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照聖經的教導，得時不得時，總要撒下福音的種
子。做個人佈道工作的我，就是本著這個心，隨時隨
地都抓緊傳的機會，不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傳的對
象。果然，神也就把有需要的人帶到我面前。

幾年前，我就開始接觸一些自閉兒的家長----有的是
在街上做佈道時認識的；也有的是在角聲中心門外徘
徊時，給我拉住交談的；當然亦有一些是我關心、探

訪的福音朋友。

 真心真意 令我動容

其中一個家庭，起初並不希望人家知道家中
有個自閉兒，所以根本不願提及。但經過接
觸之後，當年只有十四歲的自閉兒，也感受
到我對他的關心和愛護，以致我有機會向他
的家人傳福音。我知道那孩子很喜歡雞，於
是便投其所好，帶他去雞群中「視察」一
番，他開心得不得了；後來，我還請他們回
家吃雞餐呢！

漸漸地，當孩子和我的距離拉近後，他的母
親、姊姊和失明的公公，都跟我熟絡起來，
且更成了我家中的常客。他們來到我的家，
大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我們一起包餃子、吃
飯聊天，有事拿出來一起商量，儼如一家人
般親近。尤其是那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每
次見面都在我面前拍掌，示意開心，甚至常
要給一個big hug，真心真意，令我動容。

這情景，看在孩子母親眼裏，深受感動，常常發出感
恩的美言。如今，這個家庭中的成員都已經決志信了
耶穌。福音的果效已經因著神的大愛而彰顯出來了。

神沒有放棄的,   
             我豈敢放棄?

角聲紐約總會許麗芳

許麗芳跑上街頭佈道，自
閉兒也是她的福音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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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沒有放棄的,   
             我豈敢放棄?

角聲紐約總會許麗芳

我相信，神會親自開啟今年已經十六歲的自閉兒之
心，同樣地，他也能領會神的大愛。

 搗亂份子 變好拍檔

另外，經常在我家出入的，還有六名從六歲到十六
歲，包括自閉兒在內的外籍孩子。開始時，他們是「
搗亂份子」，今天已變成了我的福音外展的好拍檔。
這些孩子都是孤兒，他們的養母從朋友處打聽到我可
以幫助和關顧他們；就這樣，每逢大節日孩子們都
會來我家住宿相聚。即使我家的電視機、收音機、
手錶、頭梳等，被他們弄壞或丟掉；看見他們玩得痛
快，我就心滿意足。        

我教孩子們唱詩歌，他們跟著我重複地唱著：「My 
peace… My peace…」我們又唱「God is so good 
…」歌聲、笑聲此起彼落，真教我不住感
謝神，他們的心門打開了！看見他們不斷
進步，心裏著實感恩。孩子們要喊我做「
媽媽」，當他們mom、mom的叫時，我的
心就好像有一股暖流似的，很溫暖。他們
還會用簡單的句子為我祈禱，真摯非常；
有時候，他們還跟著我去外邊佈道，表演
唱歌呢！

 兩歲小孩 看上了我

最近，有一個住在角聲附近、從來不跟陌
生人的兩歲自閉兒，竟然「看上」了我，
跟我十分投契，玩得開心，甚至不想回
家。完全不是我有什麼吸引力，我知道這是神的愛吸
引了他。

我深知神愛每一個人，不單是健康正常的；神更愛那
些世人忽視了的自閉兒。我願意透過愛心和關心，去
見証神的福音，好叫家長和孩子們都感受到神看他們
為眼中的瞳仁，愛護備至。

神沒有放棄的，我豈敢放棄？

許麗芳招呼孩子們到家裡
一同做飯，打成一片。 

自閉
兒童事工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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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先生把門打開，屋子裡一片暗淡。難度自閉症家
庭真的那麼叫人感覺絕望？雷先生和雷太太一家四
口，八歲的老大和六歲的老二都患自閉症。

