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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每逢春節，家家戶戶都總會做點家居或個人衣飾
的革新活動。除舊迎新依然是國民渡過春節的主題，
適逢其時，「努力試中心」也在此段期間進行搬遷前
的準備。回望中心自 2002 年成立之始，只租用西環
現址一間 200 多呎寫字樓，後期再租用同層另一單位
作開組、會議之用。循著空間、人手、服務這連鎖的
變化與需求，我們即將告別西環，迎向油麻地，為有
需要家庭開拓更全面的服務與支援。
舊有事物為我們保存美好回憶與經驗，讓人愐
懷、感恩，也學習篩選和珍惜；新的事物為我們帶來
挑戰與機會，讓人學習適應、掌握，同時也實踐謙卑
和倚靠。
遷往新址之後，中心將開設一連串新服務，也計
劃加開日間「努力試課程」，讓未能參與晚間課程的
家長可以得到指導和鼓勵。如此挑戰，當然並非中心
小隊同工可以承擔。感謝主，歷年來，祂的愛吸引不
少有心的同路家長及關心這些家庭的主內肢體加入
團隊，一同接受差遣，同心在努力試各功能小組內服
侍，使努力試事工不斷擴展成熟。這些功能小組包括：

努力試中心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會訊 10 年 2 月

中心最新活動：
「新春福滿行」慈善步行籌款
日期：2010 年 2 月 28 日
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點：香港山頂夏力道至盧吉道

2010 年度「努力試家居訓練課程」
日期：2010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17 日
時間：逢星期一、三、五晚上
7 時至 10 時
地點：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行政樓 3 樓小禮堂)

「關愛自閉義工訓練」
日期：2010 年 3 月 7 及 14 日
時間：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點：香港浸信教會 5 樓 504 室
（香港堅道 50 號）

「努力試團隊策勵會」
日期：2010 年 3 月 11 日
時間：晚上 8 時至 10 時
地點：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 號
(中華便以利會油麻地堂)

「努力試中心」搬遷
1. 行政及發展項下
 籌款組(為中心事工籌募經費)
 事工發展組(為中心找尋長遠會址及配合事
工發展提供硬件支援)
2. 服務及支援項下
 身、心關注(課程及服務組)
 社區關注(教會及社區教育事工組)
 靈性關注(努力試同行天地—家長團契)

日期： 2010 年 3 月 30 日
新地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 號 4/F
電話： 2915 1148

「2010 年度延伸課程」
4 月 7 日至 7 月 2 日 (詳情參後頁)

「努力試家長學堂」新
開課日期：2010 年 4 月 27 日
逢星期二至五早上，為期 2 個月

澤林是神的工具。主啊，我不算什麼，只是你的工具。我
愛祢及順服祢。很多人會一起作工去榮耀主，讚美祂。
(澤林的信息
29/4/02)

註：請登入中心網頁瀏覽「努力試跟進服務 2010 年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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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letter from a mother of GFU09
分享文章

(LPC0903 努力試爸爸--方家華)
Hi Catina,

在我無助傷感時，我參加了「努力試課程」。
當唱一首歌「衝破障礙」，其中歌詞寫著：
「竭力盡力喚叫孩兒，也未能明白彼此心意，
更受旁人誤解聲聲責駡，母(父)親心碎，
也要面對。」
使我有深切的感動和明白世上有許多同路人。
在「努力試課程中」，Yolanda 不單教我們幫助
兒女的技巧，而且同時醫治了父母的心傷。
上完「努力試課程」後，我仍參加「課程跟進
小組」。藉此多謝導師 Wendy & Mo。
開始時，我的兒子穿珠 20 粒都需要 15 分鐘，
經過半年不斷努力，穿 100 粒珠時只需要 15-20
分鐘，不單專注力越來越好，在家中也能安坐，
由 10 分鐘增至 1 小時。在學校，老師說我的兒
子已能定定地安坐上課。
現今，我兒子的認知雖然仍弱，但我深知這個
「努力試課程及訓練」與一般課程有不同之
處，就是：有神同在。為何？因為澤林的話於
97 年 3 月 17 日：
「我曾告訴 Yolanda 該怎樣做，
她愛我很深。她會寫一本書及為那些受祝福的
孩童寫一個課程。神愛他們並差遣媽媽去幫助
他們。我愛我的母親。」
所以，我會不斷努力禱告和我會不斷努力教我
的兒子多做認知訓練，深信我兒的認知能力將
會越來越好。

