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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然然愛愛你你！！                                            ~~  瑾瑾心心  

 

 

2014 年，對自閉症覺醒的服事而言，是整整 7年的工作。 

2014 年，對我們家而言，是整整 13 年的信心鍛鍊。 

從 13 年前至今，我的手上收集了許多自閉症療育的寶貴資料、和

多方的文獻研證；我的動機不是為了訴求職業、也不是為了開店賺

錢。前 6 年，是因由自己孩子的需要而學習；後 7 年，則是為了下

一代的自閉症孩子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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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傳承。 

 
在自閉症的迫切需要當中，無論是中國或台灣，太多假的專業、甚

至過氣的演員吹噓著像科學的莫名方法，或僅藉著翻譯書籍建立威

信、或用藥、或幹細胞、或高壓氧、或自創一派的高檔山寨版教學，

所謀的是名、為了利。我痛！我慟！自閉症教育竟成了壟斷市場的

貪婪。再加上多少徬徨的父母心被誤導，使没有界限的愛，變質成

了使孩子張狂的害，也使無條件的接納成了剪不斷理還亂的綑綁。 

 
ABA 是行為科學派的動機操作；與主觀且因人而異的心理學揣摩

背道而馳。ABA 對任何挑戰行為的教導是「立即介入」，並且在 

介入的原則下，「一定要提供」明確的替代行為，使孩子能應用替

代行為達到原本的動機訴求。 

 
行為目標必須使用點、線、面的擴展和延伸，使每一個單元的教學

目標成為下一個目標的基礎和踏腳石。最重要的是，教學計劃是量

身定做的，畢竟自閉症是一個 spectrum，每個孩子的溝通需要是

如此的不同，就絕對不可能用一模一樣的目標成為完全不同的 

spectrum 的幫助；再加上父母本身的認知程度也不一樣，所以任

何的行為目標設計，不應該是只在機構中、或特定的人面前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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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來；一定要能在家中、學校中、其他公共場所中、在不特定

的人面前，自閉症孩子是有能力將行為目標執行成功的。 

 

密集的訓練，是强調孩子有規劃性的、全面性的、一致性的人際互

動認知和經歷；最終的 ABA 教學目標，是要裝備孩子類化且認識

社交規範的期待、和調適自己融入複雜的社交規則。 

 
這奇妙的自閉症心路，使人生的歷程充滿了探索。謹願所有在其中

成長的父母，心意更新而變化，凡事察驗學習，用有智慧的愛裝備

自己和孩子，更願我們一生無悔、也不虛度！ 

 

2014 年，這一年，我的家充满了一籮筐的新事；如果你願意，朋

友阿，我邀請你觀看主耶穌基督在這家中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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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今年，是我結婚 20 週年。  

 

 

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我不會虛假的告訴你，我的婚姻有多美满， 從來都沒有出過問題。 

畢竟，两個人的結合是两家 "人們"的互動, 這 "人們" 的一動一

繫間，並没有愛情的委身！ 

但，神的愛不斷的滲入、包容、教導和醫治，使我們夫妻二人因著

自閉症無措地來到十字架前，從學習能饒恕對方，到願求對方的饒

恕；直至認識到十字架上捨己的代價和憐憫。 

孩子，如鏡照明父母内裡隱而未現的自閉；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有

著自閉兒一生難以習得的 super skill: 就是偽裝! 懂得深藏行為

背後的動機。 

回轉像孩子，是 20 年婚姻的反芻；是耶穌基督藉著我们的独子康

兒給予外子和我的禮物。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54658844544653&set=pcb.854658854544652&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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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不再是两人之間的慶賀; 

感恩，是因我们終於明白是神，無條件的深愛著我們；這愛，長闊

高深，不驚擾人的等候情願；這神人之間的誓言，豈僅是一生, 直

到永生。 

謝謝你！我的丈夫，甘心自卑蜕變以求神的性情。 

於我，於孩子，你支持、供給、信任、學習保護免於眾多的試探。 

於家，你屈膝、默祷遮蓋、只求天父的旨意成全。 

人生有幾個 20年，是步步刻骨銘心？若能再數算，願主恩綿綿！ 

 

222...   今年康皃初中畢業進入高中。

 

