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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試中心 會訊 2018年5月號
出版：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編輯：黃嚴麗慈、李華坤、吳秋媚

努力試中心 乃是因着基督的召命而拓展的事工，於2002年註冊為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發展至今，連海外已為近4,000個患有

自閉及學障兒家庭提供家居訓練課程，讓家長能掌握教導孩子的竅門。除在社區推廣共融教育外，亦支援教會開拓關愛事工，是香港首
間為自閉及學障兒家庭推行全人關愛的機構。我們深信每個孩子均擁有不同的學習能力和潛能，家長亦需要有接受裝備的機會，與孩子
一起成長。在彼此學習的過程中實踐基督的愛，孩子和家長必能衝破障礙，得享豐盛生命。

團牧心語
今 年是512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踏入五月，不同的媒體都為這世紀災難製作特輯或專題報導。十年前的
景象和感受，再次的浮現心中。
十年前，5.12災後五個月，我第一次進入汶川大地震後的綿陽市災區。因為北川中學為我們申請了特許通行
証，讓我們可以進入已經塌陷的北川縣城。經過裂開的地面，舉目所見的都是崩塌的房屋。學校的老師指著一個
小山丘告訴我們，那裏原是一座醫院的位置，地震時，山移動了，如今醫院就埋在下面。望去平靜青蔥的小山
羅杰才牧師
丘，原來裡面埋著悲慘的故事﹗
這趟到綿陽的北川，目的是考察北川中學的需要。同行並作響導的，是我們資助他在南京唸醫科的陳勇同學，他是北川人，在北
川中學畢業。在這次地震中，他的妹妹、女朋友、祖父母，還有很多親人朋友都遇難了。但陳勇從災難的傷痛中稍稍恢復過來之後，
就不斷為母校奔走呼求。我們透過他知道北川中學遷址復課後遇上的困難，專程去瞭解可以怎樣幫助他們。
到了北川中學的臨時校舍，校長劉亞春接待我們，兩個多小時的交談，他沒有訴說不幸，也沒有埋怨甚麼，他的談話中只有老
師、學生和學校的需要。事實上，他的太太和兒子，都在這次的災難中死了。但災難並沒有使他倒下來。
分手的時候，劉校長送我們各人一本《堅強的理由－北川中學倖存學生手記》。回到酒店，獨自在房間裏看，書裡面收錄了一些
圖片，看到劉亞春校長的哀傷，甚至是跪在地上哭泣。原來這表現堅強的校長也是一個內心嚴重受傷的人。然而，為了倖存的學生，
他堅強地帶傷前行。當翻到最後一頁，看到「北川中學遇難及失蹤學生名單」和「北川中學遇難教職工名單」，頁下一句：願死者安
息，生者堅強。眼淚再沒法忍得住了。
陳勇、劉亞春和那些經歷災難的學生們，沒有因著地震而陷於絕望，更要在這經歷災難的地方，再建一個未來，是因為他們心中
有愛。從北川回來之後，我常常提醒自己，無論遇上的困難有多大，都不是逃避的藉口，懶惰的理由。
編按：羅杰才牧師現任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主任牧師，他曾任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十五年，對心靈關顧深有負擔，感恩他應邀擔任本會義務
團牧及顧問。

葉萬壽
謝謝「愛傳遞」和「慈福行動」機構，去年邀請筆者參與「星
兒早療計劃」父母情緒支援小組，知道努力試事工。我和幾位輔導
同工有機會與自閉症孩子的家長同行，在痛苦處一起流淚，聆聽他
們的困難；在需要處互相鼓勵，嘗試協助他們夫婦間重建溝通，彼
此支持，而參加者的經驗都非常正面。我們深感家長們並不需要甚
麼專家的指點或教導，或如何克服困難，他們需要的只是有人明
白，能設身處地，感同身受他們的難處。

