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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普通班學生對雙重特殊標記訊息之知覺研究：
以ADHD資優學生為例

中文摘要

雙重特殊學生是一群兼具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特質的學生，過去鮮少研究探討

雙重特殊標記相關訊息對學生知覺之影響。本研究主要釐清不同標記（普通學生、

ADHD學生、資優學生、ADHD資優學生）與行為（適當行為、ADHD行為、違規行
為）訊息如何影響國小學生預測同學在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之知覺。研究對

象為高雄市444名國小普通班學生，以「我的同學問卷」蒐集資料，所得資料採二因
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1)不同標記訊息不會因為出現不同行為訊息，而對學生
之知覺有影響。(2)僅出現標記訊息，學生知覺正向標記（例如資優、ADHD資優標
記）之學習特質優於ADHD標記，但在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的知覺並不會受到標記
訊息影響。(3)僅出現行為訊息時，負向行為（例如ADHD及違規行為）對學生知覺學
習、社會及行為特質差於適當行為，且學生對違規行為負向知覺差於ADHD行為，另
學生知覺適當行為、ADHD行為之創意特質均優於違規行為。

關鍵字：資優學生、注意力缺陷過動症、雙重特殊學生、標記、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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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DSM-5）推估ADHD出現率約佔學齡兒
童5%（APA, 2013）。在ADHD學生族
群之中，也有兼具資優特質的學生，

即所謂ADHD資優學生（Moon, 2002；
Neihart, 2003）。Neihart（2003）提倡應
加強ADHD資優學生研究，以利提供其
教育協助。過去雖有研究探討ADHD資 
優學生個人特質，如學習與動機特質 
（Zentall, Moon, Hall, & Grskovic, 2001）、 
情緒與社會特質（Moon, Zentall, Grskovic, 
Hall, & Stormont, 2001），惟較忽視他
人對ADHD資優學生知覺之探討，顯見
他人對ADHD資優學生態度之議題仍有
待開發。故針對國小學生知覺ADHD資
優標記相關訊息仍待釐清，此乃本研究

動機之一。

過去針對特殊教育標記的研究，多

數研究以身心障礙標記訊息進行探討

（蔡明富，2007，2008；蔡明富、洪
儷瑜，2005；Batzle, Weyandt, Janusis, 
& DeVietti, 2010；Bossaert, Colpin, Pijl, 
& Petry, 2011；Fox & Stinnett, 1996；
Koonce et al., 2004；Ohan, Visser, Strain, 
& Allen, 2011），忽視雙重特殊學生標
記訊息之探討。根據過去特教標記研究

發現，若僅比較不同特教標記名稱（例

如資優、身障標記）對他人知覺之影

響，結果以出現正向標記名稱的知覺

較正向（黃文玟、陳美芳，2006；蔡
明富，2013；蔡明富、洪儷瑜，2005; 
Norwich, 1999）。若僅出現負向標記
訊息，負向標記會造成他人負向期望

（蔡明富、洪儷瑜，2005；Batzle et al., 
2010；Fox & Stinnett, 1996；Koonce et 
al., 2004）。當他人知覺個體呈現不同
的標記與行為訊息時，標記和行為訊息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研究發現有的學生可能同時兼

具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特質（Hannah & 
Shore, 2008；Winebrenner, 2003），身
心障礙資優學生（以下簡稱身障資優學

生）（gifted with disability）的教育值
得大家重視。學者（Whitmore & Maker, 
1985；Yewchuk & Lupart, 1993）認為
身障資優學生係指身障學生具有卓越能

力或潛能，能達成高度成就，故身障資

優者兼具有資優生的優勢特質，但也同

時伴隨身障學生出現的困難。在1990年
代後，此群學生亦被稱為「雙重特殊學

生」（the twice-exceptional students）
（Blacher & Reis, 2002）。目前國內針
對雙重特殊學生的研究仍相當有限（黃

文慧，2007；盧台華，2006），顯示國
內對此議題探討顯然不足，關於此群學

生的特殊教育需求實值我們加以重視。

根據國內學者（吳昆壽，1999；盧台
華，1995）發現此群學生目前仍大多數
安置在普通班或身心障礙資源班，顯示

其最主要以安置在普通班的環境為主。

由於雙重特殊學生同時具有「障礙」及

「資優」特質，普通班學生對雙重特殊

學生的態度如何，鮮少獲得學術研究關

注，實值加以探究。

在兒童青少年精神疾患之中，注意

力缺陷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 
activity Disorder，ADHD）是盛行率很
高的精神疾患之一。根據美國精神醫學

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所出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
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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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
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之知覺是

否有二因子交互作用？

2. 不同標記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習、社
會、創意及行為等特質之知覺是否有

不同的影響？

3. 不同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習、社
會、創意及行為等特質之知覺是否有

不同的影響？

（二）研究假設

根據過去文獻討論結果，本研究三

個研究假設如下：

1.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
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等特質之知覺

不會有二因子交互作用。

2. 不同標記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習、社
會、創意及行為等特質之知覺有不同

的影響。

3. 不同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習、社
會、創意及行為等特質之知覺有不同

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資優概念

近年來資優的概念朝向多元化的方

向發展。主張資優多元概念的學者，

Guilford（1985）提出的智力結構模
式，其以思考的運作、思考的內容、思

考的結果等3向度，分析出180種智力結
構因素。Gardner（1983）主張多元智
能包括8種能力，包括語文智能、邏輯
數學智能、視覺空間智能、肢體動覺智

能、自然觀察智能、音樂智能、人際智

能、內省智能。Renzulli（1986）主張
資優概念是由中等以上的能力、高度的

對他人知覺效果有兩種發現：第一，多

數研究指出標記與行為訊息對他人知覺

不會形成交互作用，無論出現何種標記

訊息，負向行為訊息是影響他人形成負

向知覺的主因，且更嚴重負向行為所產

生的知覺愈差，標記影響的效果卻相當

有限（蔡明富，2008，2013；Cornett-
Ruiz & Hendricks, 1993；Ohan et al., 
2011）；第二，另有研究發現標記與行
為訊息對他人知覺會形成交互作用，當

出現適當行為時，負向標記易形成他人

負向知覺（蔡明富、洪儷瑜，2005），
上述研究發現應用至國小ADHD資優學
生身上，是否有類似結果，亦是值得研

究，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另過去在特

殊教育標記之知覺研究，結果發現標記

影響個人知覺並非全面性（蔡明富，

2007，2013；蔡明富、洪儷瑜，2005；
Cornett-Ruiz & Hendricks, 1993），個體
會因為不同知覺層面而形成不同態度。

本研究乃試圖探討國小學生對ADHD資
優標記與行為相關訊息在不同層面之知

覺（例如：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

質），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小

普通班學生對ADHD資優標記與行為相
關訊息之知覺為主軸。本研究目的在探

討不同標記訊息（普通學生、ADHD學
生、資優學生、ADHD資優學生）與行
為訊息（適當行為、ADHD行為、違規
行為）對國小普通班學生在學習、社

會、創意與行為等特質之知覺影響。

二、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欲探

討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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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加強此群學生接受學校教育的重要

