，我們實在感
到很幸福和溫暖！」眾多學
生都這樣表示，畢業生文梅
更興奮得以一身楊玉環的漢
服打扮，領我們在西安的城
牆鐘樓中穿梭。

圓滇兒女夢
這次探訪的形式是邊走邊看邊吃邊聊，四名在武漢
的女生在午飯時都異口同聲表示會進研究院攻讀碩士課
程，林爺爺聽後又驚又喜。離鄉別井到省外讀書對農村
孩子已是一大突破，之後還要繼續學業，說不定畢業後
在當地工作，甚至結婚生子。在探訪的畢業生中，已有
三名分別於西安及重慶工作，主要是那裡的發展空間更
廣。

學生開心，我們更快慰。這些學生雖難以出席我們
在昆明的活動，但卻積極投入學校的公益服務，甚至擔
任學生會及社團職員，將「雲彩會」愛的精神推廣至各
城各鄉，當中包括匆匆赴會十分鐘的畢業生先豔，之後
連忙趕回數十公里外任教的小學。

看看外面世界的動力，和高考成績優異可作更多
的選擇是省外升學的主要原因。不過，縱使學生已走出
去，並身居著名學府，也仍然會是宅男宅女。因此每到
一處，我都會讓「老生」當導遊，豈料，他們大都茫然
看著我，「不知哪裡好玩，也不知該如何策劃？」此行
另一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真正走出來，從參觀校園開
始，到蹓躂市集高樓，將處身地方看個清楚，希望這小
夢想的實現，能為他們的大夢想奠下成就的基石。

不過，孤獨感似乎都成為這些異鄉客的困惑，還
好，德麗在離別時有這樣的感言：「雖說孤獨是人生常
態，但回頭看我的生命中仍有不少人陪伴，這幾天就
是，通過這次老師的來訪，我更結識了這些來自雲南的
雲彩小夥伴，我漸漸發現世界總有人在關心我。」這個
發現，應該是「雲彩會」二十年來留下的最珍貴痕跡
吧！

江河皆有域
「風在吼，馬在叫，黃
河在咆哮……」還沒進入黃
河壺口景區大門，這首氣勢
激昂的〈黃河大合唱〉已在
空中迴盪。壺口離研佳的家
只有半小時車程，他知道我

大愛無垠，它能跨越疆界，更能改變人心。接下來
二十周年的收官慶祝活動同樣也是走出去的2020年初滇
西探訪之旅及慈善盆菜晚宴，冀望這份大愛也隨著東西
遊走的足跡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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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二十載：感言篇
毋忘初心

蘇國生博士（董事會主席）

使命傳承

「關愛暖暖，恩典滿滿。」這實在
是「雲彩教育及文化交流協會」（「雲彩
會」）一路走來，直到今日，二十年來的
真實寫照。

「雲彩會」從2000年開始，本著一個異象——要回
應雲南地區在教育上的需要，幫助當地貧困地區的孩子
完成學業，建立積極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以所學回饋社
會。我們的力量十分微小，但匯聚了眾多有心的牽手人
和團體，共同見證著這恩典的溪流，二十年來滋潤著衆
多生命的成長。

2017年7月「雲彩會」成功在雲南省註冊為境外非
政府組織（NGO）代表機構，更是首家由當地教育廳主
管獲批的機構，在內地開展助學、交流及培訓等工作。
成功註冊並沒有改變「雲彩會」從起初所領受的異象和
使命。記得「雲彩會」十五周年異象分享會以「親子
之旅－代代相傳」為主題。十分感恩看見愈來愈多家長
和牽手人的子女一同參與「雲彩會」的服侍；亦見證著
部份受助學生願意在畢業後成為牽手人，幫助其他有需
要的同學；也有受助學生在畢業後在「雲彩會」的不同
階段成為我們的同工，就是這樣點點滴滴地，把「雲彩
會」的使命傳承下去。

信心功課

迎向未來

二十年來，「雲彩會」每年資助三、四百名高中
生和大學生，一直都在學習信心的功課。在大小的事情
上，總是憑著信心，經歷上天的供應。年復年、在還未
確實知道收到的助學金額前，「雲彩會」便要預算來年
助學的學生人數和金額，這是信心的功課。感恩各方關
愛學生的愛心人士及牽手人／團體，及時捐出需用的資
助，支持學生生活所需。這些雲彩之友從來沒有讓我們
失望，只要我們將學生的需要帶到他們面前，他們總是
本著愛心，以盈濟不足。二十年來，我們並不有餘，也
不缺乏。