Due to our family's problem, I have started
working since yesterday. It is a long
working hours job (normally from 9a.m. to
9p.m.) As such, I cannot attend the last
session (what a great pity for me!).
Anyway,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s to Louis
Program. During this period, I have learnt
how to love my son as he is and have
learned the skills to conduct training at
home. He ha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recognised by all people who know him)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becomes a very happy boy now.....hurrah
hurrah!!!
We have been told by several professionals
recently (including 2OT, 1 ST and 1
experienced care taker) that he is not
autistic. But another formal assessment
was done by a government doctor at CAC
on last Tue telling me that he had concerns
about his social skills. He was on the
opinion that my son was autistic and
referred him to see the psychiatry. To be
honest to you, if I heard of this last year, I
would have felt that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now, with the help of God and all
people I met in Louis Program, I really do
not care too much about the label. What
I know is that God loves him and my
family. He will have His plan. As long as we
have tried our best to nourish him and he is
happy in this world, that's enough.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help and
support during this period. Though maybe I
would have no time to train my boy
(especially during the weekdays) and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difficulties which we need to
overcome going ahead, I trust God will
guide us the way.
Take care and please send my warmest
regards to Yolanda and all parents to Louis
Program. Never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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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國努力試家長的分享
Mei Mei 的努力試進展
認識 Yolanda 以及 Louis Program 大概是 2009 年裡最幸運的一件事吧！ 從一開始聽到朋友
