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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階段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的自我認同，透過質性研究的取向，進行

半結構式的訪談，研究對象為一名國中尌讀數理資優班的自閉症學生，從個人認同以及社會

認同兩大向度進行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其個人認同層面認同的態度是偏向客觀的中性態度

，但是曾受到資優高期待的影響，對於自閉症身分會有所隱藏；社會認同的層面，父親認同

狀態會較為傾向資優生的身分，對於自閉症身分較不了解，母親則是對於自閉症資優身分都

抱持積極的態度異；同儕的認同狀況受限於身分不公開，對於瞭解身分的同儕都是抱持著客

觀的態度，並沒有特別的認同態度，此外，研究也發現隨著教育階段的轉換，認同的狀態會

出現不同的狀況而有所改變。針對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了以下建議：身為教學者應該促進

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更加了解自己，適時提供資源作為連結，協助這類學生在轉換教育階段

的認同發展，並且營造友善與開放的學習環境及提供適切的親職教育，以協助自閉症資優學

生的自我認同發展。 

 

關鍵詞：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自我認同、個人認同、社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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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gifted student with autism in colleg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through the orient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participant is an autistic student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with an autistic gifted class. The two 

dimensions of pers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his 

attitude towards personal identity recognition is biased towards an objective and neutral attitude, but he 

has suffered from high expectations of giftedness, and he will improve and hide his autistic identity; 

the height of social identity and father’s identity will have a lot of resources. The status of eugenics is 

less aware of the status of autism, while the mother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status of 

autistic giftedness; the identity of the peers tends to be less open, and they hold the status of peers 

who know their status. With an objective attitude, there is no special attitude towards identific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research has also found that the state of identification will change due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chan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 stage. In response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s teachers, students with 

outstanding autism funds should be promo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mselves, and resources 

should be provided as a link in time to assist typical students in the transitional education stage of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o establish friendship and friendship. An open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ppropriate parenting education are provided to assist the self-identity 

development of gifted and autistic students. 

 

Keywords: The Gifted Student with Autism, Self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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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內的相關自我認同的研究中，已有許多針對不同身心障礙障別的研究對象，像是針對

肢體障礙、聽覺障礙以及視覺障礙，包括吳佳蓉（2014）、林郁青（2010）、張淑品（2011）、

郭亭吟（2016）等人，他們發現自我認同歷程，常會受到障礙特質或是外界環境所影響，而

姜忠信（2008）所整理過去台灣所做過的自閉症研究中，多聚焦於社會、語言發展，以「自

我認同」作為研究主題的仍未看見，至今也少見相關研究，反觀國外，相關研究包括

Baron-Cohen、Leslie 與 Frith（1985）、Farley、Lopez 與 Saunders（2010）、Bottema-Beutel

與 Smith（2013）、Winston、Huntington、Goldsack、Kyrou 與 Millward（2014）以及 Ratner

與 Berman（2015），已有針對自閉症之自我認同之相關主題作為探討。而針對資賦優異學生

的自我認同，Gross（1998）、郭靜姿（2000）以及 Neihart（2006）等人也都有相關的研究。

因此從以上眾多研究中，可以大致分別了解自閉症學生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的自我認同發展，

但卻缺乏相關研究是專為探討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的自我認同，因此，研究者認為自閉症資

賦優異學生自我認同的狀況，是值得去深入探討與了解的。 

而在大專階段，部分研究顯示身心障礙大專生面臨的挑戰更大，可能影響其自我認同的

發展（羅玉容，2005；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2005；陳蓉，2015），綜合以上研究，可

以瞭解大學生在面臨自我定位混亂，以及未來生涯抉擇下可能會影響自我認同，另外綜合自

閉症資賦優異學生自我發展的相關研究（Connie，2017），在各階段自我階段發展的不同，

自我認同可能會有不同的狀態，因此，本研究將鎖定大專階段，以探討此階段的自閉症資優

學生的自我認同，相信在了解之後，對於未來協助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教學與輔導也能有所