但是，雷太太打開話閘子，就像打開了一間密室的兩扇
窗子一樣。「辛不辛苦?是絕對辛苦。」雷太興奮地回
答。臉上的笑容燦爛得連正常的人都沒法跟她比美。她
說話的內容好像完全不乎合她臉上的表情和語氣。「我
們起初都不知道我們的孩子有問題。到他兩歲半時。是
鄰居察覺孩子有點不妥，提議我們帶他去做評估，才開
始了特殊教育。我們知道這消息時，很難接受，我哭了
很多，真是想死。但想想，孩子那麼少，怎能夠呢？想
到這裡，就只有繼續向前。孩子除了接受特殊教育之
外，我在家也很用心教他。」

聽見雷太分享她如何教導兩個孩子學習說話、寫字、認
字、吃飯、上廁等，都使人感受到，原來神放在母親心
中的愛，其中蘊藏著那麼大的耐性和創意。當創意加
上了神的祝福時，神蹟的事就會出現。而這也是一個帶
給人安慰和力量的方法。「我兩個孩子現在都是很聽話
的。我天天都用心教他們。看見他們進步很大，我很開
心，這也鼓勵我繼續向前，不要放棄。」

小兄弟都是自閉兒
雷家決志信耶穌

角聲紐約總會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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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紐約總會記者

自閉
兒童事工

紐約

此刻，老二拿著一條小藥膏狀的東西，用手把蓋子關
上。雷太為孩子感覺非常驕傲：「你知，自閉症的孩子
通常是做不到這個動作的。他們不懂得把蓋子扭關。」
另一邊，大兒子爬了上窗架，動作看來頗為危險。一般
家長看見都會立刻要孩子回到地上。但雷太卻很輕鬆地
說：「他常常都是這樣玩的。」這是少有的一種媽媽對
孩子的信任。這是愛的另一種特質嗎？

角聲的自閉症事工，每兩月就為自閉症的兒童安排一次
活動，讓小朋友可以跟義工玩遊戲，也讓家長們參加聚
會。月前，雷先生和雷太太在一次聚會之後，表示接受
耶穌。當問及他們的感受時，雷太太爽快地回答：「坦
白地，我們在心態上，其實並不能說真正的信耶穌。不
過，我們現在經常去教會，而且兩個孩子都很開心。在
角聲有機會與其他同病相憐的家長在一起，很開心。我
們每月都很期待相聚日子的來臨。」雷先生插咀進來：
「教會裡的人都很有愛心，可以接受我的孩子。」

離開前，葉啟明牧師問雷太太可有聽過伯
樂，他說：「伯樂是尋找千里馬的人。我就
是伯樂，而你就是千里馬。我很快就要開始
一個電台節目，名為『你都可以 做個傳奇的
人』。今天我找到了第一個訪問對象。你可
以幫我嗎？」雷太太說：「怎可以？」但在
葉牧師眼裡，她就是一個可以把祝福帶給很
多人的傳奇：一個充滿盼望、活力、喜樂、欣
賞 、 創意和積極的媽媽。

「最近聽到一則新聞，報導現今在美國有兩
種病快要成為流行病了，一個是obesity另
一個就是自閉症。以後很多人需要你們的幫
助。」雷太太好像十分體會葉牧師的感受：
「對呀。像我們這樣有親身經歷的人，是可以把我們
學到的東西教導別人。」

神的工作真令人讚嘆不已。聽她們的分享，使人聯想到
神的恩典乃是在人還未認識祂的時候，就已經把安慰和
力量賜下。神帶領雷太太一家到角聲，不單要祝福他
們，更要使他們成為別人的祝福。在葉牧師的心靈眼睛
裡，好像看見了四頭一家大小的千里馬在為耶穌奔跑，
帶著很多的祝福送到一家又一家。而且，他們會把角聲
的同工帶到更多千里馬的身邊。

有兩個自閉兒的雷家，也
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23



記得五年多前的一天，一位家長帶著一個胖嘟嘟，只有
十歲的孩子來到羅省角聲社區中心求助。原來，她兒子在
一歲多時被斷定了自閉症。孩子長得很可愛，但是他怪異
的行為、說話的障礙、在公眾場所的表現，都帶來不少麻
煩，令人尷尬。為了培育孩子成長，她毅然獨自帶著兒子
來到美國，盼望能為他創出奇蹟來。就這樣，我們成為了
朋友，還有機會帶她上教會。