過去兩年，我們積極與執法機關和合作單位加強
溝通、提升瞭解和建立互信。然而，付出的努力不一定
帶來即時和正面的回饋，甚至有時會令人感到沮喪和無
奈，特別是看到一些長期合作的夥伴，提出終止助學的
安排。面前的路仍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我們十分需要
同路人，一起同心同行。感謝每一位在雲彩路上不同階
段加入的雲彩之友，你們就是我們的見證人，如同雲彩
圍著我們與眾多受助學生和畢業生，讓我們更有動力，
毋忘初心，繼續前行。

一個異象

有愛雲彩

胡建榮（前執行總監）

雲彩的愛

首先，滿懷高興恭賀「雲彩會」進入二十周年。能
在此寫點感言，是我的榮幸。

記得2002年，一名初中生寫信給我，說雲彩助學金
雖然只是人民幣100元，作用非常有限，但這份關心和禮
物，使他振作起來，努力讀書，最後考進北京大學。可
見小小的捐獻，些微的愛心
就能改變一個孩子的人生，
給他們希和心靈復甦。很多
已成為老師，或在高校擔任
副教授的畢業生都告訴我，
他們會以雲彩的愛去關心學
生，並以此作為對雲彩的回
胡建榮先生、夫人
報。

有愛的義工
若沒有愛，就沒有「雲彩會」！雲彩成立至今，都
有賴各方人士獻出愛國愛人的心，出錢出力幫扶萬千學
子，鼓勵他們在艱難中堅持到底，完成學業，成為一個
有愛的人。

有愛的董事
董事們的貢獻功不可沒。從2000初成立至今，蘇博
士、羅博士、葉博士、成先生和陳先生帶領「雲彩會」
渡過重重難關，他們的付出真讓人敬佩！

雲彩不求名利，不望回報，因為能分享愛就是最好
的回報。雲彩，加油！

有愛的森哥
最後不能不提，森哥願意放下海外安舒的日子，帶
著太太回歸祖國的懷抱。從2008年初加入「雲彩會」至
今。他的付出讓整個關心貧困學生的工作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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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時間

，惟它始終會過去，
但如果二十年都是恩
典，那就不得不感恩、讚嘆。正如很多機構的發展，「雲彩會」經歷了不同的挑戰，有經濟
上的、有人事上的；有方向上的、有定位上的，但我們都在恩典中走過來。當社會愈富庶，
貧富懸殊愈大；當資訊愈發達，心靈卻更冷淡。感恩在紛擾的日子，我們卻感受到支持者的
鼓勵，祝願大家堅持理想，把持信念，互相砥礪，繼續發光。
羅燦輝博士（董事）

很榮幸

能在「雲彩會」
服務，認識雲彩
之友和學生。願我們的工作和人群
繼續興旺！

每次活動結束

，都要與學生和雲
彩之友說再見，離
別的淚水最難擦掉！一次次相聚讓我們認識和成長；一次次
離別讓我們珍惜和銘記。再聚首，意深情更濃。

趙佐菊（雲南代表處員工）

李德蔥（雲南代表處員工）

德蔥和友人女兒

二十年來

，雲彩燃亮了無數
農村孩子的生命。
祝願雲彩繼續成為燭光，在幽暗和絕望之
處，帶來光明、盼望和溫暖。
張舒翹（Suki，行政主任）

趙佐菊（前排左一）與香港雲彩之友
Suki（右一）與受助學生

雲上太陽耀大地，彩虹為證情不變。
雲彩繼續發亮光，攜手邁向新里程。
符茵茵（Rosanna，前行政主任）

潤物細無聲！
Rosanna（左二）與香港雲彩之友

不知不覺，雲彩
已經走過了二十
個年頭了。在彩雲之南，在遙遠的山區，一批又一批的年
輕人因著雲彩，結識遠方的親人，更有幸者走出大山，去
到美麗的香港進行文化交流，成就美麗人生。藉此雲彩生
日來臨之際，我祝願雲彩生日快樂，同時祝願雲彩的明天
更有彩！
昂石生（前雲南代表處員工）

