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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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夏天，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在俄羅斯舉行。世界其中一個最細小的國家—冰島，國土面積只有十萬平方
公里，全國人口不足三十五萬，成績卻令人讚嘆。
除了地小人少，冰島一年更有七個月被冰雪覆蓋。這樣的條件和環境，冰島是完全沒有發展足球運動的條
件。因此，世界的排名一直在一百二十以外，比中國仍要落後二十多名。但二零零零年開始，冰島決定發展足球
運動。先是大量興建室內足球場，讓訓練和球賽可以不受天氣影響。五年間，就建設共一百七十九個標準足球 羅杰才牧師
場，平均二千人就有一個。
建了球場，冰島鼓勵所有具條件的人考取教練資格和參與足球運動。今屆世界盃冰島的主帥正職其實是牙醫，門將則是包裝工
人。雖然都是業餘的，但在二零一六年的歐洲國家盃，冰島就以一比一逼和葡萄牙，一比一逼和匈牙利，二比一勝奧地利而晉級十六
強，更以二比一淘汰英格蘭，令全世界都對她注目敬禮。在俄羅斯世界盃，冰島開局迫和強隊阿根廷，而且每場賽事都表現出色，雖
然在十六強止步，但她已經創造了奇蹟。
為甚麼冰島有這樣驕人的成績？首先，是她把握到足球運動能增強國民健康並凝聚國民，也可以提升國家知名度與及增加經濟效
益。並且知道國民的體形、體能、興趣取向都適合發展足球運動。於是投入資源興建場館，培育教練。又鼓勵家長，學校讓小孩子投
入練習和比賽，讓足球成為全民運動。
雖然冰島的球隊並非歐洲的職業球隊，但球員卻是參照國際上最高的水平來訓練與比賽，並以在國際賽事中取得成績為目標。換
言之，他們不是關起門來玩的興趣班，而是面向世界的挑戰賽。
冰封苦寒的環境，冰島並不退縮自守，而是變通應對，並堅持不懈的實幹，終於成就了破冰傳奇。努力試中心和各位的家庭，其
實也像冰島一樣力量微小，充滿困難。但願破冰的傳奇，啟發我們，鼓勵我們！
編按：羅杰才牧師為本中心義務團牧及顧問。中華基督教會榮休牧師。曾任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2016年起積極參與本中心服務與發展。

