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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支歌仔、熱熱身 
 

     

 

 

 

 

 

 

 
    睇下我跳得幾高先！ 

 

 

 

 

 

 

 

 

 
   我都想玩埋一份 
  

 

 

 

 

 

 

 

 

 
  找到好朋友了！ 
 
                                                 2008努力試家庭日大合照  

 

本年度「努力試家庭日」於颱風頻頻襲港之中順利舉行了。9月 28日(星期日)，難得天朗氣清，中心同工與本年度同行大使及同行家庭近
80人，搭乘旅遊巴士及私家車到達西貢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享受了一個悠閒愉快的下午。營內設施應有盡有，不單孩子們樂而忘返，大人也不愁沒趣味，當中有家長和孩子踏單車比賽，甚至有家長與孩子一起在大彈床上跳上跳落，盡顯身手，更有大使趁此機會與一直以電話或電郵通訊的家庭相認，場面溫馨熱鬧，孩子也上了一課社交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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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義工訓練班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義工訓練班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義工訓練班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義工訓練班」」」」專輯專輯專輯專輯 

  

                                            

 

 

          

             7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 ACTP1-認識自閉症及行為處理認識自閉症及行為處理認識自閉症及行為處理認識自閉症及行為處理 

職業治療師黃姑娘詳細介紹職業治療師黃姑娘詳細介紹職業治療師黃姑娘詳細介紹職業治療師黃姑娘詳細介紹          義工聚精會神聆聽義工聚精會神聆聽義工聚精會神聆聽義工聚精會神聆聽         

                                            

 

 

 

              

              7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ACTP5-關懷義工溝通技巧訓練關懷義工溝通技巧訓練關懷義工溝通技巧訓練關懷義工溝通技巧訓練 

       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                    導師朱導師朱導師朱導師朱 Sir 生動講解生動講解生動講解生動講解 

 

 

 

 

 

 

 

 

 

               7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 ACTP3-主日學工作坊主日學工作坊主日學工作坊主日學工作坊 

  張姑娘主持大組分享心得張姑娘主持大組分享心得張姑娘主持大組分享心得張姑娘主持大組分享心得            小組個案研究小組個案研究小組個案研究小組個案研究 

 

 

 

本年度「關愛自閉兒

童主日學義工訓練

班」在炎炎的暑假期

間展開，自 7月 13日

開始，連續 3 個星期

日於香港浸信教會舉

行。 

 

本屆參加義工來自  

4間教會共 37人。 

 

ACTP4-主日學導師實

習訓練亦已於 10月份

於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展開，為期 3個月。 

 

其中兩間教會已與中

心聯絡，正積極籌備

開辦「自閉症兒童主

日學」。盼望讓更多自

閉症孩子可以參與，

從小認識  神。 

 

同工亦努力與各教會

聯繫，分享主日學異

象與需要，本月已探

訪了 5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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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課程，除了 Yolanda在台上講課外，大家準會見到一位身材適中，感情豐富，講課生動

活潑的講者張姑娘(Wylie)，以義工身份和大家分享「課程背後的理論」與及介紹自閉症孩子

常見的「感覺統合治療」的知識，近年，她更擔任努力試延伸課程「感統套餐及工作坊」講

員。在台下，她更是努力試在教會發展「努力試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簡稱「努力試主日

學」)的先駒，多年來努力不懈地鼓勵牧者和弟兄姊妹關注自閉症家庭的需要，協助努力試

中心開辦主日學義工訓練，在自己參與的教會中也主力參與帶領名為「開心組」的兒童主日

學，無論在台上或在台下，她都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今期會訊特別邀請她分享在「努力試

主日學」的事奉感受。 

 

                             

 

 

 

