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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覺醒的行為自閉症覺醒的行為自閉症覺醒的行為自閉症覺醒的行為「「「「介入教學介入教學介入教學介入教學」」」」(Intervention Education) (Intervention Education) (Intervention Education) (Intervention Education) ：：：：案例操作案例操作案例操作案例操作（（（（一一一一））））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瑾心瑾心瑾心瑾心    

    

父母啊父母啊父母啊父母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您您您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全心全意的接納這個孩子全心全意的接納這個孩子全心全意的接納這個孩子全心全意的接納這個孩子，，，，您全力在遵循諮商師和治療師的您全力在遵循諮商師和治療師的您全力在遵循諮商師和治療師的您全力在遵循諮商師和治療師的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錢也不吝惜地在付錢也不吝惜地在付錢也不吝惜地在付錢也不吝惜地在付。。。。但但但但，，，，他卻更安逸地活在自閉的世界他卻更安逸地活在自閉的世界他卻更安逸地活在自閉的世界他卻更安逸地活在自閉的世界，，，，您您您您的配合使他在自閉症的配合使他在自閉症的配合使他在自閉症的配合使他在自閉症

的世界的世界的世界的世界����更更更更「「「「正常正常正常正常」」」」了了了了。。。。然後然後然後然後，，，，他不再他不再他不再他不再「「「「小小小小」、」、」、」、不再不再不再不再「「「「可愛可愛可愛可愛」」」」地能令人遐想他的地能令人遐想他的地能令人遐想他的地能令人遐想他的「「「「單單單單

純純純純」，」，」，」，您您您您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倒底有什麼該做的沒做倒底有什麼該做的沒做倒底有什麼該做的沒做倒底有什麼該做的沒做？？？？其實其實其實其實，，，，只有一件只有一件只有一件只有一件，，，，請視他為正常的孩子請視他為正常的孩子請視他為正常的孩子請視他為正常的孩子

「「「「管管管管」」」」和和和和「「「「教教教教」」」」他他他他，，，，不要待他如癌症不要待他如癌症不要待他如癌症不要待他如癌症或是腦殘或是腦殘或是腦殘或是腦殘的病人的病人的病人的病人，，，，一味地滿足他一味地滿足他一味地滿足他一味地滿足他，，，，只要他只要他只要他只要他「「「「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也也也也不要因為孩子有不要因為孩子有不要因為孩子有不要因為孩子有「「「「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的診斷的診斷的診斷的診斷，，，，就遽下判斷大部份的行為是重覆性的就遽下判斷大部份的行為是重覆性的就遽下判斷大部份的行為是重覆性的就遽下判斷大部份的行為是重覆性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行行行行

為為為為，，，，又或是因為自閉症的又或是因為自閉症的又或是因為自閉症的又或是因為自閉症的「「「「無意識無意識無意識無意識」」」」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更更更更不要什麼都解釋成是尋求感統的輸入和刺不要什麼都解釋成是尋求感統的輸入和刺不要什麼都解釋成是尋求感統的輸入和刺不要什麼都解釋成是尋求感統的輸入和刺

激激激激。。。。因為正常的小孩也有感統的需要因為正常的小孩也有感統的需要因為正常的小孩也有感統的需要因為正常的小孩也有感統的需要；；；；在沒有語言的能力下在沒有語言的能力下在沒有語言的能力下在沒有語言的能力下，，，，自閉兒用自閉兒用自閉兒用自閉兒用『『『『言語行為言語行為言語行為言語行為』』』』表表表表

達他的社交動機達他的社交動機達他的社交動機達他的社交動機，，，，就跟許多正常的孩子一樣就跟許多正常的孩子一樣就跟許多正常的孩子一樣就跟許多正常的孩子一樣，，，，他尋求被注意他尋求被注意他尋求被注意他尋求被注意、、、、被認識被認識被認識被認識、、、、被接納被接納被接納被接納，，，，只是他只是他只是他只是他

無法分辨無法分辨無法分辨無法分辨「「「「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社交期待」」」」規範下應有的互動是什麼規範下應有的互動是什麼規範下應有的互動是什麼規範下應有的互動是什麼，，，，更因為不常被教導更因為不常被教導更因為不常被教導更因為不常被教導「「「「肢體語言肢體語言肢體語言肢體語言」」」」的社的社的社的社

交訊息交訊息交訊息交訊息，，，，他和一般人無異他和一般人無異他和一般人無異他和一般人無異，，，，就按照自己所經歷最有功效的方法就按照自己所經歷最有功效的方法就按照自己所經歷最有功效的方法就按照自己所經歷最有功效的方法，，，，控制自處的環境控制自處的環境控制自處的環境控制自處的環境。。。。    

以下有以下有以下有以下有 10101010 件單一的件單一的件單一的件單一的行為介入行為介入行為介入行為介入個案個案個案個案，，，，願您在其中察驗到一個現象願您在其中察驗到一個現象願您在其中察驗到一個現象願您在其中察驗到一個現象，，，，父母所欠缺的不是父母所欠缺的不是父母所欠缺的不是父母所欠缺的不是自自自自

閉症的閉症的閉症的閉症的「「「「知識知識知識知識」，」，」，」，而是而是而是而是缺乏認識自閉兒所沒有的缺乏認識自閉兒所沒有的缺乏認識自閉兒所沒有的缺乏認識自閉兒所沒有的「「「「自我調適自我調適自我調適自我調適」」」」能力能力能力能力，，，，他們需要一個具體他們需要一個具體他們需要一個具體他們需要一個具體

的基準成為提示的基準成為提示的基準成為提示的基準成為提示，，，，這也是父母需要學習家庭教育的核心價值這也是父母需要學習家庭教育的核心價值這也是父母需要學習家庭教育的核心價值這也是父母需要學習家庭教育的核心價值，，，，同理心的同理心的同理心的同理心的「「「「常識常識常識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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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個案一個案一個案一：：：：    孩子不能等大家一起開動孩子不能等大家一起開動孩子不能等大家一起開動孩子不能等大家一起開動，，，，就自行就自行就自行就自行吃吃吃吃起起起起飯來飯來飯來飯來了了了了，，，，怎怎怎怎麼麼麼麼辦辦辦辦????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        這是一個這是一個這是一個這是一個傳傳傳傳統統統統 ABAABAABAABA行為介入的案例行為介入的案例行為介入的案例行為介入的案例。。。。以以以以「「「「行為分行為分行為分行為分析析析析」」」」的的的的客觀角度來審客觀角度來審客觀角度來審客觀角度來審視這個現視這個現視這個現視這個現

象象象象，，，，在在在在吃飯吃飯吃飯吃飯的的的的場場場場合合合合，，，，這個孩子所這個孩子所這個孩子所這個孩子所展展展展示的示的示的示的吃飯吃飯吃飯吃飯行為是正行為是正行為是正行為是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因為在這個社交因為在這個社交因為在這個社交因為在這個社交場場場場合合合合裡面裡面裡面裡面，，，，

他他他他並並並並沒有沒有沒有沒有當眾脫褲當眾脫褲當眾脫褲當眾脫褲子大子大子大子大便便便便、、、、或是或是或是或是對菜肴吐口水對菜肴吐口水對菜肴吐口水對菜肴吐口水；；；；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以以以以「「「「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的規範分的規範分的規範分的規範分析析析析這這這這項項項項

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所在所在所在所在，，，，在在在在於於於於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何時何時何時何時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吃才吃才吃才吃才是正是正是正是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    

一一一一群群群群基基基基督徒督徒督徒督徒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吃飯吃飯吃飯吃飯，「，「，「，「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時候時候時候時候」」」」能開能開能開能開始始始始動動動動筷筷筷筷，，，，在在在在於於於於「「「「聽聽聽聽到到到到」」」」有人有人有人有人說說說說““““阿阿阿阿門門門門””””    。。。。

一般家庭一起用一般家庭一起用一般家庭一起用一般家庭一起用餐餐餐餐，「，「，「，「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的規範是要求我們的規範是要求我們的規範是要求我們的規範是要求我們，「，「，「，「看看看看到到到到」」」」家中的家中的家中的家中的長長長長者動者動者動者動筷筷筷筷子子子子之之之之

後後後後，，，，才才才才能能能能吃吃吃吃。。。。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說說說說，，，，自閉兒需要按照他個人的家庭自閉兒需要按照他個人的家庭自閉兒需要按照他個人的家庭自閉兒需要按照他個人的家庭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被教導被教導被教導被教導收收收收到到到到某某某某個訊息個訊息個訊息個訊息之之之之後後後後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入入入入座說座說座說座說「「「「開動開動開動開動」；」；」；」；或是或是或是或是外婆喝外婆喝外婆喝外婆喝了一了一了一了一口水口水口水口水後後後後），），），），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吃吃吃吃；；；；也或者是要也或者是要也或者是要也或者是要看看看看到到到到媽媽媽媽

媽坐媽坐媽坐媽坐下下下下、、、、動動動動筷筷筷筷子子子子，，，，才才才才能能能能吃吃吃吃。。。。我們需要我們需要我們需要我們需要藉著指定某藉著指定某藉著指定某藉著指定某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具體的一個具體的一個具體的一個具體的事物事物事物事物、、、、現象現象現象現象，，，，以以以以幫幫幫幫

助助助助孩子有孩子有孩子有孩子有確確確確實的基準可以遵循實的基準可以遵循實的基準可以遵循實的基準可以遵循；；；；日日日日後後後後，，，，在其他的社交環境中在其他的社交環境中在其他的社交環境中在其他的社交環境中（（（（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參加生日派對參加生日派對參加生日派對參加生日派對），），），），父父父父

母只需要母只需要母只需要母只需要指明指明指明指明「「「「看看看看到是到是到是到是誰誰誰誰（（（（壽星壽星壽星壽星）」、「）」、「）」、「）」、「看看看看到什麼到什麼到什麼到什麼（（（（吹蠟燭吹蠟燭吹蠟燭吹蠟燭、、、、切蛋糕切蛋糕切蛋糕切蛋糕））））」」」」以使孩子有社以使孩子有社以使孩子有社以使孩子有社

交交交交資資資資訊能判斷訊能判斷訊能判斷訊能判斷「「「「何時何時何時何時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吃才吃才吃才吃才是正是正是正是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將來類化此項將來類化此項將來類化此項將來類化此項社交行為在學社交行為在學社交行為在學社交行為在學校生校生校生校生活中活中活中活中，，，，可可可可轉轉轉轉

移移移移到到到到看看看看到到到到老老老老師師師師、、、、或或或或聽聽聽聽到到到到鈴聲鈴聲鈴聲鈴聲作為提示的作為提示的作為提示的作為提示的指標指標指標指標；；；；並並並並在在在在運運運運動中動中動中動中，，，，很快能很快能很快能很快能瞭瞭瞭瞭解解解解「「「「哨聲哨聲哨聲哨聲」」」」或或或或「「「「槍槍槍槍

聲聲聲聲」」」」是起動是起動是起動是起動跑跑跑跑的的的的瞬間瞬間瞬間瞬間「「「「提示提示提示提示」。」。」。」。    

在開在開在開在開始始始始下一個案例下一個案例下一個案例下一個案例之前之前之前之前，，，，我想請父母我想請父母我想請父母我想請父母思思思思想想想想另另另另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若若若若自閉兒在家自閉兒在家自閉兒在家自閉兒在家裡裡裡裡，，，，是想是想是想是想吃吃吃吃就動就動就動就動手手手手

吃吃吃吃、、、、要要要要吃吃吃吃就就就就隨時隨時隨時隨時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吃吃吃吃、、、、在在在在飯桌上飯桌上飯桌上飯桌上他最大他最大他最大他最大；；；；那那那那，，，，他如他如他如他如何何何何能能能能有動機要注意有動機要注意有動機要注意有動機要注意「「「「除除除除了自己以了自己以了自己以了自己以

