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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心事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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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弱能兒童協康會

About CPA

協康會的歷史

About CPA

我們的信念

澳洲弱能兒童協康會(前身為華裔弱智及傷殘子女家長會)是由一群有弱能子女

弱能人士，無論是何種膚色、種族

的華裔家長組成,於一九八八年正式成立。澳洲弱能兒童協康會沒有宗教或政治

或信仰皆應獲得平等對待及享有豐

立場，以非牟利慈善團體註冊。其成立的目的是為弱能人士提供服務，活動及提

富及多姿多采的生活。

倡一個關懷的社區，使弱能人士得到最理想的成長。通過互相帮助，為弱能人士
及其家人提供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持。
管理委員會是澳洲弱能兒童協康會的會務最高決策組織，策劃審核計劃，政策
及服務方向。還有一組義務工作人員，獻出他們的時間，專業知識，技能和支持，
幫助處理澳洲弱能兒童協康會的日常事務。

我們的使命
致力為弱能人士提供一系列服務,尤其是華
裔人士,使他們能夠得到適當的照顧,及推廣
一個對弱能人士關懷備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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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wishes to thank the following sponsors, donors and volunteers
for support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eep In Dad’s Mind: Raising a child with a disability”:
協康會仝人十分感謝以下機構及人士支持或幫助出版協康集之三父親的心事與期望:
Chinese Beneficence Federation of Australia Incorporated 澳洲華人慈善總會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Illawarra Catholic Club Hurstville) under the Hurstville City Counci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Expenditure Scheme (CDSE)

我十分高興向大家宣佈協康集之三已出版了。
今期主題是圍繞著有弱能子女父親的心聲，經驗和感

藉出版協康集，我們也以此回饋社區對協康會的長期支

庭和諧和快樂與父親的領導和支持，息息相關。但我們

持和關懷。希望我們的分享，對社區內其他家庭也有所

也很清楚，由於長時間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孩子，家庭內

啟示。我也代表執委會感謝協康集編委會各位成員，作

都不時會有不同的壓力和意見，導致爭吵和不歡，都需

者和義工。他們的辛勞和所付出的寶貴時間，令今期協

要夫妻兩人冷靜面對和處理。

康集內容更加豐富。也感謝所有資助我們的團體，特別
是好市圍市的 Club Central，今次是他們第二次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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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世界。但是，在協康會成員家庭中，不少父親都是默默
的支撐家庭，支持他們的配偶和其他子女，在幫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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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o all contributors who provided articles, illustrations and pictures.
感謝所有提供文章，插圖和相片的作者，家長，協康會會員，社區人士和義工。

Special thanks to Eugenia Liang for interviewing parents and siblings and writing four articles for publication,
and to Maria Lee, Ting Fan, Karen Yuen and Jessica Mu for proof reading articles.
特別感謝梁玉華採訪多位家長和子女，並寫了四篇文章。
更多謝李麗萍，范翩婷，繆韻婷和阮嘉恩協助中英文校對和文字整理。

Special thanks to CPA members who nominated thirty nine suggestions for the “title” of this publication.

致讀者

范鎮榮

首先，我要感謝所有協康集之三的作者，他們的貢獻使

成長的過程上，每每都有新的考驗。我們慶幸很多家庭

我們對有弱能子女父親的概況，有更深入和廣泛的了

能夠克服困難，穩步向前。同時，我們也知道有些家庭抵

解。文章包括父親自己的描繪，也有配偶和子女提供的

受不了壓力煎熬，有些更導致家庭破裂，這些家庭實在

軼事，和社區人士的觀察分析等。

是需要我們更多的支援和同情。

很多作品，特別是父親的文章，要他們講述自己兒女，家

配偶和子女的文章肯定了父親肩負重任和不離不棄，是

庭，甚至婚姻關係，的確不是容易的事。許多時，他們都

使家庭能夠反彈的重要因素。在我們所收到有關協康集

會把這些事埋在心裡。要他們願意執筆成文打開心扉，

之三主題命名的39份建議裡，所有建議對父親的角色都

的確是向前跨了一大步。一些文章是通過向父親作深入

是肯定和讚賞的。

的採訪而成，我要特別感謝梁玉華和吳于艷華兩位所作
的努力。

協康集之三的制作時間長達五個月之久。我們組織了一
個編委會，通過幾次業務會議管理制作過程，一些義工

他們的故事都有很強的感染力，故事訴說一些家庭如何

執筆為文，一些幫忙翻譯，校對和編輯，一些擔任聯絡

在人生的谷底，在充滿失望，擔憂和焦慮的情況下掙扎

和外務。我們在去年底亦舉辦了一次成功的父親論壇。

求存和反彈。許多家庭都能回復正常，一些更能練就鋼

這些都是多謝義工們不懈的努力。

鐵一般的力量。很多情況下，父親幫助撕裂開的家庭回

“Deep In Dad’s Mind: Raising a child with a disability”『爸爸的心事與期望』

復穩定，在面對迷惘的前路上，支持傷心欲絕的配偶，
安慰家人和輔助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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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出版協康集。

的子女成長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Congratulation to Miranda Vuong whose suggestion was selected through voting:

特別感謝協康會會員為今期協康集之三的書名建議命名。共收到39個建議。
恭賀王太，她的建議經投票及整理後，獲選為今期書名名稱。

互相了解和體諒，以促進家庭和諧。

受。對我們這些家庭來說，父親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家

Many Minds Link 		

Marigold Restaurant Chinese Cuisine 富麗宮酒樓

協康集之三深入探討父親的責任和角色，使家庭內增加

今次出版協康集之 三，我們希望能夠引起更多社會人
士對弱能子女父親的關注。因為這些父親的努力能使自
己家庭由谷底中再振奮起來。要有效地幫助這些家庭，

但我們都知道，不少父親在過程中也經歷過很多痛苦。

我們需要支持這些父親。他們的故事給我們帶來一些啟

弱能子女的父母們在漫漫人生旅程是甘苦相伴。在子女

示，他們是值得我們讚賞和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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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殘疾兒童父親的挑戰

吳于艷華
PSM

紐省殘障人士議會會員

殘疾服務的未來轉變
政府是知道這幾十年來殘疾服務需求是與日俱增，卻仍
沒有足夠資金去滿足所有的需求。在將來，政府會提供
更多的服務，供殘疾人仕的家人和照顧者，支持他們能

權利條文，並於2010年11月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了
第一份國家報告。報告指出，
“澳大利亞在制定一個全面
的政策框架，旨在帶來主流服務和活動的變化，使殘疾
人仕與其他澳大利亞人享有同等的機會”。

更好地幫助孩子實現獨立。以下讓我解釋一下這些發展

以上你可以看到殘疾服務的重大變化，的確是令人興奮

的大概。

的，它帶給我們將來的希望。從以往以慈善為基礎的模
式，將從根本上轉變為以人權為基礎的模式。殘疾的障

國家殘疾保障計劃(NDIS)

礙將被消除，以便在未來實現更多的自主獨立。

前言

父親在照顧孩子和支持家庭的獨特角色

寫這篇文章過程中，我曾與協康會數名父親有好幾次深入

過去，父親是家庭的領導及支柱，是婚姻關係和家庭的

殘疾保障計劃（NDIS），並計劃在2013年實施，這項計

的傾談。我很感謝分享了他們照顧殘疾兒童的經驗，期望

最終決策人，但在照顧初生兒上，母親仍是主要的照顧

劃是幫助殘疾人士，他們的家人和照顧者，使他們有更

如果我們關注和及時參與這些改變，我們華人將會得

和憂慮等。這些分享不但啟發了我，更為文章的構想提供

者。在最初 9-12月，母親經常會就餵食、輪流睡覺或做

多的保證，在將來獲得足夠和合適服務和支援。計劃對

益。在澳大利亞任何一位父母都有同等的權利去獲得優

了很多寶貴的見解。我有幸被邀提供文章，盼望能藉此廣

家務和如何適應及面對殘疾的孩子等問題上，而經常向

象是各類殘疾人仕包括先天和後天的殘疾人仕，有慢性

質服務和及時的支持。如果華裔父母能好好利用這個機

泛引起社會人士對殘疾問題的注意及興趣。

父親尋求即時的情緒及體能上的支持。孩子的殘疾可能

疾病和心理健康疾病的人仕，為他們提供更多的金錢援

會，就好像任何其他澳大利亞的父母一樣，一切都會變

在出生時已察覺到，有些時要到幾年後才知道。

助和更好的服務支援。

得更好。

殘疾兒童的父母的主要挑戰

孩子小時候，父親可以為他們作一些輔佐性的照顧工

目前，聯邦，各州政府和殘疾服務業界正大力推動國家

”Stronger Together 2” - 擴大殘疾服務系統

這些改變對華裔父母來說是更好或是更差？

和我一起討論的數位父親指出他們由孩子一出生就已

育有殘疾孩子的父母會遇到許多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初

作:例如洗澡，換尿布，餵食等。家務工作方面,父親可參

為人父和人母。第二個挑戰則是成為一個殘疾孩子的父

與烹飪，清潔，購物，付賬單，交通接送，尋找信息和資

在2006年，新州政府已實施一個名為 ”Stronger

母，而挑戰就正正在於不曉得及不肯定及如何去養育這

疾的孩子，不惜犧牲自己的職業生涯和改變生活方式。

源等，有助了解自己孩子的特別需要。

Together 1”的計劃，這計劃已成功地擴大殘疾服務系

他們的意見都是由心而發，並已顯示出他們對殘疾孩子

統，使更多人受惠。該計劃現正進入第二個5年階段名

不變的承諾，無盡的愛和永恆的盼望。他們都希望有更

為 ”Stronger Together 2”，並將繼續擴充，好讓

好的殘疾服務，好支持他們繼續幫助其有殘疾子女，使

殘疾人士，其家人和照顧者，透過”以人為本”方法，有

他們將來能夠獨立生活。

個殘疾的孩子。
這些不明朗的因素直接影響了父母的生活及夢想，同時也
影響了家庭中的兄弟姊妹。這對他們的身體，情緒及日常

隨著孩子漸長，父親的角色和責任日益增多，他們需要更
多為孩子作榜樣，並支持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員，讓孩子
體驗到愛心，親情，和監管孩子各方面的發展與學習里程