《開門有光 － 十個自閉孩子與爸爸》出版了！
2017年中，努力試中心構思出版一本努力試家庭的書。2018年7月書展，《開門有光 - 十個自閉孩子與爸
爸》面世，由三聯書店出版，作者黎苑姍、鄭美姿、譚蕙芸和陳嘉文。書中除了十個不同背景自閉兒童孩子
的故事，還有自閉兒教育、醫療、社福政策和家庭文化的專家對談，讓社會大眾了解自閉症家庭，特別是父
親角色的心路歷程。
9月1日早上，努力試中心與維護家庭基金合辦「爸爸請回家」2018信仰與父親角色論壇暨《開門有光 十個自閉孩子與爸爸》新書奉獻禮。主禮為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主席田慶先先生、維護家庭基金董事會主席
陳黔開牧師及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董事會主席郭志權博士。眾嘉賓聚首一堂，探討交流此刻在香港社會服
務、學校及教會各場景中父親的角色和所遇到的挑戰，並將《開門有光 - 十個自閉孩子與爸爸》新書奉獻與
主，盼為主所用！
感謝以下善心人士鼎力支持新書出版，謹此鳴謝！
金贊助：郭志權博士
銀贊助：馮達聰先生、李麗英女士、陳熾良先生、Ms. Law Yuen Yan Candy、
Quality of Life、Ms. Chan Dan Nar、Ms. Tam Nga Lee
(排名不分先後，另有部份善心人士不欲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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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兒琳琳剛12歲了，在中度特殊
學校上學。她的自理能力非常差，吃飯不會用筷子，
大小便需要幫忙，不會穿衣服鞋襪。總之，每一件事都需要人
幫忙，而且經常亂發脾氣，時常哭鬧。令我精疲力盡，不知怎樣教導
她。在我心灰意冷的時候，幸運地認識琳琳同學媽媽譚太，我見到她囡囡
的進步好大，就向她請教，有什麼方法教這些小朋友。譚太好認真詳細地介紹
努力試課程給我認識。當我了解完努力試課程之後，心中有喜有憂。
喜的是，覺得努力試課程可以幫助琳琳。憂的是，琳琳現在已經12歲了，已經過
了學習黃金時期。不知道能否有幫助，幫到幾多？但我還是覺得，有機會就要嘗試，要把
握機會，所以我就報名，上了努力試課程，並參加跟進計劃，跟導師定期見面，不斷學習。
經過這幾個月的學習和訓練，我掌握到教導方法，琳琳進步非常大，情緒也好多了。行
為方面，亂丟東西的情況大大改善，咬手指亦已大大減少。感統方面，跳彈床由開始時每次10
下到現在每次70下，可以大胆嘗試攀爬，坐在健身球上輕鬆自如。溝通方面，和家人非語言溝
通多了，理解能力和聽指令提高好多。自理方面，她學會用筷子吃飯，本來學了幾個學期都不
會運用筷子開和合，但努力試導師教我方法後，她一下子就學會運用筷子開合，
學校老師都好開心地告訴我這個消息。她還學會自己添飯，摺紙巾揩抹，穿衣
服鞋襪，用洗手液洗手。桌面訓練進步更大，可以坐定定，由開始時5分鐘到
現在40分鐘，配對圖卡很準確。社交方面，可以和同學握手，與常見人物
見面表現開心。
見到琳琳每天都進步，真的好開心和滿足，好感恩！感謝主、
感謝努力試各位導師和黃生、黃太，努力試課程讓我見到前路
有光明，有希望。讓我更加努力教琳琳，更加令我明白：不
論孩子年齡有幾大，只要我們不放棄，努力試，總有方法
教他們，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我們大家一齊努
力，加油！