外外外外」」」」的人的人的人的人、、、、事物事物事物事物和現象和現象和現象和現象呢呢呢呢？？？？在家在家在家在家裡裡裡裡被被被被培養出培養出培養出培養出的問題行為的問題行為的問題行為的問題行為，，，，又如又如又如又如何何何何期待他在社交環境中期待他在社交環境中期待他在社交環境中期待他在社交環境中，，，，

能自動地調能自動地調能自動地調能自動地調整整整整、、、、矯矯矯矯正正正正「「「「不不不不符符符符合社交規範合社交規範合社交規範合社交規範」」」」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呢呢呢呢？？？？事事事事實實實實上上上上，，，，改變改變改變改變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之前之前之前之前，，，，是是是是

家庭的互動家庭的互動家庭的互動家庭的互動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和習和習和習和習慣慣慣慣，，，，要要要要先先先先能願意被調能願意被調能願意被調能願意被調整整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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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個案個案個案二二二二::::        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興奮時興奮時興奮時興奮時，，，，會喜歡拉扯另會喜歡拉扯另會喜歡拉扯另會喜歡拉扯另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特定特定特定特定))))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頭髮頭髮頭髮頭髮。。。。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從從從從兒兒兒兒童童童童成成成成長長長長學的學的學的學的「「「「行為分行為分行為分行為分析析析析」」」」來觀來觀來觀來觀察這個現象察這個現象察這個現象察這個現象，，，，一個正常的孩子一個正常的孩子一個正常的孩子一個正常的孩子若喜歡另若喜歡另若喜歡另若喜歡另一個孩一個孩一個孩一個孩

子子子子，，，，他可以用社交語言尋求接納他可以用社交語言尋求接納他可以用社交語言尋求接納他可以用社交語言尋求接納、、、、和和和和進進進進一一一一步步步步的接的接的接的接觸觸觸觸，，，，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說說說說「「「「你叫甚你叫甚你叫甚你叫甚麼麼麼麼名字名字名字名字????    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玩嗎玩嗎玩嗎玩嗎????        」。」。」。」。以同理心的以同理心的以同理心的以同理心的角度角度角度角度體認自閉兒在沒有社交語言能力的體認自閉兒在沒有社交語言能力的體認自閉兒在沒有社交語言能力的體認自閉兒在沒有社交語言能力的情況情況情況情況下下下下，，，，他就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他就不知道

應該如應該如應該如應該如何何何何「「「「破冰破冰破冰破冰」」」」以經以經以經以經營營營營適適適適當當當當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若喜歡另若喜歡另若喜歡另若喜歡另一個孩子一個孩子一個孩子一個孩子、、、、並並並並想想想想得得得得到到到到

對對對對方的注意力方的注意力方的注意力方的注意力，，，，他他他他會嚐試會嚐試會嚐試會嚐試用用用用「「「「最有效的最有效的最有效的最有效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以使他以使他以使他以使他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會對會對會對會對他有他有他有他有反反反反應應應應；；；；或許一或許一或許一或許一

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只只只只會會會會在在在在那那那那個孩子個孩子個孩子個孩子身旁晃來晃去身旁晃來晃去身旁晃來晃去身旁晃來晃去、、、、跳跳跳跳來跳去來跳去來跳去來跳去，，，，或許是或許是或許是或許是撞撞撞撞他他他他、、、、打打打打他他他他，，，，直到有一直到有一直到有一直到有一天天天天，，，，他他他他發發發發

現現現現，，，，一一一一拉那拉那拉那拉那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頭髮頭髮頭髮頭髮，，，，那那那那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對對對對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特別特別特別特別直接和直接和直接和直接和強烈強烈強烈強烈，，，，哪怕哪怕哪怕哪怕是是是是狠狠狠狠狠狠狠狠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瞪瞪瞪瞪、、、、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白目白目白目白目、、、、或者一或者一或者一或者一句句句句「「「「面對面面對面面對面面對面」」」」斥責斥責斥責斥責的的的的話話話話““““你好討厭你好討厭你好討厭你好討厭！！！！””””    甚至罵甚至罵甚至罵甚至罵他他他他““““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病病病病！！！！””””，，，，因為自因為自因為自因為自

閉兒他不閉兒他不閉兒他不閉兒他不懂得懂得懂得懂得分辨分辨分辨分辨甚甚甚甚麼是可被接納的社交行為麼是可被接納的社交行為麼是可被接納的社交行為麼是可被接納的社交行為，，，，對對對對自閉兒而言自閉兒而言自閉兒而言自閉兒而言，，，，他是他是他是他是「「「「成功地成功地成功地成功地」」」」得得得得到到到到了了了了

另另另另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孩子的注意力孩子的注意力孩子的注意力孩子的注意力，，，，並且並且並且並且「「「「重覆重覆重覆重覆」」」」此此此此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能能能能得得得得到他人的到他人的到他人的到他人的反反反反應是應是應是應是完完完完全全全全「「「「可被可被可被可被預料預料預料預料

的的的的」，」，」，」，那那那那麼我們麼我們麼我們麼我們就就就就不不不不難難難難想想想想像像像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聰明聰明聰明聰明的的的的」」」」自閉兒在自閉兒在自閉兒在自閉兒在興奮時興奮時興奮時興奮時，，，，會喜歡拉扯另會喜歡拉扯另會喜歡拉扯另會喜歡拉扯另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特定特定特定特定))))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頭髮頭髮頭髮頭髮，，，，以以以以邀邀邀邀請他請他請他請他「「「「與君與君與君與君同樂同樂同樂同樂、、、、回眸回眸回眸回眸一一一一望望望望」。」。」。」。            

若若若若大人大人大人大人確定確定確定確定，，，，自閉兒的自閉兒的自閉兒的自閉兒的確確確確是是是是挑選挑選挑選挑選「「「「特定特定特定特定的小的小的小的小孩孩孩孩」」」」以表達他的以表達他的以表達他的以表達他的興奮興奮興奮興奮  (  (  (  (動機動機動機動機確定之確定之確定之確定之後後後後) ) ) ) ，，，，此此此此

時時時時，，，，大人可以大人可以大人可以大人可以試著試著試著試著介入成為自閉兒的社交使者介入成為自閉兒的社交使者介入成為自閉兒的社交使者介入成為自閉兒的社交使者，，，，很很很很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地地地地對那對那對那對那個孩子個孩子個孩子個孩子說說說說，「，「，「，「    對對對對不起不起不起不起，，，，

小小小小偉偉偉偉是是是是喜歡你喜歡你喜歡你喜歡你的的的的，，，，只是他不只是他不只是他不只是他不懂懂懂懂得得得得怎怎怎怎樣跟樣跟樣跟樣跟你說話你說話你說話你說話，，，，所以他就所以他就所以他就所以他就拉你拉你拉你拉你的的的的頭髮頭髮頭髮頭髮，，，，想要想要想要想要得得得得到到到到你你你你的注的注的注的注

意力意力意力意力。。。。下下下下次次次次他再這樣的他再這樣的他再這樣的他再這樣的話話話話，，，，你你你你就就就就把把把把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手擋手擋手擋手擋開開開開，，，，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告訴告訴告訴告訴他他他他，「，「，「，「小小小小偉偉偉偉，，，，你說你說你說你說““““嗨嗨嗨嗨！！！！””””」」」」

若若若若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的的的的特定特定特定特定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對對對對他有要求的他有要求的他有要求的他有要求的話話話話，，，，對對對對他而言他而言他而言他而言，，，，建建建建立替代立替代立替代立替代行為的學習動機就更行為的學習動機就更行為的學習動機就更行為的學習動機就更強強強強

烈烈烈烈了了了了，，，，因為這因為這因為這因為這位特定位特定位特定位特定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肯定肯定肯定肯定和接納和接納和接納和接納，，，，就是自閉兒所期待的正就是自閉兒所期待的正就是自閉兒所期待的正就是自閉兒所期待的正面增強物面增強物面增強物面增強物；；；；往往往往往往往往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會會會會

驚訝驚訝驚訝驚訝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小孩，，，，會比會比會比會比大人教小孩大人教小孩大人教小孩大人教小孩還還還還要要要要容易容易容易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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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個案個案個案三三三三：：：：早上早上早上早上起起起起來來來來，，，，沒有語言能力的沒有語言能力的沒有語言能力的沒有語言能力的五歲五歲五歲五歲小孩小孩小孩小孩會發出會發出會發出會發出無無無無謂謂謂謂的的的的聲音聲音聲音聲音；；；；學學學學校校校校下下下下課課課課後後後後，，，，會瘋狂會瘋狂會瘋狂會瘋狂

的的的的衝出衝出衝出衝出教教教教室室室室。。。。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早上早上早上早上起起起起床床床床，，，，發聲發聲發聲發聲的行為是正常的的行為是正常的的行為是正常的的行為是正常的；；；；我們一般人我們一般人我們一般人我們一般人早上早上早上早上醒醒醒醒來伸懶腰時來伸懶腰時來伸懶腰時來伸懶腰時，，，，也也也也會會會會不自不自不自不自主主主主地地地地

通過發聲通過發聲通過發聲通過發聲以以以以吐氣吐氣吐氣吐氣。。。。或許這孩子的起或許這孩子的起或許這孩子的起或許這孩子的起床聲床聲床聲床聲不適不適不適不適宜宜宜宜人人人人耳耳耳耳的的的的「「「「接接接接受度受度受度受度」，」，」，」，那那那那麼麼麼麼，，，，我們就要按照我們就要按照我們就要按照我們就要按照

這這這這位位位位沒有語言能力的沒有語言能力的沒有語言能力的沒有語言能力的小孩小孩小孩小孩「「「「既既既既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口口口口語語語語發聲發聲發聲發聲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教導他以一個正教導他以一個正教導他以一個正教導他以一個正確確確確的方的方的方的方式發出聲式發出聲式發出聲式發出聲

音音音音，，，，例如是例如是例如是例如是““““啊啊啊啊””””    、、、、““““哇哇哇哇””””    、、、、““““哼哼哼哼””””    、、、、““““呀呀呀呀””””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雖雖雖雖然然然然，，，，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康康康康康康康康是有是有是有是有仿仿仿仿音音音音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我的家庭教育一樣是教他我的家庭教育一樣是教他我的家庭教育一樣是教他我的家庭教育一樣是教他早上早上早上早上起起起起來來來來，，，，大大大大喊喊喊喊““““哈利哈利哈利哈利

路亞路亞路亞路亞!!!!””””    ；；；；有有有有時時時時他作他作他作他作錯錯錯錯事事事事，，，，不知道該如不知道該如不知道該如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爸爸何面對爸爸何面對爸爸何面對爸爸的的的的詢詢詢詢問問問問，，，，也也也也會會會會大大大大聲聲聲聲喊喊喊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是是是是通通通通行無行無行無行無阻阻阻阻的的的的特特特特赦宣赦宣赦宣赦宣告告告告) ) ) )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地地地地，，，，等他再等他再等他再等他再長長長長大大大大，，，，他他他他竟竟竟竟在在在在““““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的經驗中的經驗中的經驗中的經驗中，，，，瞭瞭瞭瞭

解解解解並並並並體體體體會會會會了了了了饒恕饒恕饒恕饒恕的的的的恩典真諦恩典真諦恩典真諦恩典真諦。。。。我們的孩子其實我們的孩子其實我們的孩子其實我們的孩子其實從早上從早上從早上從早上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床床床床，，，，就在尋求社交就在尋求社交就在尋求社交就在尋求社交上上上上的被注意的被注意的被注意的被注意

和被接納和被接納和被接納和被接納，，，，他沒有能力他沒有能力他沒有能力他沒有能力對對對對我們表達請安的我們表達請安的我們表達請安的我們表達請安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說聲說聲說聲說聲，「，「，「，「媽媽媽媽咪咪咪咪早早早早」」」」；；；；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我們需要因我們需要因我們需要因我們需要因

循循循循著著著著他的行為動機他的行為動機他的行為動機他的行為動機給他給他給他給他社交語言社交語言社交語言社交語言（（（（替代替代替代替代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以取代以取代以取代以取代現有令人現有令人現有令人現有令人錯諤錯諤錯諤錯諤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        ((((怪怪怪怪