生活都做成很大的壓力。

碑。此外，亦要支持母親在孩子行為管理方面，與專業團

養育殘疾兒童比一般家庭需要更多額外的費用，例如醫

隊（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心理學家，營養師，醫生

療、牙齒保健、飲食、語言治療及學習等，這都會導致家庭

和其他醫療和教育專家等）的合作，聽從他們的建議。

面臨財政上的緊張和壓力。

父親有很大的責任去確保家庭有足夠和穩定的收入。更重

照顧殘疾兒童需要特多的時間。父母往往因為不夠時間去

要的是，夫妻要共同努力，在確保家庭經濟穩定和照顧孩

照顧其他家庭成員及自己而感到挫折。而由於缺乏時間和

子之間作出適當的平銜。有時父親可能需要負上照顧孩子

精力，未能與朋友、親戚或其他人仕接觸和聯繫，結果做

的責任而讓母親去繼續她的工作。如有需要，父親可以分担

成個另一個挑戰，就是自己與社會隔離。

照顧其他沒有殘疾的孩子，及家中的老人如祖父母等。

這些挑戰雖然為您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帶來很多艱辛和

在現今澳大利亞社會中，工作場所已有明文立法規定夫

困難，卻也可以成為豐富的生活經驗，為您的生活帶來意

婦育兒的假期，讓夫婦可以一同分担照顧孩子的責任。

義和目的。每次經歷這些挑戰和困難的同時，都有助加強

最重要的還是夫婦間需要互相支持和有良好的溝通。這

您育兒的能力，最終您都會知道，您已經給予孩子最好的

樣担子就會輕鬆得多。

照顧和支持。非常重要的是要抱有盼望，相信您的孩子仍
然可以實現他們的潛能和能夠過有意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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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機會參予控制和決定他們需要什麼的服務。
<以人為本> 的服務模式(PCA)
新州政府殘疾服務將於2013年推行<以人為本>服務模
式，正正是為了使您更容昜獲得殘疾服務。

經與他們的妻子分担照顧的責任。夫婦為更好的照顧殘

我希望本文能引發華裔父親及母親在悉尼養育殘疾孩
子的共嗚。我想鼓勵您關注殘疾服務的發展，並採取行
動，在2012年参與政府的 <以人為本> 的持續討論。您
的付出可以帶來真的改變。

這服務模式方法是把殘疾人放在決策中心，嘗試將從根
本上改變撥款制度，使殘疾人，其家庭和照顧者對服務的
資金分配有控制和決策權。這樣會為主流和殘疾專科服
務帶來更大的靈活性，更能達到資金運用的目的。目前州
政府正推行廣泛社會諮詢，直至2012年底。您的寶貴意見
和建議，將有助推行和達到<以人為本> 的目標。歡迎您
參與諮詢研討會，或溜覽 www.adhc.nsw.gov.au/pca。
“聯合國公約” 有關殘疾人仕的權利
2008年澳大利亞簽署了“聯合國公約”有關殘疾人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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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爸爸,非凡的分享

勤勤

但是，這個堅定的信念，漸漸還是遭兒子的異常行為所

Bruce女兒甫出生便被證實是唐氐綜合症患者，這對於首

瓦解了。終於，在兒子上四年級時，Jeff夫婦將他從一間

為人父母的Bruce夫婦來說是莫大的打擊。在太太出院前

主流學校轉到一間設有支援班的學校。這標誌著他們真

幾天，他們夫婦兩人陷入了一個激烈的內心交戰中......

正接受兒子有自閉症這個殘酷的事實。
Jeff以自身的經歷特別提出了幾點寶貴心得，希望對未
來有可能面對同樣問題的家長有所幫助：
1. 年幼的自閉症孩子與正常孩子的差距可能不顯著，因
也感到十分徬徨，帶著一個這樣
的孩子，整天要照看著他，什麼都
做不了，該怎麼辦呢？身為基督徒
的S a m夫婦最後還是接受了這份
天賜的禮物，還盡了最大的所能，
讓這份“禮物”與別的“禮物”沒
有不同。坊間盛傳的各種正方偏
在育有特殊需要孩子的社群中，研討課題常常聚焦在孩
子身上，例如:

如何因材施教，如何使孩子們融入主流

社區、盡可能學習獨立等等。而以家長或照顧者為對象

方，他們都試遍了：帶孩子做頭皮針灸、喝幾萬元一劑的
藥…

讓他們感到效果較顯著的是舌針，他們聲稱孩子

在做過三次療程後，講話的能力進步了很多。

「我們是否真的有能力養育這個孩子嗎？」
「讓別人收養孩子會不會更適合呢？」
「這條路應該怎麼走呢？」

而往往被家長忽視,但是隨著年紀的增長，這種差

最後他們還是把孩子抱了回家。其後,Bruce家中又接連

距會與日俱增。而家長所持的否認或忽視的態度往

發生了幾件令人震驚的事件，這些遭遇讓Bruce明白到

往會使孩子錯過了及早培育和幫助的時間；

磨難是人生的一部分，其曲折程度往往更甚於戲劇。因

2. 沒有自私概念的孩子可能有自閉症；
3. 要調整對孩子的期望。不要企圖認為只要付出多幾
倍的時間或精力去幫助孩子的學業，就可以讓這個
孩子趕上其他正常孩子的水平；
4. 提 高 社 會人 仕 對 特 殊 需 要 孩 子 的 認 識 尤 為 重
要；CPA這類團體需肩負起這種社會責任。

此，唐氐綜合症的女兒實不算是什麼，他們把生命的坎
坷視作磨練，變得更堅強。
為了照顧這個有病的女兒，Bruce的太太辭去了銀行工
作，陪著她做了大量的早期培育。Bruce感激澳洲政府
和學校給予特殊需要孩子的照顧。這個女兒在主流學校
的支援班就讀，除了說話較弱外，其它的表現還令人滿
意，在學校的進度也可以，還交上朋友。

的課題相對較少，尤其是父親的角色往往受到忽略。而

這條路，走起來還是很孤獨的，Sam說朋友很難幫到他

Andy是這些父親中說得最簡短但能看得出最安心立命

陳: 從你們的分享﹐我發現你們都能非常正面地面對你

被忽略並不代表父親在養育這些孩子的過程中，功過不

們，因為朋友們沒有這種孩子，難以理解他們所面對的

的一位。17年前，兒子的降生所帶來的喜悅稍瞬即逝，當

們生命中的波折。你們非但沒有停頓在失落的情緒中﹐且

存在，有鑑於此，協康會在2011年12月初舉辦了一次研

困境。即使在教會內，他們也感到被排擠的無奈。

醫生告訴他們夫婦這個孩子骨質較弱，很可能長大了都

能體會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道理。你們各人可否例舉

不會走路，及其他各種發展都會較緩慢時，這兩位新爹

一樣最能幫助你們﹑讓你們能堅持下去的東西？

討會討論父親的角色和責任，還特別邀請了心理輔導員
陳鄭鳳儀作主持，當晚有七位家長出席討論。本文旨在
以紀實的方式，記載當天研討的內容。

Jeff自謙，養育自閉症的兒子的經驗並不成功，因為他們
兩夫婦否認兒子有病這個事實的時間太長。兒子從上幼稚
園到小學三年級期間，老師都不斷地向他們指出他可能有

陳: 請大家談談，身為爸爸，照顧有問題的孩子的經驗

自閉症。但是他們眼中的兒子並不見得有問題，至少他能

是怎麼樣的?