性。Yewchuk 與Lupart（1993）認為身
障資優學生，是指具有卓越能力或潛

能，能達成高度成就，且本身兼有某種

障礙者，例如肢體、感官、社會、情緒

或學習缺陷方面之障礙。如果學生符合

身障資優身份時，雙重特殊學生標記

（twice-exceptional label）因此形成。
Vespi與Yewchuk（1992）發現身障資優
學生由於成就和潛能間存有差距，因此

在功課上常產生挫折和焦慮感，與同儕

的人際關係不佳，可能因某些領域表現

成功而發揮潛能，但也可能會因學業的

挫敗而阻礙發展，產生社會情緒之適應

問題。惟目前針對雙重特殊學生的研究

是否足夠，盧台華（2006）整理2003-
2006年國內外特殊教育相關研究主題，
結果發現國內對此一議題探討顯然不

足。黃文慧（2007）探討近三十年來國
內外對於身障資優學生的理論與實務，

也發現論述性文獻較多，實徵性研究較

少，非常有必要在這方面加以努力。

ADHD資優學生是一群兼具ADHD
與資優特質的學生，過去關於ADHD
資優學生研究以論述性文章佔多數

（Kaufmann & Castellanos, 2000；Lee 
& Olenchak, 2014；Leroux & Levitt-
Perlman, 2000），故ADHD資優學生實
徵研究，仍待開發。關於ADHD資優學
生之身心特質可說明如下：

（一）認知與學習特質

在認知特質方面，Chae、Ji-Hye與
Kyung-Sun（2003）曾比較ADHD資優
學生與非ADHD資優學生在注意力測驗
的表現，結果發現ADHD資優學生的漏 
判率與誤判率較少，反應敏感度較佳。

Brown、Reichel與Quinlan（2009）針對

創造力及工作的專注力3種特質交互影
響而成。Sternberg（1985）則主張智力
三元論，以智力為一體三面的組合，

包括認知能力、運用經驗解決問題的

能力及適應外在環境的能力。Sternberg
（1996）後續再提出成功智能理論，包
括：分析智能、創造智能及實用智能。

顯見資優概念多元化是獲得肯定的。

由於資優概念的多元化，美國早在

1975 年將資優教育對象界定為五類：一
般能力優異、學術性向優異、創造能力

優異、領導才能優異、視覺及表演藝術

能力優異。影響所及，目前台灣特殊教

育法所頒布之資賦優異學生類別亦走向

多元化，包括一般智能、學術性向、藝

術才能、創造能力、領導能力、其他特

殊才能等領域中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者。顯示資優教育對象擴充至各類才能

的發展，不僅重視學術領域及藝術才能

領域的資優學生的教育，亦相當重視其

它特殊才能學生的培育。除上述資優學

生類型外，國內1997年修訂「特殊教育
法」第29條中，明文規定「各級學校對
於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不利之資賦優異

學生，應加強鑑定與輔導。」顯示身障

資優學生的教育議題亦漸受重視。

二、ADHD資優學生特質之探討

資優學者Betts與Neihart（1988）根
據對資優學生長期研究與觀察的結果，

其發現資優學生因自身人格特質與外在

環境交互影響下，歸納資優學生可分為

成功型、挑戰型、低成就型、中輟型、

雙重標記型（the double-labeled）與自
主學習型（the autonomous learner）等
六種類型，其指出應重視兼具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異身分的身障資優學生，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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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過去研究探討ADHD資優學生、
ADHD學生、資優學生與普通學生在自
我概念表現之差異，結果發現ADHD資
優學生自我概念表現低於資優學生、正

常學生（Roberts, 1993）。
綜上所述，ADHD資優學生的身心

特質，可歸納出學習、社會、創意及行

為等方面特質，故本研究探討國小學生

對ADHD資優學生特質之知覺，將從學
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等四方面特質進

行探究。

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及違規行為

疾患之探討

（一）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之特徵

Barkley（2006）將ADHD特徵分
成主要症狀（primary symptoms）與相
關問題（associated problems），並提
到ADHD常伴隨其它障礙（comorbid 
disorders）。故ADHD除了出現主要核
心症狀外，亦可能伴隨其它問題或障

礙。ADHD學生是一群在行為抑制能力
（behavior inhibition）有缺損的學生，
主要會出現不專注、衝動、過動等行為

特質（Barkley, 2006）。綜合許多文獻
發現，ADHD學生會出現學習低成就、
社會技巧缺陷、違規行為、欠缺自我

管理及人際關係不佳（Barkley, 2006；
McArdle, 2007；Roy, 2008；Schultz & 
Evans, 2012）。另根據ADHD學生追蹤
研究發現，ADHD學生發展至成人階
段，仍會出現嚴重適應問題（例如出

現人際、教育、經濟及健康等問題）

（Brassett-Grundy & Butler, 2004）。故
ADHD學生的教育實值大家重視。

157位高智商ADHD成人的研究指出，
高智商ADHD成人具執行功能受損的比
例顯著高於一般成人。在創造力表現

方面，Shaw與Brown（1991）以51位
高智商女性與46位高智商男性進行研
究（智商平均在115以上），發現高智
商的ADHD個體具有的穩定特質為，
Torrance圖形創造力測驗的分數表現高
於正常組，而且在問題解決時比較會使

用心像（imagery）。整體而言，高智
商ADHD學生圖形創造力佳。Cramond
（1994）亦發現3位ADHD男孩在Torra-
nce創造力思考測驗有表現較佳的創造
力水準。在學習特質方面，Zentall等人
（2001）以3位ADHD男孩、3位資優男
孩及3位ADHD資優男孩，共9位家長與
教師進行質性與量化研究，結果指出

資優特質無法作為ADHD學生負向行為
的保護因子，但資優特質有利ADHD學
生發揮潛能。Montgomer（2003）指出
ADHD資優生有早熟的動作發展，以及
對特定主題具強烈興趣，但會出現學習

問題。

（二）社會心理特質

在社會情緒方面，Baum、Olenchak
與Owen（1998）以一位ADHD資優學生
進行質性研究，結果指出環境因素會

影響ADHD資優生行為的表現情形，
ADHD資優生會出現學校生活與適應
困難，以及社會技巧不佳。Montgomer
（2003）亦指出ADHD資優生有嚴重
同儕互動問題。關於ADHD資優學生
在情緒與社會特質研究（Moon et al., 
2001），均發現其情緒特質、同儕互動
關係、家庭互動過程，仍出現負向特

質。顯示ADHD資優學生易出現情緒、
同儕互動與家庭互動困難。在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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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記理論與特殊教育標記相關

研究

本研究欲探討雙重特殊標記相關訊

息對學生社會認知歷程之影響，有必要

探討標記的理論，以及特殊教育標記之

相關研究。茲說明如下：

（一）標記理論之探討

與標記有關的理論包括符號互

動（symbolic interactionism）、標記
（ label ing theory）、烙印（st igma 
theory）及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
等四種，Mead（1962）認為符號互動
理論主要概念包括符號、情境、自我與

