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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 

    剛過去的一屆「努力試課程」，可以用「同心

同行，薪火相傳」來形容。 

    今年，八課的內容，除了創辦人 Yolanda 親

自教授之外，有三個晚上請來努力試師姐兼家長

導師，上台參與部份講課，她們雖是初試啼聲，

但大家表現出乎意表，理論加實戰經驗，令學員

聽得津津有味，導師難有小休及準時放學，因為

大都被家長們留堂再作分享指導。 

    跟著的延伸課程，也由家長導師一手包辦，

反應良好，進行了三年的導師訓練，開始有果效，

感謝主！ 

    之後，又有廠商家長願意為「努力試」研究

低價承包印刷教材及搜集訓練教具物資，讓家長

可以省下更多製作教材教具的時間，從而將精神

投放在家居訓練的實施上。 

    數算著這一切，皆是  神的恩典，也逐步應

驗聖靈藉澤林的手於 12 年前寫下的計劃和心

意，讓我們一同見證，一同感恩！ 

…..Holy Spirit will guide Yolanda to lead the teamteamteamteam to help the 

blessed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God love them very much!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m. God love us. Glory to God. 
(…聖靈會指引 Yolanda 帶領隊工去幫助那些蒙福的兒童及他們的母親，  神非常愛

他們！我們會齊心合力去幫助他們。  神愛我們，榮顯歸與  神！) 澤林於 13/07/97寫下的信息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1.本年度第二次「關愛自閉義工訓練」將於 16/8 及 23/8 舉行，詳情請登入本中心網頁查閱。 
    2.聚會名稱：「努力試同行天地」 日期：2009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       拜堂       九龍黃大仙東頭村道       161 號 (即 "基協中學")  聚會主題：「幸福家庭努力試」 分享嘉賓：陳敏兒姊妹          (前資深藝人、         「家長匯習」 創辦人) 回應嘉賓：李秀琼牧師(錦江堂) 聚會對象：努力試家長及育有特殊兒童之家長 查詢電話：9624 1760 吳小姐         (努力試同行天地委員) / 2915 1148 黃姑娘           (努力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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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的心聲--如何渡過弟弟自閉症的難關 

 
    各位叔叔姨姨，大家好。我是黃之鋒，今年讀中一。以下我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我爸爸媽媽如何渡過弟弟自閉症的難關。      我記得之暉在兩歲時，就證實有自閉症，當時整個家庭也很擔心，但我們又不知可以怎樣。我們就開始為之暉尋找不同的專家和方法去幫助之暉：找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每天和他做家居訓練、每天和他讀故事、為他製作一大堆的故事書…….等等很多不同的訓練。      每天，其實媽媽回到家和之暉溫習也是一場「搏鬥」，弟弟又不是很聽話，又常常在學校也有不同的情緒問題，其實絕對是需要家人的扶持，我媽媽其實也很辛苦的，當她和弟弟在睡前講完故事，她就會立即回到她自己的睡房，躺下休息。不到一個小時，又起身做回她要做的工作。在困難的時候，家人很需要互相鼓勵。當媽媽累透的時候，我就會跟媽媽說一句：「媽媽我愛你，我永遠支持你。」雖然這是一句很短的句子，卻會令人得到很大的鼓勵。      事實上，我們和很多普通的家庭是很不同的。別人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們卻是「十分耕耘一分收穫」，甚至「一百分耕耘一分收穫」！但我們必須去做！如果我們一開始已經放棄，就已經沒有希望！      各位覺得我現在怎樣？OK 啦可？其實我在小三的時候，曾經和媽媽參加了協康會的「讀寫障礙兒童親子班」，小學時的成績是全級二十名之內，我指倒數。別人溫習的時候，用一小時已經記下了所有的內容，我卻要用兩小時才記下小部分的內容，到第二天還會忘記的。但最後經過「一百分耕耘一分收穫」，我現在的成績竟然是全班頭五名！證明你們的小朋友和我無論天資是如何差勁，成績非常不行，是「十分耕耘一分收穫」，甚至「一百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我們下定決心，努力試，我相信終有一日，我們會有成功的一天！      說了那麼久，除了家庭和諧和「十分耕耘一分收穫」也要去做之外，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依靠上帝。好多時，就算我們盡哂力去教，都無乜進步。這時候，我們就更加要靠神，因為在人不能的，神凡事都能！當我們無助的時候，只有向神祈禱才可以有一條出路。      總而言之，要協助子女渡過自閉症的難關，其實最緊要就是，就算子女是「一百分耕耘一分收穫」也要努力教好他，家人一定要互相扶持，最緊要還是要依靠神，我的分享到這裡，多謝大家。  黃之鋒 (努力試家居訓練講座 200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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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像中的澤林是我印像中的澤林是我印像中的澤林是我印像中的澤林是—祂知道 1+2+3+…99+100 的答案是什 

    麼。對我來說，箇中意義重大！精通數學的人都知道，單 

    憑冗長而繁複的加數，絕不能破解此數學難題。那麼什麼 

    才可以呢?非有智慧不可! 