聲聲聲聲) ) ) ) 。。。。    

首首首首先先先先，，，，按照兒按照兒按照兒按照兒童童童童成成成成長長長長學的行為分學的行為分學的行為分學的行為分析來觀析來觀析來觀析來觀察察察察，，，，下下下下課課課課鐘鐘鐘鐘一一一一響響響響，，，，五歲五歲五歲五歲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像像像像放風放風放風放風衝出衝出衝出衝出教教教教室室室室的的的的

行為是正常的行為是正常的行為是正常的行為是正常的，，，，只是因只是因只是因只是因著著著著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考量考量考量考量，，，，有人有人有人有人喚喚喚喚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名字時名字時名字時名字時，，，，他他他他會會會會不不不不會會會會停停停停下下下下來回頭望來回頭望來回頭望來回頭望？？？？許許許許

多自閉症的行為多自閉症的行為多自閉症的行為多自閉症的行為挑挑挑挑戰戰戰戰，，，，是在是在是在是在於於於於不不不不回回回回應大人的應大人的應大人的應大人的呼喚呼喚呼喚呼喚和和和和警警警警告告告告，，，，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擔擔擔擔心他一心他一心他一心他一跑出跑出跑出跑出門門門門就不就不就不就不見見見見

了了了了，，，，在學在學在學在學校校校校環境中也有環境中也有環境中也有環境中也有危險危險危險危險的的的的顧忌顧忌顧忌顧忌；；；；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當當當當下的行為介入下的行為介入下的行為介入下的行為介入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是要是要是要是要給給給給孩子一個孩子一個孩子一個孩子一個

具體的具體的具體的具體的指標指標指標指標，，，，例如例如例如例如飲飲飲飲水水水水機機機機、、、、或是或是或是或是廁廁廁廁所所所所，，，，使使使使跑出跑出跑出跑出的行為有的行為有的行為有的行為有明明明明顯顯顯顯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提示能提示能提示能提示能停止停止停止停止，，，，也也也也幫助幫助幫助幫助

大人能安心在大人能安心在大人能安心在大人能安心在哪哪哪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找找找找到小孩到小孩到小孩到小孩。。。。一一一一旦第旦第旦第旦第一個行為介入的一個行為介入的一個行為介入的一個行為介入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達成達成達成達成，，，，我們就能我們就能我們就能我們就能繼續衍繼續衍繼續衍繼續衍伸伸伸伸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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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步步步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指標指標指標指標，，，，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排隊排隊排隊排隊、、、、和如和如和如和如何何何何按按按按鍵鍵鍵鍵、、、、喝喝喝喝飲飲飲飲水水水水機的機的機的機的水水水水；；；；如如如如何何何何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公共廁公共廁公共廁公共廁所所所所、、、、和和和和

洗洗洗洗手手手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在判斷和分在判斷和分在判斷和分在判斷和分析析析析孩子表孩子表孩子表孩子表面面面面行為下的動機行為下的動機行為下的動機行為下的動機過過過過程程程程中中中中，，，，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先先先先要要要要觀觀觀觀察的是察的是察的是察的是，「，「，「，「某某某某行為在行為在行為在行為在某某某某個社交個社交個社交個社交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裡面裡面裡面裡面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是正常的????    」」」」若若若若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話話話話，，，，我們行為介入的教導我們行為介入的教導我們行為介入的教導我們行為介入的教導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就應該就應該就應該就應該著著著著重重重重於於於於教他教他教他教他

「「「「合合合合乎乎乎乎社交規範社交規範社交規範社交規範」」」」的言語行為的言語行為的言語行為的言語行為，，，，以以以以替代他替代他替代他替代他現有現有現有現有不被接納的行為表象不被接納的行為表象不被接納的行為表象不被接納的行為表象。。。。    

好比說好比說好比說好比說，，，，許多父母都許多父母都許多父母都許多父母都擔擔擔擔心自閉兒心自閉兒心自閉兒心自閉兒會會會會有有有有跑出跑出跑出跑出家家家家門門門門走丟走丟走丟走丟的的的的危險危險危險危險，，，，心心心心智智智智成成成成熟熟熟熟度度度度相相相相當於當於當於當於年幼年幼年幼年幼兒兒兒兒童童童童

的自閉兒的自閉兒的自閉兒的自閉兒，，，，他們沒有語言能力他們沒有語言能力他們沒有語言能力他們沒有語言能力，，，，因因因因著著著著好好好好奇奇奇奇心的心的心的心的走走走走出出出出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卻卻卻卻是是是是與與與與 2222----3333歲歲歲歲的的的的幼幼幼幼兒行為無兒行為無兒行為無兒行為無

異異異異，，，，我們是不可能做到我們是不可能做到我們是不可能做到我們是不可能做到緊迫盯緊迫盯緊迫盯緊迫盯人的人的人的人的萬萬萬萬無一無一無一無一失失失失，，，，有有有有時時時時他們小他們小他們小他們小跑步跑步跑步跑步的的的的速速速速度度度度，，，，竟竟竟竟也也也也會會會會令令令令媽媽媽媽媽媽媽媽追追追追

不不不不上上上上；；；；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大人要有大人要有大人要有大人要有危危危危機意識的機意識的機意識的機意識的防備防備防備防備和教導和教導和教導和教導，，，，例如在孩子的例如在孩子的例如在孩子的例如在孩子的脖脖脖脖子子子子上上上上掛掛掛掛類類類類似軍牌似軍牌似軍牌似軍牌的的的的項項項項

鍊鍊鍊鍊，，，，上面上面上面上面刻刻刻刻有有有有緊急聯絡電緊急聯絡電緊急聯絡電緊急聯絡電話話話話和和和和姓姓姓姓名名名名；；；；針針針針對對對對高高高高功能的自閉兒功能的自閉兒功能的自閉兒功能的自閉兒，，，，要教導一個具體的提示要教導一個具體的提示要教導一個具體的提示要教導一個具體的提示，，，，例例例例

如認識如認識如認識如認識穿穿穿穿制制制制服服服服的的的的警警警警察察察察、、、、或是或是或是或是居居居居家家家家附近熟悉附近熟悉附近熟悉附近熟悉的的的的便便便便利利利利商商商商店店店店，，，，使小孩的使小孩的使小孩的使小孩的眼睛眼睛眼睛眼睛可以尋可以尋可以尋可以尋找找找找到提示的到提示的到提示的到提示的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以以以以便便便便他能他能他能他能得得得得到到到到迅迅迅迅時時時時的的的的協協協協助助助助、、、、或或或或被尋被尋被尋被尋找找找找到到到到，，，，這這這這對對對對一般有自閉症一般有自閉症一般有自閉症一般有自閉症幼幼幼幼兒的家庭是很重要兒的家庭是很重要兒的家庭是很重要兒的家庭是很重要

的的的的保護保護保護保護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四四四四：：：：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吃吃吃吃飽飽飽飽了了了了，，，，但是他不但是他不但是他不但是他不會會會會用正用正用正用正確確確確的語言的語言的語言的語言去去去去表達表達表達表達““““我我我我吃吃吃吃飽飽飽飽了了了了””””就只是就只是就只是就只是跑跑跑跑掉掉掉掉。。。。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聽聽聽聽到這個問題的到這個問題的到這個問題的到這個問題的立立立立即即即即反反反反應應應應，，，，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的的的的    ABAABAABAABA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會會會會用的方法用的方法用的方法用的方法，，，，是教是教是教是教仿仿仿仿音音音音；；；；硬硬硬硬性不性不性不性不

讓讓讓讓孩子孩子孩子孩子離離離離桌桌桌桌，，，，直到他直到他直到他直到他發出發出發出發出、、、、或或或或說出說出說出說出「「「「我我我我吃吃吃吃飽飽飽飽了了了了」」」」的的的的““““密密密密語語語語””””才才才才准放准放准放准放行行行行。。。。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以言語行以言語行以言語行以言語行

為為為為((((VVVVBBBB) ) ) ) 的的的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準準準準則則則則來看來看來看來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孩子有使用溝通行為孩子有使用溝通行為孩子有使用溝通行為孩子有使用溝通行為（（（（跑跑跑跑掉掉掉掉））））以表示他以表示他以表示他以表示他已已已已經經經經吃吃吃吃

飽飽飽飽、、、、不想再不想再不想再不想再吃吃吃吃了了了了，，，，只是他的只是他的只是他的只是他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行為不行為不行為不行為不符符符符合合合合「「「「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社交期待」」」」的的的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規範規範規範規範，，，，所以我們所需要所以我們所需要所以我們所需要所以我們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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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設設設立立立立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是要是要是要是要給給給給他一個具體的社交經歷他一個具體的社交經歷他一個具體的社交經歷他一個具體的社交經歷。。。。他可以他可以他可以他可以離席離席離席離席，，，，但他但他但他但他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瞭瞭瞭瞭解到解到解到解到，，，，

當當當當他他他他離席離席離席離席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發生時發生時發生時發生時，，，，也就是要也就是要也就是要也就是要確確確確實經歷到實經歷到實經歷到實經歷到「「「「飽飽飽飽」，」，」，」，是是是是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夠夠夠夠一小一小一小一小時時時時後又要後又要後又要後又要吃吃吃吃、、、、或或或或

者要求者要求者要求者要求食食食食物物物物。。。。父母也父母也父母也父母也必須必須必須必須要建要建要建要建立立立立具體的具體的具體的具體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家規家規家規家規」，」，」，」，他一他一他一他一離離離離桌桌桌桌，，，，就要就要就要就要把把把把他的他的他的他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都都都都收收收收

起起起起來來來來；；；；我們教正常孩子也是這樣我們教正常孩子也是這樣我們教正常孩子也是這樣我們教正常孩子也是這樣。。。。若若若若他他他他會會會會因因因因著著著著學習學習學習學習仿仿仿仿音說音說音說音說「「「「吃吃吃吃飽飽飽飽了了了了」、」、」、」、而而而而被被被被允允允允許許許許離離離離桌桌桌桌，，，，

想想想想吃吃吃吃就就就就隨時隨時隨時隨時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吃吃吃吃，，，，我們就我們就我們就我們就忘忘忘忘了最重的言語規範了最重的言語規範了最重的言語規範了最重的言語規範，，，，就是小孩要被教導就是小孩要被教導就是小孩要被教導就是小孩要被教導話語中的約束話語中的約束話語中的約束話語中的約束

力力力力，，，，這這這這才才才才是是是是真真真真正教導了正教導了正教導了正教導了「「「「溝溝溝溝通通通通」」」」的意的意的意的意義義義義。。。。將來將來將來將來，，，，這般被這般被這般被這般被培培培培育育育育出來出來出來出來尊尊尊尊重自己重自己重自己重自己口口口口中中中中話話話話語的語的語的語的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雖雖雖雖有自閉症有自閉症有自閉症有自閉症，，，，卻具卻具卻具卻具備備備備了了了了連連連連正常人都正常人都正常人都正常人都少少少少有有有有「「「「說話說話說話說話算算算算話話話話」」」」的的的的品格品格品格品格。。。。        

在家中在家中在家中在家中，，，，若若若若讓讓讓讓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切實經歷切實經歷切實經歷切實經歷行為所行為所行為所行為所產產產產生生生生的的的的果果果果效效效效，，，，才才才才能有效地能有效地能有效地能有效地操控學習的動機操控學習的動機操控學習的動機操控學習的動機（（（（飢飢飢飢

餓餓餓餓），），），），以以以以順利順利順利順利介入孩子按介入孩子按介入孩子按介入孩子按時吃時吃時吃時吃、、、、並並並並攝取攝取攝取攝取正正正正當當當當食量食量食量食量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的社交行為；；；；日日日日後後後後也是也是也是也是預預預預備備備備自閉症兒自閉症兒自閉症兒自閉症兒童童童童

