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閉兒媽媽知無不言：我的經歷，你的鑑鏡  - 小 Q媽媽 

 

在孕期中歷經了無數次的免疫抑制療程後，我的孩子終於平

安健康的來到這個世界上。第一次當媽媽的我，看見孩子如

願的平安，興奮之餘，把以前學生時期的兒童發展學、和參

考美國兒科醫學會編制的新生兒父母手冊搬了出來，每天都

會對照現在的月齡應要注意的事項、父母該做什麼、以及孩

子通常應有怎樣的發展狀況。漸漸地，我發現孩子該有的語

言發展完全無法照著書上描述的那樣進行，而且眼神與大人

的接觸是時有時無，也不像一般的孩子總是愛被逗笑。 

 

我的孩子雖和我日夜相處在一起，但卻像是兩條平行線般難

有交集。從大約 3、4 個月開始，這個問號一直存在我的心

裡，但是我先生卻一直說我是杞人憂天，一直到小孩一歲大

時，我第一次帶著他去心智科做全面性的發展評估，當時我

把「自閉症」這個可能性提出來，但是醫生說孩子太小，他

不能確定，此後的每半年我都會再帶孩子去求診，因為我的

疑惑已經越來越深。直等到兒子兩歲時，乾脆換到台大醫院

求診，當時我兒子才一走進診間在椅子上坐下，大約不到五

秒鐘的時間，醫生就很肯定的告訴我:「孩子很好、絕對不



 

是自閉症、不要想太多」，並且要我三個月後再回診追蹤即

可，三個月後的回診時，孩子已兩歲半，醫生看到我兒子還

是老話一句:「不是自閉症」，但是我帶去的評估單忘了拿給

護士，因此醫生請我們先等一等，等他再開門回來時，剛好

看見孩子正在啃咬玩具，又馬上改口說:「應該沒錯，就是

自閉症了」，雖然被醫生這樣宣判，但是我已經早有心理準

備，只是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我仍是一片茫然。 

 

從孩子大約一歲半到近三歲之前，我幾乎是經常性的失眠，

每天都在想著，到底哪一天他才會開口說話? 到底該如何引

導他學習? 到底是不是自閉症? 

 

但是，從一歲九個月開始，我帶著兒子接觸語言治療起，並

沒有任何一位老師可以給我答案，甚至有兩位語言治療師直

接宣判我兒子是「語言失用症」。當時我的作法，是在家裡

附近的醫院、及台大醫院幾乎排著滿滿的語言治療課與職能

課，回家後我就和先生照著老師的方法跟孩子互動；接著又

有特教老師建議我把孩子送入發展中心的日托班就讀。所以，

那時我每天都去發展中心了解孩子當日的學習狀況；漸漸的



 

發現，與兒子同班的孩子，雖早已在日托班就讀約一年多，

卻仍包著尿布、仍無口語、或只會鸚鵡仿說... ；我的心裡

存著一個很深的疑問，總是在失眠的夜晚裡盤旋不散。 

 

這其間，我曾接觸過昂貴的 ABA 個別課、還有退休的特教老

師自稱外號是「大師」，光是看我兒子跑來跑去，就說他即

使經過訓練也還是低功能，要我得有心理準備；他又建議我

其它的改善方式，卻是一堆民間偏方和昂貴的排毒療程、還

有讓我永遠不知道現在在教什麼的語言老師... 。還曾去日

間病房住過一天，看到像是在訓練小狗一般的「團體 ABA 教

學」；當然也有真心相助又同是自閉症家長的特教老師，無

酬地當我的顧問，只希望能幫上一些忙，像這樣的人少之又

少，我緬懷此情，向您表達衷心的感謝。 

 

在孩子確診為自閉症至今近一年，花了許多的冤枉錢，也走

了許多的冤枉路。某天我在博客來網路書店看到瑾心老師的

書，很好奇的訂了兩本，一看之下，真是對此人佩服不已；

但問遍了我的治療師，和當時朋友所介紹的特教學校督導老

師，都說沒有聽過這位作者。而且，特教老師還以專業之姿



 

告訴我一句重點: 「ABA 在台灣根本就不適合拿來作為教學

項目」。因此，我把看了一半的書，就冰存在抽屜裡任憑長

滿灰塵；因為我告訴自己，我的兒子應該不需要用這麼麻煩

的方法去學習，我怎麼會相信一本作者在美國，卻寫給中文

自閉兒教育的書呢？而不相信近在台灣、那麼資深又有名氣

的特教老師和台大的治療師呢? 然而「真金不怕火煉」，這

句話是千古不變的道理，漸漸的會發現所謂的專業人員，卻

無法不斷的給我更多的建議，我的課程也好像上來上去都是

差不多的項目。 

 