幼稚園畢業到初中畢業, 8 年的第一次蜕变；下一個 8 年, 是大學畢業之日!!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10059339004604&set=pcb.810059615671243&type=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10059335671271&set=pcb.810059615671243&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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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分享主耶穌在這孩子身上的可畏作為，我的心無法不數算衪的

恩典。 

 

 

美國的公立高中是有分班制的，且是由初中個別的主修課老師評鑒。 

有個令我興奮的結果是... ，康兒被推薦上高中英文、科學、歷史的

榮譽班（Honor classes) - AP。 

請不要誤會我以孩子的學業成績論成敗。我最大的安慰，是這個孩

子能獨立在學習的道路上，向前邁出挺拔的步伐。 

我也知道他下一階段的成長，是需要摸索知道他自己是誰？要甚麼？

什麼是值得他甘心用一生，去得到的生命價值和其中的滿足。 

畢竟，他的成長是如此的不一樣，他的選擇，我滿滿地相信，會是

一個令人驚艷的生命歷程。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10059112337960&set=pcb.810059615671243&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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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有一個回憶在我的腦海裡。 

 

一個沒有聲音、不會說話的孩子，竟來到我的面前告狀了； 

用他習得的技能「指」的動作，很類化的跟我說： 

「他壞！(別的小朋友)。你罵他。」 

我說：「我不罵。因為他不是我的兒子。我罵你，因為我要教你，

最重要的是，我愛你！我要你好！」 

神所愛的，衪必管教。-希伯來書 12:6 

其實，真正受教的，是我！ 

我的兒子，也是我在主內的小弟兄。彷彿是我和爸爸為你付出了一

切的所能，豈知是你打破了我們侷限自保的生命藩籬。 

我們急著要拉拔你長大，你卻不急不緩的在主恩中甦醒。 

我們想盡辦法、尋找方法要改變你的自閉，你卻用自閉症改變了自

恃聰明又驕傲的父母。 

我們拼命教你知識和做人的道理，你卻安靜地將真理的清潔活出來。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90798510930687&set=a.101312346545977.2738.100000016375621&type=1&relevant_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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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食物、維他命能添加你先天不足的缺憾，你卻用 15 年的

成長告誡我們吃喝耶穌話語的智慧。 

我還能說什麼？哽咽中只能向主耶穌献上感恩，謝謝祢藉著康康打

開了我的眼界、拆毀了我狹隘的心胸、撕裂了我自以為美的生命藍

圖；主阿，感恩豈夠訴盡祢在我一家中所傾倒的恩惠！ 

我感恩，唯有因著唯一的獨生愛子有自閉症，我才被完全的擊跨! 

完美勝利的面具被撕下，才願卑微地痛定思痛，認識自己倒底是誰。 

真的，若康康没有自閉症，我無法想像正常的他會被我經營成一個

什麽樣的鬥士？ 

是的， 我為自閉症感謝主； 感謝主耶穌將自閉兒給我，教導我終

於懂得什麼是内裡誠實的柔軟和謙卑，不再靠人的聰明和能力，只

單單仰望獨行奇事的神！ 

我感謝主耶穌的智慧，藉著自閉症打碎了我霸氣的石心，將一顆肉

心給了我。使我能與哀哭的人同哭，使我懂得耐心且不失安靜的等

候，是祷告的交託。 

我感謝主！在我壯年時將患難加諸給我，眷顧我有足夠的心力和精

力面對自己的軟弱和自欺，有足夠的勇氣擊潰老我，並在主的工作

中得以被修復和更新，以預備我能虛心的聆聴並安慰受傷的心。 

我不是完全的人，但我有完全的神，祂的名是主耶穌基督。 

此時此刻，許多的回憶嬝繞心頭，請您耐心地聽我說，主耶穌在我

家做了何等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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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本身是一個藝術！溝通, 本身是一個思維的戰役 ! 

看不懂或錯用，很容易扼殺自闭兒萌芽的對話邏輯。 

你知道康兒是如何從語言治療中畢業的嗎? 

