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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            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話話話話話話話話話話話話            「十分耕耘、一分收獲」是 Yolanda 在課堂上給我們教導者的一點提醒，您是否經已深刻體會，還是仍未投入開墾的工程呢？盼望厚賜人恩典智慧的  上帝，加您力量和勇氣，與孩子一起衝破重重障礙，彼此建立快樂的人生。縱然收獲可能不多，進展可能緩慢，但有耕耘才有收獲。中心舉辦的「遙距跟進」和首次舉辦的「課程跟進小組」，不少孩子在家長不斷努力試之下得到顯著的改善和進步，實在令人興奮感恩。故此、本期會訊繼續刊載了部份家長的分享，盼望成為您不住努力的鼓勵。 九月份於吉隆坡「Katsu 訓練中心」舉辦之努力試課程，反應出乎意料中好，當地同工更決定汲取香港的經驗，與本中心聯合開辦努力試「課程跟進小組」，與家長們同行一段教養之路。請為這項生命的工程代禱，求主力上加力給吉隆坡同工及 Yolanda, 使當地的努力試家庭得益。有關吉隆坡事工的分享，也詳載於本期會訊內。 努力試事工始於十年前小澤林蒙受聖靈感動寫下特別的信息而來，為了記念這段奇妙的經歷和數算上帝在這十年來的恩典帶領，Yolanda 及

SK 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澳洲柏斯舉行了「神蹟十週年感恩見證會」，與一班同行者─教會的牧者、義工及家長─彼此分享親身體驗，互相勉勵祝福，並將一切榮耀歸與 上帝。 隆冬將至，天上星群漸漸變得閃爍生輝，其中一顆小星，曾在二千多年前在東方小城的晴空照耀，指引東方智者尋得我主耶穌基督，向祂獻上黃金、乳香和沒藥，宣告耶穌為猶大的新生王。今天耶穌不在猶大伯利恆，是已經活在我們信徒的心裡，是我們心中的大君王，願我們俯伏向祂下拜，獻上我們手所作的善工為禮物，記念祂的降生。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蒙福！ 2006 年 12 月「努力試」會訊  2 

「「「「「「「「「「「「            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            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            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LPCS LPCS LPCS LPCS    分組學習分組學習分組學習分組學習 LPGLLPGLLPGLLPGL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我為何要「努力試」 2. 改行為 ---- 做得到 3. 我要與不懂說話的孩子溝通 4. 教導孩子自理 5. 孩子都要交朋友 6. 因材施教 --- 天生我材必有用 7. 為孩子設計合適課程（上） 8. 為孩子設計合適課程（下） 
以小組形式，協助家長計劃教導孩子之方法；每組家長約 6 人（只供已報讀 LPCS 之家長參加）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家長：每位港幣$1950 元（包括教材一套）或 港幣$1400 元（不包括教材 夫婦一同報名，只收$3000 元（包括教材一套） 非家長：每位港幣$1850 元（不包括教材） 每位家長港幣$300元（只須參加一節）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7 年 3 月 5、7、9、12、14、16、19 及 21 日 3 月 12,14,16,19 及21 日其中一個上午（一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晚上 7 時至 10 時 上午 9 時半至 12 時半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九龍窩打老道 23 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行政樓 3 字樓禮拜堂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自閉症及學習障礙兒童的父母親友、關心培育人仕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黃嚴麗慈女士(義務)：「努力試課程」Louis Program 創辦人， 《衝破障礙》、《衝破障礙 2》、《非凡的見証》作者， 基督教柏斯宣道會教育中心主任(義務)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廣東話授課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報名表格可於本中心網頁下載，請連劃線支票寄交香港德輔道西246 號東慈商業中心 707 室，支票抬頭「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或 “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Co., Ltd.”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 凡完成課程之學員，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者，可獲頒發證書，以便日後參加有關延伸課程及服務 