         

        很多人說，我們患自閉症的孩子可能會好像愛因斯坦一樣 

是天才，事實上，只有極小數的自閉症孩子是天才，是否 

亦包括澤澤在內？(當然不是。) 

 

    和澤澤歡度了一星期的假期後，我認為他是個有教養、優秀、有禮和蒙神恩寵的年青人。

如果我對他指指點點、作威作福要他做這做那，澤澤的脾氣便會稍稍發作！不過，由於

Yolanda 教導有方，在整個旅程當中，我壓根兒察覺不了澤澤的脾氣和行為，有半點兒社交

上的問題。反之，Max (我的兒子,也是自閉症患者)卻處處搗蛋，引致麻煩多多，然而奇妙

的是，儘管 Max 有多搗蛋，只要澤澤一捉住他的小手，Max 就自然而然也平靜下來。 

 

    這並不等同說，澤澤就是個天才！他只能跟從指令行事，卻破解不了艱深的數學難題。那

麼那難題是誰破解的呢?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叫有智慧的羞愧叫有智慧的羞愧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叫那強壯的羞愧叫那強壯的羞愧叫那強壯的羞愧。。。。」」」」  

                                                                   哥林多前書 1:27 

 

    顧念到我們的軟弱，主耶穌必須用這麼顯淺的方法，透過這個神蹟來將祂的愛活現於我們

眼前。對我們來說，要看到神蹟才信靠神 非最為理想，因為聖經說，就算沒有任何憑據，

我們也應該信靠祂。不過糟透的是很多人遇上了這個神蹟後，仍然拒絕相信神。 

 

我們以什麼眼光看自己的孩子呢我們以什麼眼光看自己的孩子呢我們以什麼眼光看自己的孩子呢我們以什麼眼光看自己的孩子呢? 

    在廸士尼樂園裡，單單因為澤澤能用地拖和清水，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地上，SK 和 Yolanda

就興奮雀躍得像小孩子般手舞足蹈。他們只渴望一家人可以樂也融融地，在香港享受神賜

下愉快平靜的假期，更重要的是把澤澤英俊的笑臉攝入鏡頭。 

 

    而我呢，當 Max 看見骨瘦如柴，不得溫飽的非洲小孩，而他竟然懂得流露憂傷的情緒時，

我立時興奮得在家裡蹦蹦跳，連忙將那情景攝錄下來，放上 youtube，為的只是想跟全世界

分享我的喜悅—Max 也能恰當地流露他的感情呢！ 

澤臨香江澤臨香江澤臨香江澤臨香江—我和澤澤的近距離接觸我和澤澤的近距離接觸我和澤澤的近距離接觸我和澤澤的近距離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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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否因孩子考試只得你會否因孩子考試只得你會否因孩子考試只得你會否因孩子考試只得 98分而發瘋呢分而發瘋呢分而發瘋呢分而發瘋呢？？？？ 

    父母應該欣賞孩子已盡力而為，而不該只著重其學業成績。事實上品格比成績更重要。香

港至優秀的 band one 中學也有學生偷竊。既然如此，為何大家不能接納每個人的能力都

不盡相同，更何況是我們的孩子呢? 

 

    我總覺得「努力試」事工，就好像一所上市公司，SK 和 Yolanda 是公司的總裁，神是公司

最大的股東，而澤澤和 Rina 就是他倆在地上最寶貴的資產。 

 

    我總認為永生並不一定要等到息勞歸主才能享受得到。雖然主日學老師會久不久因 Max 的

行為向我們有所投訴，可是每當太太和我看著Max 的時候，我們都會因他而自豪，深深感

受到在地若天的幸福！ 

 

澤澤和澤澤和澤澤和澤澤和Max的溝通之道的溝通之道的溝通之道的溝通之道…… 

    我們能用言語來表達和了解彼此的思想感情，可是澤澤和 Max 卻不能。雖然澤澤已返回柏

斯一個月了，可是 Max 仍然要求去 21D(是黃家留港時的住處)找澤澤哥哥。 

 

