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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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二二二二））））    

：：：：摸朔迷離的摸朔迷離的摸朔迷離的摸朔迷離的 AAAA----BBBB----CCCC 細節細節細節細節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瑾心瑾心瑾心瑾心    

    

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是一生甦是一生甦是一生甦是一生甦醒的醒的醒的醒的過程和經歷過程和經歷過程和經歷過程和經歷。。。。面對孩子種種的學習和行為表彰的特殊需要面對孩子種種的學習和行為表彰的特殊需要面對孩子種種的學習和行為表彰的特殊需要面對孩子種種的學習和行為表彰的特殊需要，，，，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的的的的

心心心心頭頭頭頭，，，，能能能能一瞬間同時一瞬間同時一瞬間同時一瞬間同時充斥著充斥著充斥著充斥著許多糾纏又膠著的許多糾纏又膠著的許多糾纏又膠著的許多糾纏又膠著的不同感不同感不同感不同感受受受受，，，，很難去釐清到底很難去釐清到底很難去釐清到底很難去釐清到底該該該該用哪一種感用哪一種感用哪一種感用哪一種感

覺覺覺覺，，，，足以足以足以足以形容形容形容形容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心情是最的心情是最的心情是最的心情是最為為為為貼切的貼切的貼切的貼切的。。。。    

若我說若我說若我說若我說，，，，自自自自覺有能力覺有能力覺有能力覺有能力、、、、知識和影響力的知識和影響力的知識和影響力的知識和影響力的，，，，就就就就越想掌控環境和身邊的人越想掌控環境和身邊的人越想掌控環境和身邊的人越想掌控環境和身邊的人。。。。你同意嗎你同意嗎你同意嗎你同意嗎？？？？    

若我跟您分享若我跟您分享若我跟您分享若我跟您分享，，，，自閉兒知道自閉兒知道自閉兒知道自閉兒知道，，，，他有能力他有能力他有能力他有能力、、、、知識和影響力知識和影響力知識和影響力知識和影響力，，，，掌控環境和掌控環境和掌控環境和掌控環境和他身邊的他身邊的他身邊的他身邊的人人人人，，，，您信您信您信您信

不信不信不信不信？？？？    

此時此時此時此時，，，，您心中的感觸您心中的感觸您心中的感觸您心中的感觸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不妨再仔細地觀察並認識這個不妨再仔細地觀察並認識這個不妨再仔細地觀察並認識這個不妨再仔細地觀察並認識這個「「「「機伶機伶機伶機伶」」」」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他他他他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    用用用用「「「「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得到你的注意力得到你的注意力得到你的注意力得到你的注意力？？？？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你喜不喜歡你喜不喜歡你喜不喜歡你喜不喜歡！！！！    

他他他他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有知識有知識有知識有知識    能能能能「「「「預料預料預料預料」」」」你的反應你的反應你的反應你的反應    和下一步的作為和下一步的作為和下一步的作為和下一步的作為？？？？    

他他他他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更有影響力更有影響力更有影響力更有影響力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改變改變改變改變」」」」你的邏輯你的邏輯你的邏輯你的邏輯    ，，，，並進一步並進一步並進一步並進一步能掌握你能掌握你能掌握你能掌握你    按照他的需要按照他的需要按照他的需要按照他的需要，，，，配合並配合並配合並配合並

給予給予給予給予    隨時的滿足隨時的滿足隨時的滿足隨時的滿足？？？？    

現在現在現在現在，，，，冷靜地回味一下冷靜地回味一下冷靜地回味一下冷靜地回味一下，，，，他們他們他們他們「「「「笨笨笨笨」」」」嗎嗎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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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笨不笨不笨不笨！！！！但但但但，，，，卻沒有智慧卻沒有智慧卻沒有智慧卻沒有智慧。。。。他們多需要能被教導明白他們多需要能被教導明白他們多需要能被教導明白他們多需要能被教導明白，，，，成長是一段需付代價成長是一段需付代價成長是一段需付代價成長是一段需付代價、、、、虛己學習的虛己學習的虛己學習的虛己學習的

紮根工作紮根工作紮根工作紮根工作。。。。    

樹要高樹要高樹要高樹要高、、、、要壯要壯要壯要壯、、、、要要要要繁茂繁茂繁茂繁茂，，，，不是在閃躲不是在閃躲不是在閃躲不是在閃躲於於於於沒風雨沒風雨沒風雨沒風雨、、、、雷電的攻擊雷電的攻擊雷電的攻擊雷電的攻擊；；；；也不是在於也不是在於也不是在於也不是在於預備預備預備預備有有有有高高高高氧氧氧氧、、、、

多養分的土壤中多養分的土壤中多養分的土壤中多養分的土壤中，，，，仍是仍是仍是仍是在於在於在於在於根紮之深根紮之深根紮之深根紮之深、、、、之穩之穩之穩之穩、、、、能在乾能在乾能在乾能在乾旱之地吸引潛伏在地深之處的活水旱之地吸引潛伏在地深之處的活水旱之地吸引潛伏在地深之處的活水旱之地吸引潛伏在地深之處的活水

泉源泉源泉源泉源。。。。    

在在在在我我我我輔導和輔導和輔導和輔導和幫助幫助幫助幫助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家庭建立家庭建立家庭建立家庭建立「「「「行為介入行為介入行為介入行為介入」」」」家庭化家庭化家庭化家庭化的過程中的過程中的過程中的過程中，，，，最難最難最難最難克服克服克服克服的的的的，，，，竟竟竟竟是行為是行為是行為是行為

科科科科學學學學    AAAA    ((((前因前因前因前因））））----BBBB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    ----CCCC    ((((反應反應反應反應增強增強增強增強））））的的的的    C C C C ((((父母的心父母的心父母的心父母的心思戰場思戰場思戰場思戰場））））。。。。教教教教授授授授孩子需要孩子需要孩子需要孩子需要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樣樣樣樣的教導和的教導和的教導和的教導和示範示範示範示範，，，，以能自以能自以能自以能自主主主主和和和和獨立獨立獨立獨立；；；；與與與與父母認為什麼父母認為什麼父母認為什麼父母認為什麼樣樣樣樣的教導是的教導是的教導是的教導是方便方便方便方便和和和和友善友善友善友善的的的的，，，，以以以以

能能能能維持維持維持維持並並並並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既既既既有有有有的的的的意識意識意識意識形形形形態態態態，，，，起了極大起了極大起了極大起了極大的的的的衝突衝突衝突衝突！！！！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父母在孩子行為父母在孩子行為父母在孩子行為父母在孩子行為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上上上上，，，，慌亂慌亂慌亂慌亂；；；；孩子也在父母沒有孩子也在父母沒有孩子也在父母沒有孩子也在父母沒有「「「「介入行為介入行為介入行為介入行為」」」」的的的的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上上上上，，，，失失失失控控控控。。。。    