� 教材包括《衝破障礙》& 《衝破障礙 2》及有聲書 CD16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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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            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            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            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吉隆坡事工吉隆坡事工吉隆坡事工吉隆坡事工    ──馬來西亞吉隆坡「努力試課程」 ((((    9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恩惠（Katsu）社區中心舉辦之「努力試課程」，是我們首次在東南亞地區舉辦課程，本來當地華人對我們的課程認識不多，但因該中心負責人 Rev. Serena Teo很認同我們的事工及課程（她們早已實行以「努力試課程」為主要教材，教育中心的自閉兒），得其努力推動下，參加人數超過 50 人，當中家長佔 30 人，其餘為中心的老師及其他中心的關顧人員。感謝主，此行除了帶領了 21 位家長、2 位老師及 1 位來採訪的記者歸主外（共 24 人），亦與 Katsu 中心建立了合作關係，並展開了「課程跟進小組」計劃，由我們提供培訓和協助，讓 Katsu 的老師們可以幫助當地家長施行家居訓練，好讓馬來西亞地方有需要的家庭，早日得到照顧。請為彼邦事工及Yolanda 在澳洲提供支援代禱，求  神加力。  
【馬來西亞點點滴滴】---一位家長義工的分享 有幸跟隨努力試中心隊工於今年 9 月下旬去馬來西亞參加努力試課程及小組，神讓我在這段日子接觸馬來西亞特殊兒童的家長、Katsa 中心的張牧師及中心同工們，從她們的經歷，自己得到很大的鼓勵及提醒。 有機會與馬來西亞的家長傾談，發現我們香港的家長是很有福氣，因為我們的子女可以入讀特殊幼兒中心，從小就可以接受各式各樣的訓練，繼而又可因應評估結果選擇入讀特殊學校，正當我們為選校奔波、煩惱時，沒想過這煩惱其實也是我們的福氣，因為馬來西亞的特殊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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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特殊教育安排也沒有，家長更別妄想有任何選擇權利。所有特殊兒童只有選擇入華語或馬拉話的普通學校，也許當地教育部門是“融合”教育的支持者吧！ 我告訴家長們有關香港特殊教育概況，他們簡直羡慕不矣！我們的小朋友由出世那一刻就有醫護人員作初步的身體、智能評估，離院後又有母嬰健康院跟進，一旦發現有問題又會轉介到不同部們治療。媽媽和孩子是多幸運！在馬來西亞一般都是父母首先發現子女發展有問題，然後求助私人醫生診治，有一位母親發現女兒 2歲多但仍未能坐得穩，她帶同女兒去新加坡尋求名醫，失望地那名醫告訴她，別再浪費時間在這女兒身上，還是再生一個小朋友算吧，希望將來有幸可以有人照顧這個女兒的下半世。想想這母親聽到醫生這番說話時，是何等的心碎、絶望！幸好她有參加努力試課程，神親手醫治她，讓她重見人生希望。 神賜給人類的母愛是不分國籍、種族，只要母親們曉得那裡有方法醫治子女時，那怕長途跋涉，駕駛幾小時，付出大量金錢，一次過交付三十堂的學費…又不得已忍起心腸把兒女交給所謂的醫師，把一根一根的針狠狠刺在頭上、舌上，也不理得女兒怕得要死（可憐孩子就算累得要死也不敢閉上眼睛，恐怕一醒來又被媽媽送她去受虐）…。 一個一個的故事，都聽得很心酸，自己都是媽媽，當然身同感受，不過這裡的家長們比我們苦得多呀！ 也許就是因為她們如此苦，神就感動張牧師在馬來西亞興起 Katsu中心，教導訓練這些特殊兒童。從張牧師及中心同工們我看見神的愛，她們全心全意愛這些小朋友，那管他們亂叫亂跳、玩口水、甚至打人，同工們仍然繼續堅持，心中仍然滿有喜樂，對小朋友充滿盼望，生命影響生命。願香港家長們都同得鼓勵，繼續努力，堅持不懈愛我們家中那特殊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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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我的一對兒子被診斷為自閉兒。我和丈夫的心傷透了。可能是積極的性格使然，我並沒有讓憂傷的情緒完全控制。第二天，我便開始主動聯絡朋友，尋求協助，上網和翻書了解自閉症等等。祈盼找到 "靈丹妙藥"。然而，夢想和現實始終有段距離。雖然如此，盼望從未離開過我。這份盼望亦推動我繼續向前走。今年的六月，我"碰"上了「努力試｣，一個來得實在且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訓練模式。 課堂過後，便是實踐的開始。由於我須要工作的關係，只能在晚上騰出時間訓練一對兒子。假日便構思，設計及製作教材。在訓練的初期，我的經驗及技巧不成熟，再加上偶有病倒的時候，故此訓練的效果並不顯著。雖然也有失落的時候，但我也沒灰心而放棄。加上參加了「遙距課程｣，Yolanda 的鼓勵和建議幫了我很多。 我的"摸索期"維持了三個月，期間一對兒子的進展只算平平。到了十月份，驚喜一浪接一浪，我播的種子終於發芽成長了。他們無論在專注、認知、說話(只是弟弟)和聽指令方面都有進步。而最高興的改變莫過於他們從抗拒訓練，高呼狂叫，掙扎離坐到現在熱切地迎接，愉快地完成訓練項目。有時，兩兄弟一看見我手上拿著訓練材料，便會跑到工作檯前爭着坐好，希望第一個接受"挑戰"。記憶當中，他們也曾趁家傭