在教會的那段日子，是她母子人生的轉捩點。教會的少年
人出奇地友善，不單接納他的兒子，還特別照顧他。後
來，這位母親受洗了，她見證說 : 「帶著一個弱智兒子真
的好苦，生活艱難，受人奚落，背後的指指點點，比割下
自己一塊肉更難受。就在我灰心晩望的時候，神讓我找到了
角聲這塊有情天地，神給我的不只是『一杯涼水』，更讓
我得著『生命活水』。這裡有真正的友誼，知心的朋友，
溫暖的家人，我真的走對了路。」

這位家長的經歷，正是羅省角聲中心「
展能團契」的事工寫照。

2001年三月，羅省角聲中心開始成立
「展能團契」。「展能」的目標，是讓
智障青少年得到身心平衡的發展，溶入
社區生活，並建立健全的人際關係，使
能過獨立的生活。團契的活動，包括從
遊戲中學習生活瑣事，如怎樣購買東
西、如何運用金錢、怎樣與人相處等；

一杯涼水      生命活水

羅省角聲同工關馮潔珠

從      到

展能團契慶祝母親節，參加者
眾，場面熱鬧而感人。

.................................................

成立展能 
       智障與自閉者樂園

24

一杯涼水      生命活水

還有興趣學習，找出孩子的長處，加以發揮及栽培，例
如舞蹈、唱遊、敲擊樂、朗誦、手工、繪畫等，每季還
有戶外活動，打保齡球、參觀博物館、科學館、圖書
館、及其他生活資晩認知活動。

展能開始之初，只有十多個家庭參加，神預備了一班大
學生團契參予事奉。開始的幾次，真是辛苦，孩子們從
未見過這些大場面，有晩膽小害怕的孩子，瑟縮在母親身
邊；又有過度活躍的，不理旁人，走來走去，甚至躺在
地上。義工們就像看顧小雞般，跟出跟入，家長們也很
緊張，孩子們的舉動，都影響著他們的心情。

2002年五月，我們舉辦了第一次慶祝母親節聚餐，得到
不少教會小組團友們支持。有姊妹獨力供應全場一百多
人的西式晚餐，還有十多位青年組員當俯侍應，服侍全
場嘉賓。更與「展能」孩子們合唱。同年六月，我們與
愛家合辦 Cool老爸活動，孩子們第一次在幾百人面前公
開表演歌舞YMCA。短短的日子，孩子都改變得很快。

神的手為我們建立這事工，我們憑著熱誠與
愛心，不輕易放棄，而且愈戰愈勇。隨著多
次接觸，義工們慢慢地跟孩子建立起感情
來。每次見面時，孩子們帶著羞澀與我們握
手、擁抱，投入我們懷中，還會問候晩有來到
的哥哥姐姐，真讓我們感動得淚水盈眶。看
到孩子們的改變，更叫我們開心雀躍不已。

最令人興奮的是「家庭生活營」，今年已是
第二次舉行了。大家濟濟一堂，住在一起，
彼此照顧。孩子們還參予協助煮食和清潔。
參加者圍著火爐講故事，齊齊談心。我們將福音種子撒在
他們心裡，帶領他們尋著耶穌，生命便會因有主而充滿傳
奇，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怎不令我們喜極而泣？他
們早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份子了。我們以神加給我們憐憫的
心，進入社區，關懷這些被忽略，被遺棄的弱勢群體，用實
際行動來傳揚祂的愛，也把這份愛留下給每一個人。

眾義工為展能團契事工賣
力，與關馮潔珠(右二)展現
燦爛的笑容。

自閉
兒童事工

羅省

倚靠神手 
       孩子與義工建立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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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能團契經常舉行家長會，我們用神的話語彼此鼓勵，大
家分享甜酸苦辣。聽家長們過往的艱苦及對將來的期盼，
都讓我清楚知道這事奉是對的。