進進進進入學入學入學入學校校校校、、、、適應適應適應適應團團團團體行體行體行體行程程程程表的表的表的表的獨獨獨獨立立立立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並並並並為社交為社交為社交為社交話話話話語的語的語的語的資資資資訊交訊交訊交訊交換換換換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奠奠奠奠下下下下了了了了穩固穩固穩固穩固

的基的基的基的基礎礎礎礎。。。。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五五五五：：：：小孩小孩小孩小孩面對面對面對面對不想作的不想作的不想作的不想作的事情事情事情事情，，，，他就他就他就他就說說說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尿尿尿尿尿尿尿尿」。」。」。」。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這個孩子是一個這個孩子是一個這個孩子是一個這個孩子是一個主主主主動動動動運運運運用用用用負負負負面增強面增強面增強面增強行為的操作者行為的操作者行為的操作者行為的操作者，，，，當當當當他他他他說說說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尿尿尿尿尿尿尿尿」，」，」，」，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對對對對他的要求跟他的要求跟他的要求跟他的要求跟指指指指令令令令，，，，都應該在都應該在都應該在都應該在「「「「他的他的他的他的預料預料預料預料中中中中」」」」會會會會被被被被挪挪挪挪去去去去、、、、或或或或停止停止停止停止；；；；若若若若他不他不他不他不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畫畫畫畫畫畫畫畫，，，，只只只只

要要要要躲躲躲躲到到到到廁廁廁廁所所所所，，，，出來出來出來出來後大人可能就後大人可能就後大人可能就後大人可能就讓讓讓讓他經歷他經歷他經歷他經歷「「「「逃避逃避逃避逃避」」」」指指指指令的成功性令的成功性令的成功性令的成功性。。。。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我們就要我們就要我們就要我們就要針針針針對對對對

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模式模式模式模式「「「「見招拆招見招拆招見招拆招見招拆招」。」。」。」。    

首首首首先先先先,,,,    家家家家長長長長要要要要確確確確認孩子認孩子認孩子認孩子距離距離距離距離上次上次上次上次尿尿尿尿尿尿尿尿的的的的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有多有多有多有多久久久久，，，，一般人不可能在一般人不可能在一般人不可能在一般人不可能在十十十十分分分分鐘鐘鐘鐘之之之之內尿兩內尿兩內尿兩內尿兩

次次次次，，，，除除除除非非非非是有是有是有是有頻尿頻尿頻尿頻尿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但但但但，，，，一一一一定定定定要要要要先先先先排排排排除除除除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上上上上的的的的疑慮疑慮疑慮疑慮，，，，父母要請父母要請父母要請父母要請醫醫醫醫生生生生查證查證查證查證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有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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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尿尿尿道道道道炎炎炎炎、、、、膀胱膀胱膀胱膀胱無力無力無力無力、、、、腎弱腎弱腎弱腎弱等問題等問題等問題等問題。。。。在沒有孩子在沒有孩子在沒有孩子在沒有孩子生生生生理理理理障礙障礙障礙障礙的的的的考量考量考量考量下下下下，，，，這這這這時時時時大人要大人要大人要大人要「「「「忽略忽略忽略忽略」」」」

小孩的小孩的小孩的小孩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表達表達表達表達，，，，並並並並要要要要堅持堅持堅持堅持指指指指令的令的令的令的執執執執行行行行，，，，必須讓必須讓必須讓必須讓他他他他完完完完成功成功成功成功課課課課或或或或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使使使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這這這這兩兩兩兩個個個個

字字字字沒有規沒有規沒有規沒有規避避避避指指指指令的力令的力令的力令的力量量量量。。。。這個孩子這個孩子這個孩子這個孩子會會會會重覆用重覆用重覆用重覆用「「「「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尿尿尿尿尿尿尿尿」」」」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逃避逃避逃避逃避他不想作的他不想作的他不想作的他不想作的事事事事，，，，肯肯肯肯

定定定定是他常常經歷到是他常常經歷到是他常常經歷到是他常常經歷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尿尿尿尿尿尿尿尿」」」」這這這這句話句話句話句話能能能能屢屢屢屢次次次次成功地成功地成功地成功地逃避逃避逃避逃避指指指指令令令令；；；；此時此時此時此時言語行為的介入言語行為的介入言語行為的介入言語行為的介入目目目目

標標標標，，，，就是要使就是要使就是要使就是要使「「「「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尿尿尿尿尿尿尿尿」」」」這這這這句話句話句話句話失失失失去去去去掌控大人掌控大人掌控大人掌控大人行為的力行為的力行為的力行為的力量量量量。。。。正常的孩子也正常的孩子也正常的孩子也正常的孩子也會會會會用用用用「「「「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肚肚肚肚子子子子痛痛痛痛」」」」以以以以逃逃逃逃避避避避上上上上學學學學，，，，一一一一旦旦旦旦父母父母父母父母識識識識透透透透小孩的行為動機小孩的行為動機小孩的行為動機小孩的行為動機，，，，這是這是這是這是普及普及普及普及化化化化的的的的家教家教家教家教！！！！一樣是要一樣是要一樣是要一樣是要

忽略忽略忽略忽略「「「「謊謊謊謊稱稱稱稱有病有病有病有病」」」」的的的的訴訴訴訴求行為求行為求行為求行為，，，，貫徹貫徹貫徹貫徹要求孩子要求孩子要求孩子要求孩子上上上上學的學的學的學的指指指指令令令令。。。。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六六六六：：：：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吃飯吃飯吃飯吃飯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會去會去會去會去拿爺爺拿爺爺拿爺爺拿爺爺的的的的、、、、奶奶奶奶奶奶奶奶的的的的、、、、和和和和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碗碗碗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不不不不吃吃吃吃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的的的的；；；；但他不但他不但他不但他不會會會會拿拿拿拿媽媽媽媽媽媽媽媽的的的的，，，，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媽媽媽媽媽媽媽媽不不不不讓讓讓讓他他他他吃吃吃吃她碗她碗她碗她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其實其實其實其實，，，，這孩子的行為是大人這孩子的行為是大人這孩子的行為是大人這孩子的行為是大人養養養養成的成的成的成的。。。。        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從從從從社交互動中社交互動中社交互動中社交互動中瞭瞭瞭瞭解解解解，，，，媽媽媽媽媽媽媽媽不不不不給給給給他他他他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碗碗碗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他就不他就不他就不他就不拿拿拿拿；；；；可是可是可是可是，，，，當當當當他他他他去去去去拿拿拿拿其他人其他人其他人其他人碗碗碗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時物時物時物時，，，，爺爺爺爺爺爺爺爺、、、、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和和和和爸爸會爸爸會爸爸會爸爸會跟他有互動跟他有互動跟他有互動跟他有互動        ，「，「，「，「你你你你要要要要吃吃吃吃肉肉肉肉阿阿阿阿？？？？還還還還是要是要是要是要吃菜吃菜吃菜吃菜？？？？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 ! ! 多多多多吃吃吃吃些吧些吧些吧些吧！！！！」」」」重重重重點點點點是是是是，，，，自自自自

閉兒的行為是要閉兒的行為是要閉兒的行為是要閉兒的行為是要得著得著得著得著「「「「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呢呢呢呢？？？？還還還還是他是他是他是他藉著藉著藉著藉著這個行為要這個行為要這個行為要這個行為要得得得得到社交到社交到社交到社交上上上上的的的的「「「「注意力注意力注意力注意力」？」？」？」？行行行行

為分為分為分為分析析析析的的的的關鍵點關鍵點關鍵點關鍵點在在在在於於於於，，，，他不他不他不他不吃吃吃吃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碗碗碗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也不也不也不也不會會會會拿拿拿拿媽媽媽媽媽媽媽媽碗碗碗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仔細評估仔細評估仔細評估仔細評估這這這這

個行為個行為個行為個行為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觀觀觀觀察察察察出出出出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吃飯吃飯吃飯吃飯行為的慣性行為的慣性行為的慣性行為的慣性：：：：吃飯時間吃飯時間吃飯時間吃飯時間，，，，全家人這樣的互動是被全家人這樣的互動是被全家人這樣的互動是被全家人這樣的互動是被

孩子所操控和期待孩子所操控和期待孩子所操控和期待孩子所操控和期待的的的的。。。。縱縱縱縱使使使使媽媽媽媽媽媽媽媽不不不不允允允允許他許他許他許他吃吃吃吃她碗她碗她碗她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若媽媽若媽媽若媽媽若媽媽用用用用斥責斥責斥責斥責的的的的口氣對口氣對口氣對口氣對

他他他他說說說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拿拿拿拿別別別別人人人人碗碗碗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或是或是或是或是「「「「吃吃吃吃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這也是在這也是在這也是在這也是在給予給予給予給予孩子社交的孩子社交的孩子社交的孩子社交的

注意力注意力注意力注意力阿阿阿阿。。。。就就就就像前面那像前面那像前面那像前面那個自閉兒個自閉兒個自閉兒個自閉兒，，，，拉拉拉拉一一一一位特定位特定位特定位特定兒兒兒兒童頭髮童頭髮童頭髮童頭髮的例子一樣的例子一樣的例子一樣的例子一樣，，，，若若若若這個孩子因這個孩子因這個孩子因這個孩子因著著著著拿拿拿拿

取取取取別別別別人人人人食食食食物物物物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經常成功地經常成功地經常成功地經常成功地得得得得到家人的注意力和到家人的注意力和到家人的注意力和到家人的注意力和「「「「臉色臉色臉色臉色」」」」的互動的互動的互動的互動，，，，他的經歷他的經歷他的經歷他的經歷告訴告訴告訴告訴自自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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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己己己，，，，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與與與與大人大人大人大人社交互動的社交互動的社交互動的社交互動的模式模式模式模式。。。。若若若若在在在在公共公共公共公共場場場場合合合合，，，，他也可能他也可能他也可能他也可能會會會會重覆這重覆這重覆這重覆這項項項項「「「「拿拿拿拿別別別別人人人人碗碗碗碗裡裡裡裡

////盤盤盤盤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以為是能以為是能以為是能以為是能得得得得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尋尋尋尋得得得得互動的互動的互動的互動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方方方方式式式式。。。。    

我們的行為介入我們的行為介入我們的行為介入我們的行為介入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應應應應從從從從全家一全家一全家一全家一致迥避致迥避致迥避致迥避、、、、或或或或推推推推開他開他開他開他拿取食拿取食拿取食拿取食物物物物的的的的手手手手，，，，並並並並要使他多要使他多要使他多要使他多次次次次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漠漠漠漠視視視視、、、、並並並並吃吃吃吃不到不到不到不到別別別別人人人人碗碗碗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若若若若孩孩孩孩子子子子不不不不吃吃吃吃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碗碗碗碗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非非非非要要要要吃別吃別吃別吃別人人人人碗碗碗碗中的中的中的中的食食食食

物物物物；；；；請請請請切切切切記記記記！！！！吃飯時間吃飯時間吃飯時間吃飯時間要被大人控制要被大人控制要被大人控制要被大人控制至至至至多只有一小多只有一小多只有一小多只有一小時時時時，，，，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一一一一過過過過就沒有就沒有就沒有就沒有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吃吃吃吃。。。。因因因因著著著著飢飢飢飢

餓餓餓餓的動機的動機的動機的動機，，，，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才才才才能有效地建能有效地建能有效地建能有效地建立並立並立並立並介入介入介入介入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吃吃吃吃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碗碗碗碗中中中中食食食食物物物物」」」」的正的正的正的正當當當當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七七七七：：：：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喜歡去拉喜歡去拉喜歡去拉喜歡去拉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生生生生殖器殖器殖器殖器。。。。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小孩一小孩一小孩一小孩一拉生拉生拉生拉生殖器殖器殖器殖器，，，，絕絕絕絕對對對對會得會得會得會得到到到到大人大人大人大人的注意力的注意力的注意力的注意力。。。。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是是是是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我們大人有沒有我們大人有沒有我們大人有沒有我們大人有沒有

