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闭儿“大福”未来的机遇及挑战 

 1 2 
A 特殊孩子出生后，家长要做些什么？ 就业的需要 
B 自闭症青少年的就业安置问题？ 如何建构成人自闭症家长的支持系统 
C 深圳安养农场的建设和分类 社会普通人是如何帮助“大福”这类人群 
D 成人社区安置 争取自闭症群体权益与个体养护自闭症人士 
E 自闭症儿童的入学问题，融合教育 自闭症儿童康复好方法 
F 为了大福的明天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点什么？ 怎样留下优秀人才 
G 如何提供才艺展能的平台？  
H 小学如何展开“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还是个性化教育？ 
I 如何推动就业机会  
K 民间机构如何持续运营？  



 

 
议题：1A 特殊孩子出生后，家长要做些什么？ 
          特殊孩子出生，家长就面临王心诚邀面临的问题，当下做什么？（而

不是到最后时刻为了孩子们未来能有更好的共融环境，家长们要做什么？） 
召集人： 刘亚辉 
参与者： 陈静英、郭方、徐凤仪、黎瑞芙、任倩囡、吴凤清、雷仲霞、叶

继青、邹千秋 
内容： 
 自我介绍 
 出生时该怎么接纳，了解的需要 
 提供特殊培训，提前规划，并向政府争取相应服务 
 社会对自闭症人士的接纳、认识需求支持 
 带孩子外出，多接触社会 
 为自闭症人士提供相对固定的社交圈 
 推动政府对自闭症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自闭症 
 政府资助，借助电影在大专院校免费房电影做宣传，提高公众对自闭症的

感性认识 
 借助网络的力量，发布相关知识 
 从亲戚朋友开始接纳 

 



 

 
议题：1B 自闭症青少年的就业安置问题？ 
召集人： 莫建萍 
参与者： 曾伟、王春柳、卡海成、莫建萍 
内容： 
 从社会现实情况来讲，自闭症青少年要社会就业不够现实，他们需要“庇

护”就业，也就是说需要父母接送上下班，满足了自闭症青少年情感，方

面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们就业的需要。 
 对于自闭症青少年就业，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今早干预——康复训练—

—教育学习——就业培训——就业（庇护式）（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及人力

方面的扶持） 
 
 
 

 



 
议题：1C 深圳安养农场的建设和分类 
召集人： 吴忠柱 
参与者：吴忠柱 
内容： 
 我们正在推动深圳市精神残疾人安养计划，精神残疾人包含了自闭症人士，

请各位提供对自闭症安养方面的各类意见。 
 对各类型自闭症人士在安养过程中如何开展教育、训练、康复、产权、物权

的继承及财务管理等如有好的建议，请随时来电或邮件联系 
 联系电话：13902446087 
 邮箱：wuzhong-hu888@126.com 
 深圳市精神残疾人士的亲友协会 

 



 
议题：1D 成人社区安置 
召集人： 姚颖 
参与者： 孙丽媛、姚张蕊、梁焕球、陆彩霞、王磊、王多兵、郭梅凤、 
内容： 
 我们正在推动深圳市精神残疾人安养计划，精神残疾人包含了自闭症人士，

请各位提供对自闭症安养方面的各类意见。 
 对各类型自闭症人士在安养过程中如何开展教育、训练、康复、产权、物权

的继承及财务管理等如有好的建议，请随时来电或邮件联系 
 联系电话：13902446087 
 邮箱：wuzhong-hu888@126.com 
 深圳市精神残疾人士的亲友协会 

 
 

 



 

 
议题：1E 自闭症儿童的入学问题，融合教育  
召集人： 严建发 
参与者： 李金梅、吴小龙、郭珍珍、雷金芳、谭必贵、吴丽如 
内容：  
 正常学校配置特殊教师资源 
 自闭症入学能力评估 
 教育行业（政府）的介入 
 家长对融合教育的正确认识 
 专业的师资培训 

 
 

 



 