雲彩，它不大，但它卻偉大

，因為它讓數以萬
計的雲彩學生得到
真正的幫助，同時也牽動著上萬個家庭的心，這個「仲介人」既讓捐助者的付出精誠所至，又讓
受助者銘感五內；雲彩，就是一個家，它曾經讓雲彩學生不再饑餓，不再委屈，不再迷茫，它讓
更多的雲彩人找回自信，看到希望，感受溫暖。感恩雲彩二十年的陪伴，一路見證我二十年成長
的點點滴滴，過往的酸甜苦辣已成為故事，期盼更多的雲彩人和我一同見證雲彩的不離不棄，一
直陪伴我們到終老！
季雲康（前雲南代表處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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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雲彩──受助學生分享
馬佳妮（大學生）

王琦（高中學生）

我是一個在寧夏

很感謝

北方民族
大學的大
四學生，因為有「雲彩會」的資助，讓我充滿了生活的
動力，我在學校努力學習，我不能辜負牽手人對我的期
盼和自己的夢想；我在學校裡努力學習和充實自己，我
曾在學院團委學生會裡分別擔任過宣傳部正、副部長，
這三年的學生會工作經驗讓我在人際交往和工作能力上
得到提升，同時也獲得了寧夏路橋和學校一等獎學金，
牽手人對我的關愛沒有白費。明年七月我就要畢業了，
在剩下的這一年裡，我會繼續努力，找一份好工作，讓
自己有能力成為像愛心人士一樣幫助他人。在過去的三
年裡，雖然沒有與牽手人見過面，但我相信在未來的某
一天，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親身在他們面前表示他們
的關愛沒有白費。非常感謝牽手人對我的資助，在我最
需要幫助的時候，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讓我在黑暗的
谷感到了一絲陽光和溫暖。古語有云：「滴水之恩，當
湧泉相報」，更何況這並不是滴水的恩情。我會抱著一
顆感恩的心，努力學習，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回報曾經
關心、幫助過我的人。

「雲彩會」這三年來的幫助，讓我找
到自信和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
小時候我的夢想是做警察，希望發揮正義幫助老百姓，
可是我近視
了！上高中
後 想 做 醫
生，但成績
卻不理想，
現在打算做
老師，以知
識改變學生悲觀的心態，每天開心生活。我會努力實踐
夢想的！我有一個十歲的弟弟，他天真可愛，可是，在
他四歲時，母親永遠離開我們。雖然如此，奶奶卻很疼
愛我們，她鼓勵我給您們寫信，感謝您們的恩情，我將
來也要像您們一樣，將愛獻給別人。期待下次的見面，
也許會在我明年在昆明升讀大學的時候！讓我們一起以
愛創造美好的世界！

崔福喜（大學生）

自我記事開始

，奶奶就是我最親的人，甚至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爸爸媽媽都沒有什麽概
念。爸爸在我兩歲的時候就因病去世了，後來聽別人說媽媽和奶奶的關係很不
好，她就離家出走，從此音訊全無，別人都當我是個可憐的孤兒。印象最深的就
是面對學校的作文題「我的爸爸媽媽」，也只能憑空想像寫作！幸好一路走來還
有爺爺奶奶、兩個叔叔和老師的幫助，我的生活也算過得豐富多彩。爺爺在我高
一時去世，那時我開始變得消沉，心想世上就只剩下兩個叔叔親人了。那時我幸
運地遇上「雲彩會」和華貴中心的老師們，他們猶如一道陽光照進我的生命，不
僅給予我物質上的幫助，還在精神上鼓勵我，我也因此更加努力學習，並完成高
中，考上大學。與其說是意料之外，更不如說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我大學的專業
被更改為社會工作，起初我覺得社工在大陸工資太低，不足以安身，想過放棄，
崔福喜（前排左三） 後來卻通過一次次的社區服務活動，接觸不少與我成長背景類似的孩子，我覺得
我的經驗應可以給他們一點幫助，我就決定堅持下去。過去六年，「雲彩會」一直在陪伴著我，現在我在嘗試用課餘時
間為「雲彩會」做義工，我期待將來能為「雲彩會」貢獻更多。
槐以慧（大學生）

陳洋（大學生）

感謝「雲彩會」

從我高三

愛心人士
一直的支
持和幫助，當我感到異常困苦的時候，總有人願意給我
安慰。我感覺自己很幸運，尤其這次「雲彩會」老師從
昆明來到我唸大學的西安探望我，實在太激動了！回首
往事彷彿才剛剛進入大學，不覺已過三年。這幾年裡迷
惘過，失落過，歡喜過，也慶幸過。學校理論基礎的學
習讓我覺得充實，實習培訓讓我覺得自己還有點才幹，
也認識到自己的價值，但願日後我能在藥學專業上貢獻
社會。我期待明年在香港親自向各位愛心人士道謝。

