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父母或老師，都盼望自己的孩子或學生能健康快樂地成長。可是，有些孩

子的成長過程並不順暢，他們可能患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困難，如自閉症、專注力不

足 / 過度活躍症及發展遲緩等，因而出現各種學習及行為上的問題，往往令家長及老

師束手無策。研究指出，很多有發展困難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一些看似古怪

的行為，原來和他們腦神經系統的「感覺訊息處理」功能有關。他們的腦神經系統

未能有效接收及整理環境中的各種感覺訊息，以致經常出現一些「非一般」的表現

及令人困擾的行為。他們經常被家長或老師誤解為固執、不合作或故意搗蛋。這是

因為「感覺訊息處理」是一門嶄新的腦神經科學，一般家長或老師都未必在這方面

擁有足夠的知識，不懂得如何拆解這些行為背後所隱藏的「感覺密碼」。當家長和

老師都不明白孩子困難背後的原因，又如何能夠在學習及生活上給予孩子有效的支

援呢 ?

  協康會的職業治療師團隊，多年來鑽研與「感覺訊息處理」相關的課題，採納

先進的治療技巧，為無數有不同程度發展困難的孩子提供適切的治療。團隊採用了

腦神經科學最新的研究資訊，並將多年累積的臨床經驗，結集成書，以深入淺出及

活潑生動的手法，為家長及老師解開他們對「感覺訊息處理」的謎團。我們希望透

過書中所介紹的支援策略，幫助正在感到迷茫及不知所措的家長及老師們，找出有

效的方法協助孩子克服「感覺訊息處理困難」所帶來的困擾，讓孩子能愉快地成長。

在此衷心感謝本會職業治療師團隊多年來為服務有需要的孩子所付出的努力，並和

家長及老師建立了緊密的伙伴關係，相信透過三方的共同努力，定能為孩子締造更

美好的明天！

協康會行政總裁

曾蘭斯

二零一八年六月

  我們從事兒科職業治療師工作多年，遇上了無數有「感覺訊息處理困難」的個

案，他們的腦神經在接收及整理環境中的感覺訊息出了亂子，對周遭的感覺刺激出

現反應過敏、過弱，或不斷尋求刺激的情況，無法安坐下來學習。這些孩子往往是

被誤解、責罵，甚至被忽視的一群。家長及老師無法看清他們的感覺世界：為甚麼

一下輕柔的觸摸就會令孩子尖叫起來？一段平常的廣播聲音已令孩子掩耳躲避呢？

我們編寫此書的目的，正是要幫助大家認識這些孩子的「感覺訊息處理困難」，了

解背後的影響因素，從而拆解孩子的「感覺密碼」，找出相應的支援策略。

  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探索之旅」，我們會引領大家從孩子的「感覺」

出發，從腦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認識「感覺訊息處理」是甚麼一回事，並透過「無膽

貓」、「呆滯豬」及「衝鋒鼠」三位主角的描述，讓大家理解不同類型的「感覺訊

息處理困難」在學習及日常生活上所面對的困擾。第二部分為「成長之路」，我們

結集多年的臨床經驗及治療心得，為大家介紹處理不同類型的「感覺訊息處理困難」

的原則，為家長及老師提供一些在家中或學校中可運用的感覺策略、訓練活動以及

調適環境的方法，令家庭和校園環境更利於孩子的成長。

  我們相信透過認識和理解，並給予適當的支援，「感覺訊息處理困難」給孩子

所帶來的困擾將逐步得以舒緩。孩子無須每天在惶恐及戰戰競競的狀態下生活，他

們的學習及成長旅程將變得更愉快、更充實；家長和老師過往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也

得以減輕，讓親子和師生關係得以重整。我們衷心感謝過往與我們一起並肩而行的

孩子、家長和老師！和你們一起奮鬥的經歷讓我們能總結寶貴的經驗，引證了只要

憑著愛與包容，世上沒有解不開的難題！  

協康會職業治療師團隊

二零一八年六月

序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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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滯豬」對環境的變化反應很少或不感興趣，他「寧願」花時間做白日夢，
也不去探索環境或與其他人互動。即使明顯有人走進房間或經過他身邊，他
也注意不到。

即使是非常強烈的氣味，「呆滯豬」似乎也未能察覺得到，讓其他人都覺得
奇怪。甚至吃到變壞了的食物，也沒有任何投訴，要不是父母發現後連忙把
食物換掉，他差點兒便吃了無益的東西而生病呢！

「呆滯豬」的性格隨和，甚麼事情都沒有所謂，讓其他人感到自在。雖然朋
友也會和他一起玩耍，但其他孩子有時也會投訴他表現呆滯、反應不足，叫
喚他甚至觸碰他也不理會，覺得和他玩耍不夠暢快，也不明白他為甚麼對很
多事情都沒有反應。