持持持持著著著著「「「「論論論論斷斷斷斷」」」」的的的的態態態態度來度來度來度來評估評估評估評估這這這這項項項項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是是是是由由由由於於於於「「「「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而而而而產產產產生生生生的異常行為的異常行為的異常行為的異常行為嗎嗎嗎嗎？？？？    

針針針針對對對對這這這這項項項項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其中的一個其中的一個其中的一個其中的一個假設假設假設假設，，，，是自閉兒經歷是自閉兒經歷是自閉兒經歷是自閉兒經歷運運運運用這用這用這用這種種種種行為能行為能行為能行為能「「「「得得得得到到到到」」」」我們大人我們大人我們大人我們大人立立立立即即即即

的注意力的注意力的注意力的注意力，，，，尤尤尤尤其是父母的其是父母的其是父母的其是父母的關懷關懷關懷關懷。。。。若若若若他他他他想要跟想要跟想要跟想要跟你你你你有社交的互動有社交的互動有社交的互動有社交的互動，，，，這這這這種種種種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就就就就算算算算得得得得到的是到的是到的是到的是被被被被

罵罵罵罵、、、、被被被被瞪瞪瞪瞪、、、、被被被被靠近靠近靠近靠近、、、、帶帶帶帶往往往往廁廁廁廁所所所所，，，，以自閉兒的動機以自閉兒的動機以自閉兒的動機以自閉兒的動機角度來觀角度來觀角度來觀角度來觀察察察察，，，，他的行為成功地達到了他的行為成功地達到了他的行為成功地達到了他的行為成功地達到了既既既既

求求求求的的的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    

另另另另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假設假設假設假設，，，，是是是是自閉兒經歷自閉兒經歷自閉兒經歷自閉兒經歷運運運運用這用這用這用這種種種種行為能成功地行為能成功地行為能成功地行為能成功地「「「「逃避逃避逃避逃避////    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別別別別人的人的人的人的靠近靠近靠近靠近、、、、或是大或是大或是大或是大

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指指指指令令令令。。。。    

但但但但，，，，有有有有另另另另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假設假設假設假設是是是是超超超超出出出出自閉症行為的自閉症行為的自閉症行為的自閉症行為的生生生生理理理理狀狀狀狀況況況況。。。。當當當當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會會會會走路走路走路走路以後以後以後以後，，，，年輕年輕年輕年輕的母的母的母的母親親親親有很有很有很有很

多的育兒多的育兒多的育兒多的育兒新新新新知要學知要學知要學知要學，，，，或許不或許不或許不或許不會會會會馬馬馬馬上反上反上反上反應到應到應到應到男男男男孩的孩的孩的孩的包皮陰莖包皮陰莖包皮陰莖包皮陰莖頭頭頭頭炎炎炎炎等等等等疾疾疾疾病病病病，，，，是是是是幼幼幼幼兒兒兒兒時時時時期期期期較較較較為為為為

常常常常見見見見的的的的；；；；合合合合併癥併癥併癥併癥狀狀狀狀主主主主要有以下要有以下要有以下要有以下三三三三種種種種：：：：一是一是一是一是泌泌泌泌尿尿尿尿系系系系統感統感統感統感染染染染，，，，二二二二是是是是包皮炎包皮炎包皮炎包皮炎，，，，三三三三是是是是狹狹狹狹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包皮包皮包皮包皮



                       www.autismawakening.org  

 9 

口口口口為為為為細細細細菌繁菌繁菌繁菌繁殖殖殖殖提提提提供供供供了了了了場場場場所所所所，，，，形形形形成成成成包皮包皮包皮包皮垢垢垢垢、、、、引引引引發發發發感感感感染染染染。。。。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能想能想能想能想像像像像自閉兒有自閉兒有自閉兒有自閉兒有口難口難口難口難言表言表言表言表述述述述生生生生

理理理理上上上上的的的的癢癢癢癢和和和和痛痛痛痛嗎嗎嗎嗎????  

真真真真的的的的，，，，不是所有的異常行為都是自閉不是所有的異常行為都是自閉不是所有的異常行為都是自閉不是所有的異常行為都是自閉症症症症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若拉若拉若拉若拉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生生生生殖器殖器殖器殖器，，，，千千千千萬萬萬萬要用行為要用行為要用行為要用行為科科科科

學的學的學的學的原原原原則則則則，，，，在多方在多方在多方在多方假設假設假設假設下下下下，，，，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觀觀觀觀察察察察並並並並求求求求証証証証。。。。真真真真的的的的，，，，行為是孩子無行為是孩子無行為是孩子無行為是孩子無聲聲聲聲溝溝溝溝通通通通的言語的言語的言語的言語！！！！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要要要要聽聽聽聽「「「「見見見見」」」」！！！！要要要要聽聽聽聽「「「「懂懂懂懂」」」」那那那那行為後行為後行為後行為後面面面面的動機的動機的動機的動機訴訴訴訴求啊求啊求啊求啊！！！！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八八八八::::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每每每每天天天天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老老老老師同樣的問題師同樣的問題師同樣的問題師同樣的問題““““你回你回你回你回家後家後家後家後幹嘛幹嘛幹嘛幹嘛？？？？””””    吃飯阿吃飯阿吃飯阿吃飯阿。。。。““““吃完飯之吃完飯之吃完飯之吃完飯之後後後後

呢呢呢呢？？？？””””    洗洗洗洗澡澡澡澡。。。。““““洗洗洗洗完完完完澡澡澡澡之之之之後後後後呢呢呢呢？？？？    ””””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        按照按照按照按照「「「「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言語言語言語言語」」」」（（（（VVVVBBBB））））的的的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觀觀觀觀察察察察這個孩子這個孩子這個孩子這個孩子，，，，其實他其實他其實他其實他很有很有很有很有啟啟啟啟動動動動社交社交社交社交會話會話會話會話

的動機的動機的動機的動機，，，，只是他沒有只是他沒有只是他沒有只是他沒有充充充充足的足的足的足的社交社交社交社交話話話話題題題題，，，，以以以以及及及及缺乏缺乏缺乏缺乏維維維維持持持持會話會話會話會話的的的的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張張張張力力力力，，，，也可也可也可也可觀觀觀觀察到察到察到察到，，，，他他他他

急急急急需需需需要要要要被教導被教導被教導被教導、、、、並並並並操操操操練練練練社交社交社交社交話話話話題和題和題和題和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的的的的擴張擴張擴張擴張。。。。    

譬譬譬譬如如如如，，，，康康康康兒兒兒兒在在在在五五五五、、、、六六六六歲歲歲歲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每每每每次看次看次看次看到人所問的到人所問的到人所問的到人所問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問題都問題都問題都問題都差差差差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你喜歡吃你喜歡吃你喜歡吃你喜歡吃什什什什

麼麼麼麼？？？？”””” ““““你你你你最最最最近近近近看過看過看過看過什麼什麼什麼什麼電電電電影影影影？？？？””””    ““““你喜歡看你喜歡看你喜歡看你喜歡看什麼什麼什麼什麼電電電電視視視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第第第第二次二次二次二次再再再再

遇遇遇遇到到到到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康康康康兒兒兒兒也也也也會會會會再再再再問問問問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卻卻卻卻引引引引起同起同起同起同儕儕儕儕不不不不悅悅悅悅地地地地回話回話回話回話，，，，““““我我我我已已已已經經經經告告告告

訴過你訴過你訴過你訴過你了了了了，，，，你你你你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老老老老記記記記不不不不住住住住？？？？””””後後後後來來來來，，，，我也我也我也我也發發發發現現現現小小小小朋朋朋朋友友友友竟竟竟竟因因因因此此此此以為以為以為以為康康康康兒兒兒兒笨笨笨笨。。。。    

若若若若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仔細仔細仔細仔細地地地地觀觀觀觀察察察察康康康康兒的言語兒的言語兒的言語兒的言語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不不不不難發難發難發難發現這現這現這現這些些些些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ABAABAABAABA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教導社交教導社交教導社交教導社交會話會話會話會話，，，，所所所所

使使使使用的用的用的用的台詞台詞台詞台詞、、、、套套套套句句句句；；；；但我們也能再但我們也能再但我們也能再但我們也能再進進進進一一一一步步步步地地地地看出看出看出看出，，，，康康康康兒是有認兒是有認兒是有認兒是有認真真真真地地地地從從從從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那那那那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話話話話題題題題

的的的的運運運運用用用用。。。。只可惜只可惜只可惜只可惜，，，，在在在在真真真真實的實的實的實的生生生生活活活活中中中中，，，，這這這這些些些些話話話話題也只能題也只能題也只能題也只能對對對對同一個人用一同一個人用一同一個人用一同一個人用一次次次次，，，，並且並且並且並且最最最最難難難難想想想想像像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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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的是和控制的是和控制的是和控制的是，，，，離離離離開開開開保護保護保護保護性的性的性的性的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和小孩和小孩和小孩和小孩互動的環境互動的環境互動的環境互動的環境；；；；那那那那，，，，我們該如我們該如我們該如我們該如何何何何裝裝裝裝備備備備自閉兒的社自閉兒的社自閉兒的社自閉兒的社

交語言交語言交語言交語言，，，，使使使使孩子社交的動機可以孩子社交的動機可以孩子社交的動機可以孩子社交的動機可以得得得得到到到到滿足滿足滿足滿足、、、、以以以以致致致致成成成成熟熟熟熟呢呢呢呢？？？？    

心理師常分心理師常分心理師常分心理師常分享享享享一一一一些些些些育兒道理育兒道理育兒道理育兒道理讓讓讓讓我們父母心有所我們父母心有所我們父母心有所我們父母心有所共共共共鳴鳴鳴鳴，，，，而而而而專業專業專業專業的的的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就是在就是在就是在就是在於善於善於善於善用用用用

「「「「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因因因因此此此此，，，，邀邀邀邀請同請同請同請同儕儕儕儕自然自然自然自然地地地地加加加加入自閉兒的社交接入自閉兒的社交接入自閉兒的社交接入自閉兒的社交接觸觸觸觸，，，，我們作父母的我們作父母的我們作父母的我們作父母的，，，，從從從從機機機機伶伶伶伶地地地地

懂得懂得懂得懂得成為小成為小成為小成為小朋朋朋朋友間友間友間友間溝溝溝溝通通通通的的的的橋樑橋樑橋樑橋樑、、、、到期待到期待到期待到期待並並並並稍微敦促稍微敦促稍微敦促稍微敦促同同同同儕儕儕儕的配合的配合的配合的配合，，，，我們也要我們也要我們也要我們也要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地教孩子地教孩子地教孩子地教孩子

去去去去認識並運用認識並運用認識並運用認識並運用「「「「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站站站站在在在在同同同同儕儕儕儕的的的的角度角度角度角度和和和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上上上上，，，，客觀客觀客觀客觀地理解地理解地理解地理解其他小其他小其他小其他小朋朋朋朋友友友友的的的的內內內內

心感心感心感心感受受受受，，，，問一問一問一問一些些些些對對對對方感到有方感到有方感到有方感到有興興興興趣趣趣趣的的的的話話話話題題題題，，，，又同又同又同又同時時時時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讓讓讓讓對對對對方方方方滔滔滔滔滔滔滔滔不不不不絕絕絕絕的的的的講講講講，，，，進進進進而按照自而按照自而按照自而按照自

閉兒的心閉兒的心閉兒的心閉兒的心智智智智成成成成熟熟熟熟度度度度，，，，介介介介紹計紹計紹計紹計畫畫畫畫、、、、抑抑抑抑制制制制反反反反應應應應、、、、自我調自我調自我調自我調節節節節和認知的和認知的和認知的和認知的變通變通變通變通性性性性。。。。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當當當當康康康康兒兒兒兒站站站站在他在他在他在他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的小的小的小的小朋朋朋朋友友友友的的的的旁旁旁旁邊邊邊邊，，，，我知道這我知道這我知道這我知道這位位位位小小小小朋朋朋朋友友友友很很很很會會會會、、、、也愛也愛也愛也愛打打打打籃球籃球籃球籃球，，，，「「「「同同同同