角色。所以符號互動論強調他人對符

號之知覺，在不同社會情境之中，個

人觀點會因自己角色不同而給予不同

詮釋，此歷程是持續、動態、可修正

的，才能應付情境立即的需求。Scheff
（1966）認為標記理論主張標記名詞會
讓他人對被標記者產生負向知覺（引自

Phelan & Link, 1999）。另從烙印理論
來看，標記的功能是經由與負向特質的

連結，形成刻板印象（stereotype），最
後再形成烙印（stigma），故造成他人
的負向知覺主要是受到負向特質所影響

（Link & Phelan, 2001)。而社會認知理
論觀點以為在個人知覺中，類別判斷的

訊息處理速度快於個別判斷（McGarty, 
Yzerbyt, & Spears, 2002；Pendry & 
Macrae, 1994），所以刻板印象造成的
類別判斷可以節省個體社會認知的訊息

處理工作，惟可能形成錯誤的結論，產

生不當認知（Berndsen, Spears, Pligt, & 
McGarty, 2002；Macrae, Bodenhausen, 
Miline, & Jetten, 1994）。根據社會認知

（二）違規行為疾患之特徵

違規行為疾患（Conduct Disorder，
簡稱CD）最主要之行為特徵為持續、
重複地違反規則，及不顧、侵犯他人

權益；出現行為型態包括攻擊、對他人

或動物殘忍、破壞他人財產、說謊與

偷竊 （Frick, 1998；Kazdin, 1995）。
由於CD兒童幾乎是反社會人格異常的
前身，CD 兒童隨著時間進展而有高
穩定性，甚至可預測成人期之反社會

型人格、及犯罪行為（Eddy, Reid, & 
Curry, 2002；Gresham, Lane, & Lambros, 
2000）。近來也有許多研究發現ADHD
學童伴隨CD行為，CD行為將會影響
其青少年階段的適應發展（Hartung, 
Milich, Lynam, & Martin, 2002；Lee & 
Hinshaw, 2006）。
上述討論得知ADHD常被提及出現

不專注、衝動與過動主要症狀行為，

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甚或伴隨其他障

礙。根據過去文獻發現，ADHD易伴
隨違規行為疾患，例如Jensen、Martin
與Cantwell（1997）歸納過去文獻發現
ADHD與CD/ODD的相關高達42.7%至
93%。Barkley（2006）指出依個案的年
齡不同，ADHD出現CD行為的比例也由
20%至60%不等。顯示ADHD易伴隨違
反社會及法律常規的行為，例如打架、

偷竊、縱火、逃學、逃家等嚴重問題行

為。此外，研究指出ADHD伴隨CD行為
的學生，其行為嚴重程度更甚於ADHD
學生（Connor & Doerfler, 2008）。綜
上所述，CD行為比ADHD行為更具嚴
重性，本研究為深入了解行為嚴重度對

國小學生知覺影響，除探討ADHD行為
外，同時探討CD行為具有其意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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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lisberg, Hill, & D’Amatio, 1992）。
此外，若同時出現不同標記訊息與相關

重要訊息時（例如負向行為），結果

發現負向行為訊息是影響他人形成負

向知覺的重要因素（蔡明富，2007，
2008；Cornett-Ruiz & Hendricks, 1993；
Van Bourgondien, 1987）。另有研究操
控被標記者行為的嚴重程度（輕度、重

度問題行為）對他人知覺之影響（蔡明

富，2008，2013；Link, Cullen, Frank, & 
Wozniak, 1987；Ohan et al., 2011），結
果顯示具有嚴重行為對他人易形成更負

向知覺，邱祐鈴（1999）亦發現當訊息
內容描述精神病人具有威脅性的疾病行

為，會增加個人對精神病人在性格與社

會距離的負向知覺。故被標記者行為嚴

重程度對他人知覺之影響，亦是值得探

討課題。

在過去特殊教育標記之研究發現，

有的研究依變項採學校適應預測及社

會距離（蔡明富，2007，2008；蔡明
富、洪儷瑜，2005）、預測學習表現
（Cornett-Ruiz & Hendricks, 1993）或社
會技巧及注意力（Koonce et al., 2004)。
過去研究發現標記影響個人知覺並非

全面性（蔡明富，2007；蔡明富、洪
儷瑜，2005；Cornett-Ruiz & Hendricks, 
1993），個體會因為不同知覺層面而形
成不同態度。未來如能從不同知覺層面

（例如：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

質）加以探討，將值得進一步探討之。

五、文獻綜述與本研究焦點

由上述標記相關理論探討得知，標

記本身是有利溝通與訊息處理的符號，

但他人如對標記訊息過度簡化，易造成

負向知覺；但當標記與相關重要訊息

理論實徵研究發現，當與個體相關的重

要訊息與刻板印象同時出現時，他人的

知覺較易受到個體「重要訊息」影響，

刻板印象的影響不是那麼顯著（Kunda 
& Sherman-Williams, 1993；Kunda & 
Thagard, 1996）。由前述資料中得知，
標記本身是有利溝通與訊息處理的符

號，惟他人對標記訊息過度簡化，易造

成負向知覺；另標記與負向特質以及刻

板印象的連結最終形成烙印。故標記與

相關重要訊息共同呈現時，他人知覺較

易受相關重要訊息影響，標記的影響就

相當有限。

根據上述標記相關理論文獻，其中

符號互動理論主張符號（例如：標記）

本身是有利溝通與訊息處理的符號。標

記理論則主張負向標記訊息易形成他人

負向知覺。從烙印理論來看，標記是經

負向特質以及刻板印象的連結，最後

對個體形成烙印，故個體出現負向特質

才是造成烙印的重要因素。社會認知理

論強調他人如果對標記訊息過度簡化，

易造成負向知覺，惟當標記與相關重要

訊息（例如：負向行為）一起呈現時，

他人知覺較易受相關重要訊息（負向行

為）所影響。

（二）特殊教育標記之相關研究

從特教標記的研究發現，若僅比較

不同特教標記名稱（例如資優、身障標

記）對他人知覺之影響，結果以出現正

向標記名稱的知覺較正向（黃文玟、陳

美芳，2006；蔡明富、洪儷瑜，2005；
Norwich, 1999）。若僅出現負向標記訊
息（例如ADHD、智能障礙）時，負向
標記會造成他人負向期望（蔡明富、

洪儷瑜，2005；Batzle et al., 2010；Fox 
& Stinnett, 1996；Koonce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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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小學生知覺之影響。為深入釐清