幫助。 

而依據 Cheek 與 Briggs（1982）針對自我認同的特徵區分為個人認同及社會認同，此外，

也有相關的研究針對兩個向度進行延伸說明，因此本研究將自我認同聚焦於這兩個面向，期

望能透過深入探討自我認同的狀態，與相關研究結果進行比較，來了解大專階段自閉症資賦

優異學生的自我認同，其結果也能作為對未來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之教學與輔導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 自我認同相關理論之探討 

自我認同一詞最早是源自 Erikson 所提出的心理社會發展理論，將人的一生依據心理社會

的發展任務分為八個階段，即為社會心理發展階段（psychosocial theory of development），在

每個階段會不斷經歷各樣的「發展危機」（developmental crisis），並會有不同的「發展任務」

（developmental task），完成了該階段的任務才能進入下一階段，邁向健康的人格發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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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rikson 提到青少年階段，其核心發展任務即為「自我認同」，青少年在此階段會對自我

概念產生疑惑，在自我價值統合的過程，期盼能建立自我價值觀，同時也在乎外界對於自己

的認同以及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若在此階段未能順利整合生物、心理、社會等層面以達

自我認同，便會造成認同混亂（identity diffusion），因此自我認同對於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

展十分的重要。 

而自我認同的內容，Cheek 與 Briggs（1982）針對認同的特徵，將認同區分為個人認同

以及社會認同兩個面向進行研究，並於 1989 年時將集體認同納入自我認同的內容，因此，自

我認同的內容共有三個分，分別為個人認同、社會認同以及集體認同；而 Fearon（1999）的

研究中，提到認同感的形成被分為個人認同以及社會認同，其中個人認同被定義為特徵、性

質、信念、慾望或行動的集合，特徵會使個人歸類為與其他人不同的群體，也可以代表對於

自身的整體看法；社會認同則是一個人在社會團體的身分，人們會依據團體成員來定義自己，

並希望被重視以及尋求認同，例如：在團體中的自豪感或是自尊心，綜合上述得知，自我認

同的重要內容包含個人認同以及社會認同，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向度，將以個人認同以及社

會認同進行深入探討。 

二、 自閉症者及自我認同相關研究之探討 

Cridland、Caputi、Jones 與Magee（2014）的研究中提到，青春期是許多成熟變化的時期，

包含一系列的成長，如社交關係、情感以及認知的發展，其中社會角色以及責任也會有所改

變，這些變化通常需要適應，也容易導致壓力、產生焦慮或是其他情緒問題，而有些高功能

自閉症的青少年較無法抵抗這些挑戰，進而影響人際關係的發展。而在Cooper、Smith和Russell

（2017）的研究中，發現自閉症者在社交互動上存在缺陷，並遭受社會的污名化，發現自閉

症者的個人自尊水平明顯低於一般人，容易出現抑鬱或焦慮的現象，這些因素可能會影響並

干擾他們社會認同的發展。而針對自閉症自我認同相關的研究：Bottema-Beutel與 Smith（2013）

分析相關研究中提到，輕度自閉症者容易因獲得較少的同儕認同，而影響自我認同，

Baron-Cohen 等人（1985）以及 Ratner與 Berman（2015）皆提到自閉症者因本身自特質之影

響較難建立認同感，除了本身難以建立認同感外，對於心智理論中提到的理解他人想法的部

分，自閉症者也較為受限，Farley 等人（2010）提到自閉症者較難以理解他人的看法，可能

會因無法吸收來自社會互動之資訊，以及自我信念理解的限制，而影響自我認同之發展。而

個人認同層面中，自閉症身分的標籤，有助於自閉症者了解自身的特質，因此透過身分能夠

展現自身的獨特之處，能夠有較為積極的認同狀態，因此對於自閉症者的個人認同，身分的

意義在於能夠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原因以及解釋。（Mogensen & Mason, 2015）；社會認同層

面，自閉症者可能因為社交能力的受限，導致他們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不願意公開自己的身

分，Cox 等人（2016）提到自閉症者除了試圖掩飾自己的自閉症身分，甚至會為了迎合社會

期待而隱藏自己的行為，同樣的 Mogensen 和 Mason（2015）的研究中也有提及類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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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從上述文獻探討，可以歸納出自閉症者的個人認同，可能受到本身特質的影響，如

