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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訊 08年 8月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地址：香港德輔道西 246號東慈商業中心 707室    電話：2915 1148      圖文傳真：8343 0018  

Rm.707 Tung Che Commercial Centre, 246 Des Voeux West,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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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真偉大祢真偉大祢真偉大祢真偉大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 

                             祢手所做，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 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不是每個人都能欣賞上帝創造大自然的奇妙聲響，近月香港連場暴雨，雷聲隆

隆，不知您的孩子有何反應？ 

    不少自閉症孩子都有感覺統合失調的問題，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對行雷閃電表現極

度不安和害怕，日常生活頗受影響。 

   「努力試」遊戲寶典--《活出彩虹》第 93 個遊戲「留聲歲月」，正針對孩子這方

面的情況，提供訓練建議，盼家長嘗試採用，改善孩子對聲音的異常敏感，從而能享

受大自然及各不同環境的美妙響聲。 

    本期除刊載主題內容—認知篇外，亦記錄中心總幹事黃兆祺於西澳柏斯接受手術

治療的幾段見證分享，願榮耀歸予上帝！ 

 

暑期活動心水推介                                    

1. 每天半小時家居感統訓練 

2. 每天玩一個《活出彩虹》遊戲 

3. 與孩子一起製作 3 本生活故事 

4. 教孩子學會游泳 50 米 

5.  教孩子學會踏單車 

   

6.  教孩子學會打沙灘球 

7.  與孩子一起包新書 

8.  與孩子一起設計上學期生活時間表 

9.  約另一個家庭一起去海洋公園 

10. 參加一次海外/ 國內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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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人        中中中中        口口口口        田田田田        

已經認得 30 個物件

的名稱，可以一對一

對放在一起，但我叫

他拿某一張給我就

唔識。 
孩子識得唸 1-20，但

叫他數 5 粒糖給我就

有時會錯。 

我 認 為 認知 即是 讀

書識字，和寫字。我

個 仔 已 經認 得全 部

的 大 、 小楷 英文 字

母，但一拿筆寫就大

哭。 

認 知 是 否 即 是 教 生

字？ 

導師的回應 

    認知訓練即是教導孩子懂事，孩子需要懂事，以致能夠應付生活的種種需求、表達自己

及與別人溝通等等，然而，世間上的學問如此博多煩雜，天文地理、琴棋書畫，到底應該教

他什麼？其實任何事物，我們的孩子都有權利去學習，不過因著孩子不同的限制，所以，努

力試認知訓練在起步時將集中教導孩子掌握功能性的口語和書面語言，再將累積了的日常生

活用詞組成句子、段落以至文章等。 

 

    努力試認知訓練主要包含讀和寫兩部份。我們的孩子一般都是視覺學習者，通常會先用

眼睛了解事物，然後才能回應聲音指令，配合語言或動作作出回應。這些階段需時每人不同，

要看孩子的能力及施教者的技巧而定。 

    

    努力試訓練主張採用實物相片、圖卡、圖字卡、純字卡、短句子、段落、故事等作為認

知訓練的主要媒介，家長若能依循次序逐一施教及鞏固，加上利用生活中的種種環境鼓勵孩

子適當地應用，如此，孩子在日積月累的學習下便能掌握生活所需的字詞句子，作為與人溝

通及自我表達的工具，並且繼續學習更多的知識。 

     

    許多孩子由於肌肉張力較弱，一般執筆書寫都比較吃力，故此，努力試課程也強調訓練

孩子的小手肌尤其是手指力的訓練，配合寫前練習如利用蓋印、貼貼紙等學習空間感，與及 

     循序漸進使用不同的書寫工具做線條練習等，一步一步鞏固孩子的執筆能力。 

                                                       撮錄自「教材工作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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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手術經歷分享手術經歷分享手術經歷分享手術經歷分享                               努力試中心代筆努力試中心代筆努力試中心代筆努力試中心代筆 

                                                                                                                                                            