       (1),(2) 主日學義工訓練講課及討論                   (3),(4) 「開心組」活動情況 

問：妳從什麼途徑認識「努力試」？ 

張：我本身是一位職業治療師，一直都有服務自閉症人士，2002年，在一位教會的弟兄 

    介紹下認識了 SK, 並參加了當年 6月份的「努力試課程」，後來更有機會親自到西澳柏 

    斯探望黃氏夫婦及澤林，親眼見證神在澤林身上所做的神蹟見證，我和丈夫都受感動， 

    願意起來回應神的吩咐，決意以澤林的神蹟見證作為媒介傳揚福音，經歷果效，自始亦 

    更多參與努力試的事工。 

 

問：妳在「努力試」擔當什麼角色？ 

張：我在課程中深受  神的愛和 Yolanda、SK的付出所感動，又眼見在課程中信主或回轉歸 

    主的家長，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就與 Yolanda 商討這些信主家長的跟進工作。就這 

    樣，我成為了當時的努力試基督徒家長團契的團長，作聯絡及安排家長在我家中的團契 

    聚會。後來因種種原因，團契工作難以維持，我就投入時間協助家長訓練及發展主日學 

    事工。 

 

問：為什麼要有「努力試主日學」？ 

張：在團契工作的過程中，發覺家長要放下孩子來參加聚會是萬分艱難的事，有時聚會僅得 

    兩位家長參加，甚至因太少人出席而取消。每次聚會我都要用大量時間做聯絡的工作， 

    但到頭來卻反應冷淡，實在令人氣餒。其實我們最終都是希望家長能投入教會生活，但 

    單純讓家長參加的分享聚會明顯不是他們的需要。後來 SK及阿添得到香港浸信教會的 

    支持，成功開辦第一個「努力試主日學」班，家長在小朋友參加主日學的同時參加崇拜 

或小組聚會，這樣他們就可以持續在  神家裡得到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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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當初開展「努力試主日學」時有什麼經歷？ 

張：最初開展主日學是由 SK及阿添在堅浸發展，我只是參與訓練義工的工作。在參與的過 

    程中，我體會到 神如何為這事工預備祂的用人，我多次見到義工投入事奉及用愛心對 

    待這些有困難的孩子而不禁流下淚來。 

 

問：許多教會仍然傾向認為有困難兒童應與一般兒童融合參與主日學，不要標籤他們，妳如 

    何回應？ 

張：隨著自閉症孩子日益增多，難保許多教會的會友本身也有特殊需要的子女，一般主 

    日學的負責人其實都知道融合是有困難的，於是他們的處理自然便只有婉拒家長，勸他 

    們不要帶孩子上普通主日學，或者另一極端便只有以愛心勉強包容收留，每逢主日都如 

    臨大敵一樣，結果對一般孩子和有困難的孩子及他們的家庭都沒有好處。其實教會從 

    來都不想標籤這些家庭，正是想盡辦法幫助他們能夠融合教會，但是我們要有策略，例 

    如在名稱上想想辦法，不特別標明他們是自閉症兒童主日學，逐漸有層次地幫助他們投 

    入教會生活，其實，經過各方面的努力，配合家庭的訓練，部份小朋友是可以融合一般 

    主日學的，我希望透過這事工，能喚起教會關注這些少群體，願意培訓教會弟兄姊妹認 

    識這個病症，成為義工，一方面可投身這事工，同時也可支援一般主日學。「神並不偏 

    待人」，這是  神的心意，也是祂的命令。 

 

問：妳對「努力試主日學」的發展有何期望？ 

張：希望越來越多教會體會到  神的心意，有更多弟兄姊妹受感動願意起來幫助這些家庭。 

 

問：有何說話想向家長、主日學老師、牧者說？ 

張：有困難孩子的家長有困難孩子的家長有困難孩子的家長有困難孩子的家長~ 

如果你參加的教會未有此服侍異象， 

不要氣餒，多為教會祈禱，求  神 

感動牧者及弟兄姊妹的心，並且繼 

續發出呼聲，要求幫助。 

 

    己經接受服侍的家長己經接受服侍的家長己經接受服侍的家長己經接受服侍的家長~ 

當你們被神醫治了，在教會得到牧養 

成長之後，請起來參與服侍同路人家庭， 

要互相幫助，這也是  神藉澤林寫下的信息： 

“ Holy Spirit leads Louis, the tool to write this: 