理心理心理心理心」」」」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靠仿靠仿靠仿靠仿說說說說、、、、教教教教康康康康兒兒兒兒默默默默記記記記社交社交社交社交破冰破冰破冰破冰的的的的台詞台詞台詞台詞，，，，而是教而是教而是教而是教康康康康兒兒兒兒第第第第一要一要一要一要懂得觀懂得觀懂得觀懂得觀

察察察察、、、、並並並並讚美讚美讚美讚美對對對對方的方的方的方的長長長長處處處處（（（（最愛最愛最愛最愛炫炫炫炫的的的的）））），，，，於於於於是是是是康康康康兒兒兒兒會對會對會對會對他他他他說說說說，，，，““““你你你你的的的的籃球籃球籃球籃球打打打打的的的的真真真真棒棒棒棒！！！！”””” 

再者再者再者再者，，，，要要要要從從從從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主主主主題題題題（（（（籃球籃球籃球籃球））））延延延延伸伸伸伸WsWsWsWs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你你你你最最最最喜歡哪喜歡哪喜歡哪喜歡哪一一一一支支支支球球球球隊隊隊隊 ( ( ( (WhWhWhWhat)at)at)at) ？？？？    ”””” 

““““你你你你最最最最喜歡喜歡喜歡喜歡哪哪哪哪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球員球員球員球員（（（（WhWhWhWhoooo））））？？？？””””    ““““為為為為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呢呢呢呢（（（（WhyWhyWhyWhy）？）？）？）？        ”””” ““““你你你你平平平平常都什麼常都什麼常都什麼常都什麼時候時候時候時候練練練練

球球球球（（（（WhWhWhWhenenenen）？）？）？）？”””” ““““哪裡哪裡哪裡哪裡的的的的球球球球場場場場，，，，小小小小朋朋朋朋友友友友最最最最友善友善友善友善（（（（WhWhWhWhereereereere）？）？）？）？””””這這這這些些些些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足足足足夠讓夠讓夠讓夠讓對對對對方方方方回答回答回答回答

很很很很久久久久，，，，康康康康兒也兒也兒也兒也得得得得到了一到了一到了一到了一對對對對一的一的一的一的相相相相互注意力互注意力互注意力互注意力。。。。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此此此此例例例例，，，，譬譬譬譬如如如如說說說說，，，，這這這這位位位位是是是是數數數數學學學學老老老老師師師師，，，，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若若若若被教導如被教導如被教導如被教導如何觀何觀何觀何觀察察察察、、、、以以以以及及及及運運運運用用用用「「「「同理同理同理同理

心心心心」，」，」，」，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開開開開始始始始這樣的社交這樣的社交這樣的社交這樣的社交破冰破冰破冰破冰，，，，““““老老老老師師師師，，，，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厲害喔厲害喔厲害喔厲害喔!!!!（（（（讚美讚美讚美讚美））））”””” ““““你你你你為為為為何何何何決決決決定定定定

當當當當數數數數學學學學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呢呢呢呢（（（（WhyWhyWhyWhy）？）？）？）？”””” ““““老老老老師師師師，，，，你你你你最最最最喜歡喜歡喜歡喜歡什麼樣的什麼樣的什麼樣的什麼樣的數數數數學題學題學題學題目目目目（（（（WhWhWhWhatatatat））））？？？？”””” ““““老老老老

師師師師，，，，你你你你在在在在哪裡哪裡哪裡哪裡教教教教過呢過呢過呢過呢（（（（WhWhWhWhereereereere）？）？）？）？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讓讓讓讓對對對對方感方感方感方感受受受受到到到到小孩的小孩的小孩的小孩的重視重視重視重視和和和和尊尊尊尊敬敬敬敬，，，，縱縱縱縱使使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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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老老師師師師會會會會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回回回回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話話話話，，，，但但但但「「「「主主主主題題題題」」」」，，，，絕絕絕絕對會從對會從對會從對會從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當場觀當場觀當場觀當場觀察到的察到的察到的察到的（（（（不是不知不是不知不是不知不是不知變通變通變通變通的的的的））））

線索線索線索線索，，，，先先先先給予給予給予給予對對對對方方方方讚美讚美讚美讚美，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新新新新的的的的髮髮髮髮型型型型、、、、新新新新的的的的皮皮皮皮鞋鞋鞋鞋、、、、歌歌歌歌聲聲聲聲、、、、畫畫畫畫圖圖圖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兩兩兩兩件件件件事事事事，，，，不不不不僅僅僅僅僅僅僅僅是是是是自閉兒的社交動機自閉兒的社交動機自閉兒的社交動機自閉兒的社交動機得得得得到到到到滿足了滿足了滿足了滿足了，，，，並且並且並且並且他在有他在有他在有他在有系系系系統的統的統的統的    WsWsWsWs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下下下下，，，，能能能能藉著觀藉著觀藉著觀藉著觀察察察察對對對對方方方方、、、、以尋以尋以尋以尋找找找找新新新新的的的的話話話話題題題題，，，，更更更更善於善於善於善於啟啟啟啟動社交的動社交的動社交的動社交的會話會話會話會話。。。。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九九九九：：：：    孩子以孩子以孩子以孩子以前前前前被被被被欺欺欺欺負負負負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不不不不懂得懂得懂得懂得應應應應對對對對，，，，後後後後來媽媽來媽媽來媽媽來媽媽教他要教他要教他要教他要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於於於於是他現是他現是他現是他現

在在在在會打回去會打回去會打回去會打回去，，，，怎怎怎怎麼麼麼麼辦辦辦辦？？？？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    這是很正常的這是很正常的這是很正常的這是很正常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以以以以前前前前不不不不懂懂懂懂的自的自的自的自衛衛衛衛，，，，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懂懂懂懂了了了了。。。。基基基基本本本本上上上上，，，，他的行為他的行為他的行為他的行為模式模式模式模式是是是是

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只是只是只是只是，，，，若若若若孩子有一孩子有一孩子有一孩子有一天天天天，，，，遇遇遇遇到到到到一個一個一個一個比比比比他他他他會打會打會打會打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小孩小孩小孩小孩，，，，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就有安全的就有安全的就有安全的就有安全的考量考量考量考量。。。。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教他用其他的方法教他用其他的方法教他用其他的方法教他用其他的方法，，，，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此此此此，，，，再重覆地再重覆地再重覆地再重覆地指出指出指出指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迷迷迷迷思思思思，，，，像像像像這樣的行為這樣的行為這樣的行為這樣的行為，，，，會會會會不不不不會發生會發生會發生會發生在正常的孩子在正常的孩子在正常的孩子在正常的孩子身上呢身上呢身上呢身上呢？？？？還還還還

是是是是，，，，這這這這會打回去會打回去會打回去會打回去的自的自的自的自衛衛衛衛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是是是是一一一一種種種種自閉症的行為自閉症的行為自閉症的行為自閉症的行為？？？？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教教教教養養養養一個自閉症的孩子一個自閉症的孩子一個自閉症的孩子一個自閉症的孩子，，，，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會會會會不自不自不自不自覺覺覺覺得得得得以為以為以為以為任任任任何何何何失失失失常常常常、、、、失失失失控的行為都控的行為都控的行為都控的行為都與與與與自自自自

閉症有閉症有閉症有閉症有關關關關；；；；那那那那，，，，正常正常正常正常發發發發育的孩子應是育的孩子應是育的孩子應是育的孩子應是完完完完美美美美平衡平衡平衡平衡、、、、絕絕絕絕對對對對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情情情情緒緒緒緒障礙障礙障礙障礙、、、、不需要被教導不需要被教導不需要被教導不需要被教導任任任任何何何何

的的的的「「「「社社社社會會會會規範規範規範規範」」」」嗎嗎嗎嗎？？？？父母啊父母啊父母啊父母啊，，，，當當當當我們在教導自閉兒我們在教導自閉兒我們在教導自閉兒我們在教導自閉兒「「「「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之之之之餘餘餘餘，，，，我們自己要學習我們自己要學習我們自己要學習我們自己要學習

以一般以一般以一般以一般親親親親子教育的子教育的子教育的子教育的「「「「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看看看看待自閉兒的行為待自閉兒的行為待自閉兒的行為待自閉兒的行為。。。。    

正常孩子的父母正常孩子的父母正常孩子的父母正常孩子的父母也也也也被被被被雷雷雷雷同的問題同的問題同的問題同的問題所所所所困擾困擾困擾困擾，，，，「「「「我家孩子我家孩子我家孩子我家孩子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愛愛愛愛打打打打人人人人，，，，從會從會從會從會走走走走路路路路、、、、就就就就會打會打會打會打

人人人人，，，，怎怎怎怎麼麼麼麼說說說說都沒用都沒用都沒用都沒用」」」」;;;;    「「「「我家孩子我家孩子我家孩子我家孩子脾脾脾脾氣氣氣氣大大大大，，，，愛愛愛愛打打打打人人人人，，，，特別難特別難特別難特別難管教管教管教管教，，，，怎怎怎怎麼麼麼麼辦呢辦呢辦呢辦呢？？？？」」」」;;;;    「「「「我我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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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們們們打打打打他他他他、、、、罵罵罵罵他他他他、、、、誇誇誇誇他他他他............ ，，，，什麼方法都什麼方法都什麼方法都什麼方法都試過試過試過試過了了了了，，，，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喜歡打喜歡打喜歡打喜歡打人人人人，，，，怎怎怎怎麼麼麼麼辦辦辦辦呀呀呀呀？？？？」」」」那那那那麼麼麼麼，，，，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有有有有「「「「隱藏隱藏隱藏隱藏、、、、未未未未被被被被發發發發現的現的現的現的」」」」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嗎嗎嗎嗎？？？？    

在在在在此此此此案例中案例中案例中案例中，，，，母母母母親親親親有有有有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提到孩子有被教導自我提到孩子有被教導自我提到孩子有被教導自我提到孩子有被教導自我保護保護保護保護，，，，在在在在與與與與母母母母親親親親進進進進行了交行了交行了交行了交談談談談、、、、和在家庭和在家庭和在家庭和在家庭

中中中中，，，，針針針針對對對對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與與與與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的互動行為的互動行為的互動行為的互動行為作作作作進進進進一一一一步步步步的的的的觀觀觀觀察察察察，，，，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到到到到幾幾幾幾項項項項細細細細節節節節：：：：    

1111.... 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生生生生理理理理：：：：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 10101010歲歲歲歲，，，，本本本本身身身身是一個活動是一個活動是一個活動是一個活動量量量量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體體體體格健格健格健格健壯壯壯壯，，，，手手手手腳腳腳腳動作動作動作動作

都很重都很重都很重都很重。。。。    

2222.... 成成成成長長長長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在家在家在家在家是是是是由保由保由保由保姆姆姆姆照照照照顧顧顧顧，，，，保保保保姆平姆平姆平姆平時對時對時對時對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任任任任何何何何要求都是要求都是要求都是要求都是照單照單照單照單接接接接受受受受

的的的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攻擊攻擊攻擊攻擊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往往往往往往往往是是是是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在在在在，，，，有有有有必必必必要的行為規範和規要的行為規範和規要的行為規範和規要的行為規範和規則則則則的的的的運運運運動動動動場場場場合合合合，，，，在在在在身身身身

體被體被體被體被衝撞衝撞衝撞衝撞、、、、卻又卻又卻又卻又被被被被限限限限制制制制、、、、無法無法無法無法隨隨隨隨心所心所心所心所欲欲欲欲的的的的搶球搶球搶球搶球、、、、卡卡卡卡位時位時位時位時，，，，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會會會會產產產產生生生生故故故故意的意的意的意的攻攻攻攻