自閉症的孩子倒底需要的是什麼? 已經用了所謂的專業人

員的方法，孩子仍然就是沒有聲音，我此時很茫然，也很挫

折，因為沒有人能「明確的」教我或告訴我。 

 

這時，我再度把冰存在抽屜裡的兩本書「生命的裝備」和「生

命的執著」拿出來讀，也上網查看瑾心姊以及蔡傑爸的網站，

才知道寶藏是在這裡。沒想到很幸運的，2013 年夏天在網路

上得知花媽的書店即將舉辦瑾心老師的演講，我就像是追星

族一般的連續聽了 7、8 月兩場，也在演講結束後鼓起勇氣



 

問瑾心姊，我照著書上說的教孩子仿母音，為何仍沒有任何

改善呢? 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書上因為篇幅有限，許多的

細節及實際做法其實並沒有辦法一一的詳述，因此我照著瑾

心老師的建議，以及兩場演講中提到 2~3 歲孩子該教的事，

回家後立刻實行。在這實習的 1、2 個月內，我經常無視旁

人的眼光，在各個公共場所處理過他的大小便，經過一個夏

天，終於教會了孩子自行如廁，以及完全把尿布戒掉，也記

錄孩子每天的平時發音，並且用誇張又生動的嘴型教他仿聲；

孩子的聲音終於就像一顆一顆從蚌殼裡辛苦挖掘出來的珍

珠，我小心翼翼的收藏在寶盒裡，聽到孩子開口說話的聲音，

那種無法言喻的感動，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心裡。 

 

兒子大約 2 歲 11個月大時，在捷運列車上，我總是會把生

活照放在手機裡，跟孩子一邊解釋一邊欣賞；這一天，孩子

突然能跟著我把一個一個的語詞仿說出來。過了幾天，他開

始會說 4~5 個字的短句(我要吃餅乾、我要吃麵包) 。在這最

令人振奮的時段，我卻發現孩子剛萌芽的語言，卻因為白天

去上了發展中心的課，下午接回家時，原本會說的竟然說不

出來... ！原來，是因為老師沒有辦法像我這樣和孩子一對



 

一、一個字一個字的，非常非常緩慢的、等待他開口說出來，

因此孩子的認知學習混亂了。於是，我隔天就辦妥在發展中

心的離院手續，把小孩帶回家。 

 

為了能讓孩子有一般的同儕的模仿學習與融合，我每天早上

送他去家裡附近的小型幼兒園兩個小時；一直到我上了瑾心

老師的初階班課程，才瞭解到我的療育安排十分不妥。原因

是，不該在孩子的社交能力未建立之前就貿然送去幼兒園，

另一方面又花太多時間在跑早療的課程；還有我們的家庭教

育觀念也有很大的錯誤，但卻渾然不自知。例如，我的孩子

偶爾會有一邊嘻笑、一邊漫無目的奔跑的情形，很多自稱是

專業的特教老師，都告訴我這是因為孩子的認知能力不足，

他無法理解自己在當下的情境裡該做什麼；或是他坐太久累

了、餓了，所以他混亂奔跑，我們應該耐心的等待他自我整

理、不要輕易出手阻止他… …等等。在認識正確的 ABA 行

為介入之前，我一直以為這是自閉症的“正常” 行為，而在

心中感嘆命運無奈的安排，竟讓我的兒子成了這樣的瘋子，

直到上了瑾心老師的課之後，才知道我的兒子非但不是瘋子，

他對當下的情境還清楚得不得了；因為他知道自己只要這麼



 

一嘻笑奔跑，老師就會為他停下眼前的課程，因此他竟成了

操縱局面的贏家。如果沒有認識瑾心老師，我想我們應該永

遠都在錯誤的觀念中以為是愛孩子。 

 

這段時間，上了瑾心老師的課，得到幾個重點觀念: 

1. 教學的效力必須是能夠「一生致用」。 

2.父母才是最好的治療師。因為沒有任何一位治療師能夠為

我們的孩子「量身訂做」；這一點，我覺得眼前的感受就很

深，因為按照瑾心老師的教材替孩子做評估時，我能夠隨時

從我的檔案中查出我兒子認識了幾隻動物、幾個人名、能標

示幾個動作、近幾日有什麼問題行為；並且能夠積極主動的

在每天、每個星期、每個月去調整教學的計劃，每天晚上和

先生討論孩子的問題行為和學習狀況。雖然我們都沒有行為

治療師的背景，但這一切的心力，絕對不是我花錢就能請人

代勞的。 

3.唯有父母先覺醒，才能喚醒孩子的自閉症；唯有父母認真

裝備自己，對孩子而言，才是久病良醫、最專業的治療師。

4.不要讓自己當一隻無助的待宰肥羊(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

在很多自閉症研習的場合中，我們會接觸到其他家長，聽過



 