說會道，學業方面亦中規中矩，參加三年級的統一測試成

Sa m的兒子今年十九歲，在他兩、三歲時被確診為天生
染色體有異，引致整體發展遲緩。Sam兩夫婦當時仿如晴
天霹靂，難以接受。他們反覆自問，兩個家族中都沒有這
種先例，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對未來的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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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聽罷也只是”哦”了一聲，無怨無悔地拉扯著孩子走過
了十多個春秋。他覺得夫婦之間相互支持在哺育有病的
孩子這一歷程中尤為重要，他甚至覺得因為這個兒子，讓
他們兩夫婦的關係拉得更緊密。

績還高於平均線。但經不起老師一而再，再而三不斷的敦

這個孩子5歲才會走幾步，其間遭遇的困難可想而知。可

促，Jeff夫婦終於帶兒子去做測試。結果似乎並沒出乎他

是他像在談笑一件平常不過的事：「街上經常有人問：

們所料，連心理學家都表示他們的兒子的智商正常，這就

這麼大了還要抱？」我只有笑一笑說，他有病呀！就算

更加堅定了他們認為兒子沒有問題的信念。

了。他們泰然的態度令人動容。為了費多點時間在兒子身
上，他們在兒子11歲時，才再添了一個可愛的女兒。

Sam 回答得乾脆利落；他說是協康會！看到兒子在這裡
可以與年齡相若的孩子一起玩耍，他覺得很開心，家長
之間亦可以互相傾訴分享。他眼見著協康會由無到有。
所以，他對這個會是鼎力支持的。
Jeff就覺得外界社會對特殊需要孩子的認識和醒覺對
他們的存在和未來發展都有幫助，如果主流社區能更多
了解特殊需要人仕的生命模式，對接受他們融入主流社
區甚為重要。另外，父母對孩子無盡的愛、為孩子謀求最
大福祉是父母的的本能和動力。這種動力讓父母不斷自

45

主題專輯

非凡的分享

女兒與我

添

我在郵局返夜班工作，睡眠時間因為工作的調動而再減少……
這樣的生活方式雖然不太健康，但卻因此得到在照顧家庭上的
方便，算是得失各半。
眨眼間頌恩己經十五歲了。藉著神的祝福及帶領，我們

調節食量。幸好媽媽在這方面執行較為嚴格，平日頌恩的

一直都能夠為她找到合適的學校而感恩。頌恩現 在於

體重也較為穩定。我這幾年體重不斷上升，雖然也有去做

一所主要服務有視力殘障人士的特殊學校 St Edmund

健身，但已沒有開始時那麼積極，加上進食方面未能好好

School就讀，下一個新學年開始便已經是十年級了。

配合，所以未收到預期效果。一到假期我又忍不住帶頌恩

班中共有十位同學一起上課，老師要依據各人的學習能
力去設計個別的課程。雖然有輔助老師協助，但也殊不

我和頌恩一樣患有睡眠窒息症，睡眠時需要用吸氧機輔

簡單，她現在除了學習簡單學科外，主要學習照顧自己生

助。去年頌恩做了一個小手術，暫時無須使用呼吸器來

活上的技能，如乘撘火車和出街，如何使用盲人用的滕

幫助睡眠。但由於我的睡眠時間太短，情況沒有太大改

竹等。此外，她學彈鋼琴已有兩年多，以一個中度弱智的

善。最近見醫生，他認為我並無配合療程，治療也沒有

小朋友來說，她的表現也算是中規中矩了。

顯著的改善,遂終止了這項治療。

帶來的壓力和痛苦。她對自己丈夫在整件事上的默默支

頌恩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孩子,她愛護別人，經常主動幫助

與頌恩一起的日子，如似水流年，一切但求神繼續保守

持表示感激，因為，丈夫不但與她一樣為育有這樣的孩

老師，所以深得同學和老師們的愛護。她記性很好，不

帶領。

子而痛心，還要承受著她常常失控的情緒。

過性格有點倔強，可能這方面是唐氏綜合症小朋友的通

我調整，而非企圖改變兒子。這些調整，包括對兒子的期

在場的一位母親也發表了對這些「特殊父親」的意見。

望、選校、發展的方向等。正因為父母學會了調整，他們

她說她很慶幸在協康會認識了不少願意承擔的好爸爸。

可以從養育特殊需要孩子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焦慮和壓

而事實上，她聽聞過不少育了弱智孩子的父親最後狠心

力，得到了舒緩。

拋妻棄兒不顧而去的悲情故事，最後，那些可憐的母親

Jeff夫婦對兒子的期望可以從他對引述兒子中學時神父
的一番話中見到：「你的兒子只需要學習兩種東西：一是
英語，用以溝通；二是宗教，得到安慰。」
Andy也覺得協康會對他們家庭的幫助很大。他是在朋友
推薦下加入協康會。就這樣，他們與兒子每周多了一個好
去處，並不只是帶兒子去逛商場。此外，他還覺得與太太
的互相支持也是重要的助力。

們不但要獨力哺育孩子，還要完全地承受著弱能孩子所

與會的人仕最後一致認為，本次研討十分正面和成功，
為家長提供了一個分享經驗、舒緩情緒的平台，並希望
這類型的研討會能夠定期舉辦。

病。無論如何，見到她在各方面都有進展，我們也深感
安慰。
我原本在一間離家六分鐘車程的郵局返夜班工作，但去
年一月我被調往離家二十五分鐘車程的郵件中心。每天

在交流會中，眾父親不約而同地提到弱能孩子受到歧視的

仍然工作七個半小時，但開工時間則提早了差不多一個

問題。其中，Sam覺得最令他失望的是，他所參與的教會也

小時。基本上過往我每天上午及晚上各睡兩個小時，現

未能接受他的兒子。因而使他們曾經一度脫離教會。

時睡眠時間因為工作的調動而再減少了。現在全賴週末

Jeff以較理性的態度看待歧視現像，他始終覺得社會

的兩個晚上爭取充足的睡眠，這樣的生活方式雖然不太

對自閉症和發展障礙的人仕認識不足，才會造成怪異的

健康，但卻因此而得到在照顧家庭上的方便，算是得失

眼光。如果大家都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的確存在一些能

各半。

力和智商都較弱的社群，大家就可能會以較接納的態度

我跟頌恩一樣，也頗擔心彼此健康和體重的問題。最近

待之。接著，他重提必須提高社會醒覺的觀點。

幾年她體重持續上升，醫生說她的血壓有點高，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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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圍搜尋美食,看來自己真要認真的檢討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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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助熱線

陳紹光

Author

我們分享我們的挑戰，大家明白對方的處境，
彼此學習，鼓勵和互相安慰。

2

11-211是一個我會常常記得的很特別的號碼，

我是一個基督徒，我全家都相信主耶穌基督﹔他是我們

這是211-211。在2011年12月21日，我的兒子告訴

的求助熱線。在聖經約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三節:「耶

我，他已經完成學校的需求，可以畢業了。我還

穌路過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

記得在我年青的時候，有一部電視片集，開始時有一個

說，老師，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

年青人正在跑回家，他喊著”我畢業了”，跟着鏡頭轉到

還是他的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

他的母親，正在露出一個燦爛的笑容。那時候我不會理

他的父母犯了罪，是神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祂

解這母親的感覺，可是現在我有同一個感覺，我是同樣

幫助我面對人生的挑戰，使我可以向前漫進和積極地應

的雀躍。

付日常的挑戰。我像其他的父親一樣，有以下的事情要

這些年來，我要面對很多的挑戰，尤其是當兒子出生的
時候，兒科專家曾告訴內子和我，你們的兒子有特殊的需
要，凡事都會比正常人慢，要花多些時間去完成他的工
作，而且他的智慧會比別人低，你們需要費多些耐性去養

克服:
- 照顧這個兒子
- 支持我的配偶

育他，花多些時間去幫助他。接着我們怎樣做?我想和你

- 支持我的大兒子

們分享我的經驗 - 我們需要堅持到底，不要放棄。

- 面對外面的世界

開始的時候，我們否認兒子的不正常。把他帶到所有的
專科醫生處去檢查，希望醫生診斷他是正常的。可是所
有的檢查報告都是否定的。
然後我們接納兒子的情況，把他視作正常的孩子一樣看

有一個電視節目名為「112」，是一個歐洲國家的緊急求

待。雖然他做事比較慢，但是他可以做完很多事情，他用

助節目，也是這國家的緊急求助電話號碼。在澳大利亞

自己的速度去完成工作，很多的工作就奇跡地完成了。

是「000」，在美國是「911」，在香港是「999」。不同地

我也有參加兩間為有特殊需要(弱智)兒童的家長而設的
支緩小組，我遇見和我有相同處境的家長們。我們分享
我們的挑戰，大家明白對方的處境，彼此學習，鼓勵和
互相安慰。我們看著我們的孩子一起長大。這是另一種
的經驗，把我們的距離拉近。

方，有不同的緊急求助電話號碼。另外一個電視遊戲節
目，當參賽者遇到困難，需要幫助的時候，其中一個辦法
被稱為「求助熱線」，他們可以打電話給朋友求助，幫忙
解答問題。我的求助熱線是主耶穌基督，你的是誰呢?
作者: 陳紹光是協康會創立者之一和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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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跡

梁玉華

看著妻子十月懷胎的幸福，對孩子未來的憧憬，每個父

友和社會的機會。某程度上做到了相互鼓 勵和相互扶

親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他也不例外。William清晰地記

助，讓他在精神上放鬆了許多。

得，當孩子呱呱落地時，懷抱白白胖胖的兒子，那一刻他
的眼睛內滾動著幸福的淚花。

不過，熱鬧散去之後，回顧自己的內心，Willia m的心情
還是沉甸甸的。他覺得遺憾，因為他無法和兒子建立正

但在孩子兩歲左右，在別的孩子已經開始咿呀學語，并

常的父子關係，享受正常的父子樂和感情交流。為糾正

且能夠清楚地叫出第一聲“媽媽”、“爸爸”時，夫妻倆

一個口形，教兒百上千遍；為訓練一個動作，練上一個星

卻發現了自己孩子的“與眾不同”。Willia m回憶，兩歲

期，甚至更長時間，這都成了William的生活常態。恰恰

多的兒子遲遲沒有開口說話的跡象，大人叫他，他也跟

是這種漫長的訓練過程讓他變得悲觀。和其他的孩子

沒聽見似的；他不跟別的孩子玩，也很少用眼睛與人對

相比，兒子總會落後于他人。

視；很多時候，他會因一點小事突然的焦慮、大發脾氣
和難以控制。

談到未來，William說見一步走一步。自閉症兒童的一個
突出表現是：他們特立獨行，讓外人覺得難以捉摸；他

一開始只是覺得孩子可能是孩子脾氣，可能是發育慢一些

們身處人群，卻難以融入現實環境，正因此，也讓作為

而已。但當問題一直延續了三年多之後，他們終於決定要

父親的他更加為之揪心。自閉症孩子的救助，需要社會

認真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了醫生反復的檢查，孩子確診為

更多人的理解、關注和參與。救助自閉症的孩子，最終的

患有自閉症。William說那個時候，他“就仿佛跌進了黑暗

目標是讓孩子走向社會，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但現在社

的谷底，完全不敢相信這會發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會上又有多少人了解自閉症孩子呢？然而，更為嚴峻的現