正向標記（例如：資優、ADHD資優學
生）如何影響國小學生之知覺過程，因

此，本研究在標記自變項設計除有無

ADHD標記，另增加資優及ADHD資優
標記，四種標記訊息設計分別為普通

學生、ADHD學生、資優學生、ADHD
資優學生。在行為自變項中除了設計

有無ADHD行為，另增加一個違規行為
（CD），由於ADHD除了不專注、衝
動與過動等主要症狀以外，會衍生相關

問題或伴隨其它障礙，主要是根據文獻

發現ADHD常伴隨CD行為，且CD行為
嚴重程度高於ADHD症狀行為。故本研
究三種行為訊息設計分別為適當行為、

ADHD行為與CD行為。本研究對象主要
為國小五年級普通班學生，依變項為學

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等特質。本研究

設計請見圖1。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南區國小五年級普通

班學生為主，在考慮人力、時間、經費

等限制，採立意選取高雄市共4所國小

學生為研究樣本，以每校五年級各4班

的全體學生為研究對象，施測時採隨機

分派問卷，待問卷回收後，再刪除填答

不全與實驗操弄檢驗題填答有誤者，有

效樣本為429名學生（各組人數約33-37

人），為讓每組人數相等，研究者於施

測國小另補充樣本，讓各組人數均為37

人，最後正式納入研究樣本為444名，

請見表1。

（例如負向行為）一起呈現時，他人知

覺較易受相關重要訊息影響。惟上述標

記相關研究甚少以雙重特殊標記相關訊

息為研究主題，針對ADHD資優標記與
行為嚴重度相關訊息對學生之知覺影響

為何，有待探討。為探討行為嚴重度對

他人知覺影響，本研究除探討ADHD行
為對學生知覺影響，另加入CD行為，
以了解行為嚴重程度對他人知覺影響。

此外，個體對不同標記及行為訊息之知

覺，會受到不同知覺層面所影響，本研

究知覺層面將從學習、社會、創意及行

為等特質加以探討。綜上討論，本研究

將探討不同標記（普通學生、ADHD學
生、資優學生、ADHD資優學生）與行
為（適當行為、ADHD行為、CD行為）
訊息如何影響國小學生預測同學之學

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之知覺。根

據上述標記相關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

假設一為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

生在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等特質之

知覺不會有二因子交互作用；研究假設

二為不同標記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習、

社會、創意及行為等特質之知覺會有不

同的影響；研究假設三為不同行為訊息

對國小學生在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

等特質之知覺會有不同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探討ADHD資優標記相關
訊息對國小學生之知覺影響，同時操

弄「不同標記」與「不同行為」訊息對

國小學生之知覺影響。本研究採取4Í3
二因子設計釐清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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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生知識方面，沒有資優相關知識者佔

六成，有相關知識者佔四成。在資優生

接觸情形方面，有接觸過者佔近八成三

（包括有直接接觸或／與間接接觸資

優學生），其中有直接接觸者佔五成

（50%），未接觸過者約佔17%。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我的同學問卷」，

內容依序為指導語（讓受試了解實施

目的、內容、流程與注意事項）、短文

資料、意見填答說明（本研究設計受試

者將與短文主角是同班同學關係，操弄

訊息屬於高涉入程度）、檢驗題（為確

定受試者是否真確了解研究者操弄之訊

息，故設計三題實驗操弄檢驗題（三題

表1
研究樣本分配表（N = 444）

地區 學校名稱 有效學生人數

楠梓區 莒光國小 112

左營區 新莊國小 125

鳳山區 中正國小 90

大寮區 中庄國小 117

合計 444

從表2中得知，在性別方面，男女
生各約佔一半；在過動兒知識方面，沒

有過動兒知識佔七成（69%），有過動
兒知識佔三成（31%）。在過動兒接觸
情形方面，有接觸過者佔近七成（包

括有直接接觸或／與間接接觸ADHD學
生），未接觸過者佔三成。受試者在資

圖1  國小學生對ADHD資優標記相關訊息之知覺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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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答對者成為有效樣本）、「國小學生

特質量表」及受試基本資料（為避免影

響填答結果，基本資料放最後面）。茲

說明如下：

（一）短文資料

過去探討他人對ADHD標記相關訊
息之知覺研究，多數研究採取短文方

式設計操控情境，以減少對研究對象

的威脅性，並可較接近真實的複雜情

境（Cornett-Ruiz & Hendricks, 1993；

表2
國小學生背景資料次數分佈表（N = 444）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31 52.0

女 213 48.0

「過動兒」知識 沒有 305 68.7

有 138 31.1

未填答 1 0.2

與「過動兒」接觸情形 有直接、間接接觸過 87 19.6

有直接接觸過 126 28.4

有間接接觸過 93 20.9

未接觸過 137 30.9

未填答 1 0.2 

「資優生」知識 沒有 264 59.5

有 178 40.0

未填答 2 0.5

與「資優生」接觸情形 有直接、間接接觸過 105 23.6

有直接接觸過 223 50.2

有間接接觸過 39 8.8

未接觸過 76 17.2

未填答 1 0.2

Hartnett, Nelson, Rinn, 2004；Koonce et 
al., 2004；Rinn & Nelson, 2008）。由於
本研究短文內容主要在操弄標記及行為

訊息兩個自變項，總共有12種情境（操
弄行為訊息包括學校與家庭情境），故

最後決定以短文資料的設計，以利呈現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短文內容主要參

考並修正蔡明富（2008）研究而來。關
於本研究所描述行為短文之效度檢驗，

在適當行為與ADHD行為兩種短文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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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症狀行為。本研究CD行為包括攻擊
性行為、偷竊、及嚴重違反規範等行

為，內容主要為教師與媽媽對虛擬短文

主角（大華）在學校與家庭情境描述出

現攻擊性行為、偷竊、及嚴重違反規範

等行為。

（二）「國小學生特質量表」

國小學生特質量表編製，首先由研

究者蒐集國小學生對ADHD資優學生特
質的知覺，主要以半開放式問題調查國

小五年級學生112名（高雄市四維國小
及信義國小五級各2班學生）對ADHD
資優學生特質的知覺，題目為：「大華

是一位國小五年級的學生，他是一位

「資優生」。同時，大華又被醫生診斷

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也就是我們

俗稱的「過動兒」。由於爸爸換工作的

原因，大華最近將要辦理轉學。試想如

果你有機會和大華一起學習、活動或遊

戲的時候，你認為大華在各方面的表

現會如何？並舉例說明在以下的格子

中」。最後將所蒐集語句資料，再根據

過去ADHD資優學生特質文獻（Baum 
et al., 1998；Brown et al., 2009；Chae et 
al., 2003；Cramond, 1994；Montgomer, 
2003；Moon et al . ,  2001；Roberts, 
1993；Shaw & Brown, 1991），進行內
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結果發現
國小學生知覺ADHD資優學生特質共可
歸納成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等四方

面。

研究者根據文獻與調查結果編製

成「國小學生特質量表」，包括：學

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等4個分量
表，每一分量表題數介於7-13題，其中
學習特質分量表（10題）指評量學生在
學習能力、記憶力、學習表現⋯⋯等方