卓群
我的兒子是在2011年5月約2歲半時在政府CAC確診為自閉症，和很多
自閉兒的家長一樣，在孩子被確診至6歲進小學前，那段被稱為治療的黃
金時期，大家都花盡金錢、時間和精神精力去奔波，為孩子做盡一切的治
療和訓練。而當中最感恩的，就是我在孩子確診當年就上了努力試的日間
課程，讓我遇上育兒的啟蒙老師！能在孩子確診的早期就能學習裝備好自
己去為兒子展開認知、小手肌等桌面訓練及感統運動訓練。
當年我的兒子是個呆呆的靜態自閉兒，所以別人也說他非常乖，從來不攪事。但被評為嚴
重遲緩的他，大小肌、低張力和認知都是嚴重遲緩，體能、手腳協調控制和語言能力都很
弱，整日都是發呆，玩手玩眼，自我刺激，連一般走路都很容易仆倒。到了3歲時，仍不
能雙腳離地跳起，上落樓梯扶著扶手行也有困難。而且，根本沒有溝通的動機及能力，不
會用手指指東西，簡單如家人稱呼如爸爸媽媽也好像完全不明白！
努力試教我們的教學次序是：改行為 ] 識溝通 ] 學自理 ] 讀和寫 ] 交朋友 。因
為每個小朋友情況都不一樣，當時兒子還不到3歲，所以一切訓練都是因材施教，由最基本
開始。
首先，我要改善兒子嚴重的玩眼玩手及發呆等行為，便從大量的感統運動開始，包括每日公園及家居訓練，
加感統運動堂。同時，我也開始每天跟他做行樓梯練習，由最初只能勉強行3層開始，至5層~10層，花了一年半
的時間，讓他終於學會不用扶手而可自行交叉腳上落樓梯。自理也是由教他自己拿杯子喝水，學坐馬桶上廁所開
始。同時配合桌面訓練，從最簡單的小手肌訓練，如入波子和籌碼開始，循序漸進至篤紙皮，教剪紙，到後來5
歲多，學會拿筷子吃飯及拿筆寫字，過程真的很漫長！但都是按照他的能力細分步驟，慢慢教導。
言語的理解、句子組織及表達能力是他最弱的項目，即使他開始有溝通動機，但因認知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
都太弱，要先加強他對語言的理解及認知，才能發展溝通能力。很感恩，我發現他的文字圖像記憶力原來不錯。
我在上完努力試課程後，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自行度身編寫印製了過千張的圖字卡，用分層分類的方式，
按他的吸收能力，調節每一個月或兩個月作一個主題，幫他掌握基本認知，開始引導他學以致用，開始簡單表達
自己。而兒子的社交意識也漸漸在增強，到了他在特殊幼兒中心畢業的那年，他已經能說出全班20個同學的名
字，其中有一對是長得一模一樣的孖生姊妹，老師說他都不會叫錯兩姊妹的名字。雖然今天他溝通表達能力仍很
有限，但他現在很享受與同學們、教會的小朋友及表弟表妹一起去遊玩，還會表示期待跟他們一起去玩。自理方
面，自覺性也在進步，從小二下學期開始，自己會看學校時間表收拾書包；小三下學期放學後，他吃完茶點便會
自己去洗澡。而在這個暑假，兒子期待已久的日本旅行，我們坐的是凌晨的飛機，他全晚睡不好也沒
有怨言，全程忍耐配合，也很享受旅程。
我的兒子今年已經小學四年級了，雖然語言能力仍然弱的他是在輕度的特
殊學校就讀，但老師每年都跟我說，他在各方面都持續在進步，而兒子的筷子
功更是一直備受稱讚！
我想在這裡一提，學校的訓練大部份時間都不是一對一的，也不是完全
為自己孩子度身訂制的，若最初沒有每天的家居訓練，我相信他進步的速度
會很不一樣。毫無疑問的是，兒子在這7年間是一直持續在進步！

.

課程訓練中心
努力試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努力試課程

LPC1902 (春季晚間課程)

課程目的

講員

1) 學習如何教導自閉及學障孩子，了解成功鑰匙在
於父母參與。
2) 掌握訓練竅門，為孩子度身訂造合適的家居訓練
計劃，成為教導孩子的專家。
3) 認識基督的愛，建立豐盛的家庭生活。

黃嚴麗慈女士
(「努力試課程」創辦人) 暨努力試導師團隊

學費

課程安排
一人報名
夫婦同行(每位)
舊生重温

課堂 (9課，共24小時)
日期 (星期)

內容

2月27日 (三)

第一課：我為何要努力試

3月1日 (五)

第二課：行為改造聽指令

3月6日 (三)

第三課：感覺統合家長課

3月8日 (五)

第四課：幫助孩子識溝通

3月13日 (三)

第五課：教導孩子學自理

3月15日 (五)

第六課：專注及小肌訓練

3月20日 (三)

第七課：認知及智能培育

3月22日 (五)

第八課：個別教導的實踐

3月27日 (三)

第九課：分步學習與社交

學費(HK)
$3,500
$3,200
$2,500

早鳥優惠(HK)*
$3,300
$3,000
$2,300

* 2019年1月27日前報名及繳付學費，可享早鳥優惠。
有經濟困難家庭，可直接聯絡本中心申請學費資助。
「Yolanda是位
堅韌不拔的母親，她用認真的研究精
神，設計出『努力試課程』，以無私的愛和毅力
貫徹實踐。課程既顧及孩子為本的教導和技巧，更以家
庭為本，關心父母及兄弟姊妹的身、心、靈適應，亦不忘鼓
勵大家在實行家居訓練時，必須有親友及專業人員的配合。
『努力試課程』是全人治療的典範。」

陳崇一醫生(前播道醫院院長)

地點：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九龍窩打老道23號行政樓3樓禮拜堂
(港鐵油麻地站A2出口)
時間：晚上7:00-10:00
形式：授課、分享、示範、互動練習