此後，就像所有自閉症孩子的父母一樣，William和妻子
四處地尋醫問藥，但最終得到的結論是：自閉症目前沒
有特效藥可以完全治愈，唯一的方法就是終生干預、康

自閉症患兒家庭的巨大壓力,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孩子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跡

Author

實還在後面。隨著孩子年紀的增長，成年後的自閉症孩
子如何自食其力？作為父親，他也不知道這條路的盡頭
是什麼。

復治療。痛苦和迷惘將他緊緊包圍。原本充滿了人生目
標，一個事業型的男人，內心從此變得迷失和掙扎。
當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孩子患有自閉症這個殘酷的現實
時，身為男性、作為父親，William放棄去為事業打拼，找
了一份穩定的財政工作，為的就是方便照顧家庭。為了
讓兒子能夠進步得快一點，作為爸爸的他翻閱了很多兒
童教育的資料，重點關注包括自己的兒子在內的自閉症，
智障兒童的教育和訓練。通過各方面的幫助，他和兒子
加入了澳洲弱能兒童協康會。在那裏，William認識了很
多面對相同問題的父母。而他的兒子也多了很多接觸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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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y Stuart

非凡的分享

的憧憬

Paul Kent

爸爸 - 回歸家庭樂的另類感覺

梁玉華

一提到家庭型男人，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
是全職奶爸這個詞。很多人腦海中會閃現出
的，是美國電影《超級奶爸》中那個做過特
種兵的“超級奶爸”，手忙腳亂的看管幾個
小家伙的場景。如今，哄孩子、喂奶、換尿布
這些事情不再是母親的“專利”。

Ricky Stuart是著名澳洲式足球球星，
目前是新州 State of Origin 隊的總
教練，他為女兒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傳統的感觀裏，中國男性都具有一點大男子主義，所以說

樣瘋狂的追求事業，Andy選擇了以家庭為主。除了選擇一

放棄打拼事業，多在家里照顧家庭和孩子似乎是不太可

份時間較靈活的工作來配合家庭以外，他也拋開了傳統男

能。但最近幾年觀點似乎開始改變，不少男性開始回歸家

性的觀念，主動幫助處理家務和減輕妻子的負擔。一顆樂

庭，享受另類的家庭樂。Andy就是其中一個享受家庭樂

觀，開朗和感恩的心，讓Andy享受著另類的家庭樂。

的男人。

兒子人生的每一步，每一份成長，給了這個父親一份人生

A n d y是越南華僑。由于社會的動蕩和不安，在十三歲

的滿足。在分享人生的苦與樂時，Andy說自己記憶猶新的

Ricky Stuart 常被認為是一個透明度頗高的教練，但

Em m a在兩年前被診斷患上自閉症，醫生初步用「全球發

時，Andy 毅然決定和朋友一塊離開自己出生的國家。帶

是兒子第一次學會走路，那一年他五歲。兒子顫顫抖抖地

十四年來他保持了一個秘密，他一直保持這個秘密，直

展障礙」(Global

著類似船民的身份，穿過印度尼西亞的島嶼，經歷一年

踏出的這一步讓作為爸爸的感動流淚，覺得兒子長大了。

至他相信應要把這秘密透露出來。

她，給她父母提供了幾個機構去尋求冶療。

Developmental

Delay)方法診斷

的時間轉而抵達澳大利亞。當生活逐漸好轉的同時，在
1993年，他巧遇了自己的太太。緣份的牽引使得兩人結

Ricky 的14歲女兒Em ma是患有自閉症，她除了會低聲叫

Ricky和太太都很自然地竭盡所能，承擔起照顧及扶養

「媽」和「奶」之外，從不說一句話，也從不叫「爸爸」。

的女兒的職責。隨著女兒自閉症的診斷更確定了，Ricky

他說:「我們不覺得這大不了，我全家，我的的朋友都知

對未來的路向也有了清晰的看法，他開始為自閉症和照

但命運之神似乎總愛作弄人。當生活看似越來 越好的

道，這已經足夠。」

顧工作成立一個基金會*。他說:「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

時候，醫生卻告知他們一個壞消息兒子是一個智障的孩

取得大機構和政府的足夠支持，這樣我們就能夠建立支

子。從他出生開始，他的消化系統，身体發育和各方面的

持網絡，並希望成立一個暫歇中心。」

成長都會比正常的寶寶差。

擲向他身上，他開始改變了態度。報導稱，餐廳內其他人

Ricky 最大的恐懼與其他有殘礙孩子的父母都是一樣。

其他的小孩子在五歲的時候已經非常活躍，但小兒子在

都認為Em ma被寵壞了，但Ricky 覺得這對她並不公平，

他說:「當我和太太死後會怎麼樣呢?澳洲有長者照顧之

五歲時才剛剛學會走路。其他的男孩子在青春期或許已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事實真相。Ricky亦承認在未有適當

家，但沒有為這些兒童而設的家」

經開始認識女朋友，或許已經開始找暑期工作，但十六

一直以來，Ricky都抗拒透露自己家人情況，尤其是有
關 Em ma。但最近報章報導在麥當奴餐廳，Em ma將奶昔

診斷前，他也曾為她的行為問題感覺煩惱。

「我想通過基金會取得足夠支持,這樣我們就能夠為自

他說:「這對孩子很不公平。」

閉症兒童建立一個10-12 床位的家了。」

還 是經過了幾個月，他才完全說 服自己把這個秘密公

* http://www.rickystuart.org/

開。他唯一說服自己的理由是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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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unday Telegraph 2012年1月29日

合到了一起，并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

歲的兒子還是黏在父母的身邊，極其需要家人的耐心照
顧。帶孩子出去時，偶爾還會碰到不能體諒和包容人，伴
隨而來的是奇異的眼光和討論。

直到現在，每次回憶起來的時候，他還是會紅了眼眶聲
音顫抖。受到爸爸和家裏和諧氣氛的熏染，兒子的脾氣
也漸漸在改善。家庭的溫暖，讓兒子少了一些煩躁，少了
一些不安，多了一份放鬆與快樂。
在兒子十一歲的時候，家裏多了一個新成員!而她就是兒
子的妹妹。女兒的出生給家裏帶來了很多歡樂。哥哥學會
了讓著妹妹，而作為父親的Andy則是學會了平均分配關
心和愛。
現在每次談到這對子女，Andy總是笑容滿面的。一顆感
恩和樂觀的心讓他和家裏人真實的感受到了幸福。這個
家庭，靠著父母的這一份樂觀和一份感恩，相信會越走
越遠，越走越幸福！

無形的壓力凝聚到一塊會讓人喘不過氣，但是一份開朗
的心態卻能讓人在壓力裏尋找到快樂。不像傳統男人那

53

非凡的分享

非凡的分享

作為殘疾兒的父親，我領略到的五線譜

David Cameron

這些父母堅強地維繫他們的家庭,
他們偉大地、默默地服務我們的社會。
- 英國首相卡梅倫

願機構，給家長和照顧者有更多暫息服務的選擇，並盡

將援助金直接交到受助者手中是正確的。殘疾人的父母

量使所有人認識到他們享有暫息服務的權利。

和照顧者是值得這樣的支持，信任和尊重的。(編者按﹕

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和大家分享的啓示，是 殘疾最
痛苦之處是那份處身於一個您無法控制的情況時的感

紐省正研究改革殘疾 服務提供的方式，使有需要的家
庭，更有效和快捷地獲得所需服務。)

受，不管殘疾的是你自己或是你的親人。處身於一個從

因為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父母和照顧者了不起的服務。

上而下，官僚，僵化的制度下，只會更加深你的無助感。

試想像一下如果他們放棄承擔照顧工作，照顧這些兒

因此，一個真正的大改革是透過個人預算和直接援助，
把更多的控制和權力交到家長、照顧者或殘疾人手上。
我們不再區分這 是醫療、教育，抑或是兒童服務的援

童的財務負擔是十分巨大的。我們更難想像情感成本有
多大。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父母堅強地維繫他們的家
庭。他們偉大地、默默地服務我們的社會。

助、而是說：「這是您的孩子的總預算，你可以自行決定
如何分配。」

我的兒子Ivan自出娘胎就患上嚴重的殘疾。從照顧他而得

他們取得需要的幫助。這模式定可幫助這些家庭，所以

到的體驗，令我改變了對很多東西的看法–不只是從父親

我們正密切硏究如何在我們國家實行。

的角度，亦從政治家的角度看。我和妻子Samantha經歷了
一段艱辛的學習過程。從中我領略了五個大的啓示。這些
都直接影響了保守黨政府對殘疾人仕及其家屬的政策。

第三個啓示是我們要讓家長更容易為他們的殘疾兒童
取得合適的教育。那麼多的家長為要給子女取得特殊需
訴和裁決間，這是一個架構上的原因。地方教育當局決

發現你的孩子有殘疾時，你不只深感震驚，擔心和不安，

定誰可獲得特殊教育，同時也是資助者。我們正認真考

同時也使你感到極為困惑。這感覺就像你剛開始一個你

慮如何解決這利益衝突，讓家長不需為取得特殊教育而

從沒策劃的旅程，沒有地圖或提示來幫助你去尋找方

捲入這樣一場巨大的戰鬥中。

護士的原因之一。他們的職責不是去診斷殘障，而是憑
着他們多年家居護理的經驗，可及早發現警示標誌，從
而提供中肯的意見。我知道早期的幫助是多麼重要，這
就是我們增加這方面服務的原因。