開始，「雲彩會」一直陪伴和
支持我到現在大學二年級。
我現於西安的陝西師範大學攻讀物理學。在這幾年間，
我參加了「雲彩會」內容豐富的活動，各種團隊遊戲和
故事分享，給予我很多思考和感悟，愛心人士的積極和
熱誠都深深感動和啟發我。我認識到無論順逆，都要保
持心中有愛，和積極自強的心態，去善待自己，善待別
人。「雲彩會」帶給我的不僅是助學金的鼓勵，還是成
長的指引和求知的導向。這對一個來自農村貧困家庭，
母親患有慢性心血管疾病，常年承受沉重的醫藥支出，
經濟備受壓力的孩子實在帶來極大的希望。我期望在雲
彩大家庭裡和大家一起分享故事，一起思考人生，帶著
大家的鼓勵，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和見聞，不斷提升自
己的精神世界，以後像「雲彩會」老師們一樣幫助更多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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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說再見──省外大學生受訪感言
編者按：林老師與德蔥千里迢迢到訪省外的大學生，若不觸動他們，這趟便白走了！幸好，雲彩學生和畢業生大都是知足又感恩的，
聽聽他們省外逢師生的感受和細細觀賞暖心的圖文記憶。

王宏麗（大學生）

嗨嘍

，首先，我心裡非常感謝雲彩老師能從大老遠的昆明來看
我們，特別在大一這麼迷惘的一年，還有時間和你們一起
坐下來談談心、安靜地觀賞長江大橋、去肯德基吃東西、看地圖規劃
行程、坐公交、邊吃美味蛋糕邊聊，那種單純和開心是我上大學這麼
久都從未遇過的。每個人都羞澀和正經的說著故事，徐月的勇氣，文
琴的熱心，德麗的成熟，都成為我的鼓勵，我會好好聽取學姐們的教
誨，活得更精彩燦爛。

熊文琴（大學生）

第一天

與雲彩老師和學生相會就有一種很
溫暖的感覺，一股濃濃的親情便油
然而生。接下來兩天，我們一起走過很多地方，這也是
我來到武漢上學數月後第一次這樣實實在在地觀看這個
城市。在美術館的咖啡室休息時，老師知道我下週一有
英語口語考試，便幫我預習和給予建議，結果考試成績
不錯呢。
左起：熊文琴，王宏麗，李德麗
右二：徐月
熊文梅（畢業生）

2013年

及2019年對我別具意義。2013年的高中，我與「雲彩會」
邂逅，之後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把我們緊緊連在一起，更
為我的生活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或許，對於常常來到石林看望我們的老師來
說，我已經是一個熟面孔了，每年我們都會見面兩三次。可是在這一年裡，我沒
有見過他們，因為去年畢業後留在西安工作，沒法回到雲南和老師們敘舊。原以
為這一年就這樣遺憾地過去，卻沒想到德蔥老師和林老師會來訪，收到消息的一
刻真的很驚喜。我立即請了兩天假，還跑到機場接機，更穿上漢服當導遊……
熊文梅（中）

徐月（大學生）

我不是「雲彩會」資助學生

，但竟也與雲彩結緣！今年國慶
假期我在青海騎行時遇上友善又
有趣的德蔥，之後以為無緣江湖，怎料還能在我就讀的武漢重逢，更認識了林老師和一群雲南小老鄉。與林老師
見面前一天，德蔥給我發了他的照片，一眼看到就很喜歡，林老師笑得很可愛，從照片上就感受到他的快樂。
遇到其人，喜歡的程度再加深，因為林老師能活躍氣氛，將陌生人之間的距離拉近，更能把自己的快樂感染身
邊的人。我十分敬佩雲彩老師所
做的一切，你們真誠的關心每一
個人，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家人和
孩子，那天相遇我好像回到雲南
自己的家。原來德蔥也曾是雲彩
的資助學生，現在又與林老師一
起工作，突然想起這話：「長大
後，我變成了你！」實在太喜歡
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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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研佳（畢業生）

愛心人士，力量源泉！
一攻一防，有模有樣！

雙龍垂釣，發自內心一笑！

他們沒有見過這種古老的鐘錶！

林老師見到我的爸爸媽媽！
宜川一角留念！

三劍客走天下！

最後一頓晚餐，難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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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腳踪──受助畢業學生分享
鄭紅琴（畢業生）

