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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11 年 8月 努力試中心努力試中心努力試中心努力試中心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地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 號四樓(中華便以利會油麻地堂內)  
Add： 4/F., 90 Portland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電話：2915 1148      圖文傳真：8343 0018  網址：www.lp.org.hk   電郵：louisprogram@lp.org.hk (請在網頁收閱較佳效果) 

 

努力試現有資源與需要努力試現有資源與需要努力試現有資源與需要努力試現有資源與需要  地方 1：租用油麻地便以利會 1500呎，服務維持，專注小學以下兒童之訓練服務  地方 2：購入香港仔華富閣約 1700呎，準備開展 12-18歲中童及少年之訓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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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試在海外努力試在海外努力試在海外努力試在海外                   

                       努力試帶來的神蹟              Jess Chau 

 
回想過去七年，從 2003年開始在「特別需要事工」上的服侍，無論從教會不同的層面角度到了

解這些家庭的實際困難，實在學習了很多功課，但自從 09 年頭首次參加「努力試」的訓練直到現

在，更看見很多的神蹟奇事。首次參加訓練後，才發現在教會的「特別需要事工」中只建立一個支

持小組，對家長來說幫助並不全面---缺乏了一個可以幫助這些家庭成長的具體藍圖。這藍圖亦是「努

力試」走了多年的方向----用神的愛去扶持、建立，讓家長們可以完全依靠神，神的手就可以毫無攔

阻地施行拯救。 

 

   2010年應「努力試」邀請再上路，目的地是三月份在香港舉行的訓練，正當籌算著飛機票的費

用時，心中有一個催逼，趕緊開了一個「車房二手買賣」garage sale。宏恩宣道會的弟兄姊妹，義

不容辭的到來相助，在短短三天的義賣中，神供應了一張來回香港的機票給我，讓我深信這是神會

為我開的路，應該應邀參加，家中三個從 3 歲到 10 歲的孩子，也得到丈夫及從溫哥華來的外婆照

顧，為期兩個星期的旅程就此開始了。除了再一次受訓外，還參觀了幾個不同教會的「努力試」的

主日學，實在大開眼界，心中十分羨慕，希望將來北美也可以有同樣質素的主日學。眼見「努力試」

的同工們，事事親力親為，做事情一絲不苟，根本不能相信，中心無論大小事情，都只由這五位同

工負責，由家長訓練到主日學老師的訓練，及延伸課程的準備，都靠著幾位只支取微薄薪水的同工

撐著，幸好也有一班家長及其他義工相助，好一個合一被神使用的團隊。 

 

   這次回美後，神的手即開始奇妙的工作，先是同年五月份有機會第一次到溫哥華分享「努力試」

的異象，介紹努力試的工作及鼓勵教會負起對這些家庭的關心。這次分享得到某些認同，但整個社

會仍停留在等待由專業人士出手幫助，卻未想到單靠專業人士的力量並不足夠，由父母親自幫助孩

子的自救方法才是最長遠的方法，亦是對父母的一種治療，讓他們可以由無助變自助，由被動變成

主動。雖然在台上的講員並不是某某專業或醫生，每次分享仍有 20-30 人參加，實在難能可貴。 

在此也要多謝 ANNA 及 ANGIE一直的代禱及在行動上的支持。 

 

   跟努力試團隊一起禱告，繼續尋問神的心意後，得到梁燕城博士太太 Winnie大力支持，提供了

很多實際及寶貴意見，又親力把「努力試」推介到各大基督教及社區機構，經過不同的分享及訪問

機會，溫哥華社區開始對「努力試」的工作及自閉症有進深一步的了解，亦開始意識到該等家庭的

困難，期望一天透過社區對自閉症的了解，父母和孩子不需要過著不見天日的日子。華人社區在外

地非常保守，內陸城市的華人更保守，很多地區根本資源不足，更遑論中文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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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蹟真的會隨時發生，只要有神的地方，就會有神蹟、奇事。 

 

