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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對亞氏保加症父子生命相遇的故事 ,作者

樂君享在證實幼子是亞氏保加症患者之後 ,發現

自己也有著亞氏保加症的特質﹁卜念一轉 ,決定休

假半年 ,專 心一志轉職為孩子的御用治療自而。這
父親絞盡腦汁設計出大膽創新的玩意 ,成為孩子

的親密玩伴和守護者 .就這樣 ,作者寫下了
「
攜手

同心——兩代亞氏保加兒的越障路」一書 ,今期特

別為《旭茉 JESSCABaby》 輯錄部分內容 ,記載

作者如何透過生活 ,成功開發孩子潛能的過程。
tEXㄒ ANN&奧 看享



天 ,我 收聽電台廣播 ,有聽 眾致 電主持 ,訴說教子

的困難 ,嘉實主持是一位著 名精神科醫生 ,他回應

說 :「 教仔是要講關係的 ,父母與子女關係良好 ,才可以教

他們的 。」我立刻想起 ,幾年前 ,自 己曾休假半年 ,貼身照顧

我的幼子 ,他當時四歲半 ,是一位亞氏保加症患童 ,已接受

了一年的特殊訓練 ,有進步 ,但與我倆夫婦期望有距離 ,況

且 ,我自己的長子是資優 ,我覺得兩子懸殊 ,加深憂慮 ,於

是我休假半年 ,天 天伴著 幼子去做訓練 、學習 、去公園遊

樂 ,以及其他種種 ,我體會到親密父子關係的重要 。

幼子學語非常遲 ,兩歲還 未開口 ,而且對人莫不關心 ,

對父母的說話沒反應 ,從無目光接觸 。他最喜歡砌拼圖 ,幾

十塊 的紙板拼圖 ,對於兩歲小孩應是困難的 ,但他能夠飛

快完成 。砌完後 ,拆散了又重砌 ,反反覆覆多次 ,樂此不疲 。

幼子活在 自己世界 ,從不與長子一起玩 ,也沒有交流 ,靜如

深海 。

2歲半 ,幼 子開始言語治療 。一年後 ,再做 更 多範 圍

更廣 的評估 ,結果被 判 斷為亞 氏保 加症 患重 。到 4歲半 ,

我見他 進步緩慢 ,便 決心 一搏 ,休假 6個月 ,天 天伴 在他

﹉身旁教爭

感覺統台欠佳
幼子身體協調能力欠佳 ,約 3歲半時 ,仍不會 雙腳跳 ,

又不懂屈曲手臂擲球 ,只能推球 。4歲半 ,仍不能單足站穩 ,

身體有如搖風擺柳 。雙手拋接 8吋的汽球 ,動作顯得笨拙 ,

常失敗 ,而且永遠 不會移動身體 ,或 跨步接球 。日常生活

中 ,他不會把痰吐出 ,不會擤鼻涕 ,非常害怕花灑淋頭 ,若

遭強迫 ,他會喊叫 ,犬力掙孔 。穿衣服時 .摺鈕有囚難 手

指欠 靈活 。專 家解釋 ,這是
「
感 覺統合」欠佳 ,腦袋 中

「
前

庭 」部位發展不好 。

兒童特殊訓練中心為他安排訓練 ,一星期往中心兩次 ,

另外設計 一些在家訓 練 ,例 如拍球 1U次 、拋 豆袋 2U次 。

在我休假前 ,幼子在家中客廳做 ,我直覺這對他來說是沉

悶的 ,而且他屢不成功 ,有挫敗感 ,於是他 漸生抗拒 ,自

然進步緩慢 。眾專家教我多帶幼子到公園 ,自 休假後 ,我

便 天天去 。仍然和幼子拍球 、傳 球 、拋 豆袋等 ,但把指標

盡掃一空 ,隨他喜歡 。這立刻把況悶的家中訓練變成遊戲 ,

開心快 樂 。寓訓練和學習於遊戲當中 ,從來都是教幼重的

最佳 辦法 。我覺得這是轉捩 點 ,壓 力消失了,變 成愉快 的

親子遊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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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感吸己〡孩子
我家在西貢 ,到最近的公園要駕車約 1U分鐘 。到公園後 ,