一位醫生太太表示，當孩子一歲多時，發現他學習與常人
有異，原來孩子是個智障兒。她又驚恐又疑惑，不明白為
何這情況會發生在一個滿有醫學常識的人身上。她無法面
對群眾的目光和親友的查問，內心充滿羞愧與痛苦，折騰

得她不想活下去，經常把孩子藏在家裡不敢
外出。她被邀請來參加「展能團契」，看見
一些家庭也遭遇同樣問題，但仍能以喜樂的
情懷，不懼怕的態度積極生活。她也渴望找
到這力量的源頭。

一位爸爸感動地說：「兒子已讀中學了，上次
去旅行，在車上，我第一次聽他開口唱歌！身
為男人的我，也流下歡喜的淚來。孩子快樂
就是我們的快樂！現在，我們一家人好享受
角聲舉辦的活動，參與『送暖顯溫情』探訪，
把愛留給有需要的人。這些苦難，讓我們認識
了神，使生命變得滿有豐盛！」

另一位開餐館的媽媽說，為了照顧兒子，已把
餐館轉讓給人。以前經歷的真像一場惡夢，跑
到那裡去，總被人喝駡：「看妳孩子長得這麼好
看，誰會相信他是弱智兒，既是弱智，就不要
帶他出來!」她每天望著孩子，以淚洗臉，弄
到筋疲力盡，卻毫無指望。來到這裡之後，她
說：「這地方真與別不同，每次聽見信息分
享，都覺得很感人，很得安慰。感謝一群有耐
性，有愛心的義工，不間斷的關懷，像暖流一

樣令人溫暖，使人擦乾眼淚，再次得著力氣，勇敢去面對明
天。我相信我也找到你們的神作我的神。現在我也跟其他母
親上教會去，孩子很是喜歡。最近我還聽他唱歌呢。」

家有智障兒的父母們，角聲是一個屬於你們的大家庭，我
們願意伴你們同行。角聲的門永遠為你們打開。這裡有愛
湧流，投入這愛的懷抱中，你們就會懂得如何去愛。

燃點愛火 
       家長聚會互相鼓勵

展能的活動，包括斓上圖的歌唱
表演及下圖的龍舟競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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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聚，都是角聲社區中心的協助，加上義工們的
幫忙，才能使我們的孩子有歡樂學習的園地，有一個在
基督裡成長的地方 --- 這就是「展能團契」。

孩子講甚麼？我不明白。他在做甚麼？我也不明白。她
總是跑跑跳跳，說話不太靈光，眼睛不知望到那裡去。
這一切表現與行為，作為自閉症的父母真是駡擔心，擔駡心
他們的成長，怕被別人欺負，更駡心他們日後不能照顧自
己，我們天天在憂慮，日日在駡心，時時在記掛，對孩子
的成長，怎樣辦呢？

那一年某一天，角聲社區中心的關太，對我們分享了她
在社區服事，特別對軟弱群體的負擔駡，我們便一同籌備
並成立一個專為自閉兒而設的團契。我們定下目的，幫
助自閉的青少年能溶入社會，可以建立正常的人際關
係，有獨立能力生活，有堅強的心面對陌生的事。

一開始有十多個家庭參加了展能契團。聚會中，孩子們
同遊戲，尋找以往失去的歡樂。他們一齊學唱歌，向自
己的智力重新札根。他們同運動，向自己不太靈活的身
軀再次宣戰。他們學說話，講禮貌，交朋友，使他們有信
心走入社會，學習基督耶穌的真理，享受團契的生活。

從那天開始，我覺得他們是幸福的一群，有父母家人
的關心，有義工哥哥姊姊無限愛心和照顧。每次出外
參觀、旅行、摘果子、探訪老人表演，更大駡嘗試一同宿

自閉
兒童事工

羅省

長心聲家 大啞叔叔

孩子成長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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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在新地方一同住，一同煮食 …  都總是那麼充實，
令人回味無窮，使我們頓覺人間有情，在「角聲」這大
家庭找到特別的愛。