度頗佳（蔡明富、洪儷瑜，2005），另
為驗證本研究描述CD行為短文是否具
有足夠區分效果，本研究以CD症狀行
為之短文描述，並提出四個診斷選項

（CD行為、一般男生常見行為、自閉
症、焦慮症），以高雄市及台南市共38
名情緒行為障礙種子教師進行評估CD
症狀行為與提供診斷選項標記間一致

性，結果發現一致性達97%，顯示本研
究之CD行為短文描述頗具效度，如有
興趣請進一步參考蔡明富（2008）研
究。

本研究短文內容主要分成兩個重

點：標記訊息、行為訊息。在標記訊息

方面，四種標記內容均包括短文主角

（名為大華的國小五年級學生）的標記

（醫生或教師為標記者）與轉學訊息，

第一種短文資料的主角是被醫生認為是

「正常學生」，短文內容為：「爸爸曾

帶他去看醫生，醫生認為大華是一位正

常的學生。」；第二種短文資料的主角

被醫生診斷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短文內容為：「爸爸曾帶他去看醫生，

他被醫生診斷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就

是我們俗稱的過動兒。」第三種短文資

料的主角被教師認為「資優生」，短文

內容為：「老師認為大華是一位資優

生。」第四種短文資料的主角被教師認

為「資優生」，同時被醫生診斷為注意

力缺陷過動症，短文內容為：「老師認

為大華是一位「資優生」。同時，大華

又被醫生診斷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就

是我們俗稱的過動兒。」

在行為訊息方面，三種行為設計如

下，第一種描述短文主角出現適當行

為，第二種則描述短文主角出現ADHD
症狀行為，第三種則描述短文主角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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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度方面，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

式適合度評鑑進行初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iory factor analysis, CFA），
來檢驗「國小學生特質量表」的建構

效度。研究對象為117名國小五年級學
生，採用AMOS 18.0版統計軟體進行
資料分析，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ML）進行參數估
計。針對本研究CFA檢驗方法，主要
採用項目組合（item parceling）方式來
進行CFA（Hau & Marsh, 2004；Little, 
Cunningham, & Shahar, 2002），主要考
慮到全量表如果以單題為觀察指標來進

行CFA，模式會變得更複雜，加上單題
信度較低，而且可能有些題目會明顯偏

離常態分配，導致適合度偏低。因此，

將每個分量表分成單數題、雙數題以項

目組合作為觀察指標，進行CFA分析。
本研究根據驗證性因素之適配指標來評

鑑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其中

GFI、AGFI、NFI、IFI、TLI的值要大於 
.90且愈接近1愈好（黃芳銘，2007）。
另根據Fan 與  Sivo（2007）、Hu 與 
Bentler（1999）則指出設定適配指數的
切截分數SRMR和RMSEA的數值宜低於 
.08。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特質量表」均
符合原先建構模式，請見圖2。
在模式基本的適合標準部分：模式

沒有負的誤差變異，誤差變異皆達顯著

水準，參數間相關的絕對值都未太接近

1，因素負荷量大都介於 .50- .95之間。
在整體模式適合度部分：x2值容易因大

樣本之影響而顯著，造成模式的不適

配，不適合做為評斷指標，因此採用

GFI、AGFI、NFI、IFI、TLI等比較不

面，例如：學習能力好、記憶力好、學

科表現好等；社會特質分量表（12題）
指評量學生在人際、溝通、分享等方

面，例如：人際很好、很好相處、不會

聽從老師的指示⋯⋯等；創意特質分量

表（7題）指評量學生在想法、作品、
幽默等方面，例如：想法特別、想像力

豐富、對事物有好奇心等；行為特質分

量表（13題）指評量學生在專心聽講、
打人、說謊等方面，例如：上課不會專

心聽講、上課愛講話、會亂罵不好聽的

話等。量表採Likert式6點量表為填答方
式（從完全同意至完全不同意共6個選
項），題目共有42題，各量尺上的等級
分別計1-6分，題目有正負向計分，量表
得分愈高，表示受試對短文主角之知覺

愈正向。

為了解量表的內容及字句是否清

楚，以國小4名學生進行預試，經過修
正後成為正式版本。接著以高雄市七賢

國小共117名五年級學生進行預試，結
果發現各題與總分相關均達.30以上，故
各題目均予以保留。在信度方面，量表

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數介於.80-.94
之間，全量表為.95。請見表3。
表3
「國小學生特質量表」各分量表之內部

一致性（N = 117）

量表內容 題數 Cronbach α

學習特質 10 .90

社會特質 12 .91

創意特質 7 .80

行為特質 13 .94

全量表 4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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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方式進行，施測時間約20分鐘。本研
究設計情境共有12個，學生乃依照各校
五年級各班參與學生，將1-12個情境問
卷隨機分派到各個學生，學生分派過程

如遇不足時，則補到下一個施測學校。

施測時，由班級導師簡單介紹研究者，

接著研究助理簡短進行自我介紹與說明

研究目的後，開始發問卷，等所有學生

拿到問卷後，研究助理逐字唸出指導

語，唸完整個說明後，再次簡短地強調

本研究的目的，並詢問有無問題，接著

會受樣本影響的指標來評估模式的適合

度，由表4的多向度初階模式適合度指
標可知，NFI、GFI、RFI、AGFI、IFI、
TLI、CFI均大於 .90，標準化SRMR
為.036（小於.05），RMSEA為.047（小
於.05），結果顯示整體模式適合度良
好。

四、實施程序

本研究為控制填答情境與內容，由

研究助理擔任主試，施測採團體隨機分

圖2  「國小學生特質量表」多向度初階因素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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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請受試各自閱讀問卷之短文資料約5
分鐘，閱讀完後，主試者說明意見填答

後，請受試勾選實驗操弄檢驗題，接著

由主試者說明如何填答國小學生特質量

表，以確保學生了解如何填答，最後請

所有受試填寫基本資料表。

五、資料分析

針對回收資料進行篩檢，刪除填答

不全與檢驗題填答有誤的資料後，進行

資料登錄和輸入，利用SPSS進行統計分
析。以不同標記（普通學生、ADHD學
生、資優學生、ADHD資優學生）、行

表4
「國小學生特質量表」初始模式因素分析（N = 117）

評　鑑　項　目 實際數值 評鑑結果

基本適合標準

是否沒有負的誤差變異？ 是 良好

誤差變異是否都達顯著水準？ 是 良好

參數間相關的絕對值是否未太接近1？ 是 良好

因素負荷量是否介於.5∼.95之間？ 介於.85-.94之間 良好

整體模式適合標準（外在品質）

x2值是否未達顯著？ x2 = 17.567
df = 14

因卡方值會受樣本數影

響，所以僅做為參考值

GFI指數是否大於.90？ .965 良好

AGFI指數是否大於.90？ .909 尚可

SRMR指數是否低於.05？ .036 良好

x2值比率是否小於3？
1.255

因卡方值會受樣本數影

響，所以僅做為參考值

∆1（NFI）指數是否大於.90？ .978 良好

∆2（IFI）指數是否大於.90？ .995 良好

TLI（NNFI）指數是否大於.90？ .991 良好

RMSEA是否小於.05？ .047 良好

為（適當行為、ADHD行為、CD行為）
訊息為自變項，「國小學生特質量表」

之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表現為

依變項，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

量表得分的差異。

肆、研究結果

一、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學生知

覺學習特質之影響

表5發現各組學生在學習特質知覺
之平均得分介於15.49-52.16之間，表6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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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知覺資優標記（M = 35.15）、ADHD
資優標記（M = 35.29）訊息的學習特質
優於ADHD標記學生（M = 30.28）；另
發現出現適當行為（M = 49.07）對學生
知覺學習特質得分顯著高於出現ADHD
行為（M = 31.48），且出現ADHD行為
知覺學習特質得分顯著高於出現CD行
為（M = 19.62）的得分。