父母心腸有誰明
事實上孩子成長階段，每一步都牽動父母的心，無論你的孩子
是所謂正常孩子，或有任何先天困難，都會有相同擔心，而自閉兒
家長的擔心和困難，必定比一般家長重百倍，例如孩子的將來生活
如何？當自己年邁，誰來照顧孩子呢？電影［黃金花］中，兒子患
有自閉症的單身媽媽主角說: 「唯一的盼望是自閉症孩子比自己早
死……」難道父母真的那麼狠心？有誰家父母不想自己孩子好好生
活？為何有自閉症的孩子的路那麼狹窄？我們的社會能對自閉症孩
子多點了解，伸出支持人的手，投以打氣的眼光呢？

群居社會的荒涼──孤單的身影
筆者從事心理輔導多年，認為孤單乃現代社會最大的不幸，而
自閉症患童的父母，郤常活在孤立無援的境況中。公眾難免因為對
自閉症患童的行為的認知不足，而加以批評，這對患童的父母來
說，已是非常難受；若延伸家庭成員也不明白、不接受，就更添壓
力。有些自閉症孩兒的爺爺公公輩，並不接受孫兒患有自閉症，拒
絕接受孫兒的困難，或會批評兒女不懂照顧或教養孫兒。對自閉症
患童的父母來說，這是另一種孤單和困局。

父母情緒支援小組
父母情緒支援小組，正是希望讓自閉症患童的父母得到情緒上
的支援。小組聚會中，導師會根據心理學家(Elizabeth K. Ross)的
見解，引導參加者分享自己知道孩子患有自閉症後，由震驚、焦

慮、徨恐、拒認到坦然接受的心
路歷程和種種感受，並學習照顧
自閉症兒女。過程中，筆者會運
用感動治療法(AEDP)，協助參加
者敏銳於自身反應，在足夠安全感的氛圍下，盡情流露自己的情
感世界之餘，同時間讓他們感到被明白、被聆聽、被看見，以致
他們更能發揮內在天賦，更能了解各種情緒背後的渴想和期望，
繼而選擇生命和光明的路，讓自己和孩子向廣闊的路走下去；協
助參加者更能從關係中找到存在的意義，更有力地活下去。

顯出上帝的榮耀
聖經裡記載了這樣的一件神蹟。
耶穌遇上了一位生來瞎眼的人，門徒問耶穌：「這人生來瞎
眼，是他自己犯罪，或他的父母犯了罪？」言下之意，生來瞎眼
是一種報應。原來猶太民族和中華民族在先天不幸上，有頗為相
近的迷思或迷信。
但耶穌如何回答祂門徒的提問？耶穌竟然說：「不是他犯
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要在這人身上，顯出上帝的榮耀！」
於是耶穌醫好了這人的瞎眼，讓他重見光明。我輩凡夫俗子，沒
有耶穌的能力行神蹟，但上天仍然給我們機會，榮耀祂。我相信
這計劃，已在自閉症家庭上，顯出上帝的榮耀！
生而在世，難免苦難連連，人類卻有一種不屈的精神，一種
互相扶持的力量，這些素質，我相信都是上天賜給我們人類的。
我們無暇去問為何會有這樣的苦難，為何發生在我身上。但願身
處各種困難中的自閉症家庭，不再孤身上路，特別是家長們，不
再單打獨鬥，都能站出來尋找支援。我們不要只等待政府的援
助，必須團結起來，互相扶持，發揮光和熱，讓身處困境的家
庭，獲得支持，為自閉症的孩童闖出新天，榮耀上帝。
編按：葉萬壽先生從事心理輔導服侍接近40年，近年參與自閉症家長情緒
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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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瞬瞬在2016年9月30日在CAC被評估為
嚴重自閉症和整體發展遲緩，當時他只是2歲9個月。其實出生幾個
月起，他長期晚上不能入睡，大笑大叫，動不動「剷地」，咬手，
用脷「瀨」欄杆、地面、玻璃窗或巴士座位，流口水，加上沒有語
言，認知能力1歲以下，適應不到幼稚園生活，校長不斷勸退。我在
極度低落後，把心一橫，給他退學，開始積極為兒子找私人機構做
訓練。他曾經到過多間機構上密集班，一對一特訓。有些機構的老
師很有愛心，但也有機構告訴我，在那兒上課3個月，「包瞬瞬開口
說話」，結果上了7個月，錢倒出去了，孩子仍未開聲。折騰了近一
年，問題行為如咬手等減少了，其他方面卻進步不大。
至2017年7月，我決定辭去護士工作，全職教仔，感謝「愛傳
遞」和「慈福行動」機構的「星兒早療計劃」，我參加了努力試課
程。課程中最大的收獲，是親子關係好轉，學到真正的「愉快學
習」，更了解到感覺統合的重要性。瞬瞬做夠感統後，表現簡直前
後判若兩人！我把蝸居變身感統室，開始勤做家居感統訓練和桌面
訓練。從此，晚上和午間睡眠質素大大改善。