普富香（畢業生）

剛

螢火蟲

剛過去的九月，我以前的牽手人郭阿姨遠渡重洋
來看望我們一家和我在老
家服務留守兒童的中心。這是十
年內我們第三次見面：大學，結
婚，回鄉，每一個重要時刻，她
都記掛著，漂洋過海來到雲南。
對一個雲南鄉村的姑娘，我從未
想過會認識她，並得到如此厚
愛。「雲彩會」讓我們牽手，並
把這份愛延續、傳承下去，更把
我帶回家鄉，看見更多生命璀燦
鄭紅琴（右一）
成長。

的可貴，在於用那盞掛在尾巴的燈，
照亮黑夜前行的路。「雲彩會」的可
敬，則在於總是在人最需要的時候雪中送炭。回望這二
十年，您不停地傳遞善愛，教會我讀懂每一片綠葉與彩
雲，教懂我們何謂正直、寬容、感
恩、堅持。您的愛如春風一般和
煦，如清泉一般甘甜，如雲上太陽
一般溫暖。是您告訴我要努力成為
一個對這個世界懷揣美好，為了理
想不斷奮鬥積極上進，無論成就得
失都能心懷感恩的人。

陶豔娥（畢業生）

劉興娥（畢業生）

2009年

能接受

，懵懂無知的我初遇雲彩，從此我
的生活有了新的活力。在高中那段
煎熬的日子裡，我曾一度想過放棄學業，但想到雲彩愛
心人士的鼓勵與期盼，才堅持下
去，直至2015年大學畢業。十
年牽手，感慨萬千。雲彩用愛心
撐起了溫暖的天與地，用真心搭
起了平坦的路與橋。雲彩的幫助
如雪中送炭，關心似春風化雨，
消除了自卑少年心靈的灰暗。那
種無法言表的恩情，值得永遠珍
藏。在此雲彩二十周歲，祝願隊
伍壯大，攜手共進，共創燦爛美好的明天！

「雲彩會」資助五年深感榮幸，不論
是金錢的幫助還是精神上的鼓勵，
對我都如雪中送炭般，讓我讀
完大學並為家建造新房。近年
我也為「雲彩會」獻一分力作
為回饋，將「雲彩會」的愛繼
續傳遞下去，也希望畢業生勿
忘雲彩之愛，盡己所能，多學
劉興娥闔家照
習，愛家庭。

顧春煥（畢業生）

感恩雲彩陪伴我

走過人生以下三個重要階段：第一，與雲彩邂逅。2011年的新學年，因
參與昆明學院愛心天使行動社團活動，幸運地加「雲彩會」資助的行列。

第二，雲彩給我自信。大二那年，社團選拔迎新晚會主持人，那時的我平凡又自卑，沒有任何才藝，就連普通話也
說得不標準，但作為評委的「雲彩會」老師和學長卻給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於是奇跡般如願以償的站上了主持的舞
臺。儘管當晚還是失誤連連，老師和同學們仍是支持我。他們的鼓勵，讓
我變得越來越自信，給予我生活和工作的力量。
第三，雲彩與人生選擇。畢業後兩年我萬分迷惘，想創業做點事卻苦
無資金和經驗，嘗試了兩次都以失敗告終。後來在林老師的引薦下認識了
朱老師，在他的資助下開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三次創業，開了一家自己夢寐
以求的小吃店。那時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和戀愛了五年的男友卻一直
矛盾重重，就在鬧得決定分開的時候，2016年的元旦，林老師和太太邀請
我和其他的畢業生到他們家裡作客，從下午一直聊到深夜，被老師的關愛
與鼓勵，改變了想放棄的念頭。現在我們已經結婚，遵循著雲彩老師的教
導，越來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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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春煥與丈夫

李學志（畢業生）

從2011年

高二開始，我在祥雲四中接受「雲彩會」的資助，直至2017年於北京的大學畢業。畢業後
在中國中鐵旗下的一家位於天津的國際工程公司任職，主要從事商務方面的工作。在天津
工作一年後，我申請前往位於太平洋的巴布亞新畿內亞（簡稱「巴新」）的分公司任職，為的是看看外面的世界和學
習英語。2019年10月，我回國休假一個月，林老師趁機鼓勵我參與接下來的助學之旅和在辦公室當義工。此次一起參
與助學之旅的還有五位來自香港的愛心人士，我們在昆明、祥雲、大理、楚雄
給那裡就讀的大學生和高中生發放助學金，還探訪了兩名大學生的家。在過程
中，我聽到很多受助學生的不幸故事，也很佩服他們堅強的內心，不過，我相
信還有很多人仍在關心他們。期間我也有機會與學弟學妹們分享了自己的經歷
和體會。在「雲彩會」做義工的幾個星期，感受到了雲彩工作的不易，除了助
學，還有各方面的事情要處理。再次感謝「雲彩會」給予我這個學習機會，和
老師們的辛勤付出，也祝願「雲彩會」越來越好！
李學志在新畿內亞留影