   如果教會無法接納特別兒童在傳統主日學中，家長又怎能到教會敬拜、支取由上頭而來的力量呢？

不少教會也只用人力不足的理由推卻神所託付的重任，忘記了每一個人也有著神的形象，教會不知不

覺地把這些家庭拒諸於門外，或是把該有的祝福推給少數設有「特別兒童主日學」的教會。更糟的是，

如果教會中的會友得了一個有這樣需要的孩子，父母最後也只好離開自己的母會，流離在外，如羊走

迷。開設「特別主日學」不但討神的喜悅，更幫助基督徒去拓闊每人心中的資源----聖靈。(感謝邱清萍女士的教導分享，「資源」的源頭就是「聖靈」。) 透過聖靈的教導我們可以去愛一些和我們不同的或不可愛的

孩子。「特別主日學」老師必需要帶著神的愛去愛這一班有神形象的孩子及家人，這是一個何等謙卑及

尊貴的服侍啊！ 

  

   從 2010年 10月到 2011年 3月，一直籌備四、五、六月在溫哥華、西雅圖各大傳媒、基督教團體

及教會作「努力試」事工的分享，其中五月份，從香港來的張姑娘(Wylie)更遠負溫哥華為當地教會的

主日學老師、義工進行培訓，反應熱烈，有超過 50 人參加，這正顯明了當地華人教會的需要。 

   透過這次訓練機會，更見證了神怎樣奇妙地打開了一個教會對特別小孩及家庭託付的心意，在此與

大家分享：「一位母親一年多前因著教會的探訪獲得了一套「努力試」的訓練書，從此接觸到「努力試」。

她分別在今年四、五、六月參加不同的分享及訓練，更進深認識「努力試」事工。六月中她和我分享

了她的故事，她有一個六歲的自閉症兒子，年多前她想盡辦法要把孩子帶到不同的社交場合讓孩子學

習社交，想起孩子的同學都參加了同一個 AWANA CLUB，心想這是孩子大好的學習良機，便要求參加此

AWANA 活動，但這教會卻有一個原則，就是不接待已有所屬教會的弟兄姊妹參與，媽媽一聽便淚如泉

湧，以為好夢難成，當時 AWANA 的領袖被母親的眼淚打動，破例冒險讓孩子參加，六個月的困難因此

開始了。因 AWANA 課程材料不適合特別的孩子，老師也未有接受過處理特別孩子的訓練，不明白自閉

症，不少老師自知能力不足，說罷要請辭，牧師實在處於兩難當中，也按不著怪責了 AWANA CLUB 的領

袖，而牧師也被其他教會領袖怪責沒有愛心。教會的領袖層為此事傷透腦筋，而母親卻心中帶著傷痛

和怨憤，決定把孩子帶走，並認定她的孩子已被拒絕了！在這母親及孩子已離開了這教會好幾個月後，

牧師也帶著因癌症變得軟弱的身體，參加第一次「努力試」在大溫的分享會，對自閉症患者及家庭有

了更深的了解。會後牧師更即時買了一套「努力試」訓練書，交給一位姊妹轉送給那位母親。踫巧地，

母親也在五月的「努力試主日學」老師訓練中，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遇見一班她曾經認為拒絕過她

的 AWANA 老師，也同時來接受訓練，心中感到奇怪：「他們不是已拒絕了我及孩子嗎？何以來接受訓

練？」當這位母親在六月中與我們相會的時候，因著聖靈的帶領引導，她才明白了整件事情的真相，

並了解到老師們真誠的心及牧師原來在背後一直為她擔憂和禱告。神奇妙地把一個愛特別家庭及孩子

的心意放進這教會裡。母親由衷的知道她的孩子是神帶給她及教會的祝福，她心中的怨恨全消，反而

充滿了感恩，期待著參加十月底為期一星期的「努力試家居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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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試新服務---彩虹遊戲坊 

(一個家長聯同幼兒參加的親子遊戲學習坊) 

                           

 