網上報名：
鳴謝支持機構

小組導修 (1課，共3小時，只供家長參加)
日期：3月18-26日
形式：小組，每組約8人
內容：按個別情況，提供可行的訓練計劃及支援

...............................................................................
努力試進階課程
家居感統訓練課（6小時實習坊）
言語治療在家居（9小時課堂）
桌面訓練基本步（3小時實習坊）
因材施教故事書（3小時實習坊）
由零開始學數學（3小時實習坊）
公園結構式訓練（3小時課堂+1小時實習坊）

https://tinyurl.com/LPCourse1902

同行茶敘

家長輔導服務

細聽努力試家庭的見證，分享教導孩兒
的苦與樂，以禱告彼此支援守望。

輔導服務主要以面談形式進行，由專業
心理治療師葉美施女士(Clara)跟進，

日期

務求讓家長在坦誠、受尊重及接納

主題

的輔導平台上，探索問題，

2018年12月11日(二) 溝通社交有秘訣

重建與己、與伴侶、與家人

2019年1月8日(二)

自理能力大躍進

的和諧關係。

2019年2月12日(二)

讀寫問題改善法

家長跟進服務
在實踐「努力試家居訓練」的過程中，導師擔任親職教練，與家長同行，通過定期約見
諮詢，解答家長各種疑難，提供適切的建議及解決方案；家長可帶同孩子到中心，由導
師即場指導及提供改善的方法和技巧，讓家長得以有效施行家居訓練，引導孩子成長！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努力試中心

回應表

教會事工

我願意：
□ 成為「努力試義工」，請聯絡我
□ 我願意為努力試事工祈禱，請定期通知我「代禱事項」
□ 捐款支持以下項目： □ 作一次捐款HK$_________ ∕
□ 每月捐款HK$_________
□ 擴展服務（佐敦新服務中心開辦費用）
□ 愛心基金（幫助基層自閉及學障兒家庭接受訓練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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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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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歡迎教會與努力試中心同工聯絡，
了解及開辦特殊兒教會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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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象分享會

阡陌中心「寶貝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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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服務

信用卡號碼：

努力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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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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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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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2歲以上幼兒

「感覺統合治療」服務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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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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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象：已完成「努力試課
程」的家長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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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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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
－提升教牧對特殊兒認知
－培訓教會義工服侍特殊兒家庭
－培訓教牧及領袖牧養特殊兒家庭
－支援教會成立新特殊兒牧養方案
－協助教會解決源於特殊兒牧養問題
－準備會友接受特殊兒家庭
－探索新牧養模式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擴展服務！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由2002年1月成立至今，已經快17年了。近年，越來越多患有
自閉症的孩子和家長對中心的服務需求殷切，努力試對應的事工也日漸增多。因此，
董事會和同工們都一致同心，決定憑信心尋找多一個能為更多自閉症孩子和家庭提供
訓練和服務的地方。董事會於2017年9月通過物色合適場所作新會址及服務中心。非
常感恩！有了這樣的決心之後，2018年中，得知原來禧福協會會長劉達芳博士正在聯
絡不同的基督教機構，聯合承租佐敦廟街239號六福珠寶中心的整棟大廈。感恩努力
試中心成功租用5樓全層，建築面積3312平方呎，將於2019年初遷到新址，擴展服
務。大廈將更名為「八福匯」（英文名：Hub 8）。
新會址將為中心提供更有利的運作條件，優化現有服務，為家長及照顧者提供適
當的支援及訓練，更為自閉症與學障兒童，提供高效的感覺統合治療服務及有助身
心發展和提升社交能力的早期介入學前訓練。新會址亦
有助中心日後開發新服務，包括：自閉青年就業展能
培訓、言語治療服務、輔導服務及物理治療服務等。
中心將為籌募開辦費出版《籌募特刊》，敬請踴
躍支持努力試新服務中心的成立！

課程訓練中心
努力試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燃 亮 自 閉 及 學 障 兒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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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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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