擊擊擊擊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3.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的的的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1111----3333歲歲歲歲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具有具有具有具有攻擊攻擊攻擊攻擊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是是是是非非非非常常常常普普普普遍遍遍遍；；；；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會藉著會藉著會藉著會藉著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試試試試探探探探和認識和認識和認識和認識同同同同儕儕儕儕和和和和大人們的大人們的大人們的大人們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的的的的自自自自衛衛衛衛性性性性攻擊攻擊攻擊攻擊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保保保保

姆姆姆姆不但不不但不不但不不但不在在在在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還還還還在在在在旁旁旁旁邊邊邊邊、、、、若若若若無其無其無其無其事事事事地地地地肯定肯定肯定肯定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自自自自立立立立自自自自強強強強，，，，讓讓讓讓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不不不不認識到認識到認識到認識到這是一個這是一個這是一個這是一個錯錯錯錯誤誤誤誤的自的自的自的自衛衛衛衛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並且並且並且並且每每每每次次次次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揮揮揮揮手手手手，，，，都都都都會會會會伴伴伴伴隨隨隨隨保保保保姆姆姆姆讚讚讚讚許的許的許的許的眼眼眼眼

神神神神；；；；使孩子的使孩子的使孩子的使孩子的打打打打人行為經歷人行為經歷人行為經歷人行為經歷強強強強而有力的正而有力的正而有力的正而有力的正面面面面激激激激勵勵勵勵，，，，以以以以致致致致打打打打人行為人行為人行為人行為會會會會重覆重覆重覆重覆的的的的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但但但但，，，，父父父父親親親親聲聲聲聲稱稱稱稱在在在在事事事事後後後後，，，，有用有用有用有用「「「「嚴嚴嚴嚴加加加加管教管教管教管教」」」」的的的的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嚇嚇嚇嚇阻阻阻阻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打打打打人行為人行為人行為人行為。。。。 
針針針針對對對對這這這這項項項項攻擊攻擊攻擊攻擊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    我我我我的的的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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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家家家裡裡裡裡要要要要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類類類類似似似似的的的的打打打打人人人人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為了為了為了為了讓讓讓讓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聽話聽話聽話聽話、、、、而而而而用同樣的用同樣的用同樣的用同樣的

打打打打人行為人行為人行為人行為，，，，懲罰懲罰懲罰懲罰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攻擊攻擊攻擊攻擊行為要行為要行為要行為要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根本根本根本根本無法理解無法理解無法理解無法理解在被在被在被在被打打打打的的的的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下下下下、、、、被教導被教導被教導被教導「「「「要要要要與與與與小小小小朋朋朋朋友友友友和和和和睦睦睦睦相相相相處處處處、、、、好好好好言言言言相相相相對對對對」」」」，，，，他他他他卻卻卻卻能能能能心同心同心同心同身受身受身受身受的的的的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是是是是，，，，「「「「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剛剛剛剛才打才打才打才打我很我很我很我很痛痛痛痛，，，，我就我就我就我就必須必須必須必須聽話聽話聽話聽話了了了了，，，，打打打打人人人人真真真真的的的的有用有用有用有用！！！！」」」」         
2. 嚴肅嚴肅嚴肅嚴肅且且且且一一一一致致致致性的介入性的介入性的介入性的介入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無無無無論論論論是是是是保保保保姆姆姆姆的的的的笑笑笑笑、、、、還還還還是家是家是家是家長長長長根據根據根據根據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的的的的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會會會會有有有有變化變化變化變化不一的不一的不一的不一的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態態態態度度度度，，，，都都都都會對會對會對會對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介入介入介入介入產產產產生生生生負負負負面面面面的的的的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在在在在打打打打人人人人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的的的啟啟啟啟動動動動之之之之際際際際，，，，一一一一定定定定要要要要迅速迅速迅速迅速且且且且直接地直接地直接地直接地阻止阻止阻止阻止，，，，拉拉拉拉

開孩子開孩子開孩子開孩子、、、、並並並並嚴肅嚴肅嚴肅嚴肅地地地地警警警警戒戒戒戒負負負負面面面面激激激激勵勵勵勵物物物物（（（（剝奪原剝奪原剝奪原剝奪原有的有的有的有的特特特特權權權權、、、、增加增加增加增加極欲極欲極欲極欲逃避逃避逃避逃避的的的的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量量量量，，，，例如作例如作例如作例如作數數數數學學學學、、、、洗馬洗馬洗馬洗馬桶桶桶桶））））；；；；如如如如果果果果父母又父母又父母又父母又極端極端極端極端地操作沒有後地操作沒有後地操作沒有後地操作沒有後果果果果的的的的「「「「愛的愛的愛的愛的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溫柔溫柔溫柔溫柔帶帶帶帶著著著著微微微微笑笑笑笑規規規規勸勸勸勸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打打打打人不人不人不人不好好好好」」」」，，，，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所所所所得得得得到的到的到的到的資資資資訊訊訊訊是是是是「「「「打打打打

人人人人，，，，能能能能得得得得到大人和到大人和到大人和到大人和顏悅顏悅顏悅顏悅色色色色的注意力的注意力的注意力的注意力，，，，也沒也沒也沒也沒有什麼後有什麼後有什麼後有什麼後續續續續的的的的結結結結果果果果呀呀呀呀，，，，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還還還還

挺挺挺挺酷酷酷酷、、、、挺挺挺挺有力的有力的有力的有力的！！！！」」」」 

3. 即刻即刻即刻即刻的的的的行動行動行動行動介入介入介入介入，，，，應應應應優優優優於於於於言語言語言語言語的的的的規規規規訓訓訓訓：：：：當當當當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出出出出現現現現打打打打人人人人的的的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時時時時，，，，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對對對對

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進進進進行行行行介入和介入和介入和介入和阻止阻止阻止阻止，，，，立立立立刻刻刻刻抓住抓住抓住抓住他他他他打打打打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手手手手，，，，嚴肅嚴肅嚴肅嚴肅地地地地告訴告訴告訴告訴他他他他「「「「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以以以以打打打打人人人人」」」」、、、、並並並並馬馬馬馬上上上上帶離帶離帶離帶離現現現現場場場場；；；；但重但重但重但重點點點點是是是是，「，「，「，「在在在在哪出手哪出手哪出手哪出手、、、、要在要在要在要在那那那那和解和解和解和解」」」」。。。。孩孩孩孩

子要學習認識子要學習認識子要學習認識子要學習認識生生生生活中活中活中活中，，，，實實實實際際際際的的的的負負負負面面面面激激激激勵勵勵勵物物物物（（（（日日日日後後後後，，，，會會會會是社交人是社交人是社交人是社交人際際際際關關關關係係係係的被的被的被的被

排排排排斥斥斥斥、、、、被被被被孤孤孤孤立立立立），），），），要操要操要操要操練練練練道道道道歉歉歉歉、、、、握握握握手手手手的和的和的和的和好好好好行為行為行為行為。。。。這這這這對對對對他們他們他們他們來說來說來說來說，，，，尤尤尤尤其是其是其是其是

青青青青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已已已已然是一然是一然是一然是一種種種種極欲極欲極欲極欲逃避逃避逃避逃避「「「「丟丟丟丟顏顏顏顏面面面面」」」」的的的的懲罰懲罰懲罰懲罰；；；；無需再多無需再多無需再多無需再多說說說說教教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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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全家人全家人全家人全家人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加加加加入行為介入入行為介入入行為介入入行為介入：：：：無無無無論論論論是是是是在在在在誰誰誰誰的的的的面前面前面前面前，，，，無無無無論論論論是是是是誰先誰先誰先誰先打打打打了了了了誰誰誰誰，，，，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介入的方介入的方介入的方介入的方式式式式都是一都是一都是一都是一致致致致的的的的；；；；遊戲遊戲遊戲遊戲立立立立刻刻刻刻暫暫暫暫停停停停、、、、家庭活家庭活家庭活家庭活動動動動暫暫暫暫停停停停、、、、講講講講不不不不清清清清的的的的理理理理暫暫暫暫

停停停停。。。。奇奇奇奇妙妙妙妙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學習行為學習行為學習行為學習行為科科科科學中的學中的學中的學中的    AAAA（（（（前前前前因因因因））））----    BBBB（（（（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CCCC（（（（結結結結果果果果））））

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很很很很快快快快、、、、比比比比父母父母父母父母還還還還聰明聰明聰明聰明。。。。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全家人全家人全家人全家人的的的的反反反反應和應和應和應和態態態態度度度度不一不一不一不一致致致致，，，，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肯定肯定肯定肯定

會會會會在在在在不不不不明確明確明確明確的的的的 CCCC（（（（結結結結果果果果））））下下下下，，，，不不不不斷斷斷斷地地地地嘗嘗嘗嘗試試試試製造矛盾製造矛盾製造矛盾製造矛盾、、、、打破打破打破打破限限限限制制制制，，，，直到他直到他直到他直到他能自能自能自能自

如如如如掌掌掌掌控大人的控大人的控大人的控大人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並並並並維維維維持持持持自己的行為自己的行為自己的行為自己的行為（（（（BBBB））））沒有沒有沒有沒有責責責責任任任任。。。。    

這也正是這也正是這也正是這也正是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很多家很多家很多家很多家長反長反長反長反映映映映孩子在家孩子在家孩子在家孩子在家裡裡裡裡、、、、在在在在外面外面外面外面和在不同的人和在不同的人和在不同的人和在不同的人面前面前面前面前，，，，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的的的的表現不一表現不一表現不一表現不一致致致致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正正正正也也也也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家家家家長長長長的規的規的規的規矩矩矩矩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原原原原則則則則、、、、缺乏一缺乏一缺乏一缺乏一致致致致性的性的性的性的 CCCC

（（（（結結結結果果果果），），），），反反反反而提而提而提而提供供供供了環境了環境了環境了環境，，，，使使使使孩子學孩子學孩子學孩子學會會會會了了了了「「「「察言察言察言察言觀觀觀觀色色色色」」」」、、、、見風見風見風見風使使使使舵舵舵舵的操控行的操控行的操控行的操控行

為為為為。。。。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十十十十：：：：孩子有很孩子有很孩子有很孩子有很強強強強的的的的模模模模仿仿仿仿力力力力，，，，模模模模仿仿仿仿人家人家人家人家講講講講話話話話的的的的回聲回聲回聲回聲、、、、應應應應對對對對，，，，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是是是是打打打打人都人都人都人都模模模模仿仿仿仿。。。。    怎怎怎怎

麼麼麼麼辦辦辦辦？？？？    

解解解解答答答答::::        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模模模模仿仿仿仿能力很能力很能力很能力很強強強強，，，，但我們但我們但我們但我們看出看出看出看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分辨能力分辨能力分辨能力分辨能力需待需待需待需待加加加加強強強強，，，，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擔擔擔擔心他心他心他心他好好好好

的的的的、、、、壞壞壞壞的的的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都都都都模模模模仿仿仿仿。。。。當當當當小孩無法小孩無法小孩無法小孩無法區區區區辨行為的辨行為的辨行為的辨行為的好好好好壞壞壞壞，，，，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和他和他和他和他身身身身邊邊邊邊同同同同儕儕儕儕的的的的態態態態度度度度和和和和反反反反應應應應，，，，

常是常是常是常是影影影影響響響響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模模模模仿仿仿仿興興興興致致致致的的的的關鍵關鍵關鍵關鍵。。。。    

當當當當他他他他模模模模仿仿仿仿的動作的動作的動作的動作，，，，會會會會吸引吸引吸引吸引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或他或他或他或他身身身身邊邊邊邊同同同同儕儕儕儕的的的的注意力注意力注意力注意力（（（（不不不不論論論論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或或或或引引引引人人人人反反反反感的感的感的感的）））），，，，

他就他就他就他就越越越越有有有有動機動機動機動機模模模模仿仿仿仿；；；；當當當當他他他他模模模模仿仿仿仿的動作不的動作不的動作不的動作不受受受受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就就就就會會會會削減削減削減削減了他了他了他了他模模模模仿仿仿仿的的的的動動動動