在這裡，哥哥姊姊花心思教他們做手工、玩遊戲、打功
夫又跳舞，學談話表達，學禮貌，學與人分享合作的樂
趣，更有豐富的茶點。這裡是他們可以大展才能的地
方，一個歡樂的小天地。孩子們在大禮堂活動，爸媽在

樓上課室學習，彼此交換心得，聽聽親
子講座，專家的意見，分享成功經驗，
吐吐心中苦況，還有學習插花，烹飪，
家事常識，靈修分享… 家長們還要輪流
作領導，協助安排活動，分配每個家庭
負責崗位。每次戶外活動，一家大小都
是高高興興的出門，滿滿意意的回家。

看見孩子們愉快的笑容，爸媽們真有甜
絲絲的感覺。我們身為父母們真願意與
孩子一同學習、一同活動、那種經驗，
確實難得。經過這些日子，看見孩子們
不斷改變，反思我們的事工，真的駡沒有
白做，還挺有價值。

最開心：看見自己的孩子歡歡喜喜加入一個團體，有
朋友彼此交通、一同玩耍，還有甚麼比這更開心呢？

最感動：看見義工姐姐哥哥耐心地帶著孩子玩遊戲，唱
歌、跳舞、做手工，還有甚麼比這更感動呢？

最有意義：聚會中，孩子和家長都有自己的節目；我們
由陌生人成為團契的一份子，我們因一同走相似的路而
體會到神的愛，還有甚麼比這更有意義呢？

我們母子已參加了羅省角聲的「展能團契」已快有五年
了。每到禮拜六，孩子就催著我要到角聲去。雖然他不
怎麼跟別的孩子們交談，打招呼，但郤非常喜歡到團契

長心聲家 Vida Wong

我的三個 “最”

小孩、家長與展能義工相聚，
每次都能感受到家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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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因為有一份情在他心中孕育起來。角聲用愛心建立
了這個關懷弱智特殊兒童的團契，還有家長支持小組，
彼此關心分享，將基督的愛實實在在的行出來。這是每
個參加的家庭都能深深體會到的。

隨著孩子們漸漸長大成人，家長更要了解孩子們的將
來，例如他們工作前的預備，社交人際的訓練等。所以
團契現在的專題講座，就因著這些需要而請來專人分享
介紹。我們又去參觀給弱智青年的居屋，探訪他們的工
場。我相信這些活動對家長們都很有幫助，亦是團契未
來繼續發展下去的一環。

回想當初孩子還小的時候，如果已有這樣的聚會該多
好。我們這早一輩的家長，也應為一些年輕的父母親開
始新的節目，使他們能與經歷相同的父母們彼此支持學
習。我願意與角聲努力去達成這個新的目標，盼望有更
多華人能早日認識角聲的「展能團契」，得著幫助。

一個遇然的機會來角聲社區中心當義工，參加了展能
團契，作一群青少年的大哥哥。不知那裡來的勇氣，能
與一班缺智慧，欠活潑，行動慢，說話不清的孩子們做
朋友。我以前是體育老師，現在，透過遊戲活動來達到
「德、智、體、群」的教育，使這群孩子能輕輕鬆鬆的
學習，駡有壓力，駡有成績高低要求，力求發掘出孩子們個
別隱藏的優點。

現在我明白到，神放我在這裡，是要我重新練習教導的
方法，學習失去已久的忍耐能力，體會義工合作精神，
互相敬佩這顆熱心事奉的忠心。

感謝神，使我在事奉中多認識自己，為我們有健康身
體，正常的心智來多謝父母所付出的功勞。除了感恩之
外，我更覺得愈做愈開心，更加願意多體恤軟弱的人，
真心去待他們，愛他們。能夠在「展能團契」服務，看
見孩子們的成長與進步，了解到神創造人有不同的才幹
與目的，使我更珍惜朋友、家人、自己的生命。

自閉
兒童事工

羅省

工心聲義 一位展能義工

美好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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