Holy Spirit will teach you how to serve the Lord and  

walk the narrow way. You may not understand His  

will but to follow and obey. Glory to God, do not  

even concern about yourself. Concern about His  

will. Praise the Lord. I will comfort you. God love 

you. Please be joyful. 12/10/97 聖靈藉澤林寫下的信息，請參《非凡的見證》第 1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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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主日學老師一般主日學老師一般主日學老師一般主日學老師~希望你們多多認識努力試主日學事工，明白家長的困難，多接納他們。 

 

    特殊主日學老師特殊主日學老師特殊主日學老師特殊主日學老師~很感謝你們投放你們的時間、體力和愛心來服侍這些孩子，回應了耶 

                   穌的要求：讓小孩子到主跟前來，不要難阻他們。 

                                                  

 

 

 

 

 

 

 

 

 

 

 

 

 

 

 

 

 

                                       2004 年第二次往西澳                                                柏斯探訪 SK 一家，與 Yolanda 及 Louis 合照。 
 

    尊敬的牧者尊敬的牧者尊敬的牧者尊敬的牧者~~~~    可能你們事奉工作太忙，未有機會看到  神藉澤林所寫的《非凡的見證》， 

                當中有很多話是特別給牧者寫的，盼望你們有空看看這個神蹟，了解神為 

                何要透過神蹟(藉著不會說話及智障的自閉症孩子)向我們說話。 

 

    已參與這事工的牧者們已參與這事工的牧者們已參與這事工的牧者們已參與這事工的牧者們~ 我衷心感激你們動用了資源來服侍這少數群體，這實在影 

                           響教會的資源運用，但我想，聖經似乎沒有教導我們去計 

                           算拯救靈魂的花費，無論如何，我們付出的代價都不會大 

                           過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靈魂得拯救換來的祝福又豈 

                           是付出的資源可以相比？       

 

                                              

 編者按：社會人口中越來越多有困難的小朋友，在教會內極有可能已隱藏著不少人數，甚 

         或有些經已流失了的，願  神替我們揭除眼帕，讓我們能夠看到他們的需要，起 

         來回應。 

“Hi disciples, Holy Spirit leads the tool 

to write Message to you. Learn, work 

and teach. I will lead you. I echo, learn, 

work and teach. Make more disciples. I 

will teach them to glorify the Lord. Let 

what you have done glorify God. Holy 

Spirit want you to learn to serve more 

people. Let us pray.” 

 

3.06.98 聖靈藉澤林寫下的信息，請參《非凡的見證》第 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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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衷心感謝上帝，讓我認識努力試中心，更在短短三個月裡可以參加「努力試家

居訓練課程」，得到中心創辦人黃嚴麗慈女士來港現身說法及教導。 

 

   禧禧被診斷為自閉症前及後的一段日子，我們可以說是渡日如年，一方面要處理自己和

家人的情緒，一方面經常擔心禧禧的成長和社交發展方面的困難，真不知怎樣渡過。 

    

      在 06至 07年初，禧禧不論在家或外出，都經常有尖叫、大哭、轉圈、剷地及拍頭等問

題行為。當我參加了「努力試家居訓練課程」後，我慢慢去理解黃太在課堂所教導的方法及

技巧，也開始在家中製作不同教材、圖咭及故事書，按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及需要來教導禧禧。

過程中禧禧在社交發展方面，可說是有較明顯的進步。 

 

   在初期，禧禧不願意與其他人接觸，我便經常帶著禧禧外出，或往商場內的超級市場購

物、或到公園遊玩、拜訪親友的家，又或邀請朋友回家聊天等等，讓他多接觸陌生人。 

 