市市市市面面面面上上上上一一一一般般般般的的的的自閉症介入自閉症介入自閉症介入自閉症介入教導教導教導教導，，，，僅侷限僅侷限僅侷限僅侷限於於於於早期幼早期幼早期幼早期幼兒的認知兒的認知兒的認知兒的認知、、、、DTTDTTDTTDTT的學的學的學的學齡前齡前齡前齡前教教教教育內育內育內育內容和容和容和容和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幼幼幼幼兒的兒的兒的兒的遊遊遊遊戲戲戲戲社交社交社交社交、、、、泛泛泛泛泛泛泛泛的的的的人人人人際台詞際台詞際台詞際台詞互動互動互動互動、、、、和和和和抽象抽象抽象抽象的的的的情情情情緒管理緒管理緒管理緒管理；；；；但最但最但最但最重重重重要的要的要的要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一生之一生之一生之一生之久久久久的行為自的行為自的行為自的行為自律律律律、、、、自控的自控的自控的自控的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和和和和尤其尤其尤其尤其是是是是亞斯柏格亞斯柏格亞斯柏格亞斯柏格症者一生之症者一生之症者一生之症者一生之久久久久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的的的的社交社交社交社交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裝裝裝裝備備備備，，，，從從從從「「「「解讀解讀解讀解讀」」」」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到到到到「「「「應用應用應用應用」」」」的的的的 ABAABAABAABA精華精華精華精華，，，，應受應受應受應受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和和和和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操操操操作作作作

的的的的主角主角主角主角，，，，能能能能裝裝裝裝備自己備自己備自己備自己，，，，以成為以成為以成為以成為懞憧懞憧懞憧懞憧的自閉兒一生的生的自閉兒一生的生的自閉兒一生的生的自閉兒一生的生命命命命教教教教練練練練，，，，卻卻卻卻是是是是模糊模糊模糊模糊到不知到不知到不知到不知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是是是是

誰誰誰誰。。。。    

家家家家長長長長常常常常問問問問說說說說，，，，““““覺得孩子覺得孩子覺得孩子覺得孩子上上上上的的的的治療課治療課治療課治療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為為為為何還何還何還何還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斷斷斷斷有有有有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呢呢呢呢？？？？””””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這這這這

不不不不關關關關乎乎乎乎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課課課課程程程程排排排排的有的有的有的有多滿多滿多滿多滿；；；；ABCABCABCABC 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原則原則原則原則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斷斷斷斷的的的的循循循循環環環環，，，，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行行行行

為的為的為的為的重覆發重覆發重覆發重覆發生生生生，，，，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從從從從認識和認識和認識和認識和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如何從負如何從負如何從負如何從負面面面面的的的的 ABC ABC ABC ABC循循循循環環環環，，，，調整調整調整調整並並並並轉換轉換轉換轉換成成成成為為為為正正正正面面面面的的的的循循循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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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環環環，，，，這這這這有有有有待待待待於於於於大大大大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態度態度態度態度（（（（CCCC）））），，，，去控去控去控去控制整制整制整制整個個個個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BBBB））））在環境中在環境中在環境中在環境中（（（（AAAA））））的的的的固定模固定模固定模固定模

式式式式；；；；最最最最常見常見常見常見的的的的，，，，是是是是大大大大人隨人隨人隨人隨著著著著孩子的情孩子的情孩子的情孩子的情緒緒緒緒和行為和行為和行為和行為態度而態度而態度而態度而起舞起舞起舞起舞、、、、妥協妥協妥協妥協、、、、並反應並反應並反應並反應出出出出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可預料可預料可預料可預料

的處的處的處的處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這這這這只會讓循只會讓循只會讓循只會讓循環越環越環越環越來來來來越越越越糟糟糟糟。。。。    

難的是難的是難的是難的是，，，，父父父父母母母母以為以為以為以為只只只只是自閉兒需要有是自閉兒需要有是自閉兒需要有是自閉兒需要有「「「「密集密集密集密集的的的的」」」」早療早療早療早療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感感感感統訓練統訓練統訓練統訓練和和和和心心心心理治療理治療理治療理治療，，，，即即即即能能能能

逐漸逐漸逐漸逐漸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孩子的行為和情孩子的行為和情孩子的行為和情孩子的行為和情緒上緒上緒上緒上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其實其實其實其實，，，，一切一切一切一切是是是是要要要要從從從從父母的反應父母的反應父母的反應父母的反應、、、、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和和和和育育育育兒的兒的兒的兒的價價價價

值值值值觀觀觀觀開始開始開始開始調整調整調整調整。。。。    

AAAA（（（（前因前因前因前因））））---- B B B B（（（（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 C  C  C  C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的的的的    正正正正////負激勵負激勵負激勵負激勵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BBBB））））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直直直直在在在在類似類似類似類似的的的的前因前因前因前因（（（（AAAA））））環境中環境中環境中環境中，，，，因因因因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所內含所內含所內含所內含的的的的訴求動訴求動訴求動訴求動機機機機會會會會產產產產生的生的生的生的「「「「慣慣慣慣

性性性性」」」」行為行為行為行為。。。。BBBB    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會會會會因因因因    CCCC    的的的的正正正正面面面面增強而增強而增強而增強而強化強化強化強化、、、、繼繼繼繼續重覆續重覆續重覆續重覆、、、、或因或因或因或因著著著著 C  C  C  C 的的的的負負負負面面面面增強而增強而增強而增強而

減弱減弱減弱減弱並並並並消失消失消失消失。。。。若若若若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能能能能操操操操作並作並作並作並改變改變改變改變    CCCC    的反應的反應的反應的反應，，，，會會會會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BBBB    原原原原有的控有的控有的控有的控制制制制力力力力，，，，但但但但    BBBB    應表應表應表應表

現現現現出出出出的的的的正確正確正確正確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必須必須必須必須要有要有要有要有立即立即立即立即的的的的「「「「替替替替代行為代行為代行為代行為」」」」的介的介的介的介紹紹紹紹和介入和介入和介入和介入，，，，不是改變不是改變不是改變不是改變了了了了CCCC    的的的的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BBBB    就就就就能自能自能自能自動轉動轉動轉動轉變變變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CCCC    的改變的改變的改變的改變，，，，是是是是讓讓讓讓    BBBB    失失失失去行為去行為去行為去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原原原原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掌控力掌控力掌控力掌控力；；；；也也也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僅僅僅僅僅僅僅僅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心的心的心的心理狀態理狀態理狀態理狀態，，，，他的行為就能他的行為就能他的行為就能他的行為就能泛化泛化泛化泛化調整調整調整調整到到到到正確正確正確正確的的的的社交社交社交社交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科科科科學的學的學的學的操操操操

作作作作關鍵點關鍵點關鍵點關鍵點，，，，在於在於在於在於它它它它的一的一的一的一致性致性致性致性和和和和立即性立即性立即性立即性，，，，並並並並著根在著根在著根在著根在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家庭家庭家庭家庭教教教教育育育育、、、、並並並並提供新提供新提供新提供新的的的的替替替替代行代行代行代行

為為為為。。。。    

在此在此在此在此，，，，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指出指出指出指出許多人對許多人對許多人對許多人對「「「「負負負負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錯誤瞭解錯誤瞭解錯誤瞭解錯誤瞭解，，，，誤誤誤誤用表面的用表面的用表面的用表面的字字字字意意意意解讀解讀解讀解讀、、、、以為以為以為以為是是是是

體罰體罰體罰體罰和和和和喝喝喝喝斥斥斥斥。。。。負負負負面增強面增強面增強面增強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是興起使人極欲是興起使人極欲是興起使人極欲是興起使人極欲「「「「終止終止終止終止////逃避逃避逃避逃避」」」」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以能以能以能以能