有人花了 50 萬台幣去做舌頭的中醫治療、也有人花了很多

錢去做檢驗和排毒療程；但是，再細問孩子的現況，他們會

告訴我，到了小學狀況仍不好，甚至仍無口語，或是情緒問

題嚴重到需要服藥控制。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曾主動去找過

這些療程，但是卻有這樣門路的「專業人士」找過我。在剛

身處自閉症的徬徨無助時期，我的確不只一次在心裏有過想

去試試看的想法，幸好我有一個很理性的先生，總是能說服

我，不要掉入家難財的陷阱裡。 

 

在上過瑾心老師的課程後，我把醫院的治療課停掉、也不再

去幼兒園，把交通往返的時間節省下來，改為每天在家自己

教學。最初是先從 18~30 個月的成長目標和 DTT 開始，就按

照幼兒園的時間表，讓孩子起床、梳洗、用餐，如果孩子挑

食或是耍賴，我會讓他選擇要把早餐吃完、或是立刻到桌上

等媽媽，然後開始學習；每到了中午要煮飯時，以前的我總

是把孩子保護得很好，深怕他進廚房會被熱油噴到、被水燙

到；現在則是改成允許孩子和我一起挑菜、洗米。我的兒子

因此從一個對米粒、豆粒有強烈觸覺敏感、不敢碰沙子的小

孩，變成很喜歡主動幫忙洗米、挑菜，也喜歡到沙灘玩沙，



 

還會不時就看看我的菜煮好了沒有、探頭觀察烤箱的食物烤

得如何了，反而成為了一項鼓勵好行為重覆的自然增強物。

為了「關心」我煮飯的進度，他的主動要求行為也增加了。

下午的午睡後，就是點心時間和生活教學時間，我經常帶他

去商店買東西，趁機可以教他分辨商店的特徵、賣那些東西、

有什麼人，遇到人該如何打招呼，或是指定物品請孩子去幫

我找出來… 等等，有太多的 ABA 生活化教學的機會。或是

到公園、圖書館、攤販，都在不同的環境裡找到不同的隨機

教學功能。他現在也會幫忙一些簡單的家事，像是將衣服收

到指定的地點、將衣物分類、擦桌子、餵狗。到了晚上先生

下班回到家後，他的任務就是陪兒子玩男生的玩具和職能訓

練。 

 

以前孩子走路時，動不動就跌倒；在執行瑾心老師 ABA 黃金

三原則的訓練時，連站都站不好，或是搖來晃去，我們總是

很生氣，但是仔細觀察之下，才知道孩子的左右腳施力非常

不均，右腳明顯無力，當然站不好；我們立即量身定作介入

的教學目標，針對他的平衡感，慢慢加強練習右腳之後，走

路和站立也有改善。 



 

我執行在家教學的情形，一開始是經常碰到突發狀況。例如，

以往我們一下樓，就是要到地下室騎摩托車或開車出門；現

在改成一下樓就是到一樓，因為我們不去上治療課了，而是

要走路、或是坐社區巴士出門去買菜、或去公園。我的兒子

只要一看到電梯門打開的一剎那，就哭得呼天搶地，整個人

趴在地上，接著就有一群鄰居太太們嘴上議論紛紛，再對我

們行「加級式」的注目禮，直到我們走出社區大門。這樣的

情況大概持續了兩個月，期間也曾經忍不住動怒打罵過小孩，

之前從瑾心老師那學的負增強完全被拋在腦後，但是這樣下

去並不是長久之計，於是想到孩子是很喜歡坐社區巴士或是

到社區的遊戲區玩，因此一旦他又爆炸，我就立刻把他「遣

返」，然後鞋襪一脫就「立刻」到桌上教學，而且是學他最

不願意做的項目，這樣還不是一次就能見效，大概經歷了幾

次，情緒爆炸的狀況開始一次比一次好，到現在幾乎沒有再

爆炸了。『註：負增強作用的操作，行為所產生的功能，是

為了要「終止/逃避」眼前所不喜悅的環境或事件，與身體

的處罰是完全不同的觀念。（請詳閱瑾心著「生命的裝備」

第 6 章,pp154-160）』。 

 



 