示在單純主要效果方面，發現「標記」 
與「行為」（F = 1.74，p > .05）交互作 
用未達顯著差異，即出現不同標記與行 
為訊息對學生在學習特質知覺無顯著差 
異。在主要效果方面，「標記」（F =  
5.67，p < .01）及「行為」（F = 298.31，
p < .01）的主要效果均達顯著差異，經
由事後比較（以Scheffe法）發現，國小 

表5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習特質知覺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標記訊息 行為訊息
學習特質

人數
平均數（M） 標準差（SD）

正常學生 適當行為 50.65 10.20 37

ADHD行為 28.59 10.36 37

CD行為 19.27 10.31 37

ADHD 適當行為 43.97 11.32 37

ADHD行為 31.38 11.97 37

CD行為 15.49 8.05 37

資優 適當行為 52.16 6.73 37

ADHD行為 32.05 11.71 37

CD行為 21.24 11.81 37

ADHD兼資優 適當行為 49.49 8.81 37

ADHD行為 33.89 11.41 37

CD行為 22.49 11.11 37

表6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學習特質知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標記（A） 1853.00 3 617.67 5.67**
行為（B） 64972.52 2 32486.26 298.31**
標記×行為（A×B） 1134.73 6 189.12 1.74
誤差 47045.35 432 108.90
全體 115005.59 443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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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即不同標記訊息對學生在社會特

質知覺沒有顯著差異；「行為」（F = 
458.59，p < .01）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差
異，經由事後比較（以Scheffe法）發
現，出現適當行為（M = 61.42）對學生
知覺社會特質得分顯著高於出現ADHD
行為（M ＝ 36.68），且出現ADHD行為
知覺社會特質得分顯著高於出現CD行
為（M = 22.20）的得分。

二、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學生知

覺社會特質之影響

表7發現各組學生在社會特質知覺
之平均得分介於20.35-63.35之間，表8
顯示在單純主要效果方面，「標記」

與「行為」（F = 1.66，p > .05）交互
作用未達顯著差異，即出現不同標記與

行為訊息對學生在社會特質知覺無顯著

差異。主要效果方面，「標記」（F = 
0.68，p > .05）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差

表7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社會特質知覺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標記訊息 行為訊息
社會特質

人數
平均數（M） 標準差（SD）

正常學生 適當行為 60.95 12.70 37
ADHD行為 33.16 11.04 37

CD行為 24.81 10.59 37

ADHD 適當行為 58.62 12.67 37
ADHD行為 38.30 11.34 37

CD行為 20.35 12.33 37

資優 適當行為 62.76 7.97 37
ADHD行為 37.70 12.22 37

CD行為 22.16 10.95 37

ADHD兼資優 適當行為 63.35 7.70 37
ADHD行為 37.57 10.14 37

CD行為 21.49 13.84 37

表8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社會特質知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標記（A） 257.88 3 85.96 0.68
行為（B） 116400.42 2 58200.21 458.59**
標記×行為（A×B） 1264.36 6 210.73 1.66
誤差 54825.78 432 126.91
全體 172748.44 443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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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0.70，p > .05）的主要效果未達
顯著差異，即不同標記訊息對學生在創

意特質知覺沒有顯著差異；但「行為」

（F = 21.67，p < .01）的主要效果達顯
著差異，經由事後比較（以Scheffe法）
發現，出現適當行為（M = 26.76）對
學生知覺創意特質得高於出現CD行為
（M = 20.59），且出現ADHD行為（M 
= 25.60）知覺創意特質高於出現CD行
為的得分。

三、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學生知

覺創意特質之影響

表9發現各組學生在創意特質知覺
之平均得分介於20.05-27.51之間，表10
顯示在單純主要效果方面，「標記」與

「行為」（F = 0.67，p > .05）交互作
用未達顯著差異，即出現不同標記與行

為訊息對學生在創意特質知覺沒有顯

著差異。在主要效果方面，「標記」

表9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創意特質知覺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標記訊息 行為訊息
創意特質

人數
平均數（M） 標準差（SD）

正常學生 適當行為 27.05 7.81 37
ADHD行為 23.89 9.01 37

CD行為 20.86 8.17 37

ADHD 適當行為 26.65 10.43 37
ADHD行為 27.51 6.45 37

CD行為 20.05 8.21 37

資優 適當行為 26.76 7.78 37
ADHD行為 26.92 10.02 37

CD行為 21.41 7.83 37

ADHD兼資優 適當行為 26.57 6.83 37
ADHD行為 24.08 9.81 37

CD行為 20.05 9.36 37

表10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創意特質知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標記（A） 154.08 3 51.36 0.70
行為（B） 3175.82 2 1587.91 21.67**
標記×行為（A×B） 292.75 6 48.79 0.67
誤差 31657.57 432 73.28
全體 35280.22 443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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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即不同標記訊息對學生在行為特

質知覺沒有顯著差異；「行為」（F = 
489.10，p < .01）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差
異，經由事後比較（以Scheffe法）發
現，出現適當行為（M = 72.44）對學生
知覺行為特質得分顯著高於出現ADHD
行為（M = 43.61），且出現ADHD行為
知覺行為特質得分顯著高於出現CD行
為（M = 26.13）的得分。

四、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學生知

覺行為特質之影響

表11發現各組學生在行為特質知覺
之平均得分介於24.41-75.76之間，表12
顯示在單純主要效果方面，「標記」與

「行為」（F = 1.02，p > .05）交互作
用未達顯著差異，即出現不同標記與行

為訊息對學生在行為特質知覺無顯著

差異。主要效果方面，「標記」（F = 
0.67，p > .05）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差
表11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行為特質知覺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標記訊息 行為訊息
行為特質

人數
平均數（M） 標準差（SD）

正常學生 適當行為 70.68 13.33 37
ADHD行為 42.27 12.22 37

CD行為 29.49 15.62 37

ADHD 適當行為 72.22 10.45 37
ADHD行為 42.84 13.62 37

CD行為 24.41 14.69 37

資優 適當行為 75.76 3.72 37
ADHD行為 44.95 13.09 37

CD行為 25.59 14.95 37

ADHD兼資優 適當行為 71.11 10.38 37
ADHD行為 44.41 8.16 37

CD行為 25.03 17.93 37

表12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在行為特質知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標記（A） 334.30 3 111.43 0.67