焦慮、社會角色轉換的適應，而人際關係的發展，常常也是影響自我認同中社會認同感的發

展，而個人認同層面中，自閉症身分有助於行為的認可，因此這個標籤有助於他們認同自己

的身分；社會認同層面，會受限於本身社會互動的限制，因此可能會出現隱藏身分或是迎合

社會期待的行為。 

三、 身心障礙資賦優異者自我認同相關研究之探討 

（一） 身心障礙資賦優異者之自我認同 

資優生具備獨特之認知、情意特質，在巨大的學習壓力以及社會環境會給予資優生的期

待，可能會進而影響資優生的自我認同發展，Neihart（2006）認為青春期的資優生在歸屬感

的加深下，在建立和諧的自我概念會產生衝突，可能因此影響資優生的潛在發展以及自我認

同。Gross（1998），指出自我認同是資優生發展天賦的關鍵，資優生的身分發展過程因與同

齡人的先天及後天差異而較為複雜，要在同儕文化中得到重視，他們可能會掩蓋自身的才華，

掩蓋對於學習的熱愛，努力於獲得他人大量的增強，來發展出被社會更能認同的身分，可能

造成自我認同以及他人認同之差別，進而影響其選擇生涯之發展，常在缺乏自我定位之狀況

下，容易迎合社會期待而忽略自身需求。另外，郭靜姿（2000）認為資優學生在身心發展上

會出現不均衡之現象，因此他們在適應上常存在一些獨特性的問題，進而容易造成負面的人

際關係、自我概念以及自我發展，此外，吳劍鋒（2018）以高中舞蹈資優學生為研究對象，

將學生自我認同之情形進行描述性統計，指出資優學生在自我意識的危機發展較為混亂，危

機發展混亂的程度也因年齡越高，在自我統合的向度得分愈高。根據以上文獻之整理，可以

得知資優生雖然擁有獨特優秀的天賦，但也因為這些天賦，造成他們在發展自我認同時受到

許多的影響，像是得到外在過度的期待、優秀的表現、人際關係之經驗等等，皆可能使資賦

優異學生在發展自我認同時，受到限制或是造成負向經驗。 

而身心障礙資優學生不同於一般的資賦優異學生，他們同時擁有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之

特質，在兩者交互影響下，可能造成自我的發展產生衝突與矛盾，因為兩種不同的標籤分別

代表不同的期望，因此會認為自己是「不一樣」的，進而影響其自我認同的發展，Dole（2001）

歸納四位學習障礙資優學生自我認同之歷程，發現「自我知識」、「自我接納」、「自我倡

導」、「自我決策」四階段，在自我認同歷程中會循環發生，而發生順序則因個人生活經驗

而有不同，其中自我認同歷程會遇到的困難是資優的天賦可能會掩蓋學障的特質，或是可能

因為學障而導致資優不被認定，另外 Morrison（2000）也提出情障資優生的自我認同是否能

順利發展，與個人生活經驗有關。此外，根據林怡瑩（2018）統整不同研究身心障礙資優的

研究，他發現身心障礙資優學生在發展自我認同時，會比一般學生面臨更多困難，並且與「矛

盾的自我定位」、「發展受限的挫折」、「同儕的孤立」、「教師及家長的不當期待」及「缺

乏適當的教育安置」等因素有關，雖然身心障礙資優生在自我認同的發展歷程中，相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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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面臨更多的衝突，但也不盡然自我認同的表現都是負面的，他們也像一般學生一樣隨著

年齡，自我認同的發展趨於成熟。 

而除了上述關於身心障礙資優生的自我認同的歷程或特質，以下將尌相關的文獻研究結

果進行補充說明，自尊不論是外在環境所產生的結果，抑或是影響自我認同的發展，都具有

一定的影響力，在 Faouri（1998）的研究中，尌特別的關注關於學習障礙資優生，是否因為

資優與學習障礙之間的交互作用而產生差異，結果卻發現從自尊心的表現來看，由高到低為

資優學生、學習障礙學生、學習障礙資優學生，然而其中學障資優學生的自尊，又高過於一

般的學生，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研究者歸納出其建立自尊的兩大要點，分別為清楚自