此外，我的孩子會走路走到一半就開始脫鞋子、在捷運站走

路故意東倒西歪、出門穿衣穿鞋總是愛放空、拖拖拉拉、沒

有睡飽就情緒大爆炸等問題行為，都是這幾個月努力解決的

行為目標。在這幾個月內，我和小 Q 的爸積極地在做腦力激

盪，雖然還是沒有辦法馬上做出最好的負增強作用，但是瑾

心老師教我們的增強作用原則，是立即性的讓孩子經歷「因

果關係」的連結，以及教孩子如何正確地在這光景中抒發自

己的情緒。 

 

另外，要使孩子進入桌上教學的教導部分，你我能想像叫一

個三歲的毛小孩能願意乖乖配合、坐在椅子上學習，真的是

談何容易呢? 尤其我兒子幾乎是每天在當「小飛俠」。 

 

這過程中，母子間也經歷過一番的磨合掙扎，甚至很多人勸

我不需要在桌上進行教學，他們認為這樣對孩子太嚴厲，會

破壞了親子彼此的感情。但是，這幾個月按照瑾心老師的教

導，有了切實的執行心得和量身定作的調整之後，我和小 Q

爸反而覺得桌上教學對我兒子而言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很

適合他。只要我們願意謙卑地觀察孩子的行為動機，以修正



 

我們介入的方法和進行的時間；最初因為我是個急性子，學

了一個方法後，總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立刻去進行，因此忽

略了瑾心老師百般叮嚀的黃金三原則的重要基礎性，所以有

一段時間，我又必須要將教學專一的訓練孩子的「聽從」，

一直到現在還是不斷的在要求：學習的前提是在聽從行為成

立之下才能進行。接著，我慢慢的發現對於小 Q而言，他最

害怕的事情竟然是「無聊」，只要在不會無聊的前提下，我

的兒子寧可選擇「自動」坐到椅子上和我一起學習，只是每

一次學習和休息的時間，父母必須要掌控孩子的學習注意力，

能達到學校環境的要求，這才是收到「類化」的成效。 

 

除了解決問題行為和追趕一般孩子的發展能力外，人際關係

對於我們的孩子也十分重要。瑾心老師也提醒過我們要從身

邊的鄰居開始，父母自己必須學著去當一個熱情並且願意與

鄰居、朋友交流的人；這對我而言，此項的自我突破比要我

念書、寫作業、操練正負增強都困難得許多。因為我本身也

不善與人交際，甚至是嫁入夫家快八年了，只去過夫家兩三

次，對於公婆、甚至在孩子出生時，為了不讓小孩被婆婆帶

到南部照顧，而和他們徹底撕破臉。關係如此惡劣之下，如



 

今卻要因為孩子的自閉症而必須強迫彼此真心接受，甚至成

為熱絡的一家人，在以前這對我而言是萬萬不可能，但是我

想如果這一步都走不出去，我孩子的世界裡只有父母，真的

要成為永遠的自閉兒了！因此我開始變成「裝熟魔人」，只

要一看到鄰居，就馬上跟對方打招呼，然後介紹這個人該怎

麼稱呼，無論對方有沒有理我；逢年過節時，我也會帶著兒

子回去夫家，並且教孩子跟爺爺、奶奶、老家的親戚鄰居們

問好；孩子的姑姑只要一回台灣，也很願意帶著小姪女和我

們一起出遊。是的，家中有孩子是自閉症，對長輩們都是非

常傷心的事，但是他們很明理，也願意配合和尊重我們教孩

子的方法，雖然爺爺奶奶都不懂 ABA，但是對孫子的黃金三

原則就是「不干涉父母管教孩子」、「不給零食點心」、「不哄

孩子」。 

 

如果能夠重來一次，我寧可積極的認識自閉症、面對自閉症、

挑戰自閉症；也不願意花時間等待再等待，只盼望能得到醫

生給我不同的答案，也不要把孩子能進步的期望放在別人的

身上，以為千里迢迢去大醫院找治療師，就能解決孩子的問

題。有一位一起上瑾心老師 ABA 課的家長，很語重心長的告



 

訴我，當年他也是在盲目的摸索中學習，但是有一天，當他

終於了解自閉症，也學會了方法時，回頭一看才發現，孩子

已經長大了，這是生命的歷練和代價，我會深深的放在心

裡。 

 

雖然這幾個月裡，我向瑾心老師只學會了 ABA 和 VB 的一點

皮毛，但對我的家庭而言，真是受用無窮。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堅信的是，只要父母對孩子永不放棄的心，和認真學習行

為分析的介入、願改變自己面對盲點的覺醒，孩子的成長之

路必能看見曙光，他必能獨立的活出自己生命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