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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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海外已為超過4,000多個

患有自閉及學障兒家庭提供家居訓練課程，讓家長和前線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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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服務中心專輯
努力試通訊刋物名稱是《蜨飛》。「蜨」是蝴蝶。蜨飛就是蝴蝶飛。
蝴蝶飛，似乎是尋常不過。但這看來理所當然現象，原來是一個生命奮鬥得來的成
果。因為由毛蟲到成蛹，再破繭而飛。當中的曲折、危險和勇氣，實在一點也不容易。用《蜨飛》命名這份通訊刋物，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以愛護毛蟲，相信毛蟲，欣賞毛蟲的心看待自閉症的孩子。因為只要他們能夠破繭，就是會飛的蝴蝶。我們同
樣相信，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也是「蜨」，只要能夠破繭，也一樣會「飛」，並且能幫助更多的孩子飛舞藍天。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由2002年成立至今，已經17年了。開始時，只像毛蟲蠕動而行。直到2010年得到油麻地便以利會
租出四樓的四個房間，才有一個可以孕育成長的「繭」。我們非常感謝便以利會的幫助，讓努力試可以在交通方便的油麻地
設立訓練中心。但因為越來越多有自閉症孩子和家長需要服務，努力試對應的事工也因而日漸增多。
因此，董事會、事工委員會和同工們都一致同心，決定「破繭」，憑信心尋找一個能為更多自閉症孩子和家庭提供訓練
和服務的地方。有這樣的決心之後，很快就得悉劉達芳博士正在聯絡不同的基督教機構，聯合承租佐敦道原是六福珠寶中心
的整棟大廈。努力試經同心禱告和深入探討後，決定租用五樓全層。
由油麻地到佐敦，距離雖然不遠，但對努力試卻能帶來破繭翔飛的改變。這新的服務中心，將可以承載更多服務，幫助
更多的孩子和家長。更重要的是，努力試將有新的形象，姿態，就像破繭的蝴蝶。
自閉症的孩子需要空間，自閉症孩子的家長更需要空間。作為幫助自閉症孩子和他們的家長的「努力試」同樣需要空
間。因為蝴蝶需要破繭才能飛翔。但願這新的服務中心，培育更多的孩子，祝福更多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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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我們的新服務中心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簡稱「努力試」）是因着基督的召命而成立
的事工，2002年註冊成為香港政府認可的非牟利慈善團體，服務對象是自閉
症及學障兒童及其家庭。
努力試服務中心已於2019年5月中遷至佐敦廟街239號八福匯5樓，新中
心建築面積2950平方呎。設有兩間感覺統合治療室，一間課室、兩間輔談室
及綜合辦公室。
新中心將提供更有利的運作條件：

優化現有服務
(i) 為家長及照顧者提供適當的支援及訓練，以讓他們更了解這類兒童的症狀和治療需要，因應兒童發展的
需要而提供適當支援，包括：
- 家長課程及跟進－增辦針對主流學校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家長工作坊
- 家長同行服務－增辦家長跟進及輔導服務
(ii) 為自閉/學障兒童，提供有助身心發展和提升社交能力的早期介入學前訓練，從而提高他們入讀普通學校
和參與日常活動的機會，包括:
- 自閉/學障幼兒學園 (努力學園)
- 感統治療及活動－增設至兩個感統室，提供多元化感統服務
(iii) 推動教會事工－為自閉症/學障兒童的家庭建立堅固穩定的支援網絡

創新與發展
(i) 自閉青年就業展能培訓－開展「青年職能發展計劃」，裝備自閉症
譜系障礙(ASD)青年，發展個人興趣，發揮個人所長，為日後投身職
場提供全面培訓。培訓內容包括技能培訓及生命導師培育等。
(ii) 開展「言語治療在家居」，與持有相同理念的言語治療師合力，幫助
自閉症/學障兒童及青少年，提升語言溝通的水準。
(iii)「遊戲治療服務」－透過遊戲，聆聽兒童在遊戲中表達的心聲，輔助
兒童化解內心鬱結，提昇自尊自信，讓心理情緒得以健康成長。
(iv)「輔導服務」－專業心理治療師與家長在坦誠、受尊重及接納的輔導
平台上，探索問題，重建與己、與人的和諧關係。服務範疇包括家庭
輔導（親子關係，單親壓力，跨代溝通，再婚家庭關係，家庭危機處
理）及親侶輔導（婚姻關係，伴侶溝通）及個人輔導（個人成長，人
際關係，壓力處理，心理及情緒困擾）。
(v)「物理治療服務」－通過物理治療，促進孩子體能發展，與運動、家
居訓練配合，指導家長了解孩子體能發展的需要，提升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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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服務