家長心聲： 

 

 

 

 

 

 

 

                           

   本年 5 月 3 日開始，努力試另一新服務「彩虹遊戲坊」正式開學。

這是中心搬遷至油麻地後另一新嘗試，目的透過感統訓練、努力試

遊戲及興趣活動，協助家長盡早建立與孩子訓練的基礎，幫助年幼

孩子盡早適應學習環境及流程。發展他們的大小肌肉、語言、社交

及認知能力。活動內容以本中心出版之<活出彩虹>努力試遊戲寶典

一書作為藍本，因而取名「彩虹遊戲坊」。 

   5 月開班時收生 4 位，年齡由 2 歲 1 個月至 2 歲 7 個月，7 月份

加收新生 1 位。都由母親或婆婆每天陪伴上課 2 個半小時。 

   每月課程包括： 

2 節 OT 感統小組(每節 1 小時) 

6 節自助感統小組(每節 1 小時) 

32 節體能、唱遊及桌面訓練等(每節 75-90 分鐘) 

   除感統、唱遊及興趣活動之外，孩子每天到中心接受度身訂造之

桌面訓練，同時亦回家溫習，在家校互相配合之下，經過 3 個月，

孩子已經能安坐完成指定訓練，在專注力、小肌肉及認知項目各方

面都打下了良好基礎。而在體能、自理及常規學習方面亦同時獲得

很大的提昇。在此謹向參與的幾位家長致謝，多謝您們對中心的信

任、身體力行不辭勞苦的付出，讓這全港首創的家長學堂全港首創的家長學堂全港首創的家長學堂全港首創的家長學堂能夠實現。

我們將會汲取經驗及參考您們寶貴的意見，將這課程設計得更臻完

美，更能造就家長及孩子的需要。願上帝繼續大大賜福予您們！ 

   第一屆遊戲坊已於第一屆遊戲坊已於第一屆遊戲坊已於第一屆遊戲坊已於 7777 月底畢業月底畢業月底畢業月底畢業，，，，新一屆將於十新一屆將於十新一屆將於十新一屆將於十一一一一月開課月開課月開課月開課，，，，稍後將稍後將稍後將稍後將

接受報名接受報名接受報名接受報名，，，，請密切留意本中心網頁及各類資訊請密切留意本中心網頁及各類資訊請密切留意本中心網頁及各類資訊請密切留意本中心網頁及各類資訊。。。。    

 

 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因為孩子情緒比之前因為孩子情緒比之前因為孩子情緒比之前因為孩子情緒比之前明顯穩定明顯穩定明顯穩定明顯穩定，，，，上學上學上學上學、、、、放學都肯行樓梯放學都肯行樓梯放學都肯行樓梯放學都肯行樓梯，，，，專注力也很好專注力也很好專注力也很好專注力也很好，，，，作為母親的我真的好作為母親的我真的好作為母親的我真的好作為母親的我真的好開心開心開心開心，，，，好感激你們好感激你們好感激你們好感激你們，，，，我會繼續努力我會繼續努力我會繼續努力我會繼續努力。。。。 

  5/2011                           

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因為孩子的行為有明因為孩子的行為有明因為孩子的行為有明因為孩子的行為有明顯的進步顯的進步顯的進步顯的進步，，，，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在聽在聽在聽在聽指令方面則有小小進步指令方面則有小小進步指令方面則有小小進步指令方面則有小小進步，，，，但需繼續訓但需繼續訓但需繼續訓但需繼續訓練練練練。。。。做桌面訓練時做桌面訓練時做桌面訓練時做桌面訓練時，，，，如能配合他的興如能配合他的興如能配合他的興如能配合他的興趣趣趣趣，，，，他表現得非常合作及專注他表現得非常合作及專注他表現得非常合作及專注他表現得非常合作及專注。。。。 

5/2011 

 

 

 