成功地成功地成功地成功地介介介介入並改變入並改變入並改變入並改變現有現有現有現有不被接納的行為表現不被接納的行為表現不被接納的行為表現不被接納的行為表現；；；；在學在學在學在學校校校校和成人的工作環境中和成人的工作環境中和成人的工作環境中和成人的工作環境中，，，，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最最最最常使常使常使常使用的用的用的用的竟竟竟竟是是是是「「「「負負負負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作用作用作用作用，，，，而而而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正正正正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作用作用作用作用。。。。例例例例如如如如在學在學在學在學校校校校，，，，考試考試考試考試成成成成績及格績及格績及格績及格

是應該的是應該的是應該的是應該的、、、、按時按時按時按時出席上課出席上課出席上課出席上課是應該的是應該的是應該的是應該的，，，，沒有沒有沒有沒有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要按照這要按照這要按照這要按照這項社會項社會項社會項社會行為的要行為的要行為的要行為的要求求求求，，，，而而而而給予給予給予給予頻頻頻頻繁繁繁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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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的的正正正正面面面面增強物增強物增強物增強物；；；；但學生的但學生的但學生的但學生的考試考試考試考試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不不不不及格及格及格及格，，，，負負負負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物物物物是是是是失失失失去下去下去下去下課遊玩課遊玩課遊玩課遊玩的的的的休息休息休息休息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被被被被

要要要要求求求求抄寫考試抄寫考試抄寫考試抄寫考試的的的的正確衍算正確衍算正確衍算正確衍算習習習習題題題題數遍數遍數遍數遍；；；；學生若有學生若有學生若有學生若有翹課翹課翹課翹課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的的的不不不不出席出席出席出席，，，，負負負負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物物物物是是是是退退退退學學學學或或或或

當掉當掉當掉當掉。。。。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在在在在面對可預面對可預面對可預面對可預測測測測的的的的負負負負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操操操操作作作作，，，，為為為為了了了了「「「「終止終止終止終止////逃避逃避逃避逃避」」」」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學生的行學生的行學生的行學生的行

為為為為動動動動機機機機，，，，會願會願會願會願意意意意即即即即時時時時接接接接受介入並改變學習受介入並改變學習受介入並改變學習受介入並改變學習的的的的態度態度態度態度。。。。置置置置身於身於身於身於成人的工作環境中成人的工作環境中成人的工作環境中成人的工作環境中，，，，拿薪拿薪拿薪拿薪水水水水做做做做

事事事事是應該的是應該的是應該的是應該的，，，，同同同同樣樣樣樣地地地地，，，，沒有沒有沒有沒有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會會會會按照這按照這按照這按照這項社會項社會項社會項社會行為的要行為的要行為的要行為的要求求求求，，，，而而而而時時時時時時時時給予給予給予給予正正正正面面面面的的的的增強增強增強增強

物物物物；；；；若工作若工作若工作若工作效率或效率或效率或效率或水水水水準達準達準達準達不到不到不到不到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的要的要的要的要求求求求和和和和期待期待期待期待，，，，負負負負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物物物物是是是是失失失失去去去去升遷或升遷或升遷或升遷或現有的工現有的工現有的工現有的工

作作作作，，，，為為為為了了了了「「「「終止終止終止終止////逃避逃避逃避逃避」」」」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結果結果結果結果，，，，成人成人成人成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動動動動機機機機，，，，會願會願會願會願意意意意即即即即時時時時接接接接受介入並改變工受介入並改變工受介入並改變工受介入並改變工

作作作作的的的的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正正正正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物物物物以以以以激激激激勵勵勵勵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動動動動機機機機，，，，並並並並鼓勵正確鼓勵正確鼓勵正確鼓勵正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重覆發重覆發重覆發重覆發生生生生，，，，是學是學是學是學齡前幼齡前幼齡前幼齡前幼兒兒兒兒早早早早

療療療療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行為介入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若若若若過過過過度或度或度或度或一一一一昧昧昧昧地在自閉症的介入教學中地在自閉症的介入教學中地在自閉症的介入教學中地在自閉症的介入教學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錯誤錯誤錯誤錯誤地地地地將將將將「「「「正正正正面面面面

增強增強增強增強」」」」操操操操作成作成作成作成「「「「賄賂賄賂賄賂賄賂」、」、」、」、或或或或是是是是「「「「重賞重賞重賞重賞」」」」下的行為下的行為下的行為下的行為妥協妥協妥協妥協，，，，既使既使既使既使滿足滿足滿足滿足了了了了眼前眼前眼前眼前知識的學習知識的學習知識的學習知識的學習目目目目

標標標標，，，，但孩子但孩子但孩子但孩子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所所所所經歷並經歷並經歷並經歷並期待期待期待期待的的的的「「「「正正正正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物物物物（（（（CCCC），），），），在在在在日日日日後後後後與與與與真真真真實實實實的的的的學學學學校文化校文化校文化校文化

和和和和社會社會社會社會規規規規範所範所範所範所給予的給予的給予的給予的「「「「負負負負面面面面增強增強增強增強」」」」結果結果結果結果（（（（CCCC）））），，，，是是是是南轅北轍南轅北轍南轅北轍南轅北轍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最最最最後後後後，，，，許多許多許多許多所所所所謂謂謂謂高高高高

功功功功能自閉症能自閉症能自閉症能自閉症或亞斯柏格或亞斯柏格或亞斯柏格或亞斯柏格的學的學的學的學童童童童和和和和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就在這種長就在這種長就在這種長就在這種長期錯誤期錯誤期錯誤期錯誤的的的的單單單單一一一一增強增強增強增強作用作用作用作用操操操操作環境作環境作環境作環境

下下下下，，，，蘊釀蘊釀蘊釀蘊釀而而而而產產產產生生生生不滿現不滿現不滿現不滿現狀狀狀狀、、、、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委屈委屈委屈委屈滿滿滿滿腹腹腹腹的情的情的情的情緒緒緒緒偏差偏差偏差偏差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下面是我下面是我下面是我下面是我整整整整裡裡裡裡出出出出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個個個個低口語低口語低口語低口語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自閉兒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挑挑挑挑戰戰戰戰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在在在在其其其其中中中中，，，，因因因因著孩子著孩子著孩子著孩子只只只只能用能用能用能用「「「「行行行行

為為為為」」」」與與與與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溝通溝通溝通溝通，，，，能能能能使讀使讀使讀使讀者者者者單單單單單單單單集集集集中注意力在我中注意力在我中注意力在我中注意力在我與與與與父母對父母對父母對父母對答答答答的的的的思維思維思維思維細節細節細節細節的的的的過程過程過程過程上上上上；；；；希望希望希望希望

能能能能藉藉藉藉此此此此闡闡闡闡明並明並明並明並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操操操操作作作作 AAAA    ((((前因前因前因前因））））----BBBB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    ----CCCC    ((((反應反應反應反應增強增強增強增強））））的的的的原則原則原則原則；；；；亦亦亦亦

即即即即，，，，應用應用應用應用（（（（AAAA））））----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表的表的表的表達達達達動動動動機機機機（（（（BBBB））））並並並並加加加加以以以以    ----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AAAA））））的的的的 ABAABAABAABA基礎基礎基礎基礎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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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問問問問：：：：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哭鬧哭鬧哭鬧哭鬧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因因因為有為有為有為有所所所所要要要要求求求求、、、、或或或或被要被要被要被要求求求求執執執執行什麼學習行什麼學習行什麼學習行什麼學習，，，，而而而而是是是是像像像像在在在在發發發發洩無洩無洩無洩無