滑梯 、鞦韆 、爬架 、平衡木、搖搖板 、丞幽轉 、木馬 ﹎ 全任

他選喜歡的來玩 。我也帶備小足球 ,隨時踢踢球 ,又或任意

追逐一番 。刁̀孩子都要新鮮感 ,若天天去同一公園 ,終必 日

久生厭 。為免此事發生 ,我便駕車四處去 ,舉凡 2。 分鐘車程

所及的公園或兒童遊樂場 ,者丹是我們的目標 。在那段日子 ,我

帶幼子去過十多處 ,遍及西貢區 、東九龍區 、將軍澳區 ,最遠

達至沙田、大埔和馬鞍山 ,務使不斷有吸引力 。

遇上天氣欠佳 的日子 ,我 就轉去室內兒童遊樂場 。最

常到的地方是順利邯 ,也去過其他 6、 7個 不同地方的遊樂

場 。目的是不斷保持新鮮感 ,吸引幼子去活動 ,改進身體協

調能力 。兒童 室內遊 樂場 缺乏滑梯 、丞丞轉 、鞦韆等 。這

些設施最能刺激幼子
「
前庭」發展的 ,退而求其次 ,我 自己

動 腦筋 、把遊 樂場的膠墊堆 疊 ,叫幼子爬上去 。又或 分散

膠 墊 ,叫他 跳過去 ,或把小東西 藏在某膠墊下 ,叫 他去尋

寶 ,找到就賞他喜歡 的小食 。我這做法 ,自 譽一句 ,肯定比

派遣菲傭送孩子去玩好得多 !只有家長才會出盡心血 ,不停

動腦筋去協助 自己骨肉 ,傭人又那會 呢 ?事實證 明 ,幼子身

體協調能力改善 ,速度飛快 。

沒有入存在
我幼子沉默 ,缺 乏言語溝通 ,這 不純 是說話 能力的問

題 ,他冷漠 ,不關心別人。幼子喜歡 塗鴉 ,4歲多時 ,可以

獨坐一隅 ,隨 手畫過 不停 ,但每幅畫都沒有內容 ,或超現

實 ,令我擔心 ,直覺他對周遭視而不見—— 自閉是也 !某天 ,

我靈光一閃 ,作了幾個題材 ,噢幼子作畫 。他畫每幅畫都只

有物品 ,卻空無一人。交畫給臨床心理學家分析 ,結論是幼

子只顧物 ,不顧人 ,在他腦袋中 ,「 人」是不存在的 !既 然一

有
「
人」,何來語言溝通 ?作為父母 ,怎幫他 ?時來運至」.莫

天 ,幼 子的表兄到訪 ,帶來一小玩具—— 幾枚
「
爆丸」.≡

的長子就和表兄一同玩 ,忽然間 ,幼子加入 ,旋即不斷講一

些我聽不明白的句子 ,他很興奮 ,不停說話 ,大異平常 .

一經 查問 ,原 來當時電視 台正是播放一套卡通片 ,名

「
爆丸」,內 裡盡是各式各樣 的 、超乎現實的機械 人、機核

彗 。那 些古怪術語和名堂 ,全來 自
「
爆丸」卡通片 。我岡1蘭

始休假 ,便 決心一試 ,跟幼子玩
「
爆丸」 學這些無厘 頭的

片語 。起初心中不舒服 ,有點覺得自己是
「
傻佬」一名 ,什麼

「
雙頭海德拉」、

「
聖光戰虎」、

「
威達岩神」、

「
螃蟹劃」、

「
雷

史 閛士」、
「
爆 丸 shoot爆 開」⋯ 這 些術語 ,我 全不明 白 .

但我就學 ,和幼子胡言亂語一番 ,他興奮了,就肯說話 。

:一
﹉
一妨而屁.

﹉  
「

′一=一
:空芔﹍i磁 缸

「
▲ ● ﹉:｛

‵
‵

瑟﹉′

 
 