 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因為孩子理解有大進因為孩子理解有大進因為孩子理解有大進因為孩子理解有大進步步步步，，，，服從性及聽指令亦有進步服從性及聽指令亦有進步服從性及聽指令亦有進步服從性及聽指令亦有進步，，，，惟脾惟脾惟脾惟脾氣稍為大了一點氣稍為大了一點氣稍為大了一點氣稍為大了一點，，，，投訴及表達不滿情投訴及表達不滿情投訴及表達不滿情投訴及表達不滿情況多了況多了況多了況多了。。。。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多注意爸爸及更多觀多注意爸爸及更多觀多注意爸爸及更多觀多注意爸爸及更多觀察留意媽媽的行動察留意媽媽的行動察留意媽媽的行動察留意媽媽的行動。。。。 

6/2011 

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本月我很開心，，，，因為孩子在家的情緒因為孩子在家的情緒因為孩子在家的情緒因為孩子在家的情緒也很穩定也很穩定也很穩定也很穩定，，，，願意做功課及聽話願意做功課及聽話願意做功課及聽話願意做功課及聽話，，，，如他如他如他如他想看電視及去街想看電視及去街想看電視及去街想看電視及去街，，，，他會主動講他會主動講他會主動講他會主動講。。。。去去去去大大大大、、、、小便會主動去廁所小便會主動去廁所小便會主動去廁所小便會主動去廁所，，，，問他做甚問他做甚問他做甚問他做甚麼麼麼麼，，，，他會說他會說他會說他會說 VV或大便或大便或大便或大便。。。。 

6/2011 

 

我七月插班我七月插班我七月插班我七月插班。。。。有家長推介有家長推介有家長推介有家長推介，，，，所以來報名所以來報名所以來報名所以來報名，，，，覺覺覺覺得職員很認真得職員很認真得職員很認真得職員很認真，，，，很熱心很熱心很熱心很熱心，，，，感到真的為家長著感到真的為家長著感到真的為家長著感到真的為家長著想想想想。。。。連小朋友去洗手間都有導師跟隨指導家連小朋友去洗手間都有導師跟隨指導家連小朋友去洗手間都有導師跟隨指導家連小朋友去洗手間都有導師跟隨指導家長長長長，，，，我嘗試替孩子戒片很久都不成功我嘗試替孩子戒片很久都不成功我嘗試替孩子戒片很久都不成功我嘗試替孩子戒片很久都不成功，，，，來到來到來到來到這裡這裡這裡這裡，，，，想不到不到一個月想不到不到一個月想不到不到一個月想不到不到一個月，，，，便成功戒片便成功戒片便成功戒片便成功戒片，，，， 真的多謝你們真的多謝你們真的多謝你們真的多謝你們。。。。                  7/2011 

 家長自助感統小組 

排隊等候叫名 

親子運水 

坐定定、聽故事 

大小齊唱遊 

專注做桌面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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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110311031103「「「「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事工事工事工事工感受感受感受感受    

    
從柏斯回香港事奉每次都是零晨的航班，一如慣常在機倉裏不能入睡，滿腦子都是擠滿了一串

串的安排，先做這些然後再做那些…等。因為今年要換一個新的場地，「努力試」課程要在青年會的專

業學院課室舉行，以往使用的小教堂沒有空檔給我們了，新的場地加上未用過的投射及音響設備，沒

有充足的時間給我們 try run 作準備，更增加了不少的壓力。3 月 11 日早上帶著疲累的身驅回到香港，

一踏進辦公室不久已傳來日本大地震的驚慄。今年有一位家長(是香港人嫁到日本的)從東京回來上

課，雖然在東京機場滯留兩天，感謝主！那位家長最終還是能趕得及上課，並沒有遲到。今屆上課人

數 81 人，跟往年一樣有些家長是從別的地方回來上課的，除了日本、澳洲外還有星加坡等地，都是為

了所愛的孩子而老遠的回港上課，願神保守他們將所學到的方法和技巧都能應用在孩子身上，幫助他

們的孩子學習、健康成長。今年比較特別的是除了前線專業以外，還有幾位來自教會的牧者傳道(一位

牧師三位傳道)，她們都是為神走到前線去關愛有特別孩子的家庭。感謝主！ 

 