法法法法表表表表達達達達的生的生的生的生理理理理、、、、或或或或感覺感覺感覺感覺異異異異常常常常所所所所造造造造成成成成的的的的挫折挫折挫折挫折，，，，那那那那麼麼麼麼，，，，瑾瑾瑾瑾心心心心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有有有有建建建建議議議議的應對的應對的應對的應對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嗎嗎嗎嗎？？？？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幾幾幾幾乎乎乎乎無口語無口語無口語無口語)))) ，，，，他的行為他的行為他的行為他的行為狀狀狀狀況總況總況總況總是沒什麼行為分是沒什麼行為分是沒什麼行為分是沒什麼行為分析析析析的的的的線索線索線索線索可可可可循循循循，，，，有時有時有時有時候候候候上上上上一一一一秒秒秒秒

還還還還在在在在愉快愉快愉快愉快的的的的吃飯吃飯吃飯吃飯或玩玩或玩玩或玩玩或玩玩具具具具，，，，有時有時有時有時候候候候是一覺醒是一覺醒是一覺醒是一覺醒來來來來    ((((睡眠睡眠睡眠睡眠狀狀狀狀況況況況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忽然忽然忽然忽然就就就就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哭鬧哭鬧哭鬧哭鬧，，，，然後然後然後然後

就就就就表現表現表現表現出出出出焦躁焦躁焦躁焦躁的的的的態度態度態度態度，，，，並並並並且且且且會會會會持持持持續好續好續好續好幾天幾天幾天幾天；；；；發發發發作作作作期期期期間間間間睡眠睡眠睡眠睡眠狀狀狀狀況況況況也受也受也受也受到到到到影響影響影響影響，，，，但但但但那幾天那幾天那幾天那幾天過過過過

了了了了之之之之後後後後，，，，情情情情緒狀緒狀緒狀緒狀況況況況就又就又就又就又會會會會回回回回復復復復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我注意到我注意到我注意到我注意到，，，，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因因因著著著著任任任任何其何其何其何其他他他他外外外外在在在在因因因因素素素素的的的的改變改變改變改變（（（（例例例例

如如如如，，，，天氣天氣天氣天氣、、、、行程行程行程行程、、、、地地地地點點點點....................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觸觸觸觸發發發發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焦躁焦躁焦躁焦躁。。。。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總總總總是是是是耐耐耐耐心地心地心地心地等等等等待待待待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焦躁焦躁焦躁焦躁

狀態狀態狀態狀態過去過去過去過去，，，，而而而而過過過過了了了了這這這這次次次次，，，，也也也也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道道道道下下下下次次次次何何何何時又時又時又時又會開始會開始會開始會開始，，，，大大大大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心心心心理理理理很沒很沒很沒很沒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感感感感。。。。    

去去去去年年年年，，，，帶帶帶帶孩子到孩子到孩子到孩子到醫院醫院醫院醫院作作作作了了了了一一一一些檢查些檢查些檢查些檢查、、、、並並並並開始開始開始開始服服服服用用用用了了了了慢慢慢慢性性性性處處處處方方方方的的的的藥藥藥藥物物物物後後後後，，，，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焦躁焦躁焦躁焦躁狀狀狀狀況況況況有有有有

改改改改善善善善蠻蠻蠻蠻多多多多，，，，但但但但，，，，我我我我還還還還是想是想是想是想聽聽聽聽聽聽聽聽您的您的您的您的建建建建議議議議或或或或經經經經驗驗驗驗，，，，像像像像這種這種這種這種似似似似乎並乎並乎並乎並非非非非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鬧鬧鬧鬧情情情情緒緒緒緒，，，，該該該該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面對面對面對面對、、、、或調或調或調或調適適適適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心情？？？？    

    

瑾心開始瑾心開始瑾心開始瑾心開始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動動動動機機機機（（（（BBBB））））的操作過程的操作過程的操作過程的操作過程：：：：進入行為科學進入行為科學進入行為科學進入行為科學的資料收集的資料收集的資料收集的資料收集，，，，BBBB（（（（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與與與與 CCCC（（（（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的的的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瑾心瑾心瑾心瑾心問問問問：：：：你你你你是否有進一步是否有進一步是否有進一步是否有進一步觀察觀察觀察觀察「「「「生生生生理或理或理或理或感覺感覺感覺感覺異異異異常常常常」」」」的行為有的行為有的行為有的行為有固定固定固定固定的的的的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尤其尤其尤其尤其是是是是在在在在同同同同樣樣樣樣

的人的的人的的人的的人的出出出出現現現現下下下下、、、、在在在在類似類似類似類似的環境的環境的環境的環境中中中中（（（（質質質質料料料料、、、、聲聲聲聲響響響響、、、、氣氣氣氣味味味味、、、、光線等光線等光線等光線等）、）、）、）、或或或或在在在在相相相相同的時段同的時段同的時段同的時段、、、、季季季季

節節節節下下下下發發發發生生生生。。。。這個過程這個過程這個過程這個過程的的的的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幫助幫助幫助幫助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先先先先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到到到到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孩子的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是為是為是為是為了了了了什麼什麼什麼什麼。。。。縱縱縱縱使使使使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已已已已經認為經認為經認為經認為焦躁焦躁焦躁焦躁是是是是因因因因著孩子著孩子著孩子著孩子「「「「生生生生理或理或理或理或感覺感覺感覺感覺的的的的異異異異常常常常」」」」；；；；但但但但，，，，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總總總總要要要要清清清清楚楚楚楚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藉藉藉藉著著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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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躁焦躁焦躁焦躁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的的的訴求訴求訴求訴求，，，，是是是是要要要要告告告告訴訴訴訴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並要並要並要並要求求求求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發發發發現現現現「「「「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是是是是造造造造成他生成他生成他生成他生理或理或理或理或感覺感覺感覺感覺異異異異常常常常

的的的的「「「「根源根源根源根源」。」。」。」。    

我我我我需要需要需要需要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情情情情緒轉緒轉緒轉緒轉變的變的變的變的前前前前後後後後，，，，大大大大人的行為人的行為人的行為人的行為和反應和反應和反應和反應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例例例例如如如如，，，，按照你按照你按照你按照你先先先先前前前前的的的的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忽然忽然忽然忽然就就就就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哭鬧哭鬧哭鬧哭鬧；；；；那那那那麼麼麼麼，，，，父母是否就父母是否就父母是否就父母是否就讓讓讓讓他他他他停停停停止繼續止繼續止繼續止繼續吃吃吃吃？？？？孩子孩子孩子孩子一覺醒一覺醒一覺醒一覺醒

來來來來，，，，忽然忽然忽然忽然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哭鬧哭鬧哭鬧哭鬧，，，，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會會會會抱抱抱抱他他他他？？？？    哄哄哄哄他他他他？？？？在在在在持續持續持續持續焦躁焦躁焦躁焦躁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中中中中，，，，父母的行為是否父母的行為是否父母的行為是否父母的行為是否

順順順順著孩子的情著孩子的情著孩子的情著孩子的情緒緒緒緒「「「「被被被被調整調整調整調整」」」」？？？？    也就是說也就是說也就是說也就是說，，，，我我我我需要觀察需要觀察需要觀察需要觀察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和孩子和孩子和孩子和孩子，，，，在在在在他他他他焦躁焦躁焦躁焦躁行為表現行為表現行為表現行為表現