另外，很多殘疾兒童家長須出盡法寶去爭取特殊學校的
學位。自從「把殘疾人士融入主流」的呼聲廣為接受之
後，政府在過去十年間已關閉了數十所特殊學校。融合
主流學校很適合部分殘疾兒童，但通常來說把殘疾兒童
放在主流學校並不合適。因此，我們將停止關閉特殊學

第二個啓示是殘疾兒童的家長無需再在政府部門間往

校，讓家長有更多的選擇。(編者按﹕這政策是否適用於

來奔走。因為他們的生活已十分繁忙，經歷確診後的震

澳洲﹖)

驚，繼而陷入一個痛苦的官僚主義世界。為要給孩子作
評估和取得可享有的幫助，意味著他們要重覆地回答同
樣的問題，埋首於像雪片般飛來的表格，和長時間在等
候電話的回覆。

第四個啓示是殘疾兒童家長也像其他的照顧者一樣需
要休息。對育有嚴重殘疾子女的家長最大挑戰之一，是
需要騰出時間來過正常的家庭生活，例如和沒有殘疾的
子女在公園裡玩耍，每週例行的購物，或父母二人一同

我決心要簡化殘疾兒童家長的生活。其中一種選擇，是

出外吃一頓飯。暫息計劃(Respite)帶給我的家庭很大

啟發自奧地 利的經驗。他們的醫療專業團體，包括醫

的分別。付託Ivan給一位認識他、愛護他及照顧他的

生，護士，物理治療師，提供一站式服務，評估家庭，為

人，令我們安心地放下重擔。支持暫息計劃，包括支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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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卡梅倫的兒子Ivan患有腦癱和嚴重的癲癇。這
篇文章是在Ivan2009年去世前在英國發表。它道出父母
對育有殘疾子女的感受，及他們應尋求甚麼方法去舒緩
自己的負擔，並盡量提高支持自己孩子的能力。 - 編者

要的認可和他們額外需要的幫助，不斷周旋於評估，上

我學到的第一個啓示是早期干預和幫助的重要性。當你

向。這就是為什麼下一屆保守黨政府大幅増加社區健康

原載: The independent, 16 Jul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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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我...我是妳...

譚顯輝

心裏的一根刺

淡如水

誰家的孩子能讓你一輩子掛念？誰家的孩子常常讓你緊隨不捨﹖誰家的孩子能讓你愛他要特別
多？誰家的孩子是把不易打開他心門的鎖？我家有這麼一個孩子，她是自閉症的孩子。
當狄棻霓四歲被確診為自閉症的孩子時，我們像任何有

著我，也不敢嘗試新的事物。然而，她就是我自閉症的孩

這麼一個孩子的父母一樣，難以置信，不能接受，要如

子，活生生的事實，只希望能幫助她從成長中過得更好，

何去面對呢？然而事實擺在面前，我們都得承認我們的

將來能接受自己是這樣的一個孩子，跟自己比有突破，

孩子跟一般的孩子真的很不一樣了。

而不必跟其他人比較。

這樣一路走來，現在她剛滿八歲了。我們曾四處奔波，尋

最近聽到一首歌，是幾年前中國流行的溫馨電視劇集

找各種能幫助她的資源；我們要經常帶她參與不同機構

<我愛我家>的片尾曲，我聽了很感動。我只想改動其中的

舉辦的各種活動，協助她開拓她那容易封閉的小天地；

一些稱呼，來表達我和我自閉症孩子狄棻霓間的一些真

我們要用更多的時間陪伴她，當她朋友不多時，我們做家

實，一些真情，一些感受，一些愛。

長的就是她最靠近的朋友；他學習上因為溝通上的天生
吾寫此文，欲道出多數中國人父親的心聲，此乃是吾輩

障礙，我們惟有付出更多的耐性去教導她的功課。

難以啓齒之事。

我這個做父親的，早晚開車接送她上學放學，更多了親
子時間；每個周末帶她去中文學校，那又是一個歡樂學

中國人均具有此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或者，汝

習的時刻；每周一次陪她去游泳和打籃球班，親眼看到

等會認為此思想太汙腐，太落後。但此是不爭之事實，

她的肢體發展和協調功能的進步，怎不令人欣喜!禮拜天

均存在很多中國人之心，尤其是身為男子，所負之責任頗

帶她參加教會的主日學，她又多了一個接觸不同學習伙

重，如繼後無人，會感到對不起列代祖宗，並抱憾終身!

伴的机會，聖經真理培育她的心靈，滋潤她的生命。

故如環境許可，皆冀兒孫滿堂，五世其昌。

過去的日子裏，每天的枕邊時間，她首先讀英文書給爸爸

在中國，提倡一孩政策，引發很多悲劇。而身在國外，不

媽媽聽，然後是她跟著我讀國語中文書，要爸媽親過她

受約束，皆會一生再生，均冀一索得男，得以光宗耀祖。

的小臉臉才安然入睡。碰到說普通話的親戚朋友，她會

但往往事與願違，由於家境清貧，不容生育衆多，或為父

旁觀吾做事，吾不在，他會膽粗粗自己來做，尤其對音響
接縛調較，頗有心得，吾想他是有點悟性，但懶於用腦。
吾曾要求妻子帶他去醫生處檢驗，但結果沒有下文。

秀幾句國語，主動打招呼，然後唸些童詩或唱些兒歌，表

我是妳記憶中忘不了的溫存

不育，或為母不願生育，基於體弱，患有殘疾等。如為人

示自己會多說一種語言，好不得意。游泳教練最喜歡她，

妳是我一生都解不開的疑問

父者能體諒，便順從天意。但有些人思想根深蒂固，為

吾兒現已屆結婚年齡。剛巧有一位女性朋友嫁給有自閉症

她可以在小池子裏自由式或仰式游個來回，至於潛水尋寶

妳是我懷裡永遠不懂事的孩子

達目的，因而做出越軌行為，在外有第三者，或離婚，另

丈夫。吾與她談過兒子的事，希望她能介紹女孩，給吾兒

更是再拿手不過的了。去年學校的頒獎禮上，我這個父親

我是妳身邊永遠不變心的愛人

結新歡，更有些借腹產子，無所不出其極。

認識，如有可能，可以結婚生子，以除我心中之刺。日前她

可以遠遠望著她上台從校長手中接過獎狀，也看著她在

我是妳迷路時遠處的那盞燈

吾慈母早逝，吾父身兼母職，撫養吾與姊成人。吾首索

台下，站在班級導師旁邊又唱又跳，欣慰之情不言可喻。

我是妳孤單時枕邊的一個吻

得男，不幸有自閉症，及後吾等移民澳洲，為了生計，待

妳是我愛妳時改變不了的天真

生活安定後，再作生育打算。其後基於吾妻畏懼再生特

妳是我怨妳時刻在心頭上的皺紋

殊兒童，此計劃祇好作罷。

她的進展是明顯的；她日漸長高，她的頭已經高過媽媽
的下巴了。但是我們心裡明白，她還是跟一般的小朋友
有所不同;她自言自語跟自己說故事的世界裡，我仍有解
不開的疑問；跟人溝通，仍然像不懂事的孩子；出外上
街，我還是會不放心，不敢讓她離開我的眼目，怕她走
失；她憋扭起來，仍然會令我皺起眉頭；我希望她能更

妳是我情願為妳付出的人
我是妳不願讓妳纏住的根
我是妳遠離我時永遠的回程票
我是妳靠近我時開著的一扇門

欲介紹一位女士，讓吾兒認識，但吾妻恐怕自閉症或會遺
傳給下一代，所以一再反對，而吾女兒亦覺其兄未能獨立
生活，如何能照顧家庭，結果事情不了了之。如今心中之
刺仍未除去，吾覺對兒子不太公平，難道特殊成人不能如
正常人一般，結交異性朋友，談戀愛，結婚生子嗎?