【我和努力試】~~ 

「遙距課程」家長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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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擺放工作檯時主動拿來凳子，然後便坐著不動。看見他們的舉動，我和家人的嘴也不其然張開笑了。 培養了良好的學習態度後，學習的成果也隨之而來。到今天，他們已經學懂了幾十個名稱和生字(當中包括食物、地方、日用品、數字、圖形、顏色、身體部份和人物)，主要圖形和顏色的配對和分類。弟弟也開始有簡單的語言能力。聽到他說「媽媽早晨｣、「爸爸食飯｣、「婆婆拜拜｣等等簡單句時，百般滋味和喜悅湧在心頭！真盼望這份"滋味"的感覺很快便可從哥哥身上嚐到。 2006 畢業生 
Yolanda 的回應---最重要的原素 第一次跟進這個家庭之前，我實在感到有點壓力，其實，以我的經驗，靠著主給我的恩賜，沒有什麼可以難倒我。但這一次，要在短短一小時的午飯時間，跟進一對能力不同的小寶貝，且其父母都是在職人士，要全面實踐家居訓練絕非易事，一定要有很大的決心能耐，和時間上的犧牲才可以配合孩子的需要…。在通電話之前，我迫切向神禱告…。感謝主！祂是厚賜百物的神，祂果然賜給這對父母雙倍的愛心、決心和能力。他們已開始了努力試訓練，並且有了最重要的原素---愛與耐力；提供適合的課程是我的責任和工作…但，愛與耐力只可以從神支取，每次跟進的成績，都鼓勵著我們繼續工作，一起努力。     我和澤林天天為努力試家庭禱告，我們誠心期待著有更多的驚喜、感恩和笑臉，並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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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課交】-----「課程跟進小組」家長心聲 自參加了努力試課程至今，已近半年，兒子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課程不單教曉我們訓練方法，特別在跟進課程上使我們掌握到更多的方法去教導兒子，有些佚事可與大家分享: 有個晚上，兒子半夜醒了，他拉著媽媽的手要落床小便；又有次在街外要大便，他拉著工人姐姐的手到商場廁所，因他坐在大人廁板上，他要用小手按著大人廁板才能坐穩，就大便了。他今年夏天才嘗試沒有用尿片啊！他真的同尿片講拜拜啦。這都是我們很開心的事。 另外，亦因參加了努力試課程的時候，見到 Yolanda 的見證及添哥為我們的祈禱，我認識了主，也開始了基督徒的生活，我們一家都是有福的。                                   樂樂爸爸（樂樂快四歲） 

 

導師的回應 自閉症患者以男性居多，許多生活上的自理問題，因著性別的需要，爸爸參與訓練實是無可推諉。這位小朋友最初的問題是不肯站著小便，只肯坐便盆，於是我們提議爸爸作親身示範並教導孩子說：「我是男孩子，樂樂也是男孩子，男孩子是站著小便的。」過了不久，樂樂已經可以站著小便。然後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是小朋友不願意上公眾洗手間，以往父母遷就孩子，以隨身帶備的盛器讓小朋友小便，但這總不是長遠之計，而且孩子需要學習「在適當的地方做適當的事」，故此我們提議父母堅持帶小朋友到街上的洗手間，初期仍以其他盛器讓小朋友如廁，慢慢過渡至在馬桶內小便，果然一個月後，小朋友已經學會上洗手間。這都是父母堅持訓練的成果，希望更多爸爸願意參與訓練，一同享受成果的喜悅。 2006 年 12 月「努力試」會訊  8 