機機機機。。。。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模模模模仿仿仿仿，，，，在在在在反反反反應應應應上上上上、、、、和在環境和在環境和在環境和在環境上上上上可可可可得得得得多多多多費費費費心心心心思思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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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幫助幫助幫助幫助孩子有一個孩子有一個孩子有一個孩子有一個具體具體具體具體的的的的對對對對象象象象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模模模模仿仿仿仿、、、、可以分辨可以分辨可以分辨可以分辨好好好好壞壞壞壞、、、、善善善善惡惡惡惡是是是是當當當當務務務務之之之之急急急急。。。。譬譬譬譬如如如如，，，，

白天白天白天白天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晚晚晚晚上打上打上打上打擊罪犯擊罪犯擊罪犯擊罪犯的的的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 ( ( (蝙蝙蝙蝙蝠俠蝠俠蝠俠蝠俠) ) ) ) ，，，，親親親親子子子子可可可可藉著藉著藉著藉著共共共共同同同同觀看觀看觀看觀看卡卡卡卡通通通通的的的的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不但不但不但不但能能能能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的的的的話話話話題題題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進進進進行交行交行交行交談談談談，，，，並並並並能具體的能具體的能具體的能具體的教導孩子教導孩子教導孩子教導孩子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分辨分辨分辨分辨價值價值價值價值觀觀觀觀。。。。    

我我我我曾曾曾曾經問經問經問經問過過過過康康康康兒兒兒兒，，，，““““為為為為什麼什麼什麼什麼蝙蝙蝙蝙蝠俠蝠俠蝠俠蝠俠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去去去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那那那那些些些些壞壞壞壞人人人人，，，，但他但他但他但他卻卻卻卻選選選選擇擇擇擇不不不不殺殺殺殺那那那那些些些些要要要要置置置置他他他他

於於於於死死死死地的地的地的地的壞壞壞壞人人人人，，，，卻卻卻卻選選選選擇擇擇擇把把把把壞壞壞壞人教人教人教人教給警給警給警給警察察察察呢呢呢呢？？？？    ””””    人人人人生生生生價值沒有價值沒有價值沒有價值沒有二二二二分法的分法的分法的分法的答答答答案案案案，，，，但我們要但我們要但我們要但我們要

教自閉兒教自閉兒教自閉兒教自閉兒、、、、甚至甚至甚至甚至連連連連正常兒正常兒正常兒正常兒童童童童都沒都沒都沒都沒被被被被教導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的深深深深層層層層思思思思考考考考，，，，幫助幫助幫助幫助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去看去看去看去看到到到到，，，，蝙蝙蝙蝙蝠俠蝠俠蝠俠蝠俠若若若若跟跟跟跟壞壞壞壞人人人人

一樣一樣一樣一樣，，，，都有都有都有都有殺殺殺殺人的動機的人的動機的人的動機的人的動機的話話話話，，，，那那那那蝙蝙蝙蝙蝠俠蝠俠蝠俠蝠俠跟跟跟跟壞壞壞壞人人人人一樣一樣一樣一樣會會會會殺殺殺殺人人人人，，，，他他他他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就不值就不值就不值就不值得你去得你去得你去得你去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他了他了他了他了。。。。藉此藉此藉此藉此，，，，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將將將將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對對對對人人人人生生生生的的的的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價值價值價值價值觀觀觀觀教教教教給給給給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如如如如同同同同聖聖聖聖經經經經上上上上所所所所說說說說的的的的，，，，

「「「「申冤申冤申冤申冤在在在在主主主主、、、、    愛人如己愛人如己愛人如己愛人如己、、、、罵罵罵罵不不不不還還還還口口口口、、、、打打打打不不不不還手還手還手還手」。」。」。」。明明明明明明明明被被被被虧虧虧虧待了待了待了待了，，，，仍仍仍仍選選選選擇擇擇擇不不不不報復報復報復報復，，，，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才才才才能能能能引引引引導孩子導孩子導孩子導孩子思思思思想想想想““““忍耐忍耐忍耐忍耐””””的的的的抽抽抽抽象象象象概念概念概念概念。。。。若若若若人家人家人家人家罵你罵你罵你罵你，，，，你你你你也也也也罵回去罵回去罵回去罵回去，，，，

那那那那，，，，你你你你跟跟跟跟那那那那個個個個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是是是是一樣一樣一樣一樣的的的的；；；；狗狗狗狗對你對你對你對你吠吠吠吠，，，，你會你會你會你會吠吠吠吠回去嗎回去嗎回去嗎回去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蝙蝙蝙蝙蝠俠蝠俠蝠俠蝠俠就不就不就不就不會選會選會選會選擇擇擇擇

學學學學壞壞壞壞人人人人殺殺殺殺人的人的人的人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這這這這豈豈豈豈只是單純的只是單純的只是單純的只是單純的「「「「分辨能力分辨能力分辨能力分辨能力」」」」缺乏缺乏缺乏缺乏呢呢呢呢？？？？自閉自閉自閉自閉症的症的症的症的共共共共同象同象同象同象徵徵徵徵，，，，就是孩子們不就是孩子們不就是孩子們不就是孩子們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自自自自

我調我調我調我調整整整整、、、、自我分自我分自我分自我分析析析析的的的的社交解社交解社交解社交解讀讀讀讀能力能力能力能力，，，，他們的學習他們的學習他們的學習他們的學習，，，，要以一個能要以一個能要以一個能要以一個能看得看得看得看得見見見見的準的準的準的準標標標標、、、、模模模模範範範範，，，，如如如如

同同同同    ABAABAABAABA中的中的中的中的 DTTDTTDTTDTT教學教學教學教學，，，，使孩子能使孩子能使孩子能使孩子能依依依依循操循操循操循操練練練練、、、、到到到到泛泛泛泛化化化化在自然環境中在自然環境中在自然環境中在自然環境中為為為為止止止止。。。。            

我們做父母的我們做父母的我們做父母的我們做父母的（（（（其實是其實是其實是其實是每每每每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都有很多的都有很多的都有很多的都有很多的盲盲盲盲點點點點；；；；尤尤尤尤其在教導自閉兒其在教導自閉兒其在教導自閉兒其在教導自閉兒上面上面上面上面。。。。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

網網網網絡絡絡絡上上上上、、、、講講講講座座座座中可以中可以中可以中可以讀讀讀讀到到到到、、、、聽聽聽聽到如到如到如到如何改變何改變何改變何改變自閉兒行為的自閉兒行為的自閉兒行為的自閉兒行為的妙妙妙妙招招招招、、、、或孩子或孩子或孩子或孩子內內內內心心心心思思思思維維維維的解的解的解的解析析析析；；；；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我我我我個人個人個人個人深深深深刻刻刻刻地感地感地感地感受受受受到到到到，，，，是自閉兒是自閉兒是自閉兒是自閉兒先先先先教導我教導我教導我教導我們們們們面對面對面對面對「「「「真真真真實的我實的我實的我實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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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當當當我我我我看看看看到到到到自閉兒無法認識自閉兒無法認識自閉兒無法認識自閉兒無法認識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行為所行為所行為所行為所埋埋埋埋下的下的下的下的隱憂隱憂隱憂隱憂、、、、又缺乏又缺乏又缺乏又缺乏對對對對未未未未來來來來判斷的判斷的判斷的判斷的自我分自我分自我分自我分析析析析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有自己有自己有自己有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的的的固執固執固執固執、、、、以以以以擺擺擺擺脫脫脫脫它它它它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我同樣我同樣我同樣我同樣看看看看到到到到了了了了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父母和治療師父母和治療師父母和治療師父母和治療師，，，，對對對對

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的認識的認識的認識的認識有同樣的無有同樣的無有同樣的無有同樣的無知知知知、、、、與與與與無無無無數數數數的的的的盲盲盲盲點點點點。。。。    

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尚尚尚尚不知不知不知不知真真真真正的起因正的起因正的起因正的起因，，，，多多多多少少少少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卻卻卻卻對對對對解因解因解因解因、、、、講講講講論論論論的的的的栩栩栩栩栩栩栩栩如如如如生生生生、、、、面面面面面面面面俱俱俱俱到到到到、、、、也也也也頭頭頭頭頭頭頭頭是是是是

道道道道。。。。誤誤誤誤導父母以為導父母以為導父母以為導父母以為靠靠靠靠著著著著維維維維他他他他命命命命、、、、高高高高壓氧壓氧壓氧壓氧、、、、腸胃疏腸胃疏腸胃疏腸胃疏通通通通、、、、心理心理心理心理輔輔輔輔導導導導、、、、感感感感官官官官統合統合統合統合、、、、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特特特特殊殊殊殊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甚至甚至甚至甚至幹幹幹幹細細細細胞胞胞胞，，，，就能使自閉症就能使自閉症就能使自閉症就能使自閉症消迍消迍消迍消迍無無無無形形形形。。。。    

當當當當我我我我身身身身陷陷陷陷在自閉症的在自閉症的在自閉症的在自閉症的泥沼泥沼泥沼泥沼中中中中，，，，我多麼我多麼我多麼我多麼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有有有有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人，，，，不只是在診所不只是在診所不只是在診所不只是在診所、、、、或或或或講台講台講台講台上告上告上告上告

訴訴訴訴我如我如我如我如何何何何行行行行，，，，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你你你在在在在旁旁旁旁耐耐耐耐心心心心、、、、不不不不帶帶帶帶怒怒怒怒氣氣氣氣的的的的、、、、陪陪陪陪伴伴伴伴我我我我、、、、提醒提醒提醒提醒我我我我，，，，甚至甚至甚至甚至願意願意願意願意堅持堅持堅持堅持地地地地點點點點破破破破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盲盲盲盲點點點點、、、、喚喚喚喚醒我的醒我的醒我的醒我的迷迷迷迷思思思思。。。。    

當當當當我我我我面對面對面對面對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的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時時時時，，，，我我我我更更更更深深深深深深深深地地地地感感感感受受受受到到到到，，，，康康康康兒也兒也兒也兒也是需要這樣的一個人是需要這樣的一個人是需要這樣的一個人是需要這樣的一個人，，，，如如如如此對此對此對此對待待待待

他他他他，，，，教導他教導他教導他教導他、、、、陪陪陪陪伴伴伴伴他他他他走走走走上上上上每每每每步步步步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台台台台階階階階，，，，而而而而那那那那一一一一生生生生的的的的陪陪陪陪伴伴伴伴，，，，捨捨捨捨我我我我取取取取誰呢誰呢誰呢誰呢？？？？在我無力在我無力在我無力在我無力改改改改

變變變變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之之之之餘餘餘餘，，，，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態態態態先先先先被被被被自閉症行為自閉症行為自閉症行為自閉症行為改變改變改變改變了了了了；；；；我我我我的的的的兒子教導我兒子教導我兒子教導我兒子教導我：『：『：『：『我我我我若若若若要人家要人家要人家要人家怎怎怎怎樣樣樣樣

待我待我待我待我，，，，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怎怎怎怎樣待人樣待人樣待人樣待人；；；；我我我我若若若若希希希希望望望望人家人家人家人家怎怎怎怎樣待我的兒子樣待我的兒子樣待我的兒子樣待我的兒子，，，，我就要在家中我就要在家中我就要在家中我就要在家中怎怎怎怎樣教我樣教我樣教我樣教我的的的的兒兒兒兒

子子子子。。。。』』』』    

末末末末了了了了，，，，我只能提醒您這一我只能提醒您這一我只能提醒您這一我只能提醒您這一句句句句，「，「，「，「畢畢畢畢竟竟竟竟，，，，出出出出了家了家了家了家門門門門，，，，沒有人是他的父母沒有人是他的父母沒有人是他的父母沒有人是他的父母；；；；也沒有也沒有也沒有也沒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義義義義

務務務務，，，，要要要要按照父母的期待按照父母的期待按照父母的期待按照父母的期待，，，，忍忍忍忍他他他他、、、、容容容容他他他他、、、、不不不不計計計計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的的的的接接接接受受受受他他他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