多年來一直都有人問「努力試」跟其它的課程有甚麼分別？分別的不只是簡、易、到的有效方

法，而是有耶穌基督的愛與我們同在。從第一天看到家長們愁苦的面顏，到第八天他們依依不捨的笑

臉，見證了神的恩手醫治了他們，使他們從新得力並有喜樂和盼望的離去，以下是簡錄兩位家長分享

的信。 

 

一. 『不知何時開始快樂好像離我們一家很遠很遠，孩子的問題越來越多，每天都是捱着地過、失控

過、哭過、放棄過，很累！很累！……上星期嘗試 Yolanda 妳所教的第一式，十下十下，神奇地他

真的冷靜下來，因孩子已七歲半，不知對他還有否作用，點知 work 喎 (真的有效) !! 這個多星期

我好好利用十下十下，生活好像有了節奏，不用大聲駡，不用說完又說，不用上堂的晚上就做訓練，

家裏笑聲多了很多，快樂好像回來了……。』 

二. 『在課程中看到歷屆「努力試」家長(神的雲彩)述說他們的見證，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福的

人，因為我可以親眼看到神蹟。神真的愛我，衪讓我看到了醫治的神蹟，我是有福的人。總結整個

課程，除了學到教孩子的技巧外，就是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總括今次的事奉有 28 人決志信主，並有 10 人回轉，更大的恩典是神知道我們的需要，衪為我們

預備了港島會址。於 3 月 26 日會議通過購買地方，發展中童的服務。 

 

 

感謝主! 「努力試」事工已經歷了 15 個恩典的歲月，而中心成立也踏進第十年了。是神的祝福和

保守，亦多謝教會和弟兄姊妹們的支持。沒有你們的禱告和在背後的支持，就沒有今天的祝福和成果。

神叫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讓我們一起再接再勵，做好今年 9 月份香港日間課程及十

月加拿大溫哥華「努力試」課程。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天上的父神。 

 

                                                                      你的弟兄 

黃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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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每本售價 HK$88，其中 100 本由「努力試中心」及「多馬香港有限公司」

代售，售款將用作支持努力試中心購置永久會址之特別奉獻。 

                 序序序序：：：：不再流淚不再流淚不再流淚不再流淚   

 小野狗蛻變成小天使？可能嗎？ 

 一個搗蛋、壞脾氣、不善溝通的自閉症孩子 Tony，從小令母親流盡傷心的眼淚，雪上加霜的是，Tony 於十四歲那年發生了嚴重的交通意外，幾乎令他失去左腳，我曾往醫院探望他……在人看來沒有可能的事，在上帝的恩典與大能的覆庇下，卻成了活生生的見證。 

 

    意外發生之後，Tony 並沒有放棄他學習了一年的游泳，更以來自上帝無比的動力和決心，每天清晨於上學前習泳，試問時下青年有幾個能像他？這份堅持和努力的成果，讓他數度成為國際游泳比賽的得獎者，亦在其生命中寫下光輝的一頁！ 

 

    這是一個小野狗變天使的故事，亦是 Tony 母親 Icy的天路歷程。在 Icy的生命裏，Tony就像一顆沙，藏在蚌母的體內，令其又痛又苦，有口難言，唯有忍著淚水和汗水交織，經年累月的以包容、忍耐和努力，費盡心血，終於孕育出圓滑光潤無價的珍珠，其晶瑩美麗閃耀人前，並為母親帶來無限的快慰和豐盛的人生，不再痛苦，不再流淚。 黃黃黃黃嚴麗慈嚴麗慈嚴麗慈嚴麗慈  「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 」中心創中心創中心創中心創辦辦辦辦人人人人 