下的下的下的下的互動互動互動互動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的行為反應是什麼的行為反應是什麼的行為反應是什麼的行為反應是什麼？？？？        

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啊啊啊啊！！！！千萬記住千萬記住千萬記住千萬記住，，，，自閉兒在自閉兒在自閉兒在自閉兒在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表表表表達達達達和認知和認知和認知和認知困困困困難的難的難的難的障礙障礙障礙障礙下下下下，，，，他他他他只只只只能能能能選擇選擇選擇選擇用用用用「「「「最有最有最有最有效效效效」」」」

的的的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使使使使自己能得到父母自己能得到父母自己能得到父母自己能得到父母「「「「立即立即立即立即的的的的」」」」注意力注意力注意力注意力，，，，以以以以達達達達到到到到自自自自身身身身需需需需求求求求的的的的溝通溝通溝通溝通。。。。我們需要進入我們需要進入我們需要進入我們需要進入

「「「「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世界世界世界世界」」」」，，，，並並並並以以以以「「「「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角度角度角度角度」」」」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並並並並瞭解瞭解瞭解瞭解，，，，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他他他他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這個行為這個行為這個行為這個行為模式模式模式模式與與與與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對他對他對他對他而而而而言言言言，，，，為什麼有為什麼有為什麼有為什麼有效效效效？？？？「「「「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動動動動機機機機（（（（不是我們以為的不是我們以為的不是我們以為的不是我們以為的）））），，，，要要要要告告告告訴訴訴訴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什什什什

麼麼麼麼？？？？    

    

父母回父母回父母回父母回覆覆覆覆：：：：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遇遇遇遇到孩子到孩子到孩子到孩子鬧鬧鬧鬧情情情情緒緒緒緒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試試試試過過過過各各各各種的對應種的對應種的對應種的對應方式方式方式方式；；；；例例例例如如如如，，，，哄哄哄哄他他他他、、、、安慰安慰安慰安慰他他他他、、、、

兇兇兇兇他他他他、、、、揍揍揍揍他他他他、、、、忽略忽略忽略忽略他他他他、、、、不不不不理理理理他他他他....................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他的行為並沒有他的行為並沒有他的行為並沒有他的行為並沒有因因因因此此此此而而而而改變改變改變改變。。。。例例例例如如如如，，，，以以以以前前前前有有有有

一一一一陣陣陣陣子他子他子他子他““““發發發發作作作作””””時時時時，，，，會會會會一一一一直直直直要要要要求求求求我我我我捶捶捶捶他他他他的的的的大大大大腿腿腿腿，，，，一一一一整整整整晚晚晚晚都都都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停停停停，，，，我我我我一一一一停停停停，，，，他就他就他就他就會會會會哭哭哭哭

鬧鬧鬧鬧；；；；他在他在他在他在睡夢睡夢睡夢睡夢中中中中，，，，一一一一稍微稍微稍微稍微醒就醒就醒就醒就會會會會拉拉拉拉我我我我的的的的手手手手去去去去搥搥搥搥他他他他大大大大腿腿腿腿。。。。我我我我所所所所知的知的知的知的各各各各種種種種策略都策略都策略都策略都用過用過用過用過，，，，最最最最後後後後

只只只只是是是是讓讓讓讓他更他更他更他更崩潰崩潰崩潰崩潰、、、、更更更更痛苦痛苦痛苦痛苦；；；；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當當當當他過他過他過他過了了了了那那那那一一一一陣陣陣陣子子子子後後後後，，，，就就就就完全完全完全完全不不不不會會會會要要要要求求求求我我我我去去去去捶捶捶捶他他他他的的的的大大大大

腿腿腿腿。。。。又又又又譬譬譬譬如如如如吃飯吃飯吃飯吃飯，，，，他一他一他一他一向胃口向胃口向胃口向胃口很很很很好好好好，，，，如果如果如果如果頑皮頑皮頑皮頑皮想離想離想離想離開開開開座位座位座位座位去去去去玩玩玩玩，，，，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當當當當然然然然是是是是把把把把他他他他抓抓抓抓回回回回

來來來來，，，，一面一面一面一面鼓勵鼓勵鼓勵鼓勵他他他他吃完飯吃完飯吃完飯吃完飯再去再去再去再去玩玩玩玩、、、、一面一面一面一面也也也也懂懂懂懂得得得得忽略忽略忽略忽略他可能他可能他可能他可能因因因因此生此生此生此生氣哀哀叫氣哀哀叫氣哀哀叫氣哀哀叫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他也他也他也他也只只只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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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會會唉唉唉唉一下下一下下一下下一下下，，，，之之之之後後後後，，，，就就就就會會會會認認認認命命命命的的的的繼續繼續繼續繼續把飯吃完把飯吃完把飯吃完把飯吃完，，，，一一一一吃完吃完吃完吃完我們就我們就我們就我們就誇獎誇獎誇獎誇獎他很他很他很他很棒棒棒棒、、、、立立立立刻刻刻刻讓讓讓讓他離他離他離他離

座座座座，，，，所所所所以他也很以他也很以他也很以他也很熟悉熟悉熟悉熟悉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激勵激勵激勵激勵模式模式模式模式；；；；但但但但當當當當他他他他““““情情情情緒緒緒緒發發發發作作作作””””時時時時，，，，就就就就只只只只能能能能坐坐坐坐在在在在大大大大人人人人的的的的腿腿腿腿

上上上上，，，，完全完全完全完全沒沒沒沒辦法辦法辦法辦法自行自行自行自行坐坐坐坐好好好好，，，，否否否否則則則則就就就就會會會會表表表表現現現現出出出出更更更更崩潰崩潰崩潰崩潰和和和和痛苦痛苦痛苦痛苦的的的的挫折挫折挫折挫折感感感感，，，，變成我變成我變成我變成我必必必必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扶扶扶扶著著著著

他他他他的的的的手手手手，，，，幫助幫助幫助幫助他他他他拿拿拿拿著著著著碗碗碗碗、、、、坐坐坐坐在我在我在我在我腿腿腿腿上上上上吃吃吃吃，，，，或或或或是是是是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我我我我需要需要需要需要餵餵餵餵他他他他吃吃吃吃。。。。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當當當當他他他他那幾天那幾天那幾天那幾天過過過過    

去去去去後後後後，，，，他就又很自他就又很自他就又很自他就又很自然然然然、、、、愉快愉快愉快愉快地地地地坐坐坐坐在在在在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位位位位子子子子上上上上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偶偶偶偶而而而而，，，，頑皮頑皮頑皮頑皮不想不想不想不想吃飯吃飯吃飯吃飯，，，，被被被被抓抓抓抓回回回回來來來來

也不也不也不也不會會會會很生很生很生很生氣氣氣氣。。。。    

睡睡睡睡覺的覺的覺的覺的狀狀狀狀況況況況更明更明更明更明顯顯顯顯，，，，平平平平常常常常他作他作他作他作息算息算息算息算規規規規律律律律，，，，入入入入睡睡睡睡、、、、起起起起床床床床情情情情緒緒緒緒都都都都很穩很穩很穩很穩定定定定，，，，常常早上常常早上常常早上常常早上睜睜睜睜開眼開眼開眼開眼，，，，