提到 Yolanda 的書到報名參加她的 Workshop， 我一直抱著存疑的態度．在美國各種各
樣的另類療法這麼多，真的只要靠媽媽(還有家人) 的愛心，耐心，和教導就能將連專家
都常常束手無策的孩子，教成能夠懂得應對進退、發揮自己的潛能並讓家人感到驕傲的
人嗎？而我們家的”妹妹”也能從一個不說話，不看人，反應慢的孩子變成活潑可愛，
努力學習的人嗎？不管怎麼樣，在看到 Yolanda 的熱情與用心後，我決定試試看．為了
怕自己三分鐘熱度，又報名參加 Louis Program 的 Follow up program， 一方面為了有問題
時可請教 Yolanda，另一方面想藉 Yolanda 的力量督促自己不要懈怠．
頭半年好像瞎子摸象，自己參考 Yolanda 的書以及”妹妹”的程度，設計一些家居課程．一
開始勁頭很足，”妹妹”好像也感興趣，還能持續．漸漸的，碰到的問題越來越多．每
次新教會”妹妹”一些東西，就會有隨之而來的問題與困難．而且在教導時雖然知道分
層、分次、分階段，但要怎麼分可是大學問．一般的孩子在學習時，通常不是講給她聽，
就是做給她看；再不會，頂多教她做幾次，也會了．可是這些特殊孩子（尤其是自閉症），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特殊學習障礙，要一面突破這些障礙，一面用分段式的教學法，每次
前進一小步，持續的做，十分耕耘，一分收穫．這時候 Yolanda 的方法與鼓勵就在每一
次的 Follow up call 時給我打氣，並且回答問題讓我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最神奇的是竟
然不論我的問題是什麼（多半是如何分解學習步驟成 baby steps），Yolanda 都有解答．
在一開始家居課程的時候，我並不覺得 SI（感統）的訓練很重要，因為”妹妹”是個反應慢，
情緒又很平穩（可能有相關吧！）的孩子．每天刷身體不是專門讓燥動的孩子平靜的方
法嗎？如果用在”妹妹”身上豈不是反效果．她已經夠平靜了耶！另外我也對去公園興
趣不大，”妹妹”對公園的設施很排斥，不願意盪鞦韆，也不願意溜滑梯，那，這樣去
公園還有什麼意思呢？而且不用什麼特殊的道具，只要去公園玩玩每個小孩都會玩的東
西，就能達到訓練 SI 的目的？有這麼容易嗎？雖然我既不想去公園，也不覺得刷身體有
幫助，但在和 Yolanda 通過電話，在 Yolanda 的堅持之下，我也只好乖乖的將這兩項排入
家居課程，開始每天做．沒想到才持續做三個禮拜，我們就看到了奇蹟．”妹妹”一向
只認定每天上下學的那一輛車，對於其它車是敬而遠之．如果實在沒辦法，一定要坐的
時候，可以勉強用毯子蓋住頭上車，上車之後也從頭到尾都躲在毯子裏，一直到下車（這
還是我們和她在上車前磨兩，三個鐘頭以後才會勉強妥協的做法）
．在繼續感統訓練３週
以後，一天早上要上學時，車庫門竟然無預警壞掉了，不得已我們只好開那停在路邊的
備用車．我心裡想：完蛋了！這下子不知道要遲到多久?正準備回家去拿毯子的時候，孩
子的爸告訴我：”妹妹”已經上車坐好了．啊？! 不可能！! 上車了？! 還不需要毯子遮
頭，這真的是我家的”妹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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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持續做下去後，以前不敢用烘手機（公共場所的廁所多有提供）吹乾
手，現在敢了；以前一關燈就跳起來逃走，現在只會抬頭看看；以前不敢吊
單槓，媽媽如果不抱著她就立刻跳下來，現在可以吊著數到十，重複吊 10
次．看到這些進展，除了佩服 Yolanda 的先見之明，還有什麼話說?下一階
段，我希望能教會”妹妹”玩盪來盪去的 monkey bars 及跳繩，可是不知如
何讓”妹妹”克服恐懼心理．這次通電話時，Yolanda 教我方法：
第一：在吊單槓時要”妹妹”先用自己手臂的力量將自己身體上舉，
第二：利用「扮海獅」的時候，做伏地挺身來訓練肌肉，
第三：在吊單槓時，輕扶”妹妹”身體搖晃並數一到十，讓她習慣盪來盪去的韻
律感，
第四：用「人力車」訓練妹妹，讓她習慣重心的改變以及左右的協調，
第五：去公園要爸爸幫忙托住身體（不掉下來的程度），媽媽幫”妹妹”移動她
的手向前 swing，一次一隻手來實地感覺爬 monkey bars 的滋味．
等做好準備工作，再訓練”妹妹”放一隻手吊單槓，漸漸進步到真正的玩 monkey
bar．
跳繩則是
第一步，在平地，要求”妹妹”跟著指令跳一到十，