當時，語言治療師用加菲貓的故事 作為引頭的討論，老師問他： 

"加菲貓為什麼每天都有義大利麵可以吃？＂ 

死板的治療師當然會按照故事的內容有既定的答案。 

康兒露出可笑的表情, 回問治療師："你知道加菲貓是一本漫畫, 你
不會當真吧? ＂ 

治療師用社交語言讚美的接句："康，你真的是一個 冠軍! ＂ 

面對康康得意的表情，治療師接下去問："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

對冠軍的了解？＂ 

康康低頭 5 秒，我們都可以看出這小小的腦袋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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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起頭，眼睛鎖住語言治療師，一臉嚴肅的回答："我相信冠軍，

是把自己平常訓練最好的表現出來，並且得到所有人的肯定。我想

就是這樣子吧！＂ 

那天，主任語言治療師通知我這孩子不需要 " 治療" 了！ 

當時，康康 7 歲。 

 

我在這的分享，是盼能啟發父母自己能思想，語言治療的過程和目

標究竟是什麼？ 

他畢業的決定關鍵，是他回答了三個很重要的動詞：訓練

(training）、表現（performance）、肯定（recognition）。- 很明顯，

他的思路是往運動員的功能方向走去。 

 
一般 5 歲的正常孩子已有這三個動詞的認知；語言的教導不是僅僅

停在標示而已，卻是要習得如何串連既有的類化認知，繼續衍伸成

為另一個定義的運用！ 

因著主的恩典，我們當年的語言治療師是有 23 年資歷的 Cindy 
Sendor，當年也是 Cal State Fullerton 語言治療研究所的系主任；

她毫不保留地教導了我，如何設計從思維到表達的結構和文法的組

句。
http://www.autismawakening.org/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Autism&Category=

07-01&ID=Autism39974898643487&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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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不再自閉的酷！  

 

望著上帝手中的傑作，一晃眼，這孩子 15 歲了！他現在的腦袋瓜

兒在想什麼呢？ 

8 年後的今天，康康從初中畢業；再加上慶祝他 15 歲生日，他的爸

爸精心策劃、帶兒子去葡萄園並採蓝莓。從這一個事件，讓我們一

起觀看他的思維在什麼程度了？ 

開了近两個多小時的車程到了萄萄園，康兒忍不住了： 

" 爸, 今天出門是慶祝, 不是出門工作 , 対吧? " 

" 這採蓝莓, 好像是最低工資的農夫工作, 你帶我去幹嘛? " 

爸爸向兒子解釋在這可以買到新鮮的有机蓝莓, 並且体驗農村風光。

康康推推眼鏡，教育他認為傻呼呼的爸爸： 

"爸，首先你是替別人採了蓝莓，没有工錢；還要花錢買可以在超

市包装整潔的蓝莓，為什麼？再來，農場上的蓝莓不見得一定是有

机的，因為你怎麼知道肥料一定是用有机的？ 誰確認了？最後，

今天我是主角，我不覺得採蓝莓是慶祝活動，対我而言是勞動。所

以，我很願意陪你们品嘗些葡萄酒之後，就回家。你覺得呢？"   在

旁觀察自己兒子的談吐和思維，我的心在偷笑；爸爸得意的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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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的分析，回應："是的，兒子， 你都想到了！剖析清晰、態度

又好，我们回家... 。" 

 

康兒高中上的歷史課是榮譽班（honor class)-AP。 

我想，你可能和我一樣，會納悶這美國才 200 多年的歴史，榮譽班

能特殊到哪呢？ 

結果，開學剛開始兩天，我想藉這個經歷分享美國的教育內容。 

課堂中，歷史有南北的國内戰爭，回家的當天功課是：請扼要指出

為什麼現在仍有種族歧視的存在？ 

星期五的周末報告是：用時事探討為什麼戰爭會因宗教的信仰分歧

而引起？ 

嚇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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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不是背憶歷史的細節；而是教 15 歲的學生，如何從歷史的

洞察，以客觀解讀並思想現今的社會和政治狀態！ 

想要知道康兒現今的思維推理能力嗎？ 

那晚，康兒針對種族歧視仍存在的觀點作業，指出有三： 

1. 家庭教育的灌輸和影響 

2. 朋友的搧動，及尋求極端的接納。 

3. 本來是持沒有種族歧視的態度，但因社會新聞的重覆性負面事件

單一指向特定族裔，使大眾逐漸產生歧視的觀感。 

哇！爸爸暗自佩服兒子的精湛重點；我也驚豔！ 

且再看，康兒鎖定以伊斯蘭國作為題材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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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一個很深的感觸，當自己拒絕讓孩子接受自閉症特質的正當