   在購物、遊玩及逛街的過程中，我不停地與禧禧說話，例如說說四周的環境，告訴他看

見了什麼什麼……，包括途中遇見的人物名稱等等。雖然當時禧禧還未有語言能力，對我的

說話未有回應，但我深信他會知道我所說的說話內容。在家中，我利用圖字咭及故事書作引

導，令禧禧明白在不同的環境需要學習的社交禮儀，例如早上起床時要說：「早晨」、需要別

人幫助時說：「謝謝 / 唔該」等。 

 

   漸漸地，禧禧開始願意與別人打招呼，又減少了尖叫、大哭、拍頭等的不良行為，這改

變在 07年 10月開始較為明顯，那時他開始有語言能力，於是我更用心、用力及用上許多時

間去訓練及教導禧禧，再經過大半年的努力，禧禧有更大的進步，就是他學會主動的跟別人

「「「「禧禧呀禧禧呀禧禧呀禧禧呀，，，，聽講你搬了新屋聽講你搬了新屋聽講你搬了新屋聽講你搬了新屋喎喎喎喎，，，，請我去你新屋好唔好請我去你新屋好唔好請我去你新屋好唔好請我去你新屋好唔好？」？」？」？」    

按照自然接收最後兩個音節的定律按照自然接收最後兩個音節的定律按照自然接收最後兩個音節的定律按照自然接收最後兩個音節的定律，，，，剛足剛足剛足剛足 4444 歲的歲的歲的歲的禧禧說禧禧說禧禧說禧禧說：「：「：「：「唔好唔好唔好唔好。」。」。」。」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在旁冷靜地在旁冷靜地在旁冷靜地在旁冷靜地、、、、在禧禧耳邊細細聲說在禧禧耳邊細細聲說在禧禧耳邊細細聲說在禧禧耳邊細細聲說：「：「：「：「請姨姨來我屋企請姨姨來我屋企請姨姨來我屋企請姨姨來我屋企玩呀玩呀玩呀玩呀。」。」。」。」    

於是禧禧也說於是禧禧也說於是禧禧也說於是禧禧也說：「：「：「：「請姨姨來我屋企請姨姨來我屋企請姨姨來我屋企請姨姨來我屋企玩呀玩呀玩呀玩呀。」。」。」。」    

在場的其他家長面上盡露羨慕在場的其他家長面上盡露羨慕在場的其他家長面上盡露羨慕在場的其他家長面上盡露羨慕目目目目光光光光，，，，都都都都異口同聲稱讚禧禧有禮貌異口同聲稱讚禧禧有禮貌異口同聲稱讚禧禧有禮貌異口同聲稱讚禧禧有禮貌，，，，說話得體說話得體說話得體說話得體。。。。    

很難想像吧很難想像吧很難想像吧很難想像吧！！！！兩年前兩年前兩年前兩年前，，，，禧禧仍在經常猛烈打頭禧禧仍在經常猛烈打頭禧禧仍在經常猛烈打頭禧禧仍在經常猛烈打頭、、、、尖叫尖叫尖叫尖叫、、、、剷剷剷剷地的行為模式之中渡日地的行為模式之中渡日地的行為模式之中渡日地的行為模式之中渡日，，，，

夫婦倆夫婦倆夫婦倆夫婦倆有如驚弓之鳥有如驚弓之鳥有如驚弓之鳥有如驚弓之鳥，，，，不知所措不知所措不知所措不知所措，，，，憂慮不安的情緒憂慮不安的情緒憂慮不安的情緒憂慮不安的情緒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掛在面上掛在面上掛在面上掛在面上，，，，然而然而然而然而經過年多經過年多經過年多經過年多

以來以來以來以來日以繼夜日以繼夜日以繼夜日以繼夜的的的的家居訓練家居訓練家居訓練家居訓練，，，，禧禧今天滿臉笑容禧禧今天滿臉笑容禧禧今天滿臉笑容禧禧今天滿臉笑容，，，，熱情開朗熱情開朗熱情開朗熱情開朗，，，，與人對話時能集中眼與人對話時能集中眼與人對話時能集中眼與人對話時能集中眼