視覺反應過弱

味覺／嗅覺反應過弱

社交表現

自理

學習

遊戲

□ 音量大的聲響（如：大聲說話或風筒聲）也未能察覺到
□ 較濃烈的氣味或味道也未能察覺
□ 臉上或嘴邊有食物碎屑也未能感覺到
□ 未能察覺手或臉被雨水 / 水花沾濕或弄髒（如：沾了膠水或顏料）
□ 未能察覺房間內有人走動、有人走近或有皮球滾過來
□ 未能察覺路上的障礙物或地上的水窪
□ 經常不慎碰倒附近的物件

□ 對公園的遊樂設施缺乏興趣
□ 盪鞦韆或旋轉時需要較快的速度才有反應
□ 撞瘀了手腳也不覺痛楚

□ 對於別人所說的話好像聽不到（如：未能適當地回應別人的話、或好像不予
     理會）
□ 好像不太留意別人觸碰到自己的身體（如：肩膊、手、腳）
□ 對身邊事物及環境變化反應不足，甚至沒有反應

□ 未能察覺老師或同學的提問或叫喚
□ 坐在椅子上，未能察覺自己的姿勢，坐姿欠端正，雙腳亂放
□ 難以專注上課或做功課，經常表現呆滯及反應緩慢

感覺反應過弱者「呆滯豬」在生活上的行為表現

社交 / 社區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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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和持久、不規律的搖盪或移動，例如在鞦韆上快速搖盪、在旋
  轉木馬上轉動、彈跳和快跑等，所產生的刺激較大
■ 緩慢、有規律的搖盪或移動，例如坐在安樂椅上輕輕搖動和坐在治
  療球上輕輕彈動等，所產生的刺激較小
■ 孩子的姿勢及頭部位置亦會帶來不同的前庭平衡覺刺激，例如俯臥
  在韆鞦上搖盪比坐著搖盪帶來的前庭平衡覺刺激大，仰臥在治療球
  上前後搖動比俯臥的姿勢帶來的前庭平衡覺刺激大
■ 進行前庭平衡覺活動時，若孩子出現不停流汗、臉色變白或通紅、
  頭痛或頭暈、噁心、過度興奮或異常地傻笑、哭泣或疲倦等情況，
  表示他可能接收了過量的感覺刺激，我們必須立即停止活動
■ 本體感覺活動對神經系統有著強大的平靜和組織效果，無論孩子是
  處於反應過敏，還是反應過弱的情況下，適量的本體感覺活動都能
  讓孩子調節過來

進行前庭平衡覺及本體感覺活動時，須注意以下事項：

目標 在生活流程中播放適當的音樂，以提供良好的聽覺經驗
用具 音樂播放機、音樂 CD
步驟 ① 在不同情況下播放適當的音樂，讓孩子容易進入狀態

② 早上起床時可播放節奏輕快、旋律豐富的兒歌，調校至中等音量，
  喚醒孩子的神經系統
③ 吃飯時可播放大自然音樂，調校至較低音量，放鬆心情
④ 做功課時可播放簡單節奏的純音樂，調校至較低音量，幫助維持覺
  醒度
⑤ 睡前可播放節奏緩慢的純音樂（如鋼琴），讓孩子的神經系統預備
  進入休息狀態

提提你 若孩子對聲音反應過敏，播放音樂時，可先調校音量至最小，再
慢慢加大音量，讓他逐漸適應

聆聽音樂

目標 觸摸會發光的觸覺玩具或物件，以提供視覺及觸覺的經驗
用具 會發光的觸覺球或玩具毛毛蟲
步驟

提提你 若孩子不喜歡觸覺球或玩具毛毛蟲那粗糙的或滑溜溜的觸感，可先讓他
嘗試較硬及平滑的觸覺球

七彩龍珠

① 示範把會發光的觸覺球或玩具毛毛蟲拍打幾下，
  使它發光，可唱著兒歌引起孩子的興趣
② 按孩子的意願，鼓勵他主動用手觸摸觸覺球或玩
  具毛毛蟲
③ 當孩子適應活動，可讓他拍打觸覺球或玩具毛毛
  蟲，使它發光，並用身體其他部位（如手臂、腳、背部等）觸碰觸
  覺球
④ 若孩子適應下來，可嘗試把房間燈光調暗或關掉，突顯出觸覺物
  的光度及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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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引擎」運作速度低的孩子，我們在進行活動時須給予他們清晰的目標、
示範，以及適當的提示，讓他們知道怎樣開始和完成活動。若孩子的內在動
機較低，我們可讓他們先選擇喜愛的活動，並增加活動的變化及新鮮感，以
提升他們對活動的興趣，以及參與活動的動機。