「努力學園」家長心底話
Jacky
2019年2月，女兒作靜1歲9個月大，被診斷為懷疑自閉症及整體發展遲
緩。她本身感統問題不明顯，或許是屬於感觀較遲鈍那種，但大肌發展慢，
肌張力不足，又未會說話，令我們很擔心。再加上她本身不喜歡進食，明顯
比其他小朋友瘦削。
感謝主，我們在很短時間內接觸到努力試，更決定了用努力試的方法幫
助我們的女兒。上了努力試課程後，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家做桌面訓練，成效
非常顯著，所以我們很想盡早加入努力學園，接受全面的訓練，感恩6月初
女兒可以入學了！
我觀察到努力學園的特色，是「因材施教，度身訂造」，並強調父母才
是自己兒女的最佳老師。這不單是理念上，也反映在安排小朋友的活動及執
行上。因為我女兒是全班最小的一個，導師們盡量因材施教，也小心翼翼，
怕她受傷或過於嚴苛；而我這位「嚴父」，因為一直陪伴女兒訓練及對她太
認識，甚至乎反過來，要求增加難度，家長與導師能夠互相配合。

努力試每位導師都非常有心及有耐性。老實說，桌面訓練、集體遊戲或
之前的茶點時間，都是很耗耐力，但導師們不厭其煩地重重複複示範和教導，鼓勵她嘗試新食物，都很叫人感動。
女兒加入了努力學園不過兩個月，大肌明顯進步，「實淨」咗，手腳協調好
咗，連小手肌都有進步。以前她不能攀爬馬騮架（無論是彎曲或是垂直的），連
一級都要借助外力，但現在開始已可以自行垂直上落差不多10級。手仔以前不
能用夾夾東西，現在不只能夾大毛毛球，連小至不夠1厘米邊長的正方形積木都
可以。而口部敏感亦開始減少，以前晚上刷牙非常困難，時而呃呃氹氹，時而大
喊一場。但現在雖然還要強制她才給我刷，但已不太哭了，甚或有時笑笑口。平
常給她按摩小嘴，反抗都少了。現在剩下的，就是希
望她可以早點開聲叫爸媽。
感恩上帝讓我們遇上努力試，使這條路變得輕
省及滿有盼望，亦看見上帝在這界別所做的工作。
感謝每位導師所付出的努力及汗水，相信上帝會
回饋你們每一個。

感統服務

比以前更專 心 和開 心
Fiona
我叫Fiona，是2015年3月份的「努力試」家長。我的孩子叫浩維，今年9歲，是一名自閉症兒童。浩維跟
很多自閉症兒童一樣，有很多感統問題，例如低肌張、大小肌肉無力和經常自轉等，所以當我上堂得悉浩維
的問題部份是源於感統時，我就在同年10月開始讓浩維接受努力試中心的感統服務，一星期一次，直到今天
已經3年半了，從沒間斷。
我參加努力試的「個別自助感統服務」，兩堂治療師堂加六堂感統家長自助堂組成為一期。職業治療師張
姑娘經驗豐富，她所設計的課程非常切合浩維當時的需要，每期課程的難度更會按他的進度調教，而且設計
的感統活動既有效又有趣，浩維在做訓練之餘也能樂在其中。
此外，六堂的感統自助堂，由有經驗及充滿愛心的助理協助，
讓我能輕易應付。而這些實習的經驗，更能讓我將感統訓練延
伸到平日的家居訓練去。回望過去，浩維從以前行路不穩及不
會攀爬，到今天能學會游泳和踩滾軸溜冰，功勞非感統訓練莫
屬！
記得努力試中心仍在油麻地舊址時，我和浩維每次都要行
上4層樓梯，而且由於感統室外是露天平台，一旦下大雨，我
們都會弄濕衣履，離開時也較狼狽。很感恩！努力試中心終於
在今年5月遷往佐敦八福滙5樓。新中心不但有電梯設施，而且
所有服務都位於同一樓層，令接受服務更方便。最重要的是新
中心有兩間感統室，減少不少家長輪候服務的時間，令更多孩
子得到適時的治療和訓練。我和浩維都很喜歡新中心，因為我
們不單可以舒適地乘搭升降機到達，而且感統室的光線比以前
更充足、設施亦更新穎，我發現浩維上感統課比以前更專心和
開心呢！