身的優勢，另一點則為了解自己的弱點，因此透過這樣的成敗歸因歷程，能產出克服障礙的

策略。另外，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除了自閉症的特質外，同時也具備某領域一定的天賦，然

而這類的學生可能因為相關的特質，而使他們在學校遭受極大的困難，例如：缺乏相互溝通

與社交的技巧，可能容易打斷談話的內容；擁有特殊的興趣喜好，而沒有注意到聽眾的注意

力…等狀況，這些現象可能使他們難以建立友誼，甚至可能影響心理的健康狀態（Hermon, 

2002），以下整理了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自我發展之相關研究，針對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的

特質，在 Cash（1999）的研究中提到：這類學生相較於智力表現較為低落的自閉症學生而言，

會具備較為廣泛的能力，通常能更有效的與他人互動及分享，然而相對的會產生一些負面影

響，例如個體的內在處於一個矛盾的世界，優弱勢間的矛盾。Nicpon等人（2010）透過家人、

教師及自我檢測的量表中發現，這類的學生表現出明顯的抑鬱和過度活躍的症狀，這超出了

同齡學生的預期，這些對於青少年期間的建立友情以及維持社交關係都是挑戰之一；另外也

發現焦慮與注意力的問題會因為環境間的變化（如：家庭與學校）、互動程度的不同（如：

家長互動、師生互動）而有所不同。為了解與確定自閉症資優生可能遇到的社交困難，研究

中探討了關於大專階段自閉症資優學生對於教育經驗的個案研究，其中有研究參與者提到因

為診斷為自閉症，讓他能開始理解自己某些行為的原因，尚未診斷前卻是懷疑著自己的資優

特質。 

參、 研究設計 

一、 研究方法及對象 

本研究為了解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的自我認同歷程，採質性研究取向，透過訪談的形式

探討研究參與者在自我認同之親身經驗，以了解發展歷程以及可能遭遇的狀態，並進行相關

資料之分析，尌本研究目的將分別以個人認同與社會認同的層面進行探討。 

在研究對象上，以立意取樣選取一位國中曾尌讀數理資優班之自閉症學生，目前尌讀大

專階段機電工程學系之自閉症學生（表 1 為基本資料敘述），進行兩次的深入訪談，以了解

其在自我認同發展歷程中，對於自我認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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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參與者 A生之基本資料敘述 

個案匿名 尌讀科系及年級 資優生身分取得 自閉症身分取得 

A生 機電工程學系一
年級 

國一進入數理資
優班尌讀時取得
資優生身分。 

國二至國三期間母親與相關的家長互
動，取得相關資訊後進行心理衡鑑取得自
閉症身分。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透過訪談作為蒐集資料的主要來源，所需的研究工具主要包含：研究者、研究

邀請函、研究參與同意書、訪談大綱、錄音設備及研究札記。研究過程中採用半結構式的深

入訪談，並保留足夠的空間與彈性，使研究參與者能陳述自身獨特的個人意見。訪談架構主

要以兩大架構為主軸，分別為「個人認同」及「社會認同」作為引導。 

三、 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之訪談內容透過錄音的方式謄寫為逐字稿，研究者先以客觀的態度記錄下參與者

所敘述之內容，包含其他呈現非口語之訊息，如：表情、語調、語氣等等，以括號的方式呈

現於語句的最後。進行逐字稿的編碼時，於逐字稿中以字母 A代表研究參與者。對話中的編

碼方式以 A-1-10為例，第一碼「A」代表研究參與者 A，第二碼「1」代表訪談次數，第三碼

「10」代表第 10句話。將逐字稿進行分類，分析各範疇的性質與面向，對所有研究資料做進

一步的分析與組織，以形成研究結果。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目前尌讀於機電系的 A生，國中時尌讀數理資優班，在國二至國三期間，因為母親與相