調適活動的安排

孩子在明亮的環境中較容易維持適當的「引擎」運作速度。簡潔及整齊的環
境亦能讓他們更能專注於指定的活動之中。此外，適當的視覺提示也能讓孩
子提起精神。安排孩子坐在較接近老師的位置，不時給予他們言語或動作提
示（如拍一拍肩膀、摸一摸頭），可協助他們維持適當的「引擎」運作速度。
在家中或課室中，我們可以設立「醒神區」( 能夠提供「醒神活動」的地方 )，
讓孩子有需要時使用。

調適環境的安排

清晰的目標 適當的提示 提升參與動機

明亮的環境 簡潔和整齊 視覺提示

給予選擇
增加活動變化

及新鮮感

適當的座位 醒神區

善用人際互動關係

當孩子的「引擎」缺乏動力的時候，我們可以豐富的面部表情，抑揚頓挫的
說話節奏，及清晰的聲調與他們互動。同時，我們亦可以多給予孩子正面的
鼓勵和讚賞，增加他們參與活動的動機。另外，我們可以不時提醒孩子他們
的「引擎」運作速度是怎樣，例如：「你好攰噃！」、「你就嚟瞓著啦！」等，
讓他們察覺自己的「引擎」運作速度過低，是時候好好調節自己了。

豐富的面部表情 清晰的聲調
抑揚頓挫的

說話節奏

提醒覺醒狀態 鼓勵和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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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孩子如廁的環境調適建議：

．若孩子體形較小，可使用嬰兒座廁，讓座廁洞口變小，並提供
 扶手讓孩子扶穩，或在孩子腳下放一張凳子，使他能平穩地坐
 在座廁上
．在廁所內貼一些卡通圖案，或使用孩子喜歡的卡通人物廁板，
 並可播放音樂或唱兒歌，讓孩子放鬆心情如廁

特別針對「無膽貓」的建議：
．若廁板太硬，可使用有軟墊的座廁
．可嘗試用質地柔軟及多層的廁紙揩抹孩子的
 臀部

環境安排 ．培養在固定時間如廁的習慣，如餐前後、出門前、回家後和睡覺
 前後等
．利用簡單清晰的圖片或相片，讓孩子學習如廁的正確行為及步驟

特別針對「無膽貓」的建議：
．當孩子坐上廁板或要用廁紙揩抹臀部時，一邊輕按孩子的身體，
 一邊柔和地與他一起唱歌或數數字，讓他逐漸適應坐廁板及用
 廁紙揩抹臀部的感覺
．可與孩子一起觀看沖廁的情境，並一起對著被沖走的污穢物說
 「拜拜」，以減低他對沖廁聲的不安感覺
．可利用圖卡讓孩子認識抽氣扇及乾手機的功用，用錄音機播放它
 們所發出的聲音讓他熟習；然後到廁所觀看別人用乾手機的情
 況，並加以鼓勵，讓孩子逐步適應，減低對這些聲音的不安感覺

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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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可替換圖片的課堂時間表，並在早堂時間向
 孩子介紹當天的流程，讓他們容易跟隨。若有轉
 變，應事前知會孩子，讓他們有心理準備，較容
 易適應轉變
．老師可運用聽覺刺激，以特殊的節拍拍手和唱歌
 能較易獲得孩子的注意，提示課堂的開始、轉換
 與結束。如唱：「早晨呀！你今日好嗎？早晨呀！
 我今日很好！」表示一天的第一節課開始；唱：「叮噹、叮噹、叮
 噹！落堂鐘聲響，再會、再會、再會，下次再相見！」表示課堂結
 束。
．可安排孩子在轉堂時作伸展運動，每次約一至兩分鐘，之後讓他們
 繼續安坐，專注上課
．「呆滯豬」及「衝鋒鼠」特別需要持續的感覺刺激以維持良好狀態，
 老師可在轉堂時給他們一些特別任務，例如協助搬運物品（書簿、
 檯椅、書包等）、派發物件、替老師推或拉開課室門等

活動安排

課堂轉換

 
．在廁所牆上貼一些顏色鮮艷的圖案，或擺放一些綠色植物；並在廁
 所播放柔和音樂，讓孩子放鬆心情如廁
．對「無膽貓」來說，排隊被觸碰或擠擁會令他感到難受，老師可讓
 他排在隊伍的最前或最後位置，減少他因被觸碰而產生的負面情緒
 或行為
．在走廊的地板上貼上一些鞋形貼紙，標明孩子排
 隊位置及到廁所的路線，引導他們整齊排隊及按
 著指示前往指定的地方
．在洗手間內貼上視覺提示，有助孩子獨立完成如
 廁過程：例如在尿盆及便盆前的地板上貼上腳印，
 指示男生小便時站立的位置；在洗手盆旁邊貼上
 洗手的流程圖，讓他們明白洗手步驟
．讓體型較小的孩子使用小型馬桶，需要時在他們腳下放一張凳子承
 托雙腳，使他們能坐穩在座廁上

環境安排

排洗時間

．在課堂活動前後安排固定的排洗時間，讓孩子建立良好的如廁習慣

活動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