看看看看到我到我到我到我的的的的第第第第一個表情就是一個表情就是一個表情就是一個表情就是微笑微笑微笑微笑，，，，就就就就算算算算是被是被是被是被硬挖硬挖硬挖硬挖起來起來起來起來，，，，也也也也只只只只是是是是皺皺皺皺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眉眉眉眉頭頭頭頭而而而而已已已已。。。。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當當當當

他他他他““““發發發發作作作作”””” 的的的的那幾天那幾天那幾天那幾天，，，，在在在在睡夢睡夢睡夢睡夢中中中中會會會會翻翻翻翻轉轉轉轉醒醒醒醒    ((((眼眼眼眼睛睛睛睛卻卻卻卻還還還還是是是是閉著閉著閉著閉著)))) ，，，，就就就就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哭泣哭泣哭泣哭泣、、、、踢腳踢腳踢腳踢腳，，，，然然然然

後後後後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來來來來找找找找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手手手手，，，，拉拉拉拉過去過去過去過去捶捶捶捶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大大大大腿腿腿腿.................... 。。。。    

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我我我我怎怎怎怎麼麼麼麼看看看看、、、、怎怎怎怎麼麼麼麼揣摩揣摩揣摩揣摩，，，，都都都都覺得覺得覺得覺得他的他的他的他的那那那那種種種種鬧鬧鬧鬧情情情情緒緒緒緒，，，，不不不不像像像像是是是是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而而而而比較像比較像比較像比較像是生是生是生是生

理問題理問題理問題理問題、、、、或或或或生生生生理問題理問題理問題理問題所所所所造造造造成成成成的的的的感覺感覺感覺感覺異異異異常常常常。。。。因因因因為為為為，，，，不不不不管管管管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大大大大人的表現人的表現人的表現人的表現如何調整如何調整如何調整如何調整，，，，他的他的他的他的那那那那

種種種種狀狀狀狀況況況況一一一一發發發發作時作時作時作時，，，，都都都都是表現是表現是表現是表現出出出出一一一一致致致致的的的的模式模式模式模式，，，，似似似似乎是想乎是想乎是想乎是想以他的不變以他的不變以他的不變以他的不變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來來來來回回回回應我們應我們應我們應我們

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的的的的萬萬萬萬變變變變處處處處理方理方理方理方法法法法........................ 。。。。    

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我很我很我很我很困擾困擾困擾困擾，，，，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感覺感覺感覺感覺到在這到在這到在這到在這種種種種狀狀狀狀況況況況下下下下，，，，行為分行為分行為分行為分析析析析的的的的方方方方法法法法似似似似乎乎乎乎幫幫幫幫不不不不上上上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忙忙忙忙。。。。只只只只是是是是

想說想說想說想說，，，，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溝通溝通溝通溝通能力進步到一個程能力進步到一個程能力進步到一個程能力進步到一個程度度度度時時時時，，，，他他他他應該就應該就應該就應該就能清能清能清能清楚楚楚楚地地地地告告告告訴訴訴訴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他他他他怎怎怎怎麼麼麼麼了了了了？？？？

哪哪哪哪裡裡裡裡不不不不舒舒舒舒服服服服？？？？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就就就就能能能能清清清清楚楚楚楚地地地地讓讓讓讓他他他他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到到到到，，，，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在乎也在乎也在乎也在乎也知道他的不知道他的不知道他的不知道他的不舒舒舒舒服服服服；；；；那那那那，，，，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焦躁焦躁焦躁焦躁

情情情情緒緒緒緒和行為和行為和行為和行為    ((((例例例例如如如如，，，，要要要要求求求求被被被被捶捶捶捶大大大大腿腿腿腿、、、、揹揹揹揹著著著著走走走走))))    就就就就會會會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能自我能自我能自我能自我克制克制克制克制了了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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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心開始瑾心開始瑾心開始瑾心開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AAAA））））BBBB----CCCC 的的的的互動互動互動互動過程過程過程過程：：：：進入行為科學的假設建立進入行為科學的假設建立進入行為科學的假設建立進入行為科學的假設建立，，，，求証求証求証求証 BBBB（（（（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與與與與 CCCC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之間的之間的之間的之間的溝通內容溝通內容溝通內容溝通內容。。。。    

瑾心瑾心瑾心瑾心：：：：其實其實其實其實，，，，你你你你已已已已經觀察經觀察經觀察經觀察出出出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重重重重要的行為要的行為要的行為要的行為模式模式模式模式；；；；遺憾遺憾遺憾遺憾的的的的是是是是，，，，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或或或或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循循循循著著著著這這這這條條條條

線索線索線索線索繼續繼續繼續繼續地地地地與與與與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對對對對話話話話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很明很明很明很明顯顯顯顯，，，，溝通溝通溝通溝通訴求訴求訴求訴求的的的的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重覆重覆重覆重覆的的的的指示指示指示指示在在在在大大大大腿腿腿腿（（（（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要要要要求求求求被被被被捶捶捶捶大大大大腿腿腿腿、、、、揹揹揹揹著著著著走走走走）。）。）。）。如如如如

果果果果，，，，他有他有他有他有「「「「非非非非經經經經常性常性常性常性」」」」，，，，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習習習習慣性慣性慣性慣性」」」」的的的的大大大大腿肌肉痙攣腿肌肉痙攣腿肌肉痙攣腿肌肉痙攣，，，，在在在在這種這種這種這種「「「「生生生生理理理理的的的的」」」」疼痛疼痛疼痛疼痛下下下下

((((你你你你或或或或許許許許已推已推已推已推測出測出測出測出線索線索線索線索)))) ，，，，孩子用行為要孩子用行為要孩子用行為要孩子用行為要求求求求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捶捶捶捶大大大大腿腿腿腿是合是合是合是合理理理理的的的的訴求訴求訴求訴求；；；；只只只只是是是是，，，，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的的的的反應反應反應反應

馬馬馬馬上上上上是是是是以為以為以為以為源源源源由由由由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的的的的情情情情緒緒緒緒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雖運雖運雖運雖運用用用用各各各各種種種種可想到的可想到的可想到的可想到的方方方方法疏法疏法疏法疏導導導導，，，，哄哄哄哄他他他他、、、、安慰安慰安慰安慰他他他他、、、、兇兇兇兇

他他他他、、、、揍揍揍揍他他他他、、、、忽略忽略忽略忽略他他他他、、、、不不不不理理理理他他他他.................... ，，，，都無法都無法都無法都無法減減減減輕輕輕輕大大大大腿肌肉腿肌肉腿肌肉腿肌肉的的的的疼痛疼痛疼痛疼痛。。。。    

一一一一般而般而般而般而言言言言，，，，腿腿腿腿常抽常抽常抽常抽筋筋筋筋大大大大多是多是多是多是缺鈣缺鈣缺鈣缺鈣、、、、受受受受涼涼涼涼、、、、局部神局部神局部神局部神經經經經血血血血管管管管受受受受壓壓壓壓引引引引起起起起。。。。平平平平時可時可時可時可適量補鈣適量補鈣適量補鈣適量補鈣，，，，多多多多

曬太陽曬太陽曬太陽曬太陽，，，，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局部局部局部局部保保保保暖暖暖暖，，，，也要注意也要注意也要注意也要注意體體體體位位位位的變的變的變的變化化化化，，，，如如如如坐姿坐姿坐姿坐姿、、、、睡姿睡姿睡姿睡姿，，，，避避避避免神免神免神免神經經經經血血血血管管管管受受受受壓壓壓壓，，，，也也也也