 
议题：1F 为了大福的明天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点什么？ 
召集人： 薛导演 
参与者： 付洋、欧、李盼盼、红羽、叶继青 
内容： 
 普通小学领导关注的自闭症儿童，校门向他们开放 
 自闭儿童家庭需要普通人士关注、资助 
 普通人需要普及提高对自闭症的了解，更好伸出关爱的手 
 自闭症是隐性问题，普通人表面看不出，对于自闭症行为问题实际上不接纳 
 《海洋天堂》能了解自闭症家庭的困难，家长精神压力尤其大，需要心理辅

导 
 义工要知道接触自闭症儿童的知识 
 单有热情不够，周全考虑力所能及做些什么，不考虑太多个人意念。作为一

个普通人可以做一个宣传员，每个人都有了解过培训过会更宽容包容自闭儿

童的行为问题。 
 普通人需要一个被教育的过程；做自闭人士的普通朋友；普通人走进自闭人

士生活。情感得以升华，如海洋馆长做大福监护人。 
 深圳自闭家庭得到人文光照比其它城市好。 
 躲在网络宣传有需要找“网络负责人“很乐意！ 

 



 

 
议题：1G 如何提供才艺展能的平台？ 
          对有才艺特长的自闭儿童、人士，如何发掘培养，也为成人后自立

打下基础，政府在这方面适当经济补助。 
召集人： 弘毅妈妈 
参与者： 陈乐恒妈妈、贝贝妈妈、沈兴华妈妈、珊珊妈妈 
内容： 
 对有才艺特长的自闭儿童、人士。如何发掘、培养为成人后资历休闲打下基

础，并且政府在这方面能有适当经济补助。 
 组织才艺展示舞台，让社会各界人士都能看到。 
 组织才艺团——立项 

              筹募资源 
 建立渠道——体现才能 

                寻找对口就业渠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议题：1H 小学如何展开“融合教育” 
召集人： 汤素素 
参与者：汤素素 
内容： 
 自闭儿难以在学校和其它孩子一样。如何面对学业以及老师的压力。 
 是否能够在自闭儿不擅长的科目请家长或社工教他们对他们以后生活有用

的东西？（技能，人际交往） 
 能否让他们的作业、成绩不参加批评？ 
 能否让校方和家长共同讨论教育孩子的方案 
 择校方面选择对纪律和成绩要求不多的学校，减少自闭儿的压力。 
 家长或社会组织对学校老师进行自闭儿知识的普及，增加学校对自闭儿的接

受度。 
 



 

 
议题：1I 如何推动就业机会 
         就业的需要；培训的需要；社会人士的接纳； 
召集人： 吴佩芝 
参与者： 余秀莹、卞海成、林杏珍、马英豪 
内容： 
 政府的主动推动 

A． 扶助金的投入 推动社区聘用特殊人士 
B． 购买特殊机构服务，以身作则 

 家长的力量 VS 团结 

 



 

 
议题：1K 民间机构如何持续运营？ 
召集人： 唐荧 
参与者： 郭永秋、林凌、罗陈瑞娟、张静、何炳岭、李卫群 
内容： 
 完善管理体系及领导 

理事会 
部门分工清晰 
人力资源发展培训专业技能 

 机构使命，愿景、吸引、留住人才的手段（思想、物质） 
 宣传倡导 
 筹资发展 
 提供良好服务；建立良好口碑 
 财务规划 
 政府支持：资金、政策、资源、规划、统筹管理、评估体系。（办公场地、

资金工资、日常开资；办公设备的支持）特教投入重视； 
 社会：特教老师的培养 
 商企：慈善机构等 
社会爱心人士：日常运营开支；项目 

 



 
议题：2A 就业的需要 
召集人： 余秀莹 
参与者： 曾伟、赖玉森、刘亚辉、姜增春 
内容： 
 在外国就业对于自闭症与联接一种职业，是成长的需要 
 自闭症有什么就业技能 
 从小联接训练生活本能，更应关注训练技能 
 台湾模式支持性就业，有社工跃进，在主流社会环境中工作 
 香港有支持性就业，社会企业，后护工厂。现在补贴给个人企业等模式就业。 
 酒店房口服务机构与酒店协议给残疾人提供酒店房口及就业 
 自闭症人士就业特点：重复性、固定性、安静的环境，尽量少与人打交道 
 自闭症人士需要一个包容性的环境，美国现正建设社区的包容性 
 内地把自闭症的教育   公民教育 
 建议自闭症各联会先评估有什么职位适合自闭症人士做，内部就业机会让给