                                                                                                                                                        「「「「白晝白晝白晝白晝，，，，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黑夜黑夜黑夜黑夜，，，，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禱告禱告禱告禱告賜我生命的神賜我生命的神賜我生命的神賜我生命的神。」。」。」。」    

                                                                                                                                                                                                            詩詩詩詩 42424242：：：：8888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我要向耶和華歌唱我要向耶和華歌唱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祂用厚恩待我因祂用厚恩待我因祂用厚恩待我因祂用厚恩待我。」。」。」。」    

                                                                                                                                                                                                                                                        詩詩詩詩 13131313：：：：6666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雅雅雅 5555：：：：16161616    

 

4 月 10 日(手術前兩週)： 

 

SK 將於 4 月 22 日在西澳柏斯接受前列

腺腫瘤切除手術，經與醫生商討，決定

採用傳統切除方法，手術前兩週 SK 需往

醫院抽血 650 亳升保留備用，亦需再做肝

酵素之檢查。 

4 月 22 日(手術日)： 

 

非常感恩，SK 經歷了 3 個多小時手術，

已清醒，傷口約有 7 吋長，醫生說傷口頗

深，需要重新接駁骨盤底肌神經線。奇妙

地 SK 無須服用止痛藥！雖然失血達 1.1

公升，遠比手術前抽出備用的 650 亳升為

多，不過血色素仍維持在正常的水平，已

輸入日前抽出備用之血液，可以下床略為

行走，精神不錯，可能因失血過多，所以

比較虛弱，然而傷口亦沒有滲血，各項引

流都順利，只是晚上睡覺較差。SK 的腸

亦需快點恢復蠕動，以利排泄。由於醫院

方面安排了入住私家病房，讓 SK 太太

Yolanda 可以 24 小時留院照顧，而醫院

各工作人員及當地親友亦時刻支持鼓勵。 

手術後 SK 需要在未來的三個星期內插尿

喉輔助排泄小便，醫生稱 SK 的康復情況

特高，故此提早一天讓他出院回家休養，

醫生告知內外傷口需要 10 個星期才能癒

合，而內部功能完全康復則需要數個月至

一年，SK 亦將要面對控制小便的訓練和

練習。醫院安排了於 5 月 13 日拆除傷口

的喉管。 

 

5 月 13 日(上帝應允禱告，SK拆尿喉有驚無

險)： 

 

5 月 13 日早上 9 時，Yolanda 陪伴 SK返回醫

院讓護士拆除傷口的喉管，護士幾經嘗試，

都未能將喉管拉出，卻令 SK十分不適，護士

為免弄傷 SK, 即致電尋求主診醫生幫助，怎

料醫生剛往香港，唯有請 SK稍作休息，盡量

放鬆，期望稍後再嘗試，但觀看該護士表現

似乎沒有足夠信心完成此工作，醫院當局即

時召喚了當值專科醫生及預備當日中午 12

時將 SK送進手術室，麻醉後才將尿喉拆除。

他倆唯有在醫院散步、休息，期間不斷致電

當地弟兄姊妹立時代禱，Yolanda 亦決定親自

出馬，嘗試替 SK拆喉，但第一次仍然失敗，

之後在醫院小教堂內同心安靜祈禱，然後再

試，原來喉管深入肚內被體內分泌所膠著，

有如縲絲釘，Yolanda 需要多轉幾個圈才可拔

出，過程中 SK 當然感到痛楚萬分，但奇妙

地，喉管拔出卻沒帶一點血絲，這幾天 SK 的

小便也相當清澈，沒有出血現象，這確是上

帝的恩典與保護。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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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主說主說主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我的恩典夠你用我的恩典夠你用我的恩典夠你用，，，，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11111111：：：：9999    

「「「「靠著聖靈靠著聖靈靠著聖靈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隨時多方禱告祈求隨時多方禱告祈求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並要並要並要在此儆醒不倦在此儆醒不倦在此儆醒不倦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為眾聖徒祈求為眾聖徒祈求為眾聖徒祈求」」」」    