可可可可做做做做局部肌肉局部肌肉局部肌肉局部肌肉的的的的熱敷熱敷熱敷熱敷、、、、按按按按摩摩摩摩，，，，加加加加強強強強局部局部局部局部的的的的血液血液血液血液循循循循環環環環，，，，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仍仍仍仍無無無無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就應到就應到就應到就應到醫院檢查醫院檢查醫院檢查醫院檢查治治治治

療療療療。。。。    

    

你你你你題題題題到孩子到孩子到孩子到孩子睡睡睡睡覺時的行為覺時的行為覺時的行為覺時的行為狀狀狀狀況況況況，，，，令令令令我想我想我想我想起起起起夜夜夜夜間間間間肌肉痙攣肌肉痙攣肌肉痙攣肌肉痙攣    (ni(ni(ni(nighghghght crat crat crat crampmpmpmp))))    的的的的病癥病癥病癥病癥，，，，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在在在在任任任任

何何何何靜靜靜靜態態態態的情的情的情的情況況況況下下下下所發所發所發所發生的生的生的生的抽抽抽抽筋筋筋筋，，，，如如如如睡睡睡睡覺覺覺覺時時時時或或或或靜靜靜靜坐坐坐坐。。。。突突突突然然然然不自不自不自不自主主主主的的的的肌肉肌肉肌肉肌肉強直強直強直強直收縮收縮收縮收縮的的的的現現現現象象象象，，，，

會會會會造造造造成成成成肌肉僵硬肌肉僵硬肌肉僵硬肌肉僵硬、、、、疼痛疼痛疼痛疼痛難難難難忍忍忍忍。。。。肌肉痙攣肌肉痙攣肌肉痙攣肌肉痙攣的的的的真真真真正正正正起因起因起因起因和時間和時間和時間和時間點點點點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尚未尚未尚未尚未被被被被確確確確知知知知，，，，大大大大多多多多數數數數的的的的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認為認為認為認為，，，，肌肉肌肉肌肉肌肉抽抽抽抽筋筋筋筋是是是是起因起因起因起因於於於於神神神神經經經經或或或或神神神神經經經經肌肌肌肌應應應應激激激激閾閾閾閾值值值值降降降降低低低低，，，，使使使使得得得得肌肉肌肉肌肉肌肉的的的的神神神神經經經經行行行行動動動動頻頻頻頻

率率率率突突突突然然然然增增增增加加加加，，，，造造造造成成成成肌肉肌肉肌肉肌肉強直強直強直強直收縮收縮收縮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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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你一你一你一開始開始開始開始也也也也題題題題到孩子到孩子到孩子到孩子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服服服服用用用用了了了了慢慢慢慢性性性性處處處處方方方方的的的的藥藥藥藥物物物物，，，，我也很想知道我也很想知道我也很想知道我也很想知道這這這這個個個個藥藥藥藥是否是否是否是否含含含含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些些些些會會會會

令令令令人人人人““““肌肉肌肉肌肉肌肉鬆弛鬆弛鬆弛鬆弛”””” 、、、、或或或或““““安眠安眠安眠安眠”””” 的成分的成分的成分的成分，，，，所所所所以孩子的以孩子的以孩子的以孩子的““““情情情情緒緒緒緒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得以得以得以得以緩緩緩緩和和和和。。。。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我我我我願願願願在在在在下下下下次次次次有有有有類似類似類似類似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情的情的情的情況況況況發發發發生生生生時時時時，，，，請請請請你你你你再觀察孩子的再觀察孩子的再觀察孩子的再觀察孩子的大大大大腿肌筋腿肌筋腿肌筋腿肌筋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拉拉拉拉緊緊緊緊；；；；再再再再確確確確察他察他察他察他

的的的的腳腳腳腳趾趾趾趾有否有否有否有否會會會會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張張張張開開開開？？？？以能以能以能以能真真真真正正正正釐清孩子釐清孩子釐清孩子釐清孩子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的的的的「「「「隱隱隱隱因因因因」。」。」。」。    

    

有有有有語言障礙語言障礙語言障礙語言障礙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真真真真的的的的是是是是猶猶猶猶如如如如啞巴啞巴啞巴啞巴吃吃吃吃黃蓮黃蓮黃蓮黃蓮。。。。    有時有時有時有時，，，，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哭哭哭哭喊豈喊豈喊豈喊豈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句句句句「「「「情情情情緒緒緒緒障礙障礙障礙障礙的的的的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就能一就能一就能一就能一葉葉葉葉知知知知秋秋秋秋的的的的呢呢呢呢？？？？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A)(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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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他的認識他的認識他的認識他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B)(B)(B)(B)    ----含含含含有有有有的的的的溝通溝通溝通溝通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應應應應用用用用    (A)(A)(A)(A)    ----    替替替替代行為以滿足代行為以滿足代行為以滿足代行為以滿足原始原始原始原始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的的的動動動動機機機機；；；；再再再再不不不不斷斷斷斷地地地地重覆重覆重覆重覆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直直直直到到到到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真真真真正正正正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並並並並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孩子有孩子有孩子有孩子有口口口口說不說不說不說不出出出出的的的的痛痛痛痛，，，，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父母回父母回父母回父母回覆覆覆覆：：：：所所所所以以以以，，，，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口語口語口語口語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比較低比較低比較低比較低，，，，因因因因著著著著某某某某些些些些他他他他無法無法無法無法表表表表達達達達，，，，而而而而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比較比較比較比較難難難難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出來出來出來出來的生的生的生的生理原因理原因理原因理原因（（（（例例例例如如如如，，，，腹痛腹痛腹痛腹痛、、、、頭頭頭頭暈暈暈暈、、、、頭頭頭頭痛痛痛痛、、、、全全全全身身身身痠痠痠痠痛痛痛痛之之之之類類類類的的的的），），），），所產所產所產所產生生生生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行行行行

為為為為（（（（例例例例如如如如，，，，哭鬧哭鬧哭鬧哭鬧、、、、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刺刺刺刺激激激激、、、、固固固固著行為著行為著行為著行為）））），，，，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做做做做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向專業向專業向專業向專業求求求求問問問問，，，，以得知以得知以得知以得知正正正正

確確確確的的的的應對應對應對應對呢呢呢呢？？？？您您您您本本本本身在身在身在身在康康康康兒成長過程中兒成長過程中兒成長過程中兒成長過程中，，，，有有有有遇遇遇遇過這過這過這過這樣樣樣樣的情的情的情的情況況況況嗎嗎嗎嗎？？？？    

    

瑾心瑾心瑾心瑾心：：：：我我我我相相相相信自己身信自己身信自己身信自己身份份份份的特的特的特的特殊殊殊殊處處處處，，，，就就就就在這在這在這在這裡裡裡裡。。。。我不我不我不我不僅僅僅僅擁擁擁擁有自閉症行為有自閉症行為有自閉症行為有自閉症行為干干干干預的預的預的預的碩士証書碩士証書碩士証書碩士証書，，，，