残疾人 
 建议政府维权  残疾人   用于残疾人的培训 

 

 



 

 

 
议题：2B 如何建构成人自闭症家长的支持系统 
召集人： 王多兵 
参与者： 何美、姚颖、徐凤仪、卞海成、潘秀芬 
内容： 
 家长的支持系统是开放的 
 专业人士、自愿者、社会爱心人士、家长之间、应有各种人士介入 
 家长能生成一种良性的系统 
 第三方（专业）支持 

 
 



 
 

 
议题：2C 社会普通人是如何帮助“大福”这类人群？ 
         怎样找到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真正能起到推动落实甚至执行去协助

“大福”未来的“动力”？是具体行动“之前”还是“之后”“之中”？ 
召集人： 陈冲 
参与者： 林凌、罗陈瑞娟、潘秀芬、郭永秋 
内容： 
 包容接纳 
 按家长需要，提供适当帮助 
 宣传及呼吁社会力量的支持 
 主动提供帮助（人力、物力、财力）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其实确实是有原因和理由的） 
 许多韦情我们“年轻人”感觉为之没有太多意义，难道就是丰实吗？ 

 
 

 



 
 

 
议题：2D 争取自闭症群体权益与个体养护自闭症人士 
召集人： 叶继青 
参与者： 林杏珍、姚张蕊、陆彩霞、何 
内容： 
 社会融合双向：患者及家庭、社会 
 善用媒体 
 患者家长内心对孩子的真诚接纳有助于为孩子争取权益 
 群体争权比个体更有力量 
 争取部门：残联、教育局 
 卫生部、医疗系统及家长应共同完善自闭症筛查机制 

Eg.长春市经验 
 关爱自闭症社会更和谐，“自闭症患者指引卡”可推广 
 社区“公民教育”的推广宣传 
 专业人士辅导家长，有助于家长更好地接纳和教育孩子 
 转变观念，将工作方法转为社区，通过社区平台让受助者得到更广泛的

支持 
 家长的互相支持与信息互通 
 残障患儿抚养责任中“父亲”的逃避 

 



 

 

 
议题：2E 自闭症儿童康复好方法 
          自闭症儿童至于机会有多大？最好方法有哪些？ 
召集人： 李金梅 
参与者： 陈静英、郭方、 
内容：郎海凤、梁焕球、邹千秋、 
 国内操作最多的 PCI、DIR，以游戏形式，特儿容易接受 
 地板时光、观察、以游戏与文化介入，行为游戏 
 手工、美劳、ABA、规范常规 
 音乐：创作性音乐，PCI。注意参与快乐度 
 每个人的接受能力和外界环境有关，游戏、快乐最重要，家长的配合、心

态 
 没有最好的，至于适不适合自己的方法，有针对性 
 制作时间表，加强社交互动 

 



 

 

 
议题：2F 怎样留下优秀人才 
          怎样为“大福”留下优秀的老师  
召集人： 银莉 
参与者： 马英豪、严建发、付、雷鑫芬、郭珍珍、汤素素、吴佩芝、 
内容： 
 建立人生观、价值观 
 有成长的空间 
 有保证的福利待遇（尽量减低家长负担，争取政府及社会支持） 
 定期督导（专业心理） 
 理念的传承 
 多方面的知识培训，增广知识面 
 社会各界人士对服务人员价值的肯定（政府、社区人士）（方式：宣传增

加）（肯定形式） 
 将这一类服务人员纳入政府关爱体系 

 



 

 

 
议题：2H 融合教育还是个性化教育？ 
召集人： 何炳岭 
参与者： 沈葆莲、唐清 
内容： 
 融合教育的问题 

A． “无障碍” 
B． “应试教育”问题 
C． 价值的态度 

 正解：个性化教育给孩子 
— 带来快乐 
— 实现价值 
 

 