【我也如此經歷過】---中心見習導師（義務） 我的第二個兒子出世後，心裡的怨恨、痛苦、絕望、枯竭的生命，使我沒有愛，對著小兒子更沒有愛可言。他是一個自閉症的孩子，當時已四歲的小兒子只能說最簡單的詞彙如“爸爸、媽媽、飲、奶奶”，自理能力等如零。我真的不知如何去面對這個現實，這個殘酷的打擊，差點令我倒下不起。感謝  神，三年前，我因上了努力試訓練課程，遇上了 SK，Yolanda夫婦倆人，他們把我帶到了上帝面前，因有神的愛填補、醫治，使我的靈魂再次的活過來，人生重得盼望，就這樣改變了我的人生。 不知不覺的我與兒子做了三年的努力試課程訓練。三年裡經歷了過人的軟弱、乏力、辛酸，但更多的經歷就是神陪著我渡過每一天。神所給我的遠遠超過我的所想所求，神給我的恩典，我怎麼能夠用語言、文字表達呢？我是多麼的蒙福啊！神額外的加恩於我，現在我的小兒子已經上了普通小學一年級，孩子的進步，使我感慨神的奇妙作為。 神透過澤林、SK、Yolanda 一家，開創了獨有的努力試課程，使無數的家庭得到祝福。這麼多年來，他們嘔心瀝血，不分白天晝夜，經常離家外出宣講愛心、開辦課程，背後還有許多默默支持努力試課程的弟兄姊妹。他們用神的愛來愛我們，支持、協助我們；毫無計較得失，他們所做的，我從心裡感動。我深知道有了他們，我才蒙福。在努力試中心裡人手非常短缺，我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讓更多人得到神的祝福。在往後的日子裡，但願我能安靜的、默默的用心去做我喜歡的事情，希望能與有同樣經歷的父母（家庭），一起彼此鼓勵，彼此守望；和我們的孩子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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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感統治療、經歷神的恩典】---Wylie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回想四年前，我還是擔任機構職業治療師，負責走訪六間智障成人服務中心的時候，眼見那些因感覺統合失調的服務使用者出現嚴重自傷或傷人行為，卻因沒有合適的治療設施而得不到適當治療，我就立下決心要用有限的資源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治療。憑著簡單的用具，諸如一個擦身刷，一支按摩油，一張轉椅，一些沙包等等，就開展感統治療。除了儀器不足外，最困難就是沒有足夠人力資源，我每星期只能到各中心一次，是無法提供密集式治療。感謝神，祂為我預備了有心的駐中心同事（大多是基督徒），他們都樂意接受訓練及為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提供密集式治療。雖然治療果效沒有小孩那麼顯著，但結果讓人鼓舞。就是因為治療效果正面，我得到一位中心主任支持。我們一同向機構提議要興建感覺統合治療中心，要為機構內有感統失調的服務使用者提供治療。 但事情總是不會那麼如意順利，無論在申請地方及外間基金支持都是障礙重重，心裡已經覺得成事的機會很渺茫，而我可以做的我都做了，我就把事情祈禱交託神，靜待祂的預備，如果神要我在這方面事奉祂，祂必預備一切。後來地方申請成功了，但還是沒有基金去發展，我唯一的方法又是“等候神”。果然，不久突然有一位有心人士，向機構捐獻金錢，我們就有足夠的資金開拓治療中心了。 自從 2002 年在「努力試」開始義務事奉，我心裡便經常會為那些未曾認識感覺統合治療而無法幫助小朋友的家長著急，幸好，Yolanda 對感統也有相當認識，她也為澤林提供足夠的感統餐單，一邊“鬆土”，一邊提供家居訓練，澤林現在的情緒能如此穩定，生活技能上也相當獨立，都是神給 Yolanda智慧才能達成。 2006 年 12 月「努力試」會訊  10 