神神神神，，，，少有不當情緒行為出現少有不當情緒行為出現少有不當情緒行為出現少有不當情緒行為出現，，，，更能愉快安心地更能愉快安心地更能愉快安心地更能愉快安心地讓第一次見面的其他家長讓第一次見面的其他家長讓第一次見面的其他家長讓第一次見面的其他家長攬著一起攬著一起攬著一起攬著一起

拍照呢拍照呢拍照呢拍照呢！！！！究竟禧禧媽媽這年多以來用什麼方法幫助禧禧面對陌生人呢究竟禧禧媽媽這年多以來用什麼方法幫助禧禧面對陌生人呢究竟禧禧媽媽這年多以來用什麼方法幫助禧禧面對陌生人呢究竟禧禧媽媽這年多以來用什麼方法幫助禧禧面對陌生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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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招呼，並會慢慢說出自己的需要，例如：「我想上洗手間」，「我想玩玩具」，「我想看電視」，

或「我想吃……」等等。 

 

    當然，每次訓練後看見有進步及有好行為出現，我都要立刻說出讚賞的話，大大的鼓勵

或獎勵他，這樣，禧禧會有更大的動力去做得更好。直至今天，他能說出少許自己的感受及

需要，例如晚上睡覺他已無須包尿片，有一天早上他跟我說：「我叻叻，我沒有撒尿」；他也

學會一點基礎的與人溝通及遊戲方法，禧禧現在學會和姊姊玩拋波、一個拋、一個接，也會

玩吹泡泡，一個吹、一個拍；學會玩煮飯仔，一個做廚師，一個做客人。我會刻意將一些雙

向、互動的遊戲給禧禧一起玩，幫助禧禧學習及掌握社交技巧。又例如昨天去公園，遇到小

朋友用玩具槍假意射他，令他很害怕，於是我提醒他可以怎樣跟小朋友表達，他想了想便對

小朋友說：「你不要射我啊！」 

 

   看見禧禧有這樣的進步，實在感謝上帝，祂賜給我力量去支持、忍耐及有恆心去教導禧

禧，也讓我與我的家人(特別是禧禧)一起成長、學習、經歷及面對不同的挑戰，也享受其中

的樂趣。 

 

   願我們一起努力，雖然要面對不同的困難，仍要用心、用力、用時間去 

教導自己的孩子，並與他一起成長。這樣，我深信，我們的家庭會更快樂、 

更幸福，因看見孩子的進步及改善，遠勝過擁有許多物質的享受。』 

                                                      -禧禧媽媽 

    自閉症孩子最令家長憂心的事自閉症孩子最令家長憂心的事自閉症孩子最令家長憂心的事自閉症孩子最令家長憂心的事，，，，莫過於孩子的社交困難問題莫過於孩子的社交困難問題莫過於孩子的社交困難問題莫過於孩子的社交困難問題，，，，不少家長經常致電中心哭不少家長經常致電中心哭不少家長經常致電中心哭不少家長經常致電中心哭

訴孩子沒有朋友訴孩子沒有朋友訴孩子沒有朋友訴孩子沒有朋友，，，，不懂社交將來怎樣可找到工作等等不懂社交將來怎樣可找到工作等等不懂社交將來怎樣可找到工作等等不懂社交將來怎樣可找到工作等等。。。。這確是令家長困擾的境況這確是令家長困擾的境況這確是令家長困擾的境況這確是令家長困擾的境況，，，，也正是自也正是自也正是自也正是自

閉症能夠確診的主要徵狀之一閉症能夠確診的主要徵狀之一閉症能夠確診的主要徵狀之一閉症能夠確診的主要徵狀之一。。。。    

    

                社交困難既說明了自閉症的徵狀社交困難既說明了自閉症的徵狀社交困難既說明了自閉症的徵狀社交困難既說明了自閉症的徵狀，，，，也意味著照顧者需要用適合的方法教導孩子學習社也意味著照顧者需要用適合的方法教導孩子學習社也意味著照顧者需要用適合的方法教導孩子學習社也意味著照顧者需要用適合的方法教導孩子學習社