弗弗弗弗 6666：：：：18181818    

5 月 21 日(會見醫生，聽取手術後報告)： 

 

SK今天回院覆檢手術後的狀況，醫生告知

檢查報告，證實切除了的癌細胞已到達第

四期，屬惡性(前列腺癌症共分七期)，一

般情況下醫生會要求病人立即做手術，但

感謝  神，四月份做的手術已將癌細胞撤

底切除，週邊範圍亦無新發現。3 個月後

再驗血，如情況理想，可再 6 個月覆診，

之後一年再驗。 

這份報告讓我們再一次確認上帝的偉大

奇妙，祂的時間往往超乎人的想像預計，

原來在過去的兩三個月，在 SK 體內的癌

細胞由未有影響的早期情況已進展至需

要立即動手術的危險狀況，但  神有最適

時的安排，祂讓我們順利完成了三月份課

程再讓 SK 接受成功的手術，在 SK休養期

間，中心仍然正常運作，一切跟進及導師

訓練得以繼續進行，這樣的安排，本來看

似是在我們的計算之內，但背後卻都在那

大能者無窮的智慧和夠用的恩典之內得

以成就。感謝讚美主！    

6 月 11 日 (康復中)： 

 

由於需要重新適應及學習控制小便，現在

仍在初階，SK 差不多每小時要上洗手間一

次，嚴重影響睡眠及出外活動，求主保守

SK，讓他盡快康復，特別看顧晚間休息的

時間，也讓他在過度期間有忍耐，放下對

工作的掛慮，在日間爭取休息，補充體力。

目下 SK 需要接受一連串的專科治療及控制

肌肉的練習，仍需要大家多多的禱告與及

SK十分的順服和忍耐。請繼續記念。 

 

也請大家繼續記念 Yolanda，求主加能賜

力，讓 Yolanda 有夠用的恩典和能力處理工

作、家務和照顧 SK及 Louis，她目前每週往

診所接受 45分鐘物理治療，求主幫助她也

能抽出時間在家多做鍛鍊，減輕腰背的疼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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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及內容 
4 月 17,24 日

及 5 月 8,15

日 
「感統套餐」講座及工作坊： 本屆參加人數為歷屆最多，共有 56 人，佔本屆畢業生達 70%，由本中心義務專業隊工張淑珍姑娘（資深感統治療師）主講，並教導如何應用<活出彩虹>進行家居感統訓練。 

5 月 13 日及

6 月 6,15 日 
教材工作坊： 

 此為首屆舉辦之延伸課程，參加者踴躍，共47 人，由 4 位實習導師主領。 
5 月 14 日起 

08年度「努力試跟進小組」A-E組開始聚

會： 本年度有 5 組共 21 位家長參加，是歷來最多的，其中一組的 4 位家長更遠道從深圳而來。 
5 月 19 日 

第一屆傷殘人士福音事工研討會： 由回聲谷主辦的第一屆傷殘人士研討會，參加者逾 300 人。會中有個別服侍機構負責不同分組專題，而中心則由副總幹事鍾偉添分享自閉症人士及家庭牧養專題，參加該專題者約 20 人，主要為教牧及教會義工。 
5 月 29 日 

「由零開始」數學課程： 
 於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專業書院內舉行，參加者藉 Yolanda 授課時記錄片段及中心導師講解學習。 

努力試中心首辦「同行計劃」，邀

請歷屆畢業家長擔當中心的同行

大使，透過電話傾談、電郵、短

訊、約談、聚會等與本屆新加入

的家長聯絡，勉勵家長堅持進行

「家居訓練」及學習凡事交託，

倚靠神，每天得力輔助孩子衝破

障礙。以下是本屆參加家長分享

他們的感受。 

同同同同    行行行行    心心心心    聲聲聲聲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同行計劃同行計劃同行計劃同行計劃」，」，」，」，我有如下我有如下我有如下我有如下