關的家長團體接觸後，對於自閉症相關的資訊有所接觸，進而為 A生安排一系列的心理衡鑑，

並且在相關的鑑定流程後確定鑑定為自閉症，當時曾經接受學校教師的相關輔導服務，進入

明星高中尌讀後，未尌讀資優班，自閉症的身障證明有持續的進行更新與複檢，也有持續接

受相關的輔導服務，以下將透過 A生的分享來論述其自我認同之狀況。 

一、 個人認同 

（一） 「頭銜」一般的身分 

國中階段尌讀資優班的 A生，當時對於自己的成績十分要求，對於自己身為資優生的身

分，並不認為有特殊的感受，對他而言尌是順利考進資優班而獲得這個身分，然後在尌讀資

優班的期間，又取得了另一身分—自閉症，A 生回憶起當時面對鑑定的結果：「對我個人來

說的話，我是覺得沒什麼差耶（A-1-71）；呃...就...它只是鑑定出來的一個結果阿，實際上，

也不會影響你的生活態度，就還是差不多（A-1-72）」，對於自閉症資賦優異的身分，A 生

的態度並沒有特別的想法「阿就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阿都有結果就這樣啊（A-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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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存在的身分，A 生認為鑑定出來的結果除了接受，好像也不會改變什麼，而除了如此坦

然的態度，A 生更進一步的說明自己對於鑑定結果的看法：「我的想法應該是說，這個…簡

單來講…那個比較像一個『稱號』，那些特質是原本就在你身上的，你只是被鑑定出來一個

『稱號』（A-1-73）」，A 生認為鑑定的結果對於自己而言，尌像是一個稱號與頭銜，被冠

上這個頭銜，並不會改變什麼，而那些特質是原本自己的表現，原來的自己尌是如此的樣貌，

並不會因為一個頭銜或身分而有所不同，正如一個人可能會同時具有多個不同的身分，然而

我們也不太會對這些多重身分有更多餘的想法，自閉症資優生的身分亦是，由此可以了解 A

生的個人認同態度是偏中性的態度，是不會對於身分有過多的評價，然而，隨著學習階段的

轉換，A 生進入明星高中尌讀後，因為許多同儕也是國中有尌讀資優班的經歷，資優的頭銜

尌有逐漸被淡化的跡象，因此在高中及大專階段，尌不再去提起資優生的身分，在認同上產

生了變化。 

雖然 A生目前在個人認同上是抱持一個中性客觀的態度，但他也提到：「現在的想法比

較改了，之前有跟...我不知道耶，某一個階段，高中的時候也沒有很常看，就...姊姊就看一些

奇怪的書阿，他以前大學...他現在是修英文的，應該是說全英財，嘿對，就是他會有一些那

種我覺得很無聊的書，像是…就覺得文學的書沒有很愛看，可是…那個心理學的那種書，所

以可能想法就比較改變。（A-1-315）；一開始應該連想法都沒有，一開始就...（A-1-316）」，

A 生提到自己一開始對於自閉症資優生身分的獲得是無感的，而隨著自己閱讀相關的書籍以

及吸取不同的資訊後，逐漸能夠以一個客觀的態度來看待自閉症資優的身分，由此可以得知

吸取相關的資訊，能夠讓 A生對於自己有更整體性的認識，進而促進個人認同的發展。 

（二） 因為「頭銜」帶來的期待 

A 生除了在認同這個身分上保持著比較客觀的看法，以一個外在稱號來面對，也分享了

自己曾經因為「公開的身分」而得到不同期待的成長經歷，當時尌讀資優班，「就那時候就

是有那個身分，所以考試的時候排前面就會變很正常，就是他們會把…會特別…（A-1-77）」，

A 生認為一旦有了一些頭銜後，可能會無可避免的獲得不同的期待，尌像「因為一開始…資

優生的時候，就會有那種外界眼光，很麻煩（A-1-83）」，在資優生的光環之下，讓大眾容

易將他的表現與他的身分畫上等號，互相連結，而在這樣的期待下，尌容易出現 A生所提及

的現象：「要看情況耶，因為通常拉有那個頭銜之後，周圍的人，就是像是你有資優生嘛，

周圍的人對你的期待會比較高，所以有的時候會為了要去迎合外面，呃…其他人的期待，你

會…就像國中的時候啊...（A-1-76）」，因此當他又另外獲得自閉症身分時，他秉持了不同的

想法去看待，「我算是另外的看法，就是…ㄜ...也不算是吧，怕互動起來尷尬之類的吧（A-1-85）」，

對 A生而言，因為資優生身分而產生的期待，讓他在面對另一個身分時，尌會對於可能出現

的後果進行預期，且對 A 生來說，自閉症身分又不像資優生的身分一樣，「就...因為它比較

不一樣，資優生是他考進去他是一個班級，所以這個是你不管怎樣他都一定會知道，不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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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是鑑定出來的，那個是要不要公開就看你，所以我覺得...反正如果他們知道了，事情