交交交交，，，，以彌補該症狀帶來的不便以彌補該症狀帶來的不便以彌補該症狀帶來的不便以彌補該症狀帶來的不便。。。。    

    

                努力試家居訓練提倡家長要先教懂孩子與常接觸的人打招呼努力試家居訓練提倡家長要先教懂孩子與常接觸的人打招呼努力試家居訓練提倡家長要先教懂孩子與常接觸的人打招呼努力試家居訓練提倡家長要先教懂孩子與常接觸的人打招呼、、、、繼而教導不同的遊戲繼而教導不同的遊戲繼而教導不同的遊戲繼而教導不同的遊戲技技技技

巧巧巧巧，，，，預備預備預備預備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的場合可可可可派派派派上用場上用場上用場上用場，，，，另外另外另外另外，，，，不可少的是不可少的是不可少的是不可少的是由由由由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刻刻刻刻意安意安意安意安排排排排社交社交社交社交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讓孩子讓孩子讓孩子讓孩子從從從從

中去經中去經中去經中去經驗和實踐驗和實踐驗和實踐驗和實踐，，，，也也也也在日常訓練中提在日常訓練中提在日常訓練中提在日常訓練中提高高高高孩子對孩子對孩子對孩子對環環環環境的意境的意境的意境的意識識識識，，，，讓他明讓他明讓他明讓他明白環白環白環白環境的要境的要境的要境的要求求求求，，，，容容容容易融易融易融易融合合合合

社社社社群群群群。。。。    

    

            若若若若細心想想細心想想細心想想細心想想，，，，日常的社交需要日常的社交需要日常的社交需要日常的社交需要，，，，主要主要主要主要仍仍仍仍是是是是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問安問安問安問安和和和和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程度程度程度程度地地地地投入活動投入活動投入活動投入活動。。。。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困難的一困難的一困難的一困難的一般般般般孩子孩子孩子孩子隨隨隨隨時都時都時都時都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不不不不和別和別和別和別人社交人社交人社交人社交，，，，自顧自的玩自顧自的玩自顧自的玩自顧自的玩，，，，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雖雖雖雖然然然然要要要要由由由由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協協協協助他助他助他助他和和和和

別別別別人交人交人交人交往往往往，，，，然而然而然而然而，，，，經過長時經過長時經過長時經過長時間和間和間和間和一致的教導一致的教導一致的教導一致的教導，，，，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因因因因著我著我著我著我們們們們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擁擁擁擁有有有有比較刻板比較刻板比較刻板比較刻板的的的的記憶和記憶和記憶和記憶和行行行行

為模式這為模式這為模式這為模式這些特點些特點些特點些特點，，，，對於對於對於對於掌握基本掌握基本掌握基本掌握基本的社交禮的社交禮的社交禮的社交禮儀儀儀儀，，，，他他他他們絕們絕們絕們絕對對對對不不不不會比會比會比會比一一一一般般般般孩子孩子孩子孩子遜色遜色遜色遜色。。。。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衷衷衷衷心心心心祝祝祝祝

願各位願各位願各位願各位家長不要家長不要家長不要家長不要被被被被孩子社交困難這孩子社交困難這孩子社交困難這孩子社交困難這評估結果嚇怕評估結果嚇怕評估結果嚇怕評估結果嚇怕，，，，只只只只要盡心要盡心要盡心要盡心、、、、盡力教導盡力教導盡力教導盡力教導，，，，先先先先由由由由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家的家的家的家庭庭庭庭開開開開

始始始始，，，，和和和和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建立良建立良建立良建立良好愉快的社交好愉快的社交好愉快的社交好愉快的社交關係例關係例關係例關係例如如如如互互互互相相相相問安問安問安問安、、、、以禮以禮以禮以禮相待相待相待相待，，，，進進進進而與而與而與而與親屬親屬親屬親屬交交交交往往往往，，，，再再再再與日常與日常與日常與日常