張成才（畢業生）

我和雲彩的故事

——我從小在雲南山村裡生活，沒有機會體驗外面的世界，直到上了高
中、大學，第一次走進城市，才知道什麼叫繁華。在這之前，我一直相
信，世界上只有父母才會給我無私的關愛，直到2004年遇見了「雲彩會」，接受資助，這時候才知道原來還有社會愛心
人士在關愛我。
「雲彩會」對我的關愛一直持續到現在！2013年大學畢業那年，我和當時的
女友，現在的太太看到農村幼稚園的缺乏，留守兒童沒人管教，我們便回到丘北
縣家鄉開辦幼稚園。因為剛畢業，沒有資金、沒有經驗，只有滿腔熱血。然而，
辦學是一條不易走的路。2017年，因為校舍不穩定的緣故，幼稚園進行了四次搬
遷，最後搬累了，我們決定自己蓋校舍。
    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為了夢想，為了那些經歷數次搬遷仍不離不棄的家
庭和小朋友，我們決定傾盡全力奔向夢想。2019年3月，兩層的校舍落成，取名
張成才和他創辦的幼稚園 為「小太陽幼稚園」。今天幼稚園仍能存在和運作，「雲彩會」的愛心人士和受
助學生佔了不少功勞。多年來，他們給予物資和金錢捐助，來訪學生帶遊戲、講故事，並鼓勵老師要堅持下去。幼稚園
在穩步發展下，已得到政府的認可和社會的好評。感激「雲彩會」一路的陪伴，因為有您，我不再孤單！

點滴甘泉
Fancee（雲彩之友）

謝國驥（雲彩之友）

第一次

從那些年

接觸 「雲彩會」 的學生，看到一群
率直純樸的年輕人，但內心缺乏自
信，在介紹自己時總表示自己來自大山。大山裡的孩子
都有著過人的堅韌刻苦耐勞，只要多瞭解自己，發現自
己的潛能，就能成為最
棒的人。「雲彩會」多
年來不但在經濟上支持
學生，也幫助學生身心
靈健康成長，二十年的
路走來不易，祝願未來
的工作更上層樓。

開始，十多次的雲南探訪，
有著開心和傷心的經歷。看
似服務人群，原來收穫滿滿的是自己。高山低谷一起走
過，見證了很多學生的成長路，和人生新一頁的開展。
縱使前路是
難走，但需
要卻更大。
祝願「雲彩
會 」 繼 續
發光發熱，
將愛承傳下
去。

Fancee（左三）與受助學生

謝國驥（前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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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珮珊（雲彩之友）

周韋遜（雲彩之友）

「在雲彩裡

雲彩恩跨二十載，
助學牽手萬千愛。
共築輝煌與夢想，
擁抱友誼至未來。

，我們是一家人。」這歌
詞對每一位曾參與「雲彩
會」活動的人都不會陌生。有愛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家，
而「雲彩會」，也是我們的家。這份愛，把香港與雲南
兩地聯繫；這份愛，將學生與牽手人的關係扣緊；這份
愛，讓人發現更多較自己益處更
有價值的事情。助學、探訪、夏
令營、培訓，若沒有愛的承托，
都只是徒勞。「雲彩會」不只是
一個機構，而是愛的果子。因著
愛，人願意在順境持守謙卑，在
逆境心懷盼望。願「雲彩會」在
踏入第二個十周年之始，繼續被
朱珮珊（右二後）
與受助學生
愛滋潤，讓愛領航。

周韋遜（前中）
觀塘牽手團體助學團隊

恩情滿滿二十載，
桃李春風育英才。
觀塘牽手團體致賀

唐志堅（富山牽手團體代表）

李偉文（基恩會）

2006年

啊！轉眼間

首次踏足雲南，接觸「雲彩會」在
這地區的教育助學工作，認識了一
羣天真可愛的學生，就開始加入助學行列。事隔數年，直
至2013年，我才重訪雲南，發現城鄉及人民生活都有了
改善。自此以後，我每年夏天都與團隊往雲南一趟，為高
中生辦畢業營，與大學生見面。在活動中，我們讓學生認
識自己，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確立人生目標，以致畢業後
可以學以致用，貢獻社會，改善生活，建立美好的家。我
們與學生純真的情誼，讓每次來訪時，學生都能盡量抽出
時間相見，互訴近況，互相支持。