行為（B） 161877.96 2 80938.98 489.10**

標記×行為（A×B） 1015.82 6 169.30 1.02

誤差 71489.95 432 165.49

全體 234718.03 443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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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標記訊息不易對國小學生知覺產生影

響。故本研究會發現國小學生較不會受

到ADHD標記名詞而產生負向知覺。

二、不同標記訊息對國小學生知覺

之影響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對正向標記名

詞（資優學生、ADHD資優學生）會比
ADHD學生形成較佳的學習特質知覺，
在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之知覺則無影

響。故本研究假設二獲得部分支持。

此結果同於有些研究僅探討標記訊息

所得研究結果類似，例如蔡明富與洪

儷瑜（2005）、蔡明富（2008）發現
正向名詞（精力充沛）會比負向名詞

（ADHD）對學生在學校適應易形成正
向知覺。黃文玟與陳美芳（2006）亦發
現國小普通班學生被告知資優生會比

未告知資優生在認知特質的知覺得分

高。另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對資優標記

及ADHD資優標記知覺僅優於ADHD標
記，並未優於普通學生。此發現不同

於蔡明富（2013）、黃文玟與陳美芳
（2006）發現，究其原因可能為本研究
對象對資優學生的知識與直接接觸經

驗有限所致，從表2發現本研究對象在
「資優生知識」的認識佔四成，符合本

研究參與學校有一半國小均未設立一般

智能資優班，故學生對資優生的知識相

對會受限。此外，表2發現本研究對象
與資優生有直接接觸經驗佔五成。惟蔡

明富（2013）研究國中學生具備資優生
知識佔五成，黃、陳氏的研究樣本全部

均有直接接觸資優學生的經驗，故本研

究在國小學生對資優學生的知識及接

觸經驗有限下，故學生對資優學生或

ADHD資優學生無法形成比普通學生更

伍、討論

一、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國小學

生知覺之影響

本研究發現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

國小學生在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

特質之知覺未有二因子交互作用，故

本研究假設一獲支持。此結果與過去

多數研究發現相符（蔡明富，2007，
2008，2013；Batzle et al., 2010；Fox & 
Stinnett, 1996；Koonce et al., 2004），
即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學生知覺不會形成

交互作用。本研究顯示出現適當行為訊

息，學生不易受ADHD標記訊息影響產
生負向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預

測，顯示學生不會受到ADHD標記而形
成負向知覺。惟本研究結果和蔡明富與

洪儷瑜（2005）發現並不一致，蔡、洪
氏發現學生對同時出現負向標記與適當

行為時，學生易受負向標記訊息影響形

成負向知覺，本研究卻無此發現。究其

原因可能如下：第一，本研究所參與

國小學生對ADHD有相當認知及接觸經
驗所致，從表2本研究參與國小學生基
本資料表中得知，本研究國小學生在

ADHD知識了解佔三成，蔡、洪氏的研
究受試僅佔兩成（約22%），且本研究
樣本在ADHD有接觸經驗者（包括有直
接接觸或／與間接接觸ADHD學生）佔
七成，蔡、洪氏的研究受試僅佔五成

（約49%）。故可能原因來自本研究樣
本對ADHD知識與接觸經驗均較豐富。
第二，本研究的依變項主要包括學習、

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的知覺，與蔡明

富與洪儷瑜（2005）所採用學校適應與
社會距離等依變項有所不同，以致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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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行為會影響學生形成負向知覺。本
研究結果與過去文獻發現一致，蔡明富

（2008，2013）結果亦發現ADHD、CD
行為是主要影響學生形成負向預測。另

外，在精神醫學文獻也發現負向行為對

他人在知覺影響大於標記，顯示負向

行為是影響他人產生負向接納之主因

（Cormack & Furnham, 1998；Link et al., 
1987）。由此結果顯示學生對標記訊息
之知覺中，出現與標記有關重要訊息量

時（ADHD、CD行為訊息），ADHD、
CD行為訊息對個人知覺之影響大於標
記本身。

本研究顯示學生無論出現何種標記

訊息，ADHD、CD行為會影響學生在
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形成負向

知覺，更進一步發現CD行為影響學生
形成負向知覺更甚於出現ADHD行為訊
息。此結果與邱祐鈴（1999）、蔡明富
（2008）、蔡明富（2013）、Link等人
（1987）及Ohan等人（2011）發現相一
致，即愈具有嚴重性的疾病行為，會增

加個人對精神病人或特教學生的負向知

覺。本研究亦發現出現CD行為訊息會
比出現ADHD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易形
成負向知覺，且出現ADHD行為訊息會
比出現適當行為訊息之知覺更負向。由

此可知學生在社會認知歷程中，當標記

和負向行為相關訊息同時出現時，個人

會由較強之訊息來決定知覺，而不一定

是標記。故學生對ADHD標記學生的知
覺，主要是受到出現ADHD、CD行為
而產生負向知覺，而且出現CD行為會
比出現ADHD行為更讓學生產生負向知
覺。

另從創意特質之知覺，本研究另

發現出現ADHD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

正向的學習特質知覺。

上述發現只有操弄標記時，正向標

記確實有改善他人印象的效果，本研究

標記的單純效果也支持這個現象。惟本

研究標記的正向效果僅止於學習特質變

項，在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之知覺，

並不會受到標記名稱所影響。究其原

因可能與本研究「國小學生特質量表」

所測量內容向度不同所致，本研究工具

主要測量學生在學習、社會、創意及行

為特質之態度，研究設計所操控正向

標記訊息（例如：資優、ADHD資優標
記），可能學生對「資優」認識與接觸

經驗較偏向「學習」方面的知覺，易讓

學生在學習表現優異形成正向知覺，故

易在學習特質知覺產生正向影響，惟針

對非學習領域（例如：社會、創意及行

為特質）的影響卻不大。

三、不同行為訊息對國小學生知覺

之影響

本研究考驗行為訊息的影響時，就

無法完全支持正向標記知覺的成效，一 
旦出現ADHD、CD行為重要訊息，學
生對於資優學生或ADHD資優學生之知
覺不會受影響而變正向，故本研究假

設三得到支持。由此可知在社會認知歷

程中，當標記和行為相關重要訊息同時

出現時，個人可能會由較顯著訊息來決

定知覺，而不一定是標記。此研究類似

許多研究發現當個體重要訊息與刻板印

象出現時，他人易受到個體重要訊息

產生知覺，刻板印象的影響卻相當有

限（Kunda & Sherman-Williams, 1993；
Kunda & Thagard, 1996）。本研究結果
發現無論出現普通學生、ADHD、資優
學生或ADHD資優學生標記，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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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為探討國小學生對ADHD資優標記
相關訊息之知覺，本研究主要釐清不同