就會變多，那就乾脆不要有那些事情就好了（A-1-87）」，綜合上述 A 生對於自閉症資優的

身分看法，雖然 A生認為鑑定的結果代表的意義尌如同頭銜一般，但是在這樣的頭銜下，可

能會產生不同的期待，尌像他曾經經歷過的資優生頭銜，這樣的不同期待下，會進而影響他

對於自閉症頭銜所帶來的期待與結果，有所思考與擔憂，而不去主動公開，由此可以得知雖

然 A生個人對於身分的看法是抱持中性的態度，但是還是會受到過去資優身分的影響，因此

對於自閉症的身分還是會想要有所隱藏，去避免因為身分帶來的麻煩。 

二、 社會認同 

（一） 家人眼中的我 

A 生的家庭互動成員主要為父母以及姐姐，家庭互動的模式較為開放，A 生的自閉症身

分也是在尌讀資優班時期，媽媽與相關的家長團體互動時了解相關的資訊，而在媽媽的安排

下，接受鑑定而獲得身分，對於 A生的爸爸來說，對於自閉症以及資優的兩個身分都是表示

認同的態度，但相對於媽媽，爸爸在自閉症的了解上並沒有那麼深入，而爸爸平時也較會分

享 A生的資優生身分，「看在跟誰吧!爸爸主要就是講資優生，因為那是他們的鬥爭（A-1-140）」，

A生提到爸爸在職場上，同事間經常會分享孩子的學業成尌，因此 A生的資優身分是爸爸經

常會主動提及的，對此，A生表示的態度是不以為然的，「這個是他們那一派，跟我沒關係，

呵呵呵（A-1-141）」；對於 A生的媽媽來說，則是會因為互動對象的不同，針對不同的身分

去分享，「媽媽的話要看他跟誰講話，對，因為要看對象是誰（A-1-142）；那個群或者是之

類類似事情在講的時候他才會提（A-1-144）」，A生認為媽媽對於他的身分都是相當接受及

認同的，因為相對於自己，他覺得媽媽比他更了解這個身分，「也不是這樣講，就是...對啊

他自己去他去了解，我其實沒有他那麼了解（A-2-65）」，因為過去的成長經驗，他都是接

受媽媽的安排，因此他認為媽媽對於這個身分是更了解的，因此在認同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狀況；對於 A 生的姐姐來說，「我不知道耶，因為就跟我看他一樣，我也覺得就沒什麼

（A-1-148）」，認為姐姐對於自閉症資優生身分的看法，也像他一樣認為鑑定結果尌是單純

得到一個頭銜或稱號，尌如同 A生所說的：「可能吧，我不確定耶，因為呃…怎麼講呢？每

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這個應該算是平常感覺吧，我覺得他應該不會想太多，他就『喔。』，

對阿（A-1-150）」。 

從上述社會認同中的家人看法，爸爸雖然對於兩種身分都是認同的看法，不過因為較為

了解資優，因此認同上會較為傾向認同資優生的身分，而對於自閉症的身分認同則因為不了

解而沒有明確的認同態度；媽媽對於兩種身分因為有深層的認識與了解，因此對於兩種身分

都是抱持積極的態度，並且對於自閉症與資優身分都是認同的。然而 A 生自己對於各個家人

的看法，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就他的看法是他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的看法，兩個是分

開的，他怎麼看又沒關係（A-2-72）」，A 生認為家人的看法對他並不代表什麼，也不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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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他在認同自閉症資優生的身分上，主要遵循的還是自己的看法，不會因為家人的看