後在協康會一場講座中，得悉特殊兒童可經檢驗，以証
明是否存有自閉症遺傳因子，使吾仍存有一綫希望。吾
兒外表正常，沒有憂慮，為人樂天，做事手快，並樂於助
人，在家喜看電視，對電視節目時間表，瞭如指掌。常在

獨立、不怯生，但她始終對陌生人有不安全感，常常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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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同舟

倘若獨自承擔，會很累很疲憊；如果有人
一起分擔，互相安慰鼓勵，會輕鬆很多。
2008年下半年，看著兒子Leon逐漸長大，和同齡正常的
孩子差距越來越大，我和我先生商量，決定賣掉一個生
意，全心投入到兒子的康復治療。我先生Tom很贊成，讓
我無後顧之憂，得以全職在家照顧孩子們。
接下來的一年，正式開始各種各樣的訓練和治療，因為
Leon的症狀較嚴重，所以消耗了我的大部分精力，加上
我還有兩個女兒很小也需要照顧，根本無暇顧及Tom和
自己的需要。我們開始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有些分歧，漸
漸地其它一些生活細節也有了分歧。當時我根本沒有精
力和耐心和丈夫去磨合這些分歧。好在To m選擇了退讓
和默默支持，還幫忙做家務，所以日子過得還算平靜。
第二年初，Leon 在強化訓練下進步很多，我想給他另找
一所學校，這過程是漫長又折磨人，而訓練和治療又不

Katherine Wang

能停下，這期間，我有時也會鬧情緒，因為要求太高而給
了自己和老公很多壓力。但是To m更理智，他看到了三個
孩子的進步和成長，經常肯定我的工作，這給我很大的
鼓勵。
去年5月，Leon終于上了本地的中學。Tom也開始帶著他
做一些體育鍛煉，有時帶他去購物和散步，Leon

也很

我摯愛的丈夫

逸名

我的丈夫是一個很顧家的男人，他不善辭令，沉默寡言。但是他常在我身旁，默默
地給我支持。他自去年退休後，大部份時間留在家裏，處理家務，包括下廚，清洗
衣服，購物，維修家具電器，清理垃圾，剪草，打理花園等等，出外時亦兼任司機，
好像是無所不能。有他幫忙家務，我可以無後顧之憂，尊心工作，並騰出時間，為
協康會作長期義工。

喜歡和爸爸一起出去。看著他一天天成長，我們的喜悅
也與日俱增。
通過這樣的一段經歷，我也體會到老公的支持，鼓勵和
分擔，他也看到了我的努力。這使我們的家庭更和睦。生

當小兒三四歲時被診斷患有輕度弱智，我和丈夫從來沒
有談論過大家心內的傷痛，祇是默默地接受現實，知道
他和正常孩子不一樣。

活當中，難免會產生磨擦。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寬容和理

時光飛逝，轉瞬間，我們的兒子已長大成人。他日間在一

解，和睦相處就不是一件難事。

所庇護工場工作。多年來，我們一家(包括女兒在內)經

在人生旅途中，我們每個人都要背負重擔，無法逃避，倘
若獨自承擔，會很累很疲憊﹔如果有人一起分擔，互相安
慰鼓勵，會輕鬆很多，就更有勇氣去面對前面的路程。

歷過不少困難時刻。兒子的無知和愚昩，著著使我們為
他擔憂。丈夫在家裏充當嚴父角色。偶爾，我們在育兒方
法上有所分歧，他也會嚴詞厲色斥責，但是我知道他是
很愛我們的。
我和丈夫日漸老邁，很擔心兒子將來是否能夠獨立生
活? 我們百年歸老後，是否有人可以照顧他呢?我們只有
儘量訓練他獨立，但這是長遠計劃，希望終有一天，夢
想可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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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要對丈夫說的話

梁玉華

此生擁有你，是我最大的幸福。與你相識、相戀、相濡以沫
這麼多年，你帶給我多少的快樂、感動與溫馨；和你共有的
點點滴滴，在我記憶深處，絲絲縷縷沁入心底，每每想起，
都覺得好溫暖。太多太多的快樂、太多太多的共同扶持....
雖是最簡單的話語，但卻透露著Lee對她丈夫的感覺，

像所有的女性一樣，當自己感覺害怕，孤獨或無助的時

透露出兩人間不間斷的愛情與親情：

候，總希望有個人可以給自己溫暖，可以讓自己的信心更

「我深切地知道，此生擁有你，是我最大的幸福。與你

加的堅定。而丈夫就是她這個安全港灣。

相識、相戀、相濡以沫這麼多年，你帶給我多少的快樂、

在妻子的眼裏，丈夫是家裏的經濟支柱，辛勞的支撐起

感動與溫馨；和你共有的點點滴滴，在我記憶深處，絲

整個家庭。某些男人在負起養家責任的同時，也變得霸

絲縷縷沁入心底，每每想起，都覺得好溫暖。太多太多

道和脾氣暴燥。在外面工作受到的壓力，理所當然的帶

的快樂、太多太多的共同扶持；沒完沒了的徹夜長談的

回了家中，發泄在妻子和家裏人身上。但Lee很慶幸自己

時。… 和你一起的日子，過一輩子都不夠……」

的丈夫并非如此。David除了努力掙錢負擔起家裏的所

戀愛的時候，倆人總是甜蜜的；但在熱情退卻之後，平
淡生活里的考驗或許才真正的體現出愛是否存在。和

有開支，他還會幫忙做家務。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他會
貼心的陪伴妻子共同商量和處理問題。

Lee聊天的時候，她的精神有點恍惚，彷彿回到了過去，

在妻子的眼裏，David還是一個好爸爸。他並沒有因為

打開記憶的盒子之後細細的翻看裏面每一頁。

孩子的不完美而離棄他。工作和生活的瑣碎時間佔用

Lee說，她是在2003年和丈夫一塊來到澳洲的。來澳之
後覺得生活會有個美好的開始，而他們的確很快有了屬
於他們的第一個兒子。遺憾的是，孩子出生不久，夫妻
倆就被告知孩子有自閉症，精神不容易集中，在與人相
處上會有困難存在。這個消息讓倆人震惊，他們都深深

了David大部分的時間。但爸爸還是孩子重要的游戲伙
伴；他的體貼和善意總有一天會傳遞到孩子的心裏，讓
孩子的情緒慢慢放鬆下來，讓他更有勇氣克服苦難。當
媽媽還擔心著孩子每天的生活需要時，作為爸爸的你已
經為孩子的未來安排而操心。

地問自己，不停的問自己為什麼這事情會發生在孩子身

夫妻倆現在都很忙。作為妻子的Lee要努力照顧家庭，

上。一開始的時候，Lee說她的心情非常難受。但現在回

而David則是忙于工作。但是Lee說，希望有一天，等生

顧回去，她有了另一番的體會。或許就是由於孩子的事，

活的各種事情整理得順暢一點了，夫妻倆可以多點時間

才把兩個人拉得更近和維繫得更好。

相處，父子倆可以多點時間交流。她有太多太多的感覺想

有失必有得，或許上天讓他們失去看見兒子健康成長的
機會，卻賜予夫妻倆可以更深入了解對方，體諒對方和
呵護對方的機會。在妻子的眼裏，丈夫是家裏的精神支

和丈夫分享，但在David每天忙碌的時間表裏，又如何
說起呢?不過沒有關係，以後的日子還長，可以慢慢的訴
說慢慢的領略這份愛。

柱，她覺得很感恩。
作為父親和丈夫，David在知道兒子情況的時候就表現
出了理解和諒解的情緒。他並沒有責怪妻子，並沒有咆
哮，反而用一顆包容和溫柔的心開解妻子的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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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

繆韻婷

在女兒眼裏，父親能為她撐起一片天

梁玉華

如果我的妹妹能夠寫字， 她會寫以下的詩句 。。。

我爹，他很棒。
他努力工作，使我們生活無憂。
他嗜好電腦游戲，有時也讓我玩上一手。
我喜歡他為我閱讀。我爹，他很棒。
他為我管接管送，我唱漏歌詞，他會為我補上，
他是我小天地裡的伴侶，並為我帶來歡樂。
我爹，他很棒，我也很愛他。

父愛如山，父愛似海。父愛，是默默無聲的，沉靜內斂的情感。
父親或許剛硬嚴格，或許沉默少語，但在我們的心目中，父親的
形象永遠是深沉高大的。父親可以為我們遮風擋雨，可以為我們

每當爸爸與我們在一起，妹妹感到爸爸的關懷時，
我留意到她一雙眼睛閃爍著喜悅的光芒。她會很清晰

我和妹妹都成長了，不需要太多的照料，而爸爸也縮短了
工作時間，在工餘時為協康會服務。協康會為我們一家

付出全部，相對于母愛的溫柔細膩，父愛更多的是悄無聲息，默

地說，「讀<我的爸爸>*這本書。」我想這是她所愛讀的

帶來了共同的目標和興趣。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都會

書，因為這是她與爸爸溝通的方式。我妹妹不會用太多

給予意見和幫忙。我相信這會持續一段長的時間，因為

默付出，但無論如何，愛子之心卻是無處不在。

語言去溝通，但當她要表達的時候，她知道如何能夠達

這是我妹妹喜歡參與的團體。看見我爸爸的參與和服

到最佳的效果。

務他人，也給我帶來很大的鼓舞。在協康會看見爸爸與

過去幾年，我留意到我一家人愈來愈多參與協康會的事
務，與此同時，我們一家四口的關係也更加鞏固。我媽是
我家的第一號照顧者，她經常發揮最主要的推動力，鞏
固和發展我們與妹妹之間的關係，我爸最主要的角色是
為一家出外工作，在經濟上照顧全家。

其他弱能兒童談話，更令我感到驕傲。最重要的是，當
他花時間與妹妹在一起，參與她所喜歡的羣體活動時，
我知道妹妹會感到十分自豪。
*本文靈感來自 Anthony Browne 的“My Dad”