2018年2月22日，我和瞬瞬參加了努力學園，在短短兩個多
月，瞬瞬各方面的表現突飛猛進！學園有充裕的感統時間，還有集
體遊戲，桌面訓練和茶點時間。瞬瞬聽指令比前好了許多，學習能
力和專注增強了，接收好了，即使玩4個步驟的遊戲，講解一次便能
記住；以前是低肌張的，不會跳，現在已懂得連續兔仔跳多步；腰力好了，做人力車前臂有力，時間和耐力長了，物理
治療師每兩週見他一次，每次都說他有進步！環境意識好了，留意到東西擺在甚麼地方；還會模倣弟弟的動作，玩泥膠
也玩得出神入化。
努力學園是很有愛的地方，團隊每一位同工都很有心，都著緊孩子，用心去幫助小朋友。
言語治療師說他有「言語失用症」，但在努力學園，孩子開心地學習，聲音多了，模倣意欲強了，共同專注好了，
瞬瞬學會了唱兒歌。做家居感統訓練時，「十下十下」的努力試原則發揮功效，他第一次清晰地由1數到10！終於有意
義地開聲了！
其實弟弟也不是易帶的，弟弟現時2歲4個月，以前他一哭便透不過氣來，曾經試過哭到抽筋入醫院，現在運用努
力試的技巧，他和哥哥可以一起開心做桌面訓練和感統訓練。其實努力試也適合一般小孩，亦能改善情緒和專注力。感
謝神的帶引，得以參與努力試；有努力試的同行，感覺温暖！

自理好，孩子有尊嚴

莫倩雯

兒子峰峰於2009年底出生，到了2012年12月3歲時，
於政府醫院的兒童評估中心接受評估，當時評為自閉症及發
展遲緩！我很記得，當時我第一個問題就問神：「我咁喜歡
小朋友，又咁唔容易才有呢個仔，點解要我個仔係自閉症呀？！
我唔識教呢類小朋友，佢地好難教架！」當日評估完了，我腦海空
白一片，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想做傻事。當時我推著嬰兒車，兒子坐在車上，到了十字路口
的馬路旁。只見紅燈剛亮起，車輛衝得好急，我立即推著嬰兒車，預備衝出去……就在這剎
那間，峰峰突然兩隻腳仔伸出嬰兒車外，使勁撐著地面，我推不動嬰兒車……我忘記了峰峰有
這執著，見到紅燈是不過馬路的！就是這樣，我們兩母子活下來！感謝神！
我和其他媽媽一般，知道孩子有事，就不停去找訓練，給孩子上堂：ABA、TEACCH、地
板時間、醫學共震音樂、言語治療、職業治療、特殊幼師上門、顱底骨、戒麩質食物等治療…
…錢用了很多，但孩子的進步實在很少。
期間我經歷過丈夫失業，工人造反。為了照顧孩子，我由全職工作轉作半職，有限時
間，有限能力搵錢……但孩子的治療費用實在高昂。終於排了1年半的時間，入了幼兒中心S
位，我便將所有治療停了，只餘下言語治療。
沒想過原來S位的資源真是好有限，孩子入了S位，3T的服務都不是全部安排得到的。
就在2016年4月，有位朋友介紹我來到努力試中心，參加進階課程和跟進小組，並
於9月份補上努力試課程。當時我的導師在實習指導課上提醒我，要多點稱讚孩子。當
時我是很少稱讚孩子的，每次做桌面訓練，孩子都哭和發脾氣。學懂稱讚後，孩子比以
前更願意學習，最長時間可以安坐1個半小時，好好完成各個項目。
當時的我，著眼點是孩子的認知和言語發展，忽略了孩子的自理表現。那時，他每次
進食，總是弄得全塊臉全件衫好污穢！我最害怕買白色衫給他穿，穿不了多少次，件件衫
都見不得人！每次接他放學，我第一時間就知道午餐吃甚麼：肉醬意粉還是粟米斑腩飯？
一望而知！
導師在跟進服務的課堂上，不停教我做一些過去我不著重的訓練，如穿珠、練力膠挖
珠、用前三指拿匙羮等等。導師按著峰峰的能力，設計合適的訓練進度。她這樣教，我便
這樣做。
我為他選了間包容度高的鄉村學校。沒想過做了幾個月努力試家居訓練後，
孩子升讀小一時，竟然能夠自行打開機關重重的飯壺，吃完飯後自動自覺執拾飯
壺、餐具和枱面，更重要的是：件校服還是非常乾淨的！老師亦說，雖然學術
上峰峰仍然要努力追，但幸好自理方面做得相當好，不太難照顧！我聽完這番
話，實在感到安慰！自理做得好，確實令孩子更有尊嚴！多謝努力試中心導師
們，感謝神！
2017年6月中，弟弟出生了，想不到哥哥竟然是好幫手！外出時，我抱弟
弟，他便幫忙拿包包。
今天，峰峰就讀小二了，全賴一群愛心滿瀉的老師
同學，他即使在學業上遇到多大困難，仍然熱愛上學，
仍然投入享受他的校園生活呢！最近，學校的教育心理
學家用了三星期的時間，和
他做了個詳盡的評估，他
被評為「有限智能」。
對我來說，簡直是多
過自己所想所求。以
他當年的起步點和今
天比較，多年功夫，
並無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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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歡迎教會合辦電影