第二步，兩人拿著繩子在下面搖（不要繞大圈），第三人陪妹妹面對繩子，一面
數數一面跳過來，再跳過去（人手不夠的話，也可將一邊繩子綁在家具上），
第三步，”妹妹”自己面對繩子跳過來再跳過去，
第四步，側對跳繩，媽媽和”妹妹”一起跳（為和大家一起跳繩做準備）．
如果做不到，也可以改成”妹妹”面對跳繩，搖大繩跳．用這個方法，”妹妹”
自己跳繩指日可待，我已經等不及要試試看了．
對於 Yolanda，心裏真是充滿無盡的感謝，因為她無私的分享．現在我們全家總
動員，輪番上陣訓練”妹妹”，不但”妹妹”每天都學習得很快樂，我們也
因為看到自己的努力付出有成果而心中充滿喜樂．學習 Louis Program 讓我
們全家更有向心力，活得更有目標，更有希望．
認識 Yolanda 真的是我 2009 年最幸運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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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 跳躍式的成長
我們是 2009 年 1 月份參加美國第一屆 Louise Program 訓練課程﹐上課時很興奮﹐學到很多點子﹐
又看到香港學員進步的影片﹐心理很感動也愈加堅信自己要去做。
我的兒子 Colin 在 2 歲 9 個月時是重度自閉和智障的兒童﹐他因為常常倒地踢打和撞牆﹐被幼
兒園退學。而我開始 LP 的訓練時﹐Colin 已經 4 歲 8 個月了﹐他是一個不會說話--就算勉
強發音﹐音也是嘎嘎厚重沒人能懂﹐倒地哭鬧﹐溝通不良就衝撞我的小孩。
頭 3 個月﹐我每天花一個小時使用 Yolanda 的方式教他﹐他就足足哭一個小時。連續 3 個月﹐
我的褓母和婆婆都很佩服我不放棄的精神﹐他哭起來真的很吵﹐這 3 個月，我讓 Colin 學到
數 1 到 10 和“Stop”。 手指操、投銅幣、穿珠子、丟墊子﹐照著書本來教﹐他漸漸明瞭 10
之後他就可以休息﹐或者換下一個遊戲﹐而且我一定說得到做得到﹐ 同時外子也照著張姑
娘(努力試中心義工--感統治療師)的方法每天幫他按摩口腔。
4 到 6 個月，我讓他學 1 到 10 , A 到 Z 的 matching, 他做得很好，但是還是以哭鬧想提前結束﹐
Yolanda 要我加強感統訓練﹐這是我做最多的時期﹐Colin 的 fine motor 很差﹐拿不起剪刀﹐
我必須握著他的手剪 1 吋長的紙片 50 次﹐筆也握得軟軟的沒力﹐我必須握著他的手劃直線
50 遍﹐Yolanda 要我幫他練拆、接 Lego,打印﹐黏貼紙﹐ 他唱遊時模仿動作時，手都舉不
過肩﹐Yolanda 要我幫他練「人力車」﹐吊單桿來加強他的臂力﹐進展很慢….但是還是繼續
作。
7 到 9 個月，Colin 可以自己數 1 到 10，也可以發相近的音了﹐我開始做字串讓他選”I want+ noun”,
他開始會選他要學的物品了﹐我加入很多照片和字卡讓他認﹐他的手有力了﹐他可以自己
剪 1 吋長的紙片 50 次，而且剪得很快﹐握筆還是不行﹐A-Z 的音可以發相近的音了﹐唱歌
讓他模仿的動作也可以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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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到 12 個月是 Colin 跳躍式的成長﹐他不再哭鬧﹐他每天的學習時間，是輕鬆、容易、乖乖
的坐著﹐他可以說“I want ….”, “I eat….”, “ I drink ….”,”I sing….”, 他可以握筆描寫”Colin” 10 遍﹐
筆劃正確並且快速﹐每晚睡前的唸故事時間，他也開始很專心聽﹐也會指著我們唸到的圖
片﹐以前的他，跟本只會跳呀跳﹐不在乎你唸。現在，他再也不會躺在牆角自己玩，而會
來找姐姐和我們玩﹐他現在可以牽我的手溜冰 2 個小時﹐可以夾在爸爸兩腿間滑雪﹐ 游
泳可以喚 4 口氣--雖然手腳還是亂踢的方式﹐他越來越會表達自己，雖然口齒不清﹐但我
有信心只要我們如 Yolanda 說的「千分耕耘有一分收穫也要做」。
Yolanda 上課的口頭蟬就是“你們做不做﹖”
我和外子都上班﹐所以和 Colin 相處的時間只有晚上﹐我們都很珍惜和 Colin 相處的各一個小
時的時間(2 小時每晚)﹐我們也曾懷疑到底有沒有用? 有的！時間一拉長成果就顯現﹐我
很喜歡 LP 的概念：自己教﹐在家教﹐全家同心教。我想鼓勵大家不要放棄繼續努力試。