性「快樂的作自己」，我的仗更加艱難，他戰役的目標就是「超越

自己」。 

筆落於此，我只能由衷的訴出：昨日面對風暴的挑戰，卻是預備且

藴釀為今日成長的力量！ 

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 約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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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外子也發現有學校女孩將電話號碼寫在兒子的聯絡簿上，還要求康兒

要回她短訊。 

爸爸逗著兒子問，“想打算怎麼做？＂ 

傻頭鵝還没開竅，竟回答：＂還在考慮之中。＂ 

嗯，下一季的成長要來了... 。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78508405493031&set=a.338319142845295.89620.100000016375621&type=1&relevant_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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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場的自閉症戰役，一晃已經 13 年了！ 

一個 本來會摀著耳朵，深怕感官刺激的孩子， 已經不怕槍弹的引

爆聲!  

人眼中原以為的自閉，卻在神的手中塑造成了一個寶貴的安靜、沉

澱、會默想的孩子! 

兒子啊，願主的靈教導你心靈和誠實的敬拜； 嚴肅且莊重的走完

人生的旅程。 

有人問我，搏鬥自閉症的毅力從何而來？我別無他法，每早晨是從

讀經和祷告的交託中開始。 

有人問我，康兒在 A.B.A 的教育訓練中有多久？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62894590387745&set=pcb.862894643721073&type=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62894623721075&set=pcb.862894643721073&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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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 Lovvas Model 訓練一年半，每星期 5 天謹做家庭的密集介入教

育 35-40 小時三年之久，自己做並自行訓練老師類化教學目標。
http://en.m.wikipedia.org/wiki/Lovaas_model 

有人問我，除了 Lovvas 的 ABA, 我還用什麼教學訓練康兒? 

他 3-4 歲時，我參加了 Hanen Program, 用她的教材一年；4-5 歲，我

花了 5000 元美金，參加了 RDI 两期的認証訓練，但康兒的教學在

其中 6 個月内看不出多大的突破；6 歲至 8 歲，我進修自閉症行為

介入碩士的認証而接觸了 VB，藉著 VB 的評估更進深補足 Lovvas 

DDT 的邏輯分析觀念；8 歲之後，接觸了由哈佛大學主導的 PRT 

(中樞反應訓練）；10 歲左右，因我和外子都具有法律和 MBA 的専

業背景，我們的家庭教育走向教孩子如何收集資料、檢視資料、應

用資料。從最基本能串連 What happened? How it happened? Where it 

happened? Who were there? Why it happened? What can I do? 開始訓練。 

12 歲到現在，我們的家庭教育核心是 Prove that you are right before 

opening your mouth an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fter you making a decision

。 

我和外子自己是有 "漂亮" 學歷覆歷表的人，我們清楚知道學歷與

人品和專業性之間不是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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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自閉症, 我們對兒子的期待不再是學歷和什麼樣的事業；我们

只有一個祷告: 兒子啊，精彩的活出你生命被造的意義! 

  

  

奇異的恩典, 如何用人的口能訴盡呢?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81057658571439&set=pcb.781059575237914&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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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康兒的暑假去了匈牙利（Hungray）和賽爾維亞共和國

（Serbia），繼續在福音的宣教工作裡，學習如何在窮苦的人當中

將自己給出去。 

 

去年，他到了摩爾多瓦（Moldova）。初次經歷到吃不到肉，只有

馬鈴薯吃的全身水腫的滋味；初次體會到要徒步走在嚴夏的碎石子

路上數小時，單單為了送藥，並在帳篷内發藥給窮困的人。 

今年在匈牙利，他被安排去精神病醫院，用音樂來服侍被社會或家

庭隔離的人。他寫了一封電郵給我： 

「媽，在音樂的敬拜中，我們以為是不正常的人，是多麼自由地又

歡喜地拍手、跳舞、彼此對唱；但在教堂内，我們以為是正常的人，

卻是毫無表情地坐著、望著影幕上的字，倍感無聊地唱，...我多

想要用力地激發正常的他們，對上帝的敬拜表達出一絲的熱

情... 。」 

康兒的心思開始蛻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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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我求神能改變他更多，他雖微小卻被神視為珍貴。 