i
一
∼

 
一
﹉

﹉

﹉‵

-—
—

′́

║



9o
尸

語言爆發力         
一我也看這卡通片 ,慢慢 的也認得

「
爆丸」的品種和名字 ,

當時一顆
「
爆丸」大約十元八塊 ,大街小巷都有售 。我就利

用
「
爆丸」作為獎品 .鼓勵幼子學習 ,任何方面也可以 ,諸如

運動 、身體協調 、言語溝通 、禮貌 、自理 。簡單 的如在公園

多做點運動 ,攀爬高一些 。複雜 的如 自己穿衣 服 ,收 拾玩

具 ,甚至在快餐店自己端食物 ,取碗筷紙 巾。我這樣做 ,成

功激發他學習社交 、自理 、多說話 、多與人溝通 。

到了後來 ,話題發展 開去 ,「 哪裡 買爆 丸 ?」 
「
何處便

宜些 ?」 
「
哪一款最有趣 ?」 ,「 如想獲得某一款 ,就先要完

成什麼事項 ?」 ,這些
「
什麼」和

「
某某」可以擴展到無限大 ,

哇幼子能力所及有限 。一天 ,我特意攜 同一顆
「
爆丸」,陪

司幼子到特殊學校上課 ,竟 出現意想不到 的效果 。平常上

謤 ,幼子只順著導師的指示 ,一 句句跟著回應 ,但當日我取

出
「
爆丸」,幼 子連珠爆發 。態度熱烈 ,像換了另一個人。幼

子的同學原來也在家收看
「
爆丸」,她也熱切起來 。平常是

二人
「
足艮」導師說話 ,另曆天二人是

「
搶」著說話 ,你一言 ,我

一句 ,十多分鐘搶說不休 。」ㄐ、一顆
「
爆丸」,威力強大 ,不

但引發幼子說話 的興趣 ,還成功幫我鼓勵他作很多方面的

探索和學習 ,我稱之為
「
爆丸奇緣」。

拓聞想像空間
幼子說話能力慢慢進步 ‘開始 自己編故事 ,拿著小羊 、

小馬 、小虎等 ,自 言自語 。但他顯然缺乏想像力 ,只會編一

些很簡單 的故事 ,例 如老虎追小羊 ,追 到 ,吃掉 ,故事 結

束 。他腦袋中欠缺變化 ,少 想像 力 ,我就下場和他一起玩 ,

盡量延長故事 。舉例 :老虎追獵物 ,忽然有其他動物 出現 ,

老虎轉 移 目標 ,又或者 jlT子 出現 ,與老虎爭 鬥 ,兩敗俱傷 ,

小羊逃脫等等 。當我參與和幼子一同玩 時 ,可以把編故事

的內容 ,說話的時間增大倍計 。

有實物玩具時比較容易編故事 ,但一缺物件 ,幼子就遇

上障礙 。例如我說天氣變了、下雨了、舌!風 ,幼子就沒法接

﹉ ﹉﹉ ﹉I珃

口。他是非常缺乏想像力的 ,即使我用代替品也不成 ,例如

假借積木當作石堆 ,幼子也不接受 ,說話就此中止 。我就多

買一些小玩具 ,當編故事到
「
小羊躲去石堆 ,樹叢後  」便

立刻去玩具堆中找道具 ,找到一棵小樹 ,就可以繼續編故事 ,

但若找不到 ,唯有用其他道具 ,改編故事 ,繼續對話 。

另一次很有意思的經驗 ,發生於幼子沐浴時 。我在休

假 期間 ,一定 親 自照顧幼子沐浴 ,為 的是多與他 說話 。某

天 ,幼子剛巧把玩一膠人兒 ,有滑水撬 的 ,於是模擬滑水 。

我如常加插新元素和枝節 ,福至心靈 ,把幼子同學 的名字

代入 ,他立刻變得興奮 ,言語也多起來 。我不停動腦筋 ,注

入許 多枝節 ,先是個 人賽 ,後 來是雙 人賽 、隊際賽 、花式

賽 、競逐賽 :某位同學領先 ,男 6位第二、第三 ;落後的努力

追上 。這些情節吸引著幼子 ,而且把他同學名字代入 ,是一

次成功嘗試 ,他顯 然深受吸引 ,像 是他 自己和同學 一起 比

賽 ,十分投 入。以後連續數 天 ,幼子都在沐浴 時玩這滑水

遊戲 ,和我說過不休 。

﹉﹉﹉  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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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伴最重要
我想 ,如 果 自己不是体假 ,不親 自每 天去接 送幼子上