接觸的人接觸的人接觸的人接觸的人相相相相交交交交，，，，加加加加上在上在上在上在互動互動互動互動中學習得來的遊戲中學習得來的遊戲中學習得來的遊戲中學習得來的遊戲技巧技巧技巧技巧，，，，一一一一步步步步一一一一步建立步建立步建立步建立孩子自然與人孩子自然與人孩子自然與人孩子自然與人相處相處相處相處的的的的信信信信

心心心心，，，，享受享受享受享受社交的社交的社交的社交的樂趣樂趣樂趣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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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其他活動其他活動其他活動：：：： 

 

同工出席參加同工出席參加同工出席參加同工出席參加 7777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由多由多由多由多    

間機構合辦間機構合辦間機構合辦間機構合辦之之之之「「「「復復復復康有路康有路康有路康有路————    

為智障自閉兒童找出一片天為智障自閉兒童找出一片天為智障自閉兒童找出一片天為智障自閉兒童找出一片天」」」」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並並並並參觀利用視像學習的參觀利用視像學習的參觀利用視像學習的參觀利用視像學習的    

軟件示範軟件示範軟件示範軟件示範。。。。    

    

課程跟進小組導師於課程跟進小組導師於課程跟進小組導師於課程跟進小組導師於 9999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前往深圳探望前往深圳探望前往深圳探望前往深圳探望 AAAA 組家長及參觀組家長及參觀組家長及參觀組家長及參觀    

他們孩子接受訓練的中心他們孩子接受訓練的中心他們孩子接受訓練的中心他們孩子接受訓練的中心，，，，下下下下    

午與家長進行第午與家長進行第午與家長進行第午與家長進行第 3333 課跟進課跟進課跟進課跟進。。。。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2008200820082008 努力試家庭日努力試家庭日努力試家庭日努力試家庭日」」」」    

於西頁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舉行於西頁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舉行於西頁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舉行於西頁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舉行    

日營日營日營日營，，，，參加人數共參加人數共參加人數共參加人數共 76767676 人人人人。。。。    

 

至至至至 10101010 月底止月底止月底止月底止，，，，本屆本屆本屆本屆「「「「課程跟進課程跟進課程跟進課程跟進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已進行了已進行了已進行了已進行了 4444 課課課課，，，，希家長希家長希家長希家長    

繼續努力繼續努力繼續努力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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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國首次舉辦之美國首次舉辦之美國首次舉辦之美國首次舉辦之「「「「努力試家居努力試家居努力試家居努力試家居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定於定於定於定於 2009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1-28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詳情請參閱本中心網詳情請參閱本中心網詳情請參閱本中心網詳情請參閱本中心網

頁頁頁頁。。。。 

2. 2009 年度香港年度香港年度香港年度香港「「「「努力試家居訓努力試家居訓努力試家居訓努力試家居訓

練練練練」」」」課程亦定於課程亦定於課程亦定於課程亦定於 200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6 至至至至 4 月月月月 1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現已接受現已接受現已接受現已接受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表格可於本中心網報名表格可於本中心網報名表格可於本中心網報名表格可於本中心網

頁下載頁下載頁下載頁下載。。。。 

3.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

義工分享會暨畢業典禮義工分享會暨畢業典禮義工分享會暨畢業典禮義工分享會暨畢業典禮」」」」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1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下午於香港浸信教下午於香港浸信教下午於香港浸信教下午於香港浸信教

會舉行會舉行會舉行會舉行。。。。 

4.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2 

月月月月 14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 

中心消息： 

1. 感謝神！自 9月 8日開始，中心同工與導師家長正式成立事工祈禱會，每星期一早上 11

時至 12 時聚會。各界若致電中心可留言，同工定必盡快回覆。 

2. 努力試會員登記手績經已辦妥，有關會員證亦已寄上。2009-2010 年度之「永安百貨」

VIP優惠咭亦將於 12月初寄出，敬請各登記會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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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2月 15日， 主題：父母篇       

 

                             恭祝聖誕、 

                       並賀新年！ 
 努力試中心仝人敬賀 200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