主阿，求康兒的心與祢相近，求祢將我們内隱的自閉打破，使我們

一家能成為一個將主的醫治和恩膏，無阻流出去給人的器皿。 

 

願這孩子的生命能誠實的見證，「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

來。」主耶穌啊！只有祢能做成這奇妙的工作，請祢給康康更多認

識祢的悟性。謝謝祢，我的主耶穌。阿門。 

 

 

奇妙可畏的事，繼續在進行... 

康兒自行完成了高中新生的註册。 

聊天時發現，我們原以為兒子會以國語課作第二國語言的選項； 

豈知，他竟選擇了手語!!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61594293851108&set=a.101312346545977.2738.100000016375621&type=1&relevant_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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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不能説話的人，任何有聲語言對他们而言都没有義意，只有

手語能進行平等的溝通。" 

我流淚了... 

主啊，祢在這孩子心中啟動了怎様的工作？ 

 

這两年的暑假宣教經歷，祢讓他看到了什麼？ 

我的孩子啊，我求這事： 

願主的心意成全，願祂的應許，在你身上一句也不落空! 

你是屬祂的!我知道也堅信, 祂是你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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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歸回和起初的一樣。  

 

 

今年 15 歲的康康，除了弹鋼琴，他的双手巧於自行拼裝電腦。 

一開始，他和爸爸為了我的空中教學，父子倆齊心加強自閉症覺醒

的教學火力，裝設全新的双拼螢幕。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icGH0zLGvriDbM&tbnid=qg1ZcvS9g76FfM:&ved=0CAcQjRw&url=http://infinitypixels.tumblr.com/div&ei=kqobVN7jIIagigLksIHACA&psig=AFQjCNGIDvbE8ag4IthP69QvfJqSZq_29g&ust=141118559647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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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知康兒承襲經驗，繼續學習拼搭量身定作的电腦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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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再厲，將家中另外两台不同牌的舊 型電腦螢幕也双拼. 使剩餘

價值膨脹! 

 

爸爸從港、台公司帶回的電子樣品，康康更是義不容辭地要參與檢

測和評估；他給予的意見都顯露了這孩子對機械的興趣。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56948060982398&set=pcb.85694812764905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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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旅至今，满了敬畏。 

13 年前改变我信仰的一句話，再度刻入心頭。 

「成就的，是耶和華；造作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是祂

的名。...祂如此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 並將你所不知道、又

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耶利米書 33:2-3 

我瞭解， 

信仰在這個關頭上，自閉症又大又難的追殺，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獨

生的愛子被擄掠，他生命的疆界盡是荒涼的焦慮和懷疑。 

我該怎麼辦? 

這句: 你求告我! 

頓時，双膝落地，淚水從臉頰貫穿口鼻、满了手心；我已一無所有

的碎成一地，無聲的哀求主的拯救。 

 

主阿，救我的孩子!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865668036777067&set=pcb.865670046776866&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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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禱告。 

事實上，我不敢想像如何突破這又大又難的懼怕。 

直到，我的意志在撕心裂肺的泣訴中倒塌了。 

直到，我甦醒的双睷落在两句重疊的答應上。 

我要使...被掳的歸回， 建立他们和起初的一樣。 -耶 33:7 

我必使...被掳的人歸回，和起初一樣.這是耶和華説的。 -耶 33:11b 

 

是的，和起初的一樣! 

是照神自己的形像， 所造的有靈的活人 ! 