回應表

分享會

我願意：
□ 成為「努力試義工」，請聯絡我

感謝香港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撥款支持「寶
貝孩子要歸家」項目

□ 我願意為努力試事工祈禱，並收取中心《月訊》
□ 捐款支持以下項目： □ 作一次捐款HK$_________ ∕

□ 出版事工（暫名《十個自閉兒的爸爸》）

阡陌中心「寶貝天堂」

□ 教會事工（「寶貝孩子要歸家」項目）
□ 國內事工（幫助國內自閉及學障兒家庭接受訓練與服務）

感謝主！由阡陌中心主辦，努
力試中心作為合作機構的「寶
貝天堂」服務計劃，已於2018
年5月5日(六)舉行啟動禮，接
待3-8歲患有自閉症或特殊教育
需要的寶貝孩子！

□ 海外事工（幫助海外自閉及學障兒家庭接受訓練與服務）
□ 常費奉獻

個人資料
個人∕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寶貝孩子要歸家」教會事工導師基礎訓練課程
2018年7月28日(六) 9:30am-5:00pm
形式：講座及工作坊
內容：完成4次寶貝孩子主日學教會實習後，可獲本中心頒發證書。

正向校園安全管理及人本脫身法認證課程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會員專用）
電話 : 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8年8月11日(星期六) 9:30am-5:30pm
形式：短講、示範、互動練習及分享
與香港專業培訓學會「Hong Kong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合辦，專為照顧特殊兒童及青少年之工作者而設計。
報名∕查詢：詳情請瀏覽www.lp.org.hk，下載報名表或聯絡
努力試中心29151148

捐款方式：(HK$100或以上可申請退稅)
□ 支票 (支票抬頭「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或‘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Co., Ltd’)
□ 銀行直接存款 (恆生銀行戶口：388-742-777-001，然後將存款
收條正本連同正本表格以WhatsApp、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交
回努力試中心)
□ 信用卡： □ Visa
□Master

兒童服務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信用卡相同）

努力學園

「感覺統合治療」服務

由一級職業治療師及努力試中
心家長導師設計內容，提供針
對式的訓練，提升孩子的大小
肌、專注、認知、自理及社交
能力。指導家長或照顧者從中
掌握努力試技巧，得以在家居
全面配合，幫助孩子衝破障
礙，適應學校生活。
對象：2歲以上幼兒