Eleanore和爸爸

這一段內心的獨白，來自一個活潑可愛，陶醉在音樂海

回顧過去，Eleanore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爸爸無聲的愛。

洋那裡的女孩子 - Eleanore。剛剛邁入大學門口修讀

雖然平時話語不多，但是當她需要幫忙的時候，需要開

音樂系的她，在世人的眼裏，她的未來充滿了光明和希

車接送的時候，爸爸總是在。最難忘的一次交流，是在

望。可是她的成長過程並非如此的甜蜜。和同年齡的孩

自己讀高三，準備考大學的時候。那是她印象裏，第一次

子相比，她多了一份細心，多了一份體貼和多了一份獨

單獨跟爸爸深入的溝通。偶然的一次機會，讓父女倆可

立。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她經常需要照顧有自閉症的弟

以單獨的在街上散步。邊走邊聊，倆人談了很多，包括了

弟。

人生目標，學習上的選擇，未來的方向和處理問題時的
人生態度。

作者繆韻婷是協康會 Sibspace 發起人之一。

弟弟現年17歲。弟弟出生的時候，除了給家裡添加了一份

Sibspace 是協康會弱能子女的兄弟姊妹互助小組。

喜悅以外，也增加了額外的壓力。由于弟弟從小就有自閉

爸爸就像是一個指南針，在女兒迷失的時候，跟她分

症，除了發育和溝通都比別的小孩子慢，他的情緒波動

析，指明人生的大方向。有爸爸的存在，讓女兒有了更多

也會偏大。作為姐姐，她從小就被要求學習照顧弟弟，

的信心，面對未來生活裡的挑戰。本來對大學生活和未

在她力所能力的範圍裡幫助處理家務。特殊的成長過

來有著擔心的自己，在聊完天之後感覺充實了很多，信心

程，讓Eleanore養成了一個獨立的性格。然而，獨立的

提高了很多。因為無論有什麼困難，爸爸總會陪伴在旁。

人就沒有疑惑嗎？像所有的孩子一樣，當我們疑惑的時
候，當我們害怕的時候，都會向父母求助。

那一次單獨交流的感動，把父愛深深的刻在她的心裡。
父親並沒有因為工作忙而忘卻她，並沒有因為弟弟的自

相對于母愛的溫柔細膩，爸爸給與Eleanore的感覺是

閉症而忽略她。相反，深沉的父親總是悄無聲息，默默

是默默無聲的。在Eleanore的印象裏，她的爸爸總是很

的付出，愛子之心無處不在。Eleanore覺得，隨著自己

忙，工作安排得很緊。在業餘時間裏，爸爸還喜歡去替

慢慢的成熟，以後和父親交流的話題將會更多。兩人之

別人開車。Eleanore說，爸爸有點深沉，不是特別愛分

間的感情將會隨著時間不斷地發展，不斷地 鞏固。同

享感覺，但是卻很喜歡開車，那是他的興趣。陪伴家裡

時，她很想對爸爸說一句：「爸爸，我愛你！」

人的時間不多，但是父愛的感覺卻是真實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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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角度

他是誰?

周金瑩

父親牽腸掛肚的問題

俞高昆

我的爸爸是一個愛整潔的人，他辦事靈活，很有條理和有效率，對人對物充滿熱情，
和藹可親，處事專業。他是一個十分好的廚師，有相當的幽默感。

我們心中的爸爸

阮嘉恩,王韻妍,周金瑩

過去幾年協康會獲得地方政府資助，一群家長組織了好
幾次弱能子女父親的聚會。雖然我們白晝忙於生計,但
也風雨不改的參與晚上聚會。當然我們要感謝賢內助的

爸爸是家庭的支柱，照顧所有的子女，包

支持。一些有專家出席發表專題討論的聚會，我們會廣

括沒有弱能的子女在內。我們詢問過一些

邀家人，使大家都獲益。

子女，有關他們對父親形象的了解，以下是
他們所提供的...

中的太
們心
我

大廚

」
掂

一

由於很多會員很少接觸照顧弱能兒童須知的有關法律知

我繼承Daniel主持這項目計劃以來，在2010和2011兩

識，我們邀請到這方面的專家律師 Stephen Booth 先

年內我們一共舉辦了十五次節目，討論了多項社會性的

生，為我們解答很多遺囑的問題。例如為何及幾時需要

議題，也邀請了專家出席提供寶貴意見，總括如下。

訂立遺囑，以及怎樣才是週全。律政部門的 Hong Ong

士

光

健康知識和養生飲食
我們邀請營養專家James Chin 教授和Don McNicol

啟 發我們對弱能人士將來在就業機會和獲長期工作所

先生為我們演講「營養對身體和大腦發展的關係」。今

遇到困難的思考。我們是否能夠可以組成一個幫助不同

年也有其他幾個節目是針對生態保育的。例如 Vincent

文化和語言弱能人士就業的社會企業呢?

Yu的氣功講解和幾個基本動作練習，幫助我們了解氣在
體內運轉。同時我們舉行了一次交際舞會由William Mo

弱能人士就業機會
對弱能 人士求 職 就業問題作解 釋。她 使我們明白到

勇敢地拋開他所熟悉的一
切，義無反顧地，為子女
的未來，開拓新的領域。

員在法律問題上提供很多資料。

的可行模型，使他們能自力更生地在社區內生活。這也

我們邀請到雪梨職業發展服務社的 Audrey Honsebey

永遠以家人的需要為先

任何東西損壞，都
會神奇地修復原狀

聯誼性質轉變成父親交換經驗和意見的活動。

我們對范鎮榮先生有關香港「社會企業」的進展報告都

開拓者

燦 爛的武
芒

的需要。

法律問題–「遺囑」

社會企業

入得廚房，為一
家煮得一手好菜

「搞得
都會
切

人士自己可以策劃那些服務和其質數，是更能符合他們

2009年四月發起人 Daniel Yung 主持後，逐漸從社交

感到興趣。「社會企業」可以是一個幫助弱能人士就業

忘我

提供獨立生活資助的政策。這政策將使照顧者和弱能

小姐出席我們的聚會介紹自己和她的部門。她為我們會

恆常，可靠，溫暖和
沉 默地表達他的愛
永遠看顧著我，甚
至不顧自身安危

Karen Fisher 教授和她的同事講解政府為弱能人士

「爸爸對對碰」計劃開始時是以父親社交活動為主。自

陽

灘的救 生員
海

政府輔助金政策

先生教授。家長們都希望能有機會再次學習。

總結

「過渡工項目」(Transition to Work)「和庇護工場」

「爸爸對對碰」計劃是協康會的互相支持和分享的網

(Sheltered Workshop)都是針對弱能者將來能夠自力

絡,為父親在一個輕輕鬆鬆的環境下彼此交流和聚首，

更生。我們非常高興 Audrey 在將來會幫助我們的弱能

推動大家互相認識和分享意見，最終能支持協康會成員

孩子找工作。

家庭能更好地幫助我們有弱能的孩子。

性教育
Liz Dore 是一位弱智或殘障者性教育專家。她強調，父
母需要正面看待弱智青年的性發展，這是他們個人全面

作者; 俞高昆
協康會「爸爸對對碰計劃」義務統籌

發展的一部份。她幫助我們打開眼界，知道需要更多學

我們堅強和可靠的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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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和了解這方面的問題。父親決不能卸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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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角度

另一個角度

火車上

范鎮榮

在火車上，一對父子並肩而坐，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份

近年我注意到，協康會的照顧者和義工群體有一些顯注

一般而言，這可能是男人天性，他們都不會主動地向別

心理學有一個慨念叫回彈或恢復力(Resilience)，這是指

數學習作上。父親盡量降低自己的聲量，教導兒子如何

的改變，多年前，大多數家長和義工都是母親，很少見

人表露自己內心感受，特別是痛苦和挫折﹔對自己親友

一個人對逆境或厄運的承受力和傾向。這回應會表現在

計算出答案。他們都是我在協康會認識的朋友，兒子是

到有父親在協康會的活動裡擔當任何角色。即使父親帶

亦然，更遑論向專業人士求助。父親中愈是不能打開心

回彈到以前正常情況下的現象，或在逆境情況下，會鍛鍊

一位學生，患有自閉症和弱智。他們專心一致，令我不好

孩子來協康會參加活動，他們都祇是充當司機，管接管

扉的，他們會愈長時間感受心理症狀包括震悚，動輒生

成堅強的身心效果，而表現得比以往更勝一籌。用回彈或

意思打擾他們。

送，來到後很快便不見蹤影，或者留在車內作息，我邀

氣憤怒，不能自我，悲傷，莫名恐懼，怨恨等等。如果他

恢復力來應用在協康會的家庭是很合適的。父親的角色在

請他們出來傾談，他們也不大願意。

們遇到更多困難，例如找不到合適的服務，他們會有更

使家庭回彈和恢復的過程上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

相信孩子正在準備考試或遞交功課，而父親利用上班途

多的挫敗和失落感。

中30分鐘火車時間，盡力幫助和支持兒子。乘客在他們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父親在協康會的活動中出現，他們

身旁上上落落，但他們毫不在意。我在後面觀察，深深

積極的支持母親/義工在各項工作上提供輔助，他們之

父母需要花更多時間和心力照顧弱能兒，不單是嬰兒期，

持和輔助會倍感安全，同時培養到自信心，繼續學業。無

體會到這對父子之間血濃於水的感情，他們正在集中意

間也多了交往。幾位父親也獲支持在會員大會上被選為

兒童和青少年期，甚至是成年和中老年期，也是一樣。這

疑，他的弱能對完整的成長仍會構成障礙，但這並不是

志力，一同解決數學上的難題。但是生命中的難題，有時

理事，在協康會的決策上，也有父親的聲音。「爸爸對對

長期的緊張和永無止境的感覺，會形成心理壓力，使身心

永遠不能克服的。

並不容易解決。

碰」更為父親提供了一個討論平臺。個別的父親在協康

都被這內心的壓力所壓垮，特別是當父母

會戶外體育活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覺得他們是孤立無助的時候。母親的壓

父母幫助弱能子女成長，有時好比希臘神話裡西西弗斯
（Sisyphus）的故事一樣，需要與命運做永恆的對抗，

這些令人振奮的發展也與協康會會員對該會的服務需求

儘管你努力去做，所得的成效進展緩慢，或甚至原步不

改變而吻合。當他們最初加入協康會時，他們的弱能子女

前，但仍然要週而復始地做下去。

大多數是兒童，而當時最關注的，除了基本的服務外，是

例如，我曾看見一些父母耐心地幫助其弱能子女學習行
走﹔父母為了要引發子女對音樂的興趣，他們甚至在子
女面前手舞足蹈，作為輔導。在Youtube*有一個相當感
人的特輯，是由本身是運動員的父親帶同弱能的子女一