今天，我要全世界有耳可聽的都知道： 

祂成就了！ 祂造作了！祂建立了！ 

祂醫治了！祂真的使被掳的歸回。 

一樣抑不住串串的淚水， 

卻只有感恩、再感恩。 

耶和華，是衪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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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不可理喻的上帝？  

現在是青少年的康兒，注意的是剛強勇敢、孤傲又冷漠的角色。青

少年特別欣賞那種不容許別人介入，為要尋找自己是誰的孤單。 

充滿自我意識的青少年，常常毫不思索地反應，"我要做自己！" 

我能預料他下一個階段的態度嗎？ 

或許能吧！因為這孩子的生命有我和他父親的形象。 

 

我相信他會思考眼前所看到的人事物；我更相信我的兒子不是一個

盲從會走捷徑的年輕人。 

但他有弱點嗎？當然有！如同他的父母一般。 

為了祝福孩子，自省的更新是父母留給孩子最寶貴的產業。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4tiu9-HsyL0lM&tbnid=cEuTs7_uh3LaZM:&ved=0CAcQjRw&url=http://freecodesource.com/myspace-graphics/dividers-animated/summer_time/sort_top_viewed/&ei=sKsbVLqZJMW9iwKsz4DoDQ&psig=AFQjCNEEnFeqVh_PoEAdEcJvrq-MgcEOlQ&ust=141118593323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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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在我的生命中，不要停止祢手中的工作。因為我們才是祢手

中的工作。 

主啊，願我們個別的成長，能無阻的見證，祢的愛是如此的真實。 

主啊，願彼此因著愛的捨棄，能無阻的結合，使我們成為一個健康

的基督身體，單單聯係與祢。 

願我們的心，回轉像孩子。 

 

等一下！ 

你或許會想問：什麼是 "像"孩子？ 

 

兒子幼稚園時學了一首皃歌。 

那時他不太會仿聲學習，卻很努力的跟從肢體動作。 

每當孩子們唱這首歌時，我的心深深地被扎... ；因為這是我遺失許

久的覺醒... 。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98127990197739&set=pcb.79812816686438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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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的歌詞大意是： 

注意你的小眼睛在看什麼；注意你的耳朵在聽什麼； 

注意你的口在說什麼；注意你的腳步在跟隨誰。 

要看純潔的； 

要聽誠實的教訓； 

要說造就人的話； 

要跟隨知道方向的人。 

因為： 

純潔的沒有虚假；誠實的沒有陷阱；造就人的堅固信心；跟隨知道

方向的，不會迷失在黑暗裡。 

耶穌是聖潔的；耶穌是誠實的；耶穌是建立我的；耶穌知道生命到

哪裡去，因為祂已經在那裡。 

 

我相信你能認識到孩子的單純和信靠，我們大人呢？ 

 

我依然記得自己當初回應這首兒歌的默禱： 

主啊！願祢保守我和康兒緊緊的定睛你、聽從你、讓你重建；只跟

隨祢的脚步。因為只有祢，知道我們前面的方向；因為只有祢，証

明祢已經勝了；我們相信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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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歲的康兒阿，媽媽依然是一樣的叮嚀和禱告。 

注意你的眼睛在看什麼；注意你的耳朵在聽什麼；注意你的口在說

什麼；注意你的腳步在跟隨誰。 

主啊！願祢保守康兒緊緊的定睛祢、聽從祢、讓祢重建，只跟隨祢

的脚步。因為只有祢，知道康兒前面的方向；因為只有祢，証明祢

已經勝了；願康兒一生只選擇相信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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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真情和真相  

 

每年，自閉症覺醒工作的代價，總是我的腳踝受傷！ 

這次在台北上課前，我不慎又傷了腳踝，仍忍痛上完了 8 小時的課

程；真的在忍無可忍下，有家長動用關係帶我即時去看骨科並照 X
光片，才發現骨頭挫傷，並引發以前骨折的舊傷。醫生原建議打石

膏以固定腳踝，但考量 3 天後要回美國 因此改以護具固定、打消

炎針 、吃止痛藥，醫生叮囑未來 1~3 個月不宜走動，也應儘量避

免站立、不可上下樓梯，以免因重心不穩而引發更嚴重之骨

折．．．。 

目前走動時，我頻感腳踝的酸疼。 

休息，在安靜中聽到時間的流沙喚著覺醒的唏噓。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68607863332310&set=pcb.26860791666563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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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完成了暑假兩個月的自閉症覺醒的工作，接著在 9 月底又要開始

在台灣的遠距離教學；依然走進每個家庭作實際操作一対一的親身

教學，與行為介入的矯正和示範。 

筆下於此，我不禁感慨日光下的真情和真相。 

父母謙虚的蜕變，為愛放下自己。 

教與導之間, 是两顆心的拔河! 