「雲彩會」二十歲了！
富山牽手團體正式與
「雲彩會」把臂同行，是從2011年開始，那時到雲南探
望高一學生，然後一直持續八年，沒有間斷，雲南就好
像我們的第二故鄉。隨著十六位資助的牽手學生相繼畢
業進入社會工作，回望過去的路徑，心裡盡是感恩，一
方面讚歎他們奇妙的成長，另外我們當年遇見的兒童少
年，已在唸大學，他們也十分懷念與我們共渡的美好時
光。在我們資助學生的過程中，也上了愛心與付出的一
課，我們深深得著祝
福！在未來的歲月中，
祝願「雲彩會」建立更
多如雲彩般的見證人，
祝福更多生命發放光
富山團隊於2018年 彩，幫助更多年輕人茁
舉辦雲彩大學生夏令營 壯成長！

昔日含羞答答的小姑娘，今天已長得亭亭玉立；當
年土頭土氣的小伙子，此時已變得精明帥氣，各人都學有
所成，朝著自己的目標進發。有些已找到理想工作，有些
在創業經營中，有些已成家立室，還帶著他們可愛的小寶
寶來喊爺爺，像家人一樣親切！我也曾藉外遊機會，探望
一些在外省工作的畢業生。

王一中

    感謝「雲彩會」讓
我們學懂愛。更感恩
的是，一些學生在開
始工作後，懂得回饋
社會和「雲彩會」。
薪火相傳，雲彩這二
十年沒有枉走！

編者按：這是王一中同學為「雲彩會」二十周年所創作的樂曲

〈夢的形狀〉
最溫暖的心跳
喚醒的剛好
夢想的預兆
準備好
加滿了燃料
你的來到
用愛創造
劃破長夜給彩虹一道
雲彩在閃耀
最真的微笑（美麗微笑）
我們的愛跨越山
怎麼都不算艱難
夢不怕沒有形狀
有愛做伴
看望著有你的前方
心裡種下的光芒
會成長
你給的力量

我們的愛跨越山
怎麼都不怕艱難
夢不會沒有形狀
有愛做伴
看望著有你的前方
心裡種下的光芒
在成長
充滿了能量                                

李偉文（右二）與
北京工作的畢業生會面

良材教育基金會

「雲彩教育及文化交流協會」二十周年誌慶

雲彩──廿載耕耘，鋪建福田。
莘莘學子 ──得享資助，茁壯
高長，品堅智立，學業有成，登高
峰而極目。群季俊秀，立德立言，
為棟為樑，情懷家國，無負汝之初
張良材先生、夫人肖像
心。
願雲彩 ──再接再勵，造福學
子，雲彩繽紛，良木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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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Tang（雲彩之友）
Here is my story about why I participate in Yun Cai ministry.
I had to withdraw from school in my second year of college because my father could not find a job as a new immigrant in the USA.
Immediately, I started working to provide for my parents and two younger sisters.  I thought my father would find a job within a year and then I
would resume school.  Unfortunately, my parents still needed my financial help for the next ten years.  I was
willing to help my parents, but I was worried that my education and career would be in jeopardy.

作者（左一）與美國雲彩之友

      About a year after I left school, two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s mentored me and gave me complex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jects to work on.  When I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ojects, one of them risked
his own career to get a software engineering job for me.   These two software engineers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grow my career.  They seem to be my hand-holding mentors.  They did not only
coach me, but also helped my parent, and even my wife and children to get through in that difficult situation.
We are all grateful to my hand-holding mentors.

Today, it is my turn to be a hand-holding mentor to young people.  For each student we help through Yun Cai, there are additional family
members who are indirectly helped.  In the coming years, many students will learn from our example and become hand-holding mentor of other
people.  They will all have a big smile and remember there is an original hand-holding mentor who cared and affected their lives.