既然神開路，建立了澤安邨感統治療中心，叫我全時間在感統治療上事奉，我當然欣然踏上，並且作神的好管家，在神託付我的工作上忠心。 我當然不會忘記「努力試」小朋友的感統需要，與 Yolanda 和 SK商量後，我就向我工作的機構高層要求開放治療中心給「努力試」家庭，想不到他們的回應非常積極，讓我除了在暇餘參與「努力試」事奉外，也能在工作內服事「努力試」的家庭，神的計劃真超過我所想所求。 神亦祝福前來接受治療的「努力試」小朋友，家長們見孩子有進步，就介紹其他人來，不到半年，己出現輪候情況，機構見輪候人數日漸增加，就在 2005 年計劃興建第二間感統治療室，位於香港仔，好讓住在香港島的家長不用長途跋涉地帶孩子到澤安邨（位於深水埗）接受治療。得到一個集團資助資金，香港仔治療中心已於今年八月正式投入服務，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由一間治療中心發展成兩間；由我一人獨力提供治療到現在多添四位職業治療師和兩位助理，實在可見，若不是神“建造”並加上祝福，我所作的都是徒然。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 5:2-11） 這兩年，神把我帶進更多家長的心靈世界，經歷他們心路歷程的高高低低，經歷他們如何從神得安慰。回想一年多前，有一個滿臉掛著焦慮、憂愁的母親帶著她六歲的兒子走進治療中心，這孩子有嚴重的感統問題，除了動作協調困難及肌肉張力薄弱外，前庭、本體和觸覺都有失調，不但如此，他還有嚴重的行為問題；他經常作出反叛行為和引人注意的行為，在社交上無法與他人融洽相處，種種行為問題實在使這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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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招架，眼見兒子已經六歲，行為全不受控，為此她毅然辭職，好全時間照顧她唯一的孩子。但當全職母親並不容易，她整天都要緊貼孩子，防止孩子的行為騷擾他人，又要打理家務，不久就己乾竭無力，於是她帶兒子去接受感統治療，希望治療能幫他一把。 這母親是一位基督徒，她為兒子熱切呼求神的幫助。當她知道我也是基督徒，是一位與她一同並肩作戰的伙伴，她的眼淚就直湧而出，向我訴說她已無力前行，我感受到她身心靈的疲累，我也不能抑止我的眼淚，我們一起流淚禱告呼求神的幫助，又感謝神把這孩子帶到這個屬於祂的治療中心，我們都相信神在這裡要祝福這個孩子，祝福這個母親，神必安慰哀慟的兒女！ 我首先要求她重新細讀“衝破障礙”一書，又要她知道神己藉著澤林帶給我們愛與希望的信息，我又要求她在治療進行中觀察治療師如何處理孩子行為，希望她盡快掌握“改行為”技巧。最初的治療目的當然是“改行為”，提高孩子在治療進行中的服從性，減少反叛行為，當行為漸漸改好了，治療就更能針對他的感覺失調問題。 感謝神，祂使這位依靠祂的母親能得著智慧，她漸漸掌握處理孩子行為的技巧。隨著孩子情緒行為的改善，身體協調能力的進步，母親的心情也漸見輕鬆，雖然孩子在學校仍出現一些行為問題，但她已因為不再需要“陪讀”而感恩。現在孩子在家中的遵從行為相當理想，在家居訓練時很合作，而感統失調方面亦有明顯進步。隨著身體的感覺比較正常化，改善了專注力，肌肉耐力和動作協調，他的學習能力也相對地提高了。 當然這位母親仍然要繼續“努力試”，與她兒子一同跨越前面的障礙，但在神裡面，“努力”總帶著盼望，“堅持”總帶來收獲，“愛”總是湧流不息。在天上有榮耀的冠冕為這母親存留，神必稱讚她是又良善、又忠心的管家。 2006 年 12 月「努力試」會訊  12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受洗歸主】---Crystal 我能再返到主的家是因為我的兒子小浩。 我知道小浩有「自閉症傾向」時，他大約 2歲 9 個月。當時我和丈夫真是手足無措，不知從何入手，越多看有關「自閉症」的書籍和講座，自己便越害怕！因為當時我還有一個小兒子是 4 個月大，我終日以淚洗面，害怕小兒子會跟哥哥一樣有「自閉症傾向」，兩夫妻更加埋怨，點解是我們？ 有一天，媽媽告訴我「你不如返教會」，當時我的反應不大，直至當我和小浩做訓練時，他常常哭，我便打他的小手，當時我的心真是很痛，因為小浩不懂表達，便用哭來表達他的需要。當我哭完後，腦海裡真是「叮」了一聲，我回想自己曾幾何時有返教會，有靈修和看聖經？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有穩定的工作和疼我的男友，根本己忘記了神，後來我更拜偶像，現在想起我真是很慚愧。因為老媽的一句「返教會」和工作中有一位姊妹常叫我返教會，我開始返公司的小組，初時自己不大投入，因為自己離開神那麼久有慚愧的感覺，後來在電視上看見「努力試」的見証，令我對教導兒子方面有目標和有盼望。 一年前的小浩仍不大開口說話，只會講一些他喜歡的說話，不明白指令，後來，經過訓練後的小浩，他學會了讀圖咭和聽指令，語言表達仍要努力、加油！ 現在想起來真是感謝主，祂用小浩做工具，用我媽的口，用我工作中幾位姊妹和「努力試」的帶領，使我重返主的懷抱。我永遠不會忘記06 年 6 月 12 日，我的丈夫更在「努力試」裡決志信主，我的心情真是很開心！只要倚靠神，凡事都能。另外，我也多謝「努力試」帶我返豐盛生命堂，也多謝主使我有平安和有喜樂，另外，我的小兒子桐桐是正常健康，真是感謝主！我會用我的見證，向其他人傳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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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活動回活動回活動回顧顧顧顧 ( ( ( (2020202006060606 年年年年 8888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1111111 月月月月))))                              