課 ,就不會認識 幼子的同學 ,記得他們 的名字 。若假手菲

傭 ,不親 自照顧他 ,就錯失與幼子一同玩的機會 ,他學習說

話 ,一定慢很多 。

幼子從不喜歡唱歌 。某天 ,他忽然哼起一小段 ,原來是

幼稚園所教 ,其 中的歌詞片段 ,觸動我的心靈 。我決心弄清

楚整首歌詞 。於 是 ,我請他先唱 ,我跟他學習 ,然後逐句 、

逐字的筆錄 。但由於他咬字不夠清楚 ,我用了兩天才將歌詞

錄寫無誤 。歌詞片段如下 :「 望父親每天工作不會多停留 ,只

求孩子都足夠 ,給我飽暖無擔憂 ,噢 Daddy多謝你 。」,這

歌是幼稚園所編 ,不知是否有所寄託呢 ?真的 ,我總覺得香

港人大多工作時間很長 ,不少父母提供超多的物質供養 ,但

欠缺足夠時間陪伴孩子和做好家庭教育 ,有點本末倒置 。我

大膽休假半年 ,貼身陪伴幼子 ,破釜沉舟 ,結果成功了。

幼子在愉快 的遊戲 中學習 。在公園盪鞦韆 、攀爬 、跑

跳 ,是訓 練他 身體協調 。玩
「
爆 丸」、編 故事 等 ,是語 言

訓 練 ,也 是 學 習與 人 溝 通 。這 一切 ,他 都 需 要 一位
「
玩

伴」 一位守護 者 ,我 就擔 富 了這 角色 ,親密而又獲他 信

賴 。此文 首段 ,精 神 科 醫 生 所 謂 :「 教 仔 是 要 講 關係 。」

相信就是這 意思 。

後記
幾年前 ,我寫下

「
攜手同心——兩代亞 氏保加兒的越障

路」一書 ,當時 ,我為結論一章絞盡腦汁 ,修改再修改 。今

天再看結論 一章 ,自 覺沒有錯漏 ,但其 中一重 點發揮未夠

好 ,在這裡可補充一下 。

亞氏保加症 患童弱於社交 ,不喜與
「
人」溝通 ,要幫助

他們 ,就是要使他們喜歡與
「
人」相處 。我無意之中 ,做 了

幼子的玩伴和守護者 ,獲得他信賴 ,關 係 密切 。那 6個 月

和隨後的日子 ,幼子是在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與父母長兄

一同渡過 ,生活和學習 。就是這些與
「
人」一起的愉快生活 ,

令幼子在不知不覺之中 ,漸漸 的喜歡與
「
人」在一起 。這文

章 只簡述幼子去公園 、遊 樂場 、玩
「
爆丸」、編故事等 ,這

僅是一部分 ,全盤的還有學攀石 、溜冰 、社交訓練和 日常生

活體驗 ,都在愉快與 人交往中渡過 ,共冶一爐 ,令 幼子喜

歡了與人共處 ,慢慢擺脫 自閉 。

當幼子 6歲半時 ,順利升上小學 ,與長子同校 。現在讀

小學 四年級 的他 ,夢├常喜歡 閱讀 ,記憶 力強 ,應付 背誦和

默書如斬瓜切菜 。每次考試 ,均獲取
「
品學兼優」 又任風

紀 、當班長 ,能與同學結友 ,並相處愉快 ,唯獨言語表達能

力稍弱 。2U11和 2。 12年 ,更入讀中文大學資優 兒童課程 ,

亦樂在其中 ,是一個快樂而自信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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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亞氏保加症 ?

亞氏保加症 lAspergerSyndrUme又 譯作亞斯伯格症 )是奧地利醫生 HansASper9er發 現和命名的,是一種

腦神經發展障礙 ,自 閉症候群 lAuIsmSpectrumD心 orde° 的一員。患者一般智能良好或資優 ,幼兒初期說話發展

未見遲緩 ,但在人際關係、溝通和思維 (變通及想像 )發展三方面有明顯落差 ,還常帶有感官反應異常和身體笨拙的

情況,及其後在高階語言運用 (特別是有關人的心意情感或抽象字詞方面和比喻 ,例 :親切、主旨、懸崖勒馬等 )和

組織發展亦見障礙。

亞氏保加症孩子的表現 :

內向的亞氏保加症孩子常滿足於 自己的世界 ,幼兒及小學期常獨 自活動 ,例 :小息時在操場獨個兒踱步或到圖書

館看書 ,像不會感到寂寞的 ,有一些孩子到長大後會開始較著緊交友。

外 向的亞氏保加症孩子在幼兒或小學時已喜愛跟別人一起玩耍 ,常跟比他年少的玩追逐的遊戲 ,又或跟比他年

長的分享自己喜愛的話題 ,但往往未能融入同輩當中。

無論 內向或外向的 ,孩子們在社交和溝通能力遠比他們的智齡落後 ,很多時都停留幼兒期 。他們大多未能領會

親疏有別 、社群歸屬 、真心假意 、上下階級之分 、禮儀意義及自他界線等 ,在溝通上又常誤會別人的心意和 自我表達

不清楚 ,再加上興趣狹窄和思想僵化 ,要跟別人互動交流和發展深入友誼都不容易 。

由於孩子們未能分辨真心假意 ,而且情緒反應較 大 、太沒機心和 自我保護能力欠成熟 ,所以容易成為被整蠱 、

欺凌和誤會 的對 象 。可是 ‘事後往往 因語言表達 和溝通 困難 ,未能 清楚講 述事發 的經 過和解 釋 自己的行動 ,又

會 因太緊張 ,連當時有 哪幾 個 同學在場和他 們做 了什麼 也不知道 ,故不單 未能為 自己拿 回公道 .有 時甚至 由受

害者變為被告 。

然而 ,這些智能優 良的孩子 ,縱使溝通能力弱 ,容易影響人際關係 ,但長大後仍能組織家庭 ,生兒育女 ;有些更

成為科研 、電腦 、藝術等專業人才 ;他們成功的背後大多是靠著 自己的努力 ,並同時獲得父母 、學校老師同學及職場

同事的支持和體諒所致的 ,你也願意給亞氏保加症 的孩子們一個
「
撐」嗎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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