事工展望
林植森（執行總監）

2019年10月「雲彩會」於香港舉行座談會，探討如何在社會轉變中仍不忘初心，繼續往前推展工作。與會者踴躍
參與和分享，讓我們看見未來仍有不少可能性。助學仍是我們的工作重點。每年給予雲南省三百多名貧困農村高中生及
大學生經濟支援，減輕他們的求學壓力，與此同時，透過不同方式進行交流，如探訪、書信、培訓、服務、營會、參觀
等，讓學生得到全人的發展和培育，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二十年來「雲彩會」積累了不少畢業生，他們都是延續雲彩使命的強大力量。我們可與他們保持緊密聯繫，並給予
鼓勵與指導，讓他們在家庭、工作及社會中發揮正能量，將「雲彩會」的關愛精神傳承下去。配合國家的扶貧政策推展
工作是現時我們積極與管理當局探討的事，希望這樣能幫助廣大群眾早日脫貧，建立美好的小康生活。
     「共築夢想，擁抱未來」需要我們共同努力，感激過去同行者一直的堅持，二十年
後風雨仍會不斷，然而依然相信雲上有太陽，彩虹更會展現。但願更多同行者加入這個
行列，共享生命改變和國家興盛的歡悅！
（捐獻及參與義工詳情可瀏覽「雲彩會」網頁：www.ycecea.hk）

後記：滇西婆婆

滇西之旅接近尾聲時，敏瑜急告特刊版面仍有空位，即把握良機
渲洩澎湃的思緒。
滇西之旅共走訪保山兩名畢業生及其家人，實習中的醫科生，十
二名在騰冲農村老家的大學生，和同工Susie父母的家。憨厚內聚的親
里、鮮味可口的年豬飯、青葱連綿的茶山、健壯精靈的婆婆，悠閒寫
意的農閒生活，給我在「雲彩會」服侍十二年後另一番體會。
相片中的婆婆是Susie的鄰居，由
年輕至今仍在經營小賣店和縫衣，她是
我們不忘初心，懇勤工作的好榜樣。
然而在收成之後，家家户户殺豬大宴親
朋，齊齊烤火曬太陽，歡天喜地迎接大
年，貧困的枷鎖全都拋諸腦後，這又是
一種怎樣的啟示？

雲彩會財政報告

林植森（執行總監）

(2019年3月-2019年8月)1
收支項目
收入：

捐獻

21

利息

$915,950.78
$21.60
$915,972.38

總收入：
支出：

港幣

學生、老師活動及培訓

$199,993.21

辦公室營運開支

$34,559.94

同工薪津及培訓

$370,890.14

總支出：

$605,443.29

註1：以上賬目未經會計師核實
註2：此收入已包括2019-2020年新學年度的助學金$251,860；
2019-2020新學年度總助學金為$5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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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剪影
後記：櫛風沐雨，砥礪前行

葉深銘（董事）

雲彩的夢緣於二十年前一個私人聚會。那時我們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走在一起，想為祖國和同胞做點事情。由於
我們大多來自教育界，在一位熟悉雲南情況的朋友建議下，便以雲南山區貧困的學童作為我們主要的服侍對象。最初的
策略是資助在昆明入讀師範學院的貧困生，希望他們畢業後能夠留在雲南，服務本族本鄉的學童，讓孩子能接受教育，
最終可跑出大山，貢獻社群。
懷揣著這樣的夢想，我們匐匍前行。從資助數十名大專生到今天資助幾百名大、中學生。二十年間我們遇到過大大
小小的困難，包括人事的挑戰、財政的匱乏、政策的限制……不一而足。在櫛風沐雨之中，我們甚至想過要放棄。但受
助學生以受觸動的生命改變，回應了愛心人士無私的奉獻和真摯的關懷。對，就是這些感恩的笑面和摯誠的愛心，交織
出一片片絢麗的雲彩。深願雲彩的同路人堅守初心，砥礪前行，繼續造福深山裏的孩子。
編者按：文稿編輯告成之時，正值庚子歲首，時春瘟驟至，滿城疫慌，謹祝各位新歲平安，瑞氣呈祥。

•顧問 潘錦華．黃昌榮．趙雨龍 •董事 蘇國生（主席）．陳凱傑．葉深銘．羅燦輝．成徑榮 •執行總監 林植森
•行政主任 張舒翹 •昆明代表處員工 趙佐菊．李德蔥 •推廣主任（義務）潘明昌 •主編 葉深銘 •設計 吳敏瑜
•出版 雲彩教育及文化交流協會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源順圍5-7號沙田工業中心B座3樓04室 •電話 (852) 2243-5000
•傳真 （852）2419-8601 •網頁 http://www.ycecea.hk •電子郵箱 info@ycecea.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