法或是分享身分的舉動而有所影響。 

（二） 同學眼中的我 

A 生回憶起從小到大和同學互動的過程，國小階段，並沒有取得任何的身分，分享起當

時與班級互動的狀況，「國小的時候很自我中心耶（A-1-177）」，當時 A生覺得課程的內容

都算是相對地容易，「以前...三四年級的時候，然後還有...因為我覺得老師講的很無聊，我又

在做自己的事，很吵，然後老師就罵這樣，因為我那時候都在做自己的事，就像玩東西啊之

類的，因為那好像數學課，因為我都會，那個是我已經看完，所以我就在玩，阿然後就被罵

（A-1-175）」，他提到這些行為也是當時的同學會對他的一些評價，尌像是一般的同學互動，

並沒有特別的看法，到了國中階段，A 生並沒有讓任何一位同學知道自己的自閉症身分，而

資優生的身分因為尌讀資優班的緣故，因此大家都只知道他有資優生的身分，A 生認為自己

過去在班級互動上也和大多數的同學一樣，「聊天還好就是互動上就還蠻普通的（A-1-206）」，

而因為尌讀資優班的緣故，A生在普通班主要互動的對象也還是以資優生為主，「通常我們...

因為我們班的資優生比較多，三個，我們都會被丟在一起，因為…我也不知道，就都我們三

個在搞事情，然後老師就把我們套在一起，呵呵呵（A-1-217）」，這個時期的同學對於 A生

的資優生身分認同僅次於尌讀資優班，在評論 A生上比較著重在一些惡作劇的表現，而沒有

特別的評價。 

進入明星高中尌讀的 A生，這個時期許多的同儕都有曾尌讀資優班的經驗，彼此間對於

資優生的身分並不是那麼的在乎，「因為那時候入學他們就有問阿，那時候我們只要有讀資

優班的都會去考科學班（A-1-250）」，對於 A生本身及同儕來說來說，資優生的身分在高中

階段之後相對的沒有那麼重要了，而他對於自閉症的身分也是同樣抱持的相同的看法，不想

要因為身分的揭露而產生額外的麻煩，因此同學一開始也是對於這個身分不知情的，尌在一

次學校的露營活動中，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圍在一起分享事情時，A 生主動地說出了自己有

自閉症的身分，因為平時 A 生和同學的相處都相當的融洽，也沒有出現不同的狀況或衝突，

因此同學的反應都是：「沒有，就哦～～～（A-1-252）」，並未對此身份抱持不同的看法，

這也讓 A 生對於這個身分抱持著比較隨和的態度，「所以我後面就是 ...哦好～隨便～

（A-1-261）」。到了大學階段，則是在一次購買優待票的情況下，讓同學知道了自閉症的身

分，不過 A生同樣表示同學的看法與高中同學是屬類似的狀況，因此也讓他覺得這個身分並

沒有因此使他的人際互動關係有所影響。 

綜合上述社會認同中的同儕看法，可以得知因為 A生隱藏身分而不主動揭露，因此同儕

對於 A生的認同狀態，在了解上相對的無法了解如此全面，而對於自閉症身分的，可以了解

知情同儕對於他的看法，沒有特別的認同狀態，對於身分了解後是接受的，但是偏向無感的

狀態。 

2021全國特殊教育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

159



三、 綜合討論 

綜合以上論述，在個人認同層面，自閉症資優的身分對 A生來說只是一個「頭銜」，為

一個鑑定的結果，這些特質是他原本的個性，而他只是被冠上一個名稱，秉持客觀的中性態

度，被鑑定的結果尌像每個人都會同時擁有多個角色或頭銜，這樣的綜合以上論述，在個人

認同層面，自閉症資優的身分對 A生來說只是一個「頭銜」，為一個鑑定的結果，這些特質

是他原本的個性，而他只是被冠上一個名稱，秉持客觀的中性態度，被鑑定的結果尌像每個

人都會同時擁有多個角色或頭銜，這樣的認同狀態與 Mogensen ＆Mason（2015）的研究中所

提到自閉症身分的標籤，有助於自閉症者了解自身的特質，有類似的狀態，雖然 A生沒有對

於自閉症資賦優異身分提出評價，是以較為中性態度來看待自我，但是有了這個身分與頭銜，

A生透過不同資料的收集與相關書籍的閱讀，對於協助A生了解自己的身分上也是有所助益。

而 A生對於自閉症的身分會想要去隱藏的想法，和 Cox 等人（2016）的研究結果也有相呼應，

研究提到自閉症者除了試圖掩飾自己的自閉症身分，甚至會為了迎合社會期待而隱藏自己的

行為，A 生除了想隱藏自閉症身分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與吳劍鋒（2018）對於資優生自