聴與做之間, 是愛成為堅毅的執著! 

慟與痛之間, 是妥協與犧牲的抉擇! 

麻與醒之間, 是生命彊界存活的意義! 

一張張期待盼望的臉龐，有多少的你願意揚起探索的成長風帆？ 

不怕風浪！ 

有多少的你，感恩暴風驟雨的擊打？ 

因著孩子的自閉症得以甦醒，明白彩虹應許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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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禱告   

 

回到自閉症宣判的第一天起，父母心都作了一個相同的決定；無論

你是誰，我依然愛你。 

是的，依然願意！是的，依然交託！ 

感謝主耶穌將你給我，我有多少話要對你說... 

你，我心中所惦掛的自閉兒。 

 

 

我的孩子，我愛你！ 

我要給你生命中最寶貴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世界的洪流上，無法停止的往前駛。 

有一天，我們的生命會被分開。我對你的愛也或許會被忘卻。 

所以，我不會愚蠢到要父母用物質來滿足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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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幼小，你的路是長的。 

你隨意喝乾了父母給你的愛，轉身就忘了。 

你有你的成長，你有你的生命故事， 

但，故事中的每頁都有我的足跡、我的淚、我的祷告。 

 

是的，我逐漸年老了。 

從有一天的開始，我無力、卻有足夠的空閑來數算過去的光陰。 

用心來撫愛已經永遠失去的東西。 

 

我會發現，我所失去的，卻是使我能得著最大的安慰。 

因為，沒有任何的喜悅，能替代我看到你的突破和蛻變。 

 

和每一個人一樣，我失去了青春和力量。 

彷彿失去了自己的夢， 

誰知就在這捨棄中，成就了真實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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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你！我的孩子。 

當琴聲揚起，我看見愛之歡欣的手臂圍繞著你。 

每一個樂符如同祝福的吻撫觸你的額頭。 

我多願我的禱告能成為雙翼， 

保護你的心達到那未知的邊緣。 

我多願我的禱告能進入到你眼睛的瞳仁裏， 

把你心中的視線帶進到神的心腑裏。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54649724545566&set=pcb.754649741212231&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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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的聲音在死亡中靜止， 

我的禱告會活在你的心中， 

我求我所信靠的主保守你的心思意念， 

直到主的工作在你身上成就！ 

直到那日我們再相見！ 

我愛你！我的孩子。 

依依然然愛愛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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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掀開開幔幔子子的的心心中中話話：：  

我心中放不下的你，自閉症世界中的你，請原諒我嘮叨不休地欲止

又言。 

我已 50 歲，再加上腳踝受傷，心中清楚明瞭自己能付出的不復往

昔。 

在人生下一階段的十字路口，我嚴肅地要對你說： 

 

機構邀請我講課，每次問我要如何介紹自己？ 

我既不靠這自閉症賺錢，也不靠這職業吃飯；有人稱我老師，有人

叫我姐姐，不論你怎麼稱呼我，我有一個生命的角色，你絕對不可

以不知道。 

我是基督徒! 

我所分享的自閉症覺醒，是我的信仰。 

多想譲你知道基督在我們家行了何等大的事。 

 

孩子不再自闭, 

請不要只看我的教育訓練, 經歷和用了什麼方法。 

請看到, 智慧的你要看到, 是因為認識並知道上帝的愛和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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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醫治的源頭: 

愛神!  

愛你的鄰舍! 

愛那不可愛的! 

饒恕人, 如同神饒恕我们。 

 

我是誰?  

為何還在自闭症的世界裡? 

因為我的主耶穌基督在這裡,  

親自尋找迷失的, 受傷的, 瘦弱的, 殘缺的, 需要安息的。 

 

我不配, 卻親眼見到祂可畏的榮耀。 

我多希望你也嚐到救恩的美善, 

憑著信, 認識祂! 經歷祂! 相信祂! 

祂的名是耶穌基督。 

 

你 們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也 因 著 信; 這 並 不 是 出 於 自 己，乃 是 神 所 賜 

的；也 不 是 出 於 行 為, 免 得 有 人 自 誇 。-以弗所書 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