跟進服務

個別訓練

回應表

十五年的總結：
努力試的幫助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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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次捐款HK$_________ ∕

小兒樂行在2004年8月出生，剛
出生時，與一般幼兒差別不大。但
開始學習行路後，便發覺他與其他
小朋友大大不同，例如：容易情緒
激動，怕噪音，過份安靜，沒有動機
學習說話，亦沒有用動作去表達自己；
參與幼兒活動時，跟不上指示，甚至容易亂衝亂撞。

□ 擴展服務（為搬遷服務中心的裝修及建設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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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行兩歲後，就讀幼兒園，經常收到老師電話，表示
他在學校咬小朋友，衝動地取其他小朋友的食物，亦曾大
發脾氣，把課室的膠櫃檯及雜物推倒。

個人資料
個人∕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醫生評估後，確診樂行患有自閉症。為了把握治療
的時機，我們兩夫婦除了申請特殊幼兒園的學位，亦四出
奔走，安排不少的訓練給樂行，令我們夫妻二人十分緊張
與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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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仍然記得當時的心情，就是擔心自己沒有好好
把握治療兒子的良方，錯過了醫治兒子的黃金時間。而當
時坊間亦有不少的治療方法，收費昂貴，吹噓可以大大地
改善兒童的自閉與情緒問題，我亦花了不少錢在這些治療
方法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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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經歷了眾多的治療方法，我最後總結是：用
努力試的方法，配合特殊幼兒園老師及治療師的教導，對
自閉症的兒童及家庭幫助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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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試的訓練，強調「家裡教」與「自己教」，實在
是幫助自閉症兒童的最重要方法。家長透過努力試教授的
方法，既可與子女建立愉快又親密的關係，亦可以循序漸
進地按著子女的學習進度設計合宜的訓練。這樣，不但增
加家長對子女的了解，更加強家長在管教角色的自信。同
時，減少了四處求助與訓練的勞累，亦節省了不少金錢。
最重要是，努力試的導師鼓勵家長們多倚靠主，讓主帶領
整個家庭，這才是自閉症兒童最寶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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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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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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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行已進入少年期，在社交、情緒管理與學業上，仍
有不少挑戰。我與丈夫仍然跟從努力試的原則：倚靠主，
自己教。我亦十分感恩，樂行是一位十分愛主亦非常樂意
聽主話的少年。

WhatsApp: 9790 2993

Email: louisprogram@lp.org.hk

Fax: (852) 8148 8295

正因為我看見努力試的教導方法，對我一家有極大的
幫助，所以這幾年間多次邀請努力試的同工，到我認識的
主流中學，與校內自閉症學生的家長分享教導的方法，並
且一起彼此支持，家長的反應十分理想，均希望繼續舉辦
此類小組。

請貼郵票

在此，多謝主感動Yolanda、SK、努力試的同工與導
師，不問報酬，盡心去服務自閉症患者與其家人，願主報
答他們的辛勞。

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九龍佐敦廟街239號八福匯5樓

✁

5/F, Hub 8, 239 Temple Street, Jordan, Kowloon, Hong Kong

努力試中心網頁(www.lp.org.hk)更新，歡迎瀏覽！
捐款支持

燃亮 自閉

家長服務

兒童服務

家長服務簡介

學障兒 家庭

Brightening up Families with Autistic or
Developmental Deviated Children

兒童服務簡介

努力試基礎課程

及

感統服務

努力試進階課程

努力學園

家長跟進服務
家長輔導服務
同行天地—家長團契

個別訓練

教會與機構

言語治療

香港教會事工簡介

藝術課程

義工導師訓練課程

暑期活動

義工訓練進階課程
合作教會分享
合作機構分享
合作機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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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地址：九龍佐敦廟街239號八福匯5樓（港鐵佐敦站A出口或柯士甸站A出口）
電話：2915 1148

新傳真：8148 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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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