    我仍記得當我們在一起時，我們常提醒他倆要手牽手。對澤澤來說，這可能比較容易，可

是對 Max 而言，首先澤澤是個不折不扣的陌生人，第二他的手掌是我們當中最大的，因此

要他倆手牽著手，對 Max 來說，絕非易事。 

 

    事實上，在整個旅程中，Max 非常愛牽著澤澤的手。只要澤澤哥哥在身旁，Max連最令他

恐懼的電視節目也能克服。澤澤什麼也不用做，只管牽著Max 的小手，Max 的情緒就能平

伏下來。他們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微妙的溝通方法。 

 

    與澤澤共處一週後，Max 的智慧增長了不少，可能神亦藉著澤澤來調整我們看 Max 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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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用我們需要用我們需要用我們需要用「「「「努力試訓練課程努力試訓練課程努力試訓練課程努力試訓練課程」」」」來教我們的來教我們的來教我們的來教我們的孩子嗎孩子嗎孩子嗎孩子嗎? 

    孩子還小時，比方說六歲以下，仍可以；六歲以上，大部份時間你仍可以迫他跟著你的意

思去做。然而今天的我，在客廳要追趕得上一個六歲的 Max，已覺力不從心了！ 

那麼孩子 10歲時又如何？ 

16歲時又如何？ 

他 24歲你 64歲時又如何？大家更老時又如何？ 

 

    太太問我如果 Louis(澤澤)失控，我會怎麼辦?幸好這只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我回答說：「我會撲向他，用我 200磅的身軀，盡全力去制服他。」 

    我問 Yolanda同樣的問題，她回答說： 「我們什麼也做不了。澤澤比我們任何一個都強而

有力，他輕而易舉地就能掙脫我們任何人的攔截！ 」 

    由於澤澤很受教又充滿神的愛，所以 Yolanda 永遠不用面對這種場境。不過，要是對你來

說，這非一個假設性問題，而真的活現在你的眼前，你又如何是好呢? 

 

    坦白說，我們大多數的孩子能力都比澤澤高，所以如果澤澤都做得到，我們的孩子大多數

都能做得更好！所以，相比起其他愚昧的方法，例如為將來儲蓄更多錢，帶孩子去針灸、(又

針舌又針頭) 、排毒、去拜黃大仙等等…最容易的莫過於動手積極訓練孩子。 

 

無憑無據做事，我們固然難以相信，然而活生生擺在我們面前的澤澤，就是如山的鐵

証！那麼我們為何仍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卸在孩子身上，而自己卻什麼也不做呢?為什麼我們

仍然亂花數以千元計的金錢在亳無意義的所謂療程上，卻又不肯信靠一個白白為你我付

出、默默伴你我同行，卻竟無半點政府資助的非牟利機構--「努力試中心」?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 Hebrews 11:1 

 

我們為何不信靠活生生擺在我們面前的神蹟呢? 

蘇敖天 (Max) 的爸爸 

Terenc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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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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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5 日 

09 年 3 至 6 月活動花絮 

 

 *16/3-1/4/2009 「09 年度努力試課程」 

             本屆共 80位家長及前線工作人員參加。 

             畢業人數：77 人(家長 67+非家長 10) 

             分組學習人數：57 人 

             決志及回轉人數：38 人 

  22/3       「紅磡浸信會分享會」 

  26/3        核心小組 09 年第二次查經聚會 

 *01/4        參加扶康會舉辦之「自閉症服務研討會」 

 *05/4       「努力試」嫁女—SK 及 Yolanda 大女 Rina偕 

             夫婿回港補辦喜宴 

  16/4       「努力試延伸課程甲：感統套餐講座」 

  23/4       「努力試延伸課程甲：感統工作坊 A組」 

  25/4       「努力試同行天地」第二次聚會 

  28/4       「努力試延伸課程乙： 教材工作坊一 A組」 

  30/4       「努力試延伸課程甲：感統工作坊 B組」 

  05/5       「努力試延伸課程乙： 教材工作坊一 B組」 

  26/5       「努力試延伸課程乙： 教材工作坊二 A組」 

 *28/5       「努力試同行天地」戶外活動：冒險樂園  

  29/5        核心小組 09 年第三次查經聚會 

 *31/5        探訪「粉嶺神召會」與兒童導師分享事工 

  02/6       「努力試延伸課程乙： 教材工作坊二 B組」 

 *11/6       「努力試延伸課程丙： 由零開始數學課程」 

 *21/6       「努力試同行天地」第三次聚會 

 *03/7       「努力試延伸課程丁：家長答問會」 

 

 

10/6-05/2/09  「課程跟進小組」聚會。本屆共 33位家長 

            參加，共分 6組，由家長及中心導師帶組 

*有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