2010年 12月 30日 

 ‘Tony! Blessings from a special needs child’, authored 

by Icy Lee, is a newly released book about the author’s 

experience raising her son with autism. The book 

addresses issues beyond autism and motherhood, such 

as discrimination, opportunities and participation, and 

purpose in life.  書名：Tony! Blessings from a Special Needs Child 作者：ICY LEE 出版：紅出版讀書會 銷售：努力試中心 / 多馬香港有限公司 網上訂購：http://www.red-publish.com/big5/book/1704 作者電郵：icylee@cuhk.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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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試合作伙伴---多馬香港有限公司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羅馬書 5：5  

                     
 

門市：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422-426號萬事昌中心 802 室           網頁：www.thomas-hk.com           
「「「「多馬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個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的機構多馬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個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的機構多馬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個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的機構多馬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個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的機構，，，，主要由一班有多年營商經驗的基督徒主要由一班有多年營商經驗的基督徒主要由一班有多年營商經驗的基督徒主要由一班有多年營商經驗的基督徒 

營運營運營運營運，，，，目標是幫助一班成年自閉症及學障人士投入社會目標是幫助一班成年自閉症及學障人士投入社會目標是幫助一班成年自閉症及學障人士投入社會目標是幫助一班成年自閉症及學障人士投入社會，，，，我們希望他們能像我們的公司標誌一我們希望他們能像我們的公司標誌一我們希望他們能像我們的公司標誌一我們希望他們能像我們的公司標誌一

樣樣樣樣，，，，打開自閉的大門打開自閉的大門打開自閉的大門打開自閉的大門，，，，倚靠十倚靠十倚靠十倚靠十字架字架字架字架，，，，盡顯才能盡顯才能盡顯才能盡顯才能。」。」。」。」 

 

由「挪亞方舟」到「多馬產品」 

 

努力試課程發展至今已逾 10年，其中不斷設計及推出專為孩子及家長度身訂造的訓練教材， 

經常被家長及前線同工要求製作成產品推出市場，因此，早在兩年前，中心與一眾熱心義工研

究製作一套家居訓練起動教材套，內容由專注訓練常用的穿珠教材到特別為寫字前作準備的「寫

前練習紙」等，並將這套教材起名為<挪亞方舟>，盼望這套教材能夠協助家長實踐家居訓練之

餘，也能提供給成長了的自閉症人士一個工作的機會。義工們不斷努力，在坊間尋找合作伙伴

代為搜集材料及生產，惜因市場狹窄及其他原因，計劃未能如願付諸實行，中心同工也因事工

繁忙，無暇投身在這事工上，直至  神興起更多熱心義工，對此計劃也同感扎心，願意委身一

試，並以他們多年營商經驗，親自承擔搜購、包裝、推銷，甚至自資開設門市，配合著「努力

試家居訓練課程」正式對外經銷，成就了這個特別的社企事工。 

 

剛過去的 3 月課程，一位科技專才、年輕才俊負責人拿著剛剛印刷完成、內容仍未更新的公司

簡章及產品目錄，在課程小休時間努力與家長分享，做起了由幾拾元開始的生意。他的心路歷

程，將在下一期會訊與大家分享。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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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黃偉英(Catina)、鍾偉添(Tim)、羅瑞清(Elsa) 督印人：黃兆祺(SK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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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請以劃線支票捐款請以劃線支票捐款請以劃線支票捐款請以劃線支票，，，，    抬頭抬頭抬頭抬頭：「：「：「：「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    或或或或    存入恆生銀行戶口存入恆生銀行戶口存入恆生銀行戶口存入恆生銀行戶口：：：：388388388388----742742742742----777777777777----001001001001    請將捐款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寄交中心辦事處：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909090 號號號號 4/F4/F4/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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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截稿日期下期截稿日期下期截稿日期下期截稿日期：：：：201201201201111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中心電郵中心電郵中心電郵中心電郵：：：：louisprogram@lp.org.hklouisprogram@lp.org.hklouisprogram@lp.org.hklouisprogram@lp.org.hk    中心傳真中心傳真中心傳真中心傳真：：：：8343 00188343 00188343 00188343 0018    辦公室地址辦公室地址辦公室地址辦公室地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909090 號號號號 4/F4/F4/F4/F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1111 至至至至 7777 月份中心事工及活動月份中心事工及活動月份中心事工及活動月份中心事工及活動    