標記（普通學生、ADHD學生、資優學
生、ADHD資優學生）與行為（適當行
為、ADHD行為、CD行為）訊息如何影
響國小學生在學習、社會、創意及行為

特質之知覺。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1. 不同標記與行為訊息對學生知覺不會
形成二因子交互作用，結果顯示不同

標記訊息不會因為出現不同行為訊息

對學生之知覺有影響。如果出現適當

行為訊息，學生不易受ADHD標記訊
息影響產生負向學習、社會、創意及

行為特質預測，顯示國小學生不會受

到ADHD標記而形成負向知覺。
2. 僅出現標記訊息，國小學生對正向標
記（例如資優、ADHD資優標記）產
生學習特質知覺優於ADHD標記，但
在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的知覺並不

會受到標記訊息影響，此結果顯示正

向標記對學生知覺影響並非全面性。

另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對資優標記及

ADHD資優標記知覺僅優於ADHD標
記，並未優於普通學生。

3. 僅出現行為訊息時，負向行為（例如
ADHD及CD行為）對學生知覺學習、
社會及行為特質差於適當行為，且對

CD行為負向知覺差於ADHD行為。

知覺創意特質得分高於出現C D行為
的得分。顯見ADHD行為訊息對學生
知覺具有正向創意特質之效果。此發

現可能與ADHD學生與高創造力學生
均有相似特質有關，例如：出現不專

注、過動及衝動行為（Lee & Olenchak, 
2014）。本研究得到結果與過去研究發
現ADHD學生具有高創意特質相類似。
Shaw 與 Brown（1991）發現ADHD學
生在Torrance圖形創造力測驗的分數表
現高於普通學生；另有許多文獻亦支

持ADHD較普通學生具有高創造力表現
（蔡明富、龔盈涵，2005；Cramond, 
1994；Sang, Yu, Zhang, & Yu, 2002）。
另本研究顯示國小學生對ADHD行為易
形成正向創意特質知覺，可能與ADHD
學生易出現冒險、挑戰、好奇等行為，

正好與本研究所測量創意特質題目相類

似，故學生易對ADHD行為形成正向知
覺。惟本研究發現學生對ADHD行為訊
息知覺創意特質得分並未高於適當行為

的得分，此發現與蔡明富（2013）的研
究結果並不一致，推論其原因，可能

為本研究對象以國小學生為主，從表

2發現本研究對象具有ADHD知識佔三
成，前述蔡明富（2013）研究對象以
國中學生為主，且國中學生在ADHD知
識佔近五成（約47%）。顯示本研究國
小學生對ADHD知識了解並沒有比蔡氏
（2013）研究國中學生樣本來得多，故
無法發現學生對ADHD行為的創意特質
知覺優於適當行為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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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時，教育工作者應多加強學生對
ADHD的認識與接觸經驗，學生較不會
受單獨呈現負向標記而形負向認知。

3. 改善學生ADHD、CD負向行為可建立
同儕正向知覺

由於ADHD學生除出現不專注、衝
動與過動症狀行為外，可能伴隨CD行
為。本研究發現學生出現任何正向或負

向標記訊息，學生僅能從ADHD、CD行
為訊息去認知，進而產生負向知覺，且

CD行為對學生負向知覺更甚於ADHD行
為。故學生主要受ADHD、CD行為訊息
產生負向知覺。故學生對資優、ADHD
或ADHD資優學生的知覺，主要是受到
出現ADHD、CD負向行為而產生排斥，
如果僅從修改標記名稱，並未能改善學

生對其形成正向知覺。顯見ADHD、CD
行為是形成同儕負向知覺之主因。建議

教育工作者在協助同儕接納ADHD學生
或ADHD資優學生時，如果個案同時伴
隨CD行為，除改善個案ADHD症狀行為
外，應該加強改善個案CD行為，以建
立同儕正向知覺。

4. 善用ADHD學生高創意行為特質
在創意特質的知覺方面，本研究發

現國小學生知覺ADHD行為之創意特質
表現優於出現CD行為。顯示ADHD學
生的行為特質與高創意特質相類似，建

議未來協助ADHD學生時，應對同儕多
加強宣導及說明其具有冒險、挑戰、好

奇等創意特質，讓班上同儕換個角度看

ADHD學生的創意特質，將有利營造同
儕之接納。

（二）研究建議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國小五年級學生，不

同年段學生對標記之知覺可能會有不同

故本研究考驗不同行為訊息對學生的

知覺影響時，就無法完全支持正向標

記知覺的成效，學生出現ADHD、CD
行為重要訊息，學生對於資優學生或

ADHD資優學生之知覺不會受影響而
變正向。另外學生對ADHD行為訊息
形成創意特質覺知優於出現違規行為

訊息，顯示ADHD行為訊息對學生具
有正向創意特質之知覺。

二、建議

（一）教育建議

1. 提供資優知識與接觸經驗有利提昇學
生對資優及ADHD資優學生認知
如果只有出現標記訊息，本研究發

現學生對資優標記、ADHD資優標記的
學習特質知覺優於ADHD標記（但不會
優於普通學生標記），且並不影響學生

知覺其社會、創意及行為特質。結果顯

示資優標記影響學生之知覺層面並非全

面性，本研究顯示資優與ADHD資優標
記訊息只能影響學習特質層面之知覺。

上述結果可能與學生對「資優」知識與

接觸經驗受限有關，建議未來教育工作

者宜加強同儕對資優知識與接觸經驗的

提昇，有利同儕對資優學生及ADHD資
優學生形成正向的全面性知覺。

2. 加強ADHD認識與接觸經驗可改善同
儕對ADHD負向知覺
本研究顯示國小學生對不同標記與

行為訊息之知覺，標記和行為訊息並

不會產生交互作用，顯示學生面對負向

標記與適當行為訊息時，負向標記訊息

對學生並不會產生負向知覺。可能與本

研究國小學生具備ADHD知識與接觸經
驗有關，故不易受到負向ADHD標記名
稱所影響。建議未來在國小進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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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wice-Exceptional Label Information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 An ADHD/Gifted 

Example

Abstract
Individuals with both giftedness and disability have been neglected in education in 

the pas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abels and 
behavioral information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s. Four different labels 
were normal, ADHD, Gifted and ADHD/Gifted, and three types of different behavioral 
information were proper, ADHD and CD. There were 444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recruited from Kaohsiung cit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Perception of My Classmate Inventory”.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two-way ANOVA analysi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two-
way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labels and behavioral information on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academic, social, creative, and behavioral domains. (2) The Gifted and ADHD/Gifted 
labels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academic domain than did 
the ADHD label. However, students’ perception of social, creative and behavioral domain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cause of different labels. (3) The ADHD and CD behavioral 
information had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academic, social 
and behavioral domains than did the proper behavioral information. The CD behavioral 
information had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se domains than did the 
ADHD behavioral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proper and ADHD behavioral information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creative domain than did the CD 
behavioral information.

Key words:  gifte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twice-exceptional students, 
label,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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