鼓勵他們參與「早期干預活動」。像其他家庭一樣，因為
母親和子女相處的時間較長，所以母親是主要的照顧

母之間的互動內涵，與他們的年齡並不相配。平常人看
見，可能覺得怪異，但這些父母都心無旁騖，只是專心

會不乏找到模範父親角色的樣板，他們不懈的照顧和支
持有弱能的子女，分擔妻子的煩瑣家務，偶然擔任主要

子的弱智需要努力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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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諧關係，而最終導致分居和離婚，
而子女的成長也受到影響。

雙方都有深厚的感情基礎和有共同的信念，無論順境逆

身而出，承擔領導責任。

境，都以維繫家庭為目標。父親都會不吝嗇時間，多與子
女，包括有弱能的子女相處，提攜指導。使子女在身心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G-GMXcNaqo

情緒發展，都會更為健康。

作者註﹕這篇文章表達我對所有協康會家長的敬意，他

子。難過和傷心都會是很自然的反應，但在很多情況下，

同樣，母親得到丈夫的支持和有一個良好的婚姻關係，

們終生幫助弱能子女，義無反顧。我對協康會父親們在

男人的難過和傷心會持續更長。據已知的研究資料，男

她們的照顧者角色會做得更好。事實上，夫妻關係質素

維繫家庭的完整和支持妻子子女的重大責任和貢獻，深

性會有更大機會患上抑鬱症，煩躁症或焦慮症﹔如果父

會影響父母對子女的關係，對弱能兒的福祉，有長遠的

感體會。

母都患有上述病症，男性患病的時間比女性更長。

影響。一段好的家庭關係，包括婚姻關係，會帶來更強

作者:范鎮榮認識協康會超過20年。他是一位社工，目前

的親子聯繫，也為子女帶來更好的發展。

在政府工作。

的孩子患有弱能時，很多父親的承受力都不及他們的妻

作。他的身體語言顯示，他希望兒子能人所能，儘管他兒

身心疲乏，加上家庭經濟負擔，影響夫妻

庭經濟的支柱，在子女和家庭成長關鍵時刻，他們會挺

麼，他們也毫不在乎。

望兒子能夠像其他同年人一様，明白和掌握這些數學習

情況，都是由於照顧弱能兒的壓力，致

在協康會，成功的父親例子都是源于夫妻

與這些父親認識也有一段時間了，起初當他們知道自己

上勾畫陳述﹔間中停歇一下，讓兒子發問。明顯地，他希

的時間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感受。

照顧者角色。他們也是非弱能子女的重要支持者，是家

一致地做好幫助子女的工作，至於旁人在說什麼或想什

在火車上，那父親重複地給兒子講解數學難題，也在紙

張將會更甚。上述種種原因，父母在不同

理負荷。我們偶爾聽到一些令人悲傷的

成年期，而父親也愈來愈關注孩子的成長。協康會裡你

子女都不是年幼，他們都是弱智或弱能人士。他們與父

負擔。如果其他家人不諒解，這壓力和緊

別，對母親的期望，和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有關。

達對子女的愛。

互動，或父母教導其子女的行為。但引起注意的是這些

有關﹔而父親的壓力，會源自家庭財務的

部份家庭最終都未能消除這些壓力和心

近年來，協康會的孩子日漸長大，他們都進入青少年或

上述情況，驟眼看來似乎是一般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正常

力一般與照顧弱能兒所付出的勞心勞力

者，而父親的作用較為次要。這也是一般傳統父母角色有

起參加運動比賽，除了讓子女分享自己的經驗外，也表

火車上的父子，見證了父親角色的重要。兒子有父親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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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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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爸爸對對碰」活動 - 旅行 Picnic
2. 「爸爸對對碰」活動 - 交際舞 Ballroom Dancing
3. 「爸爸對對碰」活動 - 父親與大廚 The chefs
4. 「爸爸對對碰」活動 - 聚餐 Dad to Dad gathering
5. 「爸爸對對碰」活動 - 保齡球比賽 Bowling Competition

3

10

6

6. 新年大遊行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2011
7. 新年大遊行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2010
8. 遊行合照 Elena, Jonathan and Daniel Yung
9. 分享一家照片 Tim and family
10. 做女兒的馬夫 James and Eleanore
11. 小時候 Katherine and family
12. 一家旅行合照 Daniel Chan and family
13. 一家盛裝赴會 Vincent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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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壁佈板

Drawimg Board

3

9
6

1

4

10

7

70

2

5

8

1.
2.
3.
4.
5.
6.
7.
8.
9.
10.

The cock and his family
Panda – Bowman Yu
Deer – Barry Mak
My father is a lion – Barry Mak
Dragon – Victor Wu
The Big Ben - Bowman Yu
My family – Joanne Pang
The boat Penguin – Jonathan Yung
London Bridge – Bowma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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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 our disability

接受我們的弱能
發展我們的所能
啟發我們的潛能

Develop our ability
Uncover our potentiality

People with disability
CPA-CWD Inc

澳洲弱能兒童協康會

Childrens, Orthodontic & Cosmetic Dentistry

Beverly Hills:
Eagle Vale:
Glenfield:
Hammondville:
Turramurra:
Wattle Grove:

(02) 9570 5551
(02) 9820 7828
(02) 9605 9454
(02) 9825 3692
(02) 9449 6444
(02) 9731 0618

Visa / Mastercard / EFTPOS
All Major Healthfunds Accepted
HICAPS Available For Your Convenience

www.drsmile.com.au

How can you help?

請給我們支持:捐贈欵項

I would like to make a donation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請將支票抬頭
“Chinese Parents Association
–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c”
Posta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would like to become:

電郵

本人願意參加為貴會:
Ordinary Member

附屬會員		

Affiliated member

義工

Volunteer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Suite 4, Level 2, 59
Evaline St, Campsie NSW 2194
T: 02 9784 8120
E: info@chineseparents.org.au
W: www.chineseparents.org.au

			

捐助人

名字

Sur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 Box 345 Campsie, NSW 2194

會員

		

□
□
□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2或以上可憑收據作扣稅用途
Donations of $2 or more are tax
deductibleDGR #900 487 253

S.T. AUTO REPAIR PTY LTD
勝達汽車修理有限公司
Hai Chen
陳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62 Miller Road Villawood 2163 NSW
Ph: 02 9724 9793 | Mob: 0410 663 728 | Fax: 02 9728 2896
•
•
•
•
•
•

Rivetstud Pty Ltd AD

Discount New Tyres
Brakes Service
Lube Service
Batteries
Pink Slip
Wheel Alignment

Many Minds Link Co.

慢蟻慢智聯

A company that employ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put needed services and
shops on the map in a smartphone for
easy access.
本公司聘請弱能人士, 編排有關弱能服務的供應團體
和必需品商店指南, 放上手電, 以便查詢及採購。

Please support us at www.mmlink.com.au

SCAN TO
DONATE

請登上網址 www.mmlink.com.au 予以支持。

If you scan the QR code with your
smartphone and complete the online form,
Vincent Yu will donate $5 to a disability
charity and send a thank you note to you.
若閣下用手機照以下的標圖並遞交郵址,Vincent Yu
將會捐贈$5給殘障慈善機構及向閣下致謝。

One scan per person only. 每人僅能照一次。
The ADHUNTER platform is used under licence by Many Minds Link Company.

♪♫ PRIVATE MUSIC LESSONS ♫♪

Eleanore Vuong
B.Mus.(Perf.) student, Sydney Conservatorium of Music,
University of Sydney

♪ VIOLIN/VIOLA, PIANO ♪
Weekly tuition
Based in Inner West, Sydney
♫♪ String Quartet/Trio ♪♫



Weddings
Private functions

Ph: 0411 311 658
E: eleanore.vuong@yahoo.com.au

48/1 Brown Street, Ashfield 2131
Tel: 02-9798 4138
8/398 Victoria Ave, Chatswood 2067
Tel: 02-9411 4554

澳洲华人慈善总会
Chinese Beneficence Federation of Australia Incorporated
Address: 55 Williamson Crescent Liverpool NSW 2170
Telephone: 1300731718 Email: liujingyu2006@163.com

劉敬宇會長

澳洲華人慈善總會成立

澳洲华人慈善总会是由新南威尔士洲政府批准，由一群有爱心、热心公
益的人组成，他们中有许多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也有许多普通平凡的
人。它是全澳华人爱的大家庭，爱的播种机，随时准备将爱的种子撒向
四面八方。
澳州华人慈善总会总体的战略方针是立足澳洲，关注中国和其它国家的
灾区动态，将人类的博爱精神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澳洲华人慈善总会的具体工作如下：


关注孤寡无助的老人、残疾人、妇女和儿童。



扶贫赈灾，关注澳洲、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受灾地区。



扩大慈善意识的宣传和实地慰问演出。

By Bowman Yu

澳洲弱能兒童協康會
Chinese Parents Association -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c.
Address:
Suite 4, Level 2, 59 Evaline St, Campsie NSW 2194
Phone:
02 9784 8120
Postal Address: PO Box 345 Campsie, NSW 2194
Email:
info@chineseparents.org.au
Website:
www.chineseparent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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