    

19/1   應邀出席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 

       學校家長分享會 

27/2   應邀出席基督教傳恩堂家長分享會 

14/3- 

26/3   2011 年度努力試家居訓練課程 

20/3  「同行天地」家長團契 2011 年 

       第 2 次聚會 

26/3   核心團隊大會商討購買永久會址 

4/5    出席宣道會華基堂祈禱分享會 

1/5, 

15/5   2011 年度「關愛自閉兒童主日學」 

       義工訓練 

15/5  「同行天地」家長團契 2011 年 

       第 3 次聚會 

21/5   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辦「關愛自閉兒 

       童主日學」義工訓練 

18/7   主日學義工暨家長打鼓訓練班 1 

27/7   主日學義工暨家長打鼓訓練班 2 

  2011 年年年年「「「「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努力試日間課程努力試日間課程努力試日間課程努力試日間課程」」」」 

 

課程日期：2011年 9月 12 至 22日(9月 13日除外) 

時間：逢星期一至五早上 10 至下午 1時 

地點：宣道會五旬節堂 

(油麻地上海街 450-454號慶華商業大廈 19樓 B) 

 

分組日期：2011年 9月 16、17、19、20日 

時間：下午 2時半至 5時半(星期五、一、二)  

       早上 10時至下午 1時 (星期六) 

地點：努力試中心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號 4/F) 

詳情及報名請參閱網頁：www.lp.org.hk 

    名額有限名額有限名額有限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報名從速報名從速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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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試中心購買永久會址捐獻表努力試中心購買永久會址捐獻表努力試中心購買永久會址捐獻表努力試中心購買永久會址捐獻表 

 
                  

本人樂意捐獻作為支持「努力試中心」購買位於香港仔華富村華富閣 2/F 1, 4-6號單位作為永久會址

之用。 

 

我願意每月捐款： 

□ HK$300  □ $500  □ $1,000 □ $_________ 

我願意一次過捐款： 

□ HK$_____________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抬頭：「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或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Co., Ltd.” 

□ 存入中心於恆生銀行帳戶：388-742-777-001(請將入數紙交回中心) 

□ 以下列信用咭捐款：□Visa  □ MasterCard 

信用咭號碼： 

    --     --     --     

 

持咭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咭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咭有效日期：________M月/ _________Y年 

 

持咭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 

 

捐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努力試家長/義工/熱心人士)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本表格郵寄請將本表格郵寄請將本表格郵寄請將本表格郵寄/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或或或或 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 8343 0018 努力試中心收努力試中心收努力試中心收努力試中心收(捐款捐款捐款捐款 HK$100 以上可憑收據申請退稅以上可憑收據申請退稅以上可憑收據申請退稅以上可憑收據申請退稅)。。。。 

 

請支持購買永久會址籌款活動請支持購買永久會址籌款活動請支持購買永久會址籌款活動請支持購買永久會址籌款活動 
 步行籌款日步行籌款日步行籌款日步行籌款日：：：：2011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4時時時時 步步步步 行行行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薄扶林薄扶林薄扶林薄扶林水塘水塘水塘水塘，，，，回程於會址茶聚及解散回程於會址茶聚及解散回程於會址茶聚及解散回程於會址茶聚及解散 會會會會      址址址址：：：：香港仔華樂徑香港仔華樂徑香港仔華樂徑香港仔華樂徑 4號華富閣號華富閣號華富閣號華富閣 2/F  1、、、、 4-6室室室室 

 詳情將在網頁內公佈詳情將在網頁內公佈詳情將在網頁內公佈詳情將在網頁內公佈，，，，敬請預留時間參加敬請預留時間參加敬請預留時間參加敬請預留時間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