改變改變改變改變////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擴闊了我的視野，使我在心

理上得到支援。 

--更加有系統及努力去教導

小兒，多些關愛其他小朋

友，整個家庭要 

   更團結去面對困難。 

--在無助時，我會多倚靠神。 

--讓一個有經驗的人陪我一

起，我覺得很有安全感。 

--我思想開朗了。 

--因為大使的邀請，已有  

  10多年沒返教會的 

  我，已嘗試重返教會。 

  我與主的關係改善了。 

  但我仍需努力，學習怎 

  樣去依靠祂。 

--我希望安頓好自己的兒 

  子，能參與下屆的同行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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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 

家長答問大會： 
 於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專業書院內舉行，藉Yolanda 教授時記錄片段，中心導師回應家長問題。 

7 月 3 日 

同行計劃(第一期)總結分享會： 12 位同行大使總結分享過去 3 個月關顧家長的經驗及體會，大家都願意繼續參與於下一期(3 個月)服侍。 
7 月 18 日 

同行計劃重聚日 2：       同行大使和參加家庭聚首一堂，分享過去 3個月同行共話的喜悅和心得，互相勉勵，彼此感恩，並為下一期獻上代禱祝福。 

 

    編輯組：黃偉英、鍾偉添、羅瑞清                       督印人：黃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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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1月 15日，主題：社交篇                                        

 

大使的分享大使的分享大使的分享大使的分享：：：： 

最大的祝福是我的女兒為他們獻上

祝福，讓他們看見只要努力訓練孩

子，將來是充滿盼望的。 

 

感謝神，其中一次家庭聚會感動了他

的丈夫，起來參與訓練，家長的心情

已穩定，看見孩子也有進步。大使自

己也開心了。 

 

在自己家舉辦了一次家庭聚會，自己

得益更大，因為希望有其他家庭探望

自己，與孩子一齊玩，丈夫也很投

入。 

 

對方在訓練方面反而有很多建議，自

己反覺得有支持。 

 

剛巧有大屋可招待小朋友聚會，大家

玩得很開心，組員投入，一呼百應，

在網上留言版知道家長分享覺得很

不捨努力試課程完結了，因為家長少

有社交生活，同行計劃提供了機會，

感覺被接納，得到釋放。 

 

我倆夫婦接受了任命後已計劃好怎

樣做，並決定要多做。    

���������� 

               鳴謝鳴謝鳴謝鳴謝 

中心主席郭志權博士送出中心主席郭志權博士送出中心主席郭志權博士送出中心主席郭志權博士送出「「「「永安百貨公司永安百貨公司永安百貨公司永安百貨公司 09-10 年度貴年度貴年度貴年度貴

賓咭賓咭賓咭賓咭，，，，所有登記會員可憑會員証獲贈一張所有登記會員可憑會員証獲贈一張所有登記會員可憑會員証獲贈一張所有登記會員可憑會員証獲贈一張。。。。 

 

ISG(偉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偉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偉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偉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為著名為著名為著名為著名的的的的「「「「日本淺山之家日本淺山之家日本淺山之家日本淺山之家」」」」

健康產品之香港代理健康產品之香港代理健康產品之香港代理健康產品之香港代理，，，，承蒙該公司捐款支持本中心事承蒙該公司捐款支持本中心事承蒙該公司捐款支持本中心事承蒙該公司捐款支持本中心事

工工工工，，，，謹此致謝謹此致謝謹此致謝謹此致謝。。。。現凡努力試現凡努力試現凡努力試現凡努力試會員會員會員會員購買該公司代理之健康購買該公司代理之健康購買該公司代理之健康購買該公司代理之健康

產品將獲特別產品將獲特別產品將獲特別產品將獲特別優優優優惠惠惠惠。。。。詳情可詳情可詳情可詳情可致電該公司熱線電話致電該公司熱線電話致電該公司熱線電話致電該公司熱線電話 

2815 3772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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