並並並並且且且且是一是一是一是一位位位位身歷和身歷和身歷和身歷和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挪瑪挪瑪挪瑪挪瑪斯正統斯正統斯正統斯正統    DTTDTTDTTDTT    早期早期早期早期介入教介入教介入教介入教育育育育的自閉兒母的自閉兒母的自閉兒母的自閉兒母親親親親；；；；因因因因著兒子的行為著兒子的行為著兒子的行為著兒子的行為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我我我我在在在在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受過受過受過受過    5555年年年年不中不中不中不中斷斷斷斷的的的的 ABAABAABAABA    的的的的嚴謹嚴謹嚴謹嚴謹訓練訓練訓練訓練，，，，也也也也實際操練了實際操練了實際操練了實際操練了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行為行為行為行為（（（（VVVVBBBB））））的的的的

行為介入行為介入行為介入行為介入原則原則原則原則。。。。康康康康兒二兒二兒二兒二歲歲歲歲時時時時，，，，有有有有嚴嚴嚴嚴重重重重的的的的自自自自傷傷傷傷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用用用用手手手手指指指指狠狠狠狠狠狠狠狠地地地地抓抓抓抓臉臉臉臉、、、、用用用用頭頭頭頭撞牆撞牆撞牆撞牆、、、、狠狠狠狠咬咬咬咬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的的的手手手手背背背背。。。。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一我一我一我一樣樣樣樣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翻翻翻翻尋尋尋尋各各各各種種種種論論論論文文文文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並仔細並仔細並仔細並仔細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康康康康兒行為兒行為兒行為兒行為發發發發生生生生前前前前、、、、後後後後的的的的

不同現不同現不同現不同現象象象象；；；；兒兒兒兒童童童童心心心心理理理理學學學學家家家家、、、、兒兒兒兒科科科科醫醫醫醫生生生生都都都都建建建建議議議議兒子兒子兒子兒子服服服服用用用用使使使使身身身身體體體體「「「「鬆弛鬆弛鬆弛鬆弛能能能能休息休息休息休息」」」」的的的的藥藥藥藥…………。。。。直直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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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到到藉藉藉藉著著著著連連連連續續續續多多多多年年年年的的的的驗血驗血驗血驗血篩篩篩篩檢檢檢檢，，，，我我我我才才才才徹徹徹徹底底底底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到到到到他他他他嚴嚴嚴嚴重重重重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物物物過過過過敏敏敏敏............ ；；；；因因因因著著著著免免免免疫系疫系疫系疫系統統統統的虛的虛的虛的虛

弱弱弱弱，，，，身身身身體體體體無法無法無法無法自行自行自行自行將將將將過過過過敏敏敏敏毒毒毒毒素素素素排出排出排出排出到到到到體體體體外外外外、、、、皮皮皮皮膚膚膚膚上上上上，，，，體內體內體內體內的的的的過過過過敏敏敏敏毒毒毒毒素素素素積存積存積存積存，，，，難受難受難受難受地地地地使使使使他他他他

自自自自殘殘殘殘，，，，以為能以為能以為能以為能達達達達到到到到隔靴搔癢隔靴搔癢隔靴搔癢隔靴搔癢的的的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我我我我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因因因因為我是一個自閉兒的母為我是一個自閉兒的母為我是一個自閉兒的母為我是一個自閉兒的母親親親親，，，，我紮紮我紮紮我紮紮我紮紮實實實實實實實實

地地地地目目目目睹睹睹睹兒子行為和情兒子行為和情兒子行為和情兒子行為和情緒緒緒緒抓抓抓抓狂狂狂狂的的的的混混混混亂亂亂亂；；；；真真真真的的的的，，，，面對面對面對面對有有有有口口口口說不說不說不說不出出出出心中心中心中心中煎熬煎熬煎熬煎熬的的的的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

心心心心，，，，好好好好痛痛痛痛！！！！掙扎掙扎掙扎掙扎在在在在日日日日日日日日的的的的應對應對應對應對上上上上，，，，好好好好難難難難啊啊啊啊！！！！    

父母回父母回父母回父母回覆覆覆覆：：：：瑾心瑾心瑾心瑾心，，，，謝謝謝謝謝謝謝謝您您您您耐耐耐耐心的心的心的心的聽聽聽聽我我我我敘述敘述敘述敘述，，，，擁擁擁擁有一個這有一個這有一個這有一個這樣樣樣樣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真真真真的是一生的是一生的是一生的是一生都都都都得學習得學習得學習得學習

的的的的功功功功課課課課。。。。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讀讀讀讀者者者者，，，，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所會所會所會所會引引引引發發發發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是一個蘿蔔蘿蔔蘿蔔蘿蔔、、、、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坑坑坑坑的個的個的個的個體問題體問題體問題體問題。。。。““““情情情情緒緒緒緒發發發發

作作作作”””” 是自閉兒行為是自閉兒行為是自閉兒行為是自閉兒行為訴求訴求訴求訴求無法無法無法無法傳遞傳遞傳遞傳遞溝通溝通溝通溝通的的的的挫折挫折挫折挫折結果結果結果結果；；；；想想想想想想想想，，，，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理理理理心感受自己心感受自己心感受自己心感受自己身身身身陷陷陷陷在在在在他他他他

的處境中的處境中的處境中的處境中，，，，你我難道不你我難道不你我難道不你我難道不會會會會有同有同有同有同樣樣樣樣的的的的““““情情情情緒緒緒緒發發發發作作作作”””” 嗎嗎嗎嗎？？？？    

我我我我藉藉藉藉著這個案例著這個案例著這個案例著這個案例要要要要強調強調強調強調的是的是的是的是，，，，請請請請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或或或或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聆聆聆聆聽聽聽聽」」」」且且且且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藉藉藉藉著這著這著這著這般般般般的的的的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所所所所訴求訴求訴求訴求的的的的溝通溝通溝通溝通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倒倒倒倒底是什麼底是什麼底是什麼底是什麼？？？？    

願願願願我們在這個案例我們在這個案例我們在這個案例我們在這個案例中中中中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由由由由觀察觀察觀察觀察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固定模式固定模式固定模式固定模式（（（（例例例例如與大如與大如與大如與大腿腿腿腿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再再再再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探討探討探討探討他在什麼時間他在什麼時間他在什麼時間他在什麼時間（（（（wwwwhhhhenenenen））））有有有有重覆重覆重覆重覆的行為現的行為現的行為現的行為現象象象象，，，，例例例例如如如如此此此此案案案案中中中中睡睡睡睡覺時段覺時段覺時段覺時段，，，，和和和和

用用用用餐餐餐餐坐坐坐坐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刻刻刻刻；；；；再細再細再細再細看看看看他要他要他要他要求求求求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做做做做什麼什麼什麼什麼（（（（wwwwhhhhatatatat）））），，，，例例例例如如如如此此此此案案案案中中中中捶捶捶捶大大大大腿腿腿腿、、、、揹揹揹揹著著著著走走走走；；；；用用用用具具具具

體體體體的的的的線索線索線索線索指指指指向向向向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生生生生理理理理的的的的疼痛疼痛疼痛疼痛，，，，以以以以實實實實踐踐踐踐科科科科學的學的學的學的 A A A A----BBBB----C C C C 行為分行為分行為分行為分析析析析、、、、介入的介入的介入的介入的原則原則原則原則，，，，切切切切實實實實

地地地地、、、、正確正確正確正確地地地地回應孩子說不回應孩子說不回應孩子說不回應孩子說不出出出出口口口口的需的需的需的需求求求求和和和和挫折挫折挫折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