針對孩子的感統需要，由資
深職業治療師設計「感覺統
合」治療訓練內容，並讓家
長得以有效實踐「自己教」
及建立親子互動關係。
對象：已完成「努力試課
程」的家長優先

信用卡號碼：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有效日期：______月______年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

** 感激您的支持，祝您主恩滿溢！ **
備註：您的個人資料只供努力試中心作簽發收據、通訊或收集意見之用，
如不欲收到我們的資訊和募捐郵件，請在空格上加上「✓」號。□

請貼郵票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90號四樓

✁

4/F, 90 Portland street,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請以WhatsApp、傳真、電郵或郵遞（依虛線剪下，個人資料向內翻，封口）方式交回努力試中心。

□ 每月捐款HK$_________
□ 愛心基金（幫助基層自閉及學障兒家庭接受訓練與服務）

《十個自閉兒的爸爸》(暫名)
書籍出版籌募計劃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正全力撰寫一本傳
記，以平實的筆觸，為10個自閉孩子，捕捉他們
爸爸的剪影。
剪影，就是當主體曝光不足時，攝影師利用
逆光技術，清晰地表現出主角的輪廓。就像自閉症
孩子們，他們的爸爸不單外在忙亂，少與人溝通，
其內心世界，也難被瞭解。必須向光亮處著墨，控
制好曝光，突出他們的剪影，才能描述好整個故
事。
我們要的是真實故事，是努力試爸爸的經
歷。述說育有自閉兒童家庭的苦與甜：從孩子初臨
時滿懷期盼，到孩子確診時慌亂無助，至與孩子同
行衝破障礙。他們的心路歷程非凡，原本身處艱
辛，卻仍不被困住，甚至心境寬廣。
有幸，中心邀請得譚蕙芸、鄭美芝、黎苑珊
和陳嘉文4位文筆清麗，寫情細緻的作者，為努力
試爸爸描繪出一幅幅剪影，化平凡的生活點滴，為
優美的生命樂章。看似平平無奇的片段，被聚合成
立體清晰的寫照，散發出不可思議的正能量。
我們也徵得10位不離不棄的爸爸，毫無保留
地講出對自閉孩子矢志不渝又鮮為人知的真實故
事。過程中，作者需要與自閉症孩子家中的每個
成員面談，務求捕捉故事的真貌，然後勾畫出爸
爸的剪影。除了書籍交由三聯書店出版及在市場
銷售外，部份專訪已在傳媒刊載，第一篇《牽手

達人Garry自閉兒爸爸：希望兒子做人生博士》
已於2018年1月14日(日)明報副刊「星期日生
活」版內刊出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114/s00005/1515866463947或
https://tinyurl.com/garryntong
除了第一部分10個扣人心弦的真實故事外，
第二部分通過採訪聯繫多位香港專業範疇內的有
心人，在政策、組織支援、家庭價值及信仰等層
面探討及回應有自閉症孩子家庭的需要，展示未
來出路及倡議。
《十個自閉兒的爸爸》定於2018年7月出
版，書籍得以出版，全賴您的支持！

期待您的愛心回應，贊助詳情請瀏覽網址www.lp.org.hk！
贊助
鑽石贊助

金贊助
銀贊助
愛心贊助

金額
捐款港幣50,000元
或以上

致謝
宣傳品刊登贊助人或贊助公司標誌及鳴謝
座談會刊登贊助人或贊助公司標誌及鳴謝
努力試中心《會訊》鳴謝
座談會刊登贊助人或贊助公司標誌及鳴謝
努力試中心《會訊》鳴謝
努力試中心《會訊》鳴謝

捐款港幣30,000元
至49,999元
捐款港幣1,000元
至29,999元
捐款每200元獲贈《十個自閉兒的爸爸》書籍1本

課程訓練中心
努力試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歡迎聯絡、查詢及報名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

9:00am-1:00pm, 2:00pm-6:00pm

地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90號四樓（油麻地港鐵站A1出口）香港華富邨華樂徑4號華富閣二樓4-6室
電話：2915 1148

傳真：8343 0018

WhatsApp: 9790 2993

電郵：louisprogram@lp.org.hk

網址：www.lp.org.hk Facebook: 努力試中心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燃亮自閉及學障兒家庭)

印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