我的努力試

Daniel 媽

看著大家寫的努力試見證，各個都有成果，我真的很高興。也想將自己的努力試經歷做個彙報。
完成努力試課程，我就開始了我的努力試。最初的四個月比較專心，每天會大致計畫要教的內容，
準備教材，每天也有記錄當天小孩完成的情況，哪些他已掌握，哪些他還需加強。做的較多的有步操練習，
讀書，讓他騎 tricycle, scooter, 玩大球，帶他到公園。Daniel 原先不太敢 swing,上去 swing 兩下就要下來，
我就照著 Yolanda 的方法，與他約定 swing 50 下，一邊 swing，一邊數，他就肯 swing 50 下以後再下來。
到現在還是照這個方法讓他 swing。剛開始努力試時，他喜歡數數，能數 1-100.我就讓他多練習，比如麵條
太燙，我就讓他數 1-100，他就開始數數以打發等待時間。後來我就讓他學寫數字，到 2 月底，有一次他
自己寫數字從 1-100，真的讓我很驚喜。現在他基本對 100 以內的數位順序有所瞭解。我就教他 10 以內的
加法。他基本會用數數的方式算出。
這裡，我還是要再提提 Magic 10。 Daniel 原先口腔很敏感，以前刷牙真是一樁難事。於是跟
他約定刷 10 下，他漸漸不再抗拒。後來逐漸發展前後左右各 10 下。最值得高興的事是他現在會自己洗澡
了！他以前很怕淋浴，所以都是我先生抱著他，我幫他洗，很大了還坐在嬰兒洗澡盆裡洗。後來就用 Yolanda
的脫敏法使他不怕噴頭。照著 Yolanda 的方法，先讓他看圖，後一邊講解，一邊示範，他照著做，這樣重
複大概一個月左右，他基本上會照著順序洗澡了。對於他比較敏感的頭部，我就讓他自己一邊沖，一邊數
10 下，算是把頭弄濕了吧。當然有時他有些部位還是沒沖乾淨，特別是屁股，摸過去都還是泡泡，所以還
得幫幫他。
感謝主！大概主知道我的能力不強，所以沒太為難我。Daniel 基本上還比較合作，所以教起來還比較省心。
最近階段有時比較忙，所以沒像以前那麼用心記錄。但基本上會讓他每天做幾頁買來的練習簿。比較多做
環境教學和機會教學。給他讀書，給他看一些增加詞彙的書，和他一起玩 board game, 做 Pretend play 遊
戲。他最近 board game 的技巧有所提高，以前根本不會玩，也坐不久，現在一些簡單的 board game（比如
Snake & ladder）, 可以玩下來，也很開心。晚上睡覺前，我們會一起看 Little Einstein’s picture dictionary. 在
看到”At the Movie’s”那一頁時，他會與我假扮售票員和售貨員，雖然玩的方式有些重複，但那一刻，他有最
好的 eye contact.
所以很感激「努力試課程」，它真的幫了我很多。我記得有人說，我們的孩子就像遲開的花朵。我
很同意她的話。所以不管他們現在是否瞭解，是否能馬上回應，我們繼續努力試，說不定哪天他們就會領
受，綻放出炫麗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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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

「努力試同行天地」第五次聚會
於樂富院牧聯會會址舉行

13/12

「努力試同行天地」第六次聚會
暨「關愛自閉主日學」聯合聖誕
聯歡會，出席人數 253 人。

24/1/2010 「努力試同行天地」第七次聚會
於中華便以利會油麻地堂舉
行。
28/2/2010 「新春福滿行」慈善步行籌款，
為中心搬遷及開辦親子服務籌
募經費，參加人數約 130 人，籌
得善款約 20 萬。

努力試會訊 7

2010 年度延伸課程時間表

課程

日期

感統套餐講座
感統套餐工作坊 A
感統套餐工作坊 B
教材工作坊(一)
教材工作坊(二)
由零開始數學課程
家長答問會

4月7日

時間

地點

晚上 7:00-10:00
4 月 15 日 晚上 7:00-9:30
4 月 29 日 晚上 7:00-9:30
5月5日
晚上 7:00-9:30
5 月 19 日 晚上 7:00-9:30
6月4日
晚上 7:00-9:30
7月2日
晚上 7:00-9:30

扶康會澤安感統中心地圗
澤安村榮澤樓地下

油麻地 YMCA 小禮堂
扶康會澤安感統中心
扶康會澤安感統中心
油麻地努力試中心
油麻地努力試中心
油麻地努力試中心
油麻地努力試中心

努力試中心地圗
砵蘭街 90 號 4/F(由咸美頓街入)
努力試中心位置
新填地街

上海街

彌敦道

砵蘭街

咸美頓街
碧街
A1

A2

B2

東方街

B1

窩打老道
D

油麻地站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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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請以劃線支票，
抬頭：「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 或
存入恆生銀行戶口：388-742-777-001
請將捐款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寄交中心辦事處：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 號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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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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