 〈8月 5 日〉 循道愛華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小義工第二次實踐訓練。 出席人數：8 人 

〈8月 13 及 27日〉 
九龍豐盛生命堂「特殊兒童小組義工」訓練第二及三堂理論課 7月至 9 月於香港浸信教會舉行實踐課。 出席人數：39 人  
 

〈8 月 20 日〉 華基堂啟動「特殊兒童家長組」，實行家長關顧牧養之工作。 

〈9 月 13 日〉 「努力試家長答問會」參加者 27人，主要為今年 6月份課程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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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及活動預告事工及活動預告事工及活動預告事工及活動預告    〈12 月 16 日〉 中心將應「香港荷李活青年獅子會」邀請，合辦特別兒童主日學聖誕聯歡會，邀請香港浸信教會、九龍豐盛生命堂及香港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的特別兒童主日學學生及家長一同參加，共渡佳節。預計有 30個家庭參加。 

〈9 月 20 至 30 日〉 馬來西亞吉隆坡「努力試課程」 參加者約 50 人（家長佔30 人，其他是老師及中心關顧人員。） 決志人數：24 人 
〈11 月 24 日〉 SK 及 Yolanda 在澳洲栢斯教會舉行「神蹟十週年回顧感恩會」 出席人數：約 120 人 
 

〈9 月 15 日〉 「由零開始數學課程」 參加者：28人 

〈9 月 16日〉 「第 3屆義工畢業晚會」 共 4間教會 51 人出席。 今年參加訓練人數：46人 畢業人數：24 人 



2006 年 12 月「努力試」會訊  15 

〈2007年 1 月〉 中心將舉辦「感覺統合治療」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及照顧者了解孩子於感覺統合方面的需要，及早作出治療的安排。詳情如下： 項目 講座 工作坊 內容 認識及評估孩子是否需要感覺統合治療 實踐家居感統訓練的技巧 日期 2007年 1 月 19 日 2007年 1 月 26日 2007年 2 月 2 日 時間 晚上七時至九時 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 九龍深水步澤安村榮澤樓 9-15號地下扶康會感覺統合治療中心 講者 張淑珍姑娘（職業治療師） 對象 有興趣認識感覺統合治療人士，及照顧有感覺統合需要孩童的人仕 照顧 11歲以下有感統合需要孩童的人仕 照顧 12 歲以上有感統需要合孩童的人仕 費用 每位 HK$400 （努力試家長只收HK$300） 

每位 HK$450 （努力試家長只收HK$350） 名額 45 人 工作坊每組別最少 10 人參加，如人數不足，將會取消，已繳費用將全數退還(參加者必須先完成講座部份) 查詢報名 查詢電話：2915 1148 努力試中心 報名表格請於本會網頁下載 2006 年 12 月「努力試」會訊  16 

〈2007年 2 月〉 出版《繼續成長》 〈2007年 5 月〉 新版《非凡的見證》 〈2007年〉（時間待定） 舉行努力試中心成立六週年感恩會  
特別報告特別報告特別報告特別報告：：：：    

1. 中心將於 2006 年 12 月 27 至 30 日休假，家長及各界人仕如有

查詢請於電話留言，以便同工於 2007 年 1 月 2 日上班後回覆。 

2. 中心於 12 月裏更換網路裝置，工程期間可能需關閉中心之網頁

及電郵服務，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中

心：2915 1148，傳真：8343 0018 或電郵：louisprogram@hotmail.com 

3. 今期會訊將連同「真証傳播」之聖誕禮包一起送上，祝大家聖

誕快樂、新年蒙福！  奉獻支持奉獻支持奉獻支持奉獻支持：：：：「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乃非牟利慈善機構，營運費用全賴社會熱心人仕和家長的奉獻支持，請繼續代禱並以行動支持，奉獻款項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本中心收據申請免稅。 歡迎投稿歡迎投稿歡迎投稿歡迎投稿：：：：歡迎努力試家長或努力試前線工作者投稿分享「努力試」孩子在進行家居訓練過程中的學習和成長(約 500 字)， 下期截稿日期：2007 年 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