行动方案 

 
 

 

A1 特殊孩子出生后，家长要做些什么？ 
召集人：李亚辉 
内容： 
 家长接纳自己有个自闭症的孩子，就是通知身

边的亲戚朋友知道 
 家长之间的支持（过来人的支持） 
 广泛的媒体宣传，（平面媒体，网络媒体） 
政府推动，借助“海洋天堂”为媒体推动政府在大

中院校放映片子 

1D 成人社区安置 
召集人： 
内容： 
 推广社区公民教育普及自闭症患者常识 
创投该项目，争取基金及人员支持 

1F 为了大福的明天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点什么？ 
召集人：薛导演 
内容： 
 在校园社区中用影片或纪录片宣讲自闭症 
 在社工作普及自闭症知识 
 准备一标准普及版本资料 
 征集《海洋天堂》观后感，听取民间的声音，

在民间学校进行互动交流，产生共鸣。 
小学、中学假期托管辅导班或课后托管班，请社工

普及浅显自闭症知识。让他们学习和自闭症儿童交

往的简单常识。 



类别 姓名 单位 类别 姓名 单位 

马宏 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 吴凤清 香港学前弱能儿童家长会 
政府 

张静 民间组织管理局办公室 吴佩芝 澳门弱智人士家长协进会 

文艺界 薛晓路 《海洋天堂》编剧、导演 梁焕球 香港邻舍辅导会 

教育界 闫雅歌 深圳市鹏兴实验学校 罗陈瑞娟 香港耀能协会 

学术界 徐宇珊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余秀莹 香港自闭症联盟 

卫生界 王晋涛 深圳市康宁医院 

港澳台机构 

满道、黎瑞英 香港满道创作陋室 

李菲华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就部 银莉 深圳市罗湖区仁爱康复服务中心 

吴忠柱 深圳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周瑾 深圳市仁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残联 

叶继青 中山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汤小明 深圳市仁善康复福利院 

何小瑜 深圳社会福利基金会 王继红 深圳市紫飞语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曾莹 深圳威尼斯皇冠假日酒店 严建发 深圳南山区金色年华特殊儿童干预中心 

林凌 太吉公司 谢海清 深圳蓝天社语言行为训练中心 

杨先河 深圳阳光儿童乐园 何炳岭 珠海市自闭症互助协会 

红羽 红马甲公益金 黎治祥 深圳市宝安区爱之语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捐赠者 

 

  

曾伟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 刘亚辉 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唐清 上海残疾人开心网 

合鸣学习网络 

梁飒英 深圳市彩虹桥自闭症儿童训练部 

沈葆莲 上海自强人公益网 志愿者 欧茵茵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外地机构 

陈静英 中山市今童特训    



寿虹 阳光爸爸 

陈永冠 阳光爸爸 

谢三浦 阳光爸爸 

吴小龙 阳光爸爸 

黄培珊 彩虹妈妈 

吴珺 彩虹妈妈 

弘毅妈 彩虹妈妈 

莫建萍 彩虹妈妈 

潘秀芬 彩虹妈妈 

家长代表 

 

朱慧 彩虹妈妈 

黄倩 中央电台华夏之声 

李薇 商报 

黄蕾 深圳晚报 
媒体 

吴梓 南方都市报 

汤素素 东西方社工服务社 

任倩 深圳市社联社工中心 

王磊 深圳市融雪盛平社工服务中心 

李金梅 深圳慈善公益网 

赖玉森 深圳市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雷中雪 深圳市鹏晨社工服务中心 

深圳机构 

李里 深圳爱心辅具用品研发中心 



 
 
 
 
 
 
 
 
 
 
 
 
 
 
 
 
 
 
 
 
 
 
 

主   题：为了“大福”的明天——《海洋天堂》观影研讨会 

时   间：2010 年 7 月 3 日 下午 2:00-6:00 
地   点：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 5030 号阳光儿童乐园一楼会议厅（东湖公园南门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