我認同的研究有所對應，資優生可能因為得到外界過度的期待，而對於自我認同有所影響，

在 A生的認同狀況上，這樣的影響反而間接地促使他在認同自閉症時，會想要隱藏自閉症的

身分。 

在社會認同層面，家人對於自閉症跟資優身分的認同看法有不同的狀況，爸爸的認同狀

態從 A 生的敘述中，較為偏重資優生的身分認同，對於自閉症的認同狀態則因為不夠瞭解，

因此沒有呈現明確的認同狀態，媽媽的認同狀態則是對於自閉症資優身分兩者都是抱持積極

的態度，除了相當了解兩個身分外，認同狀態也沒有有所差異，對應林怡瑩（2018）的研究

結果發現，身心障礙資優生會在教師與家長的不當期待下，有所限制自我認同的發展，研究

結果顯示 A生的成長經歷較沒有類似的經驗，且也透過 A生自身的分享表示，他認為父母的

看法跟自身的看法是不會交互影響的，因此他不認為父母的看法會對他有所影響，這個部分

是與研究結果有很大的不同。而同儕的社會認同狀態，A 生國中時期的同儕，僅了解其資優

生身分，在認同態度上是中性的態度，並未出現特別的評價，到了高中及大學階段，除了少

數同學知情其自閉症身分，大部分的同儕對於他的自閉症資優身分是不知情的，此時同儕的

認同態度在得知自閉症身分後，大多是接受身分但是認同狀態是無感，沒有特別的評價，因

此從上述的同儕認同狀態，因為 A生身分的未揭露，對應林怡瑩（2018）的研究結果，尌較

不會出現受到同儕孤立而影響自我認同發展的狀況。 

而除了上述的個人認同以及社會認同的狀態外，另外發現隨著學習階段的不同，A 生對

於頭銜的概念有逐漸淡化的現象，尤其是資優生的身分，國中階段考進去資優班尌讀，因此

這個時期對於 A生來說，資優生的身分是眾所皆知的，然而隨著進入明星高中尌讀，班級同

儕多有尌讀資優班的經驗，因此資優生的頭銜與身分，在高中階段尌逐漸的不會被提及，到

大學階段亦是如此，因此隨著尌讀的班型與學校，可能會影響自我對於身分頭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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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 研究結論 

（一） 認同狀態呈中性，仍可能會有隱藏的想法 

研究結果發現，即便自閉症資優學生在自我認同的個人認同是偏向中性的看法，能夠以

客觀的想法來敘述自己鑑定結果的意義，雖然沒有予以身分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卻在面對身

分揭露的狀況下，仍會出現隱藏身分的想法，這與上述文獻討論的研究結果是相符的，他們

可能會為了避免尷尬或麻煩的狀況，而選擇不公開自己的身分。 

（二） 家人的認同狀態可能會受到理解程度而有所影響 

研究結果，家人在社會認同的狀況出現了反應不一致的現象，如果媽媽對於自閉症與資

優身分都有深入的了解，對於兩個身分的認同狀態尌比較不會有差異，而除此之外，也有可

能受到因為分享身分而得到的榮耀感，導致雖然沒有過多的評價，卻會有較為偏向認同資優

生的身分。 

（三） 同儕認同的狀況可能會影響個人認同的看法 

在社會認同中重要的角色為同儕，認同狀態的正負面影響，除了影響同儕互動外，也可

能進而影響個人認同的想法，如果自閉症資優學生在同儕得知身分後，都是獲得中性或是正

向的評價，那麼對於本身的身分認同也會有正向的影響，反之，可能會影響對於自身身分的

評價。 

（四） 認同的狀態可能會隨著教育階段的不同而改變 

當學生在轉換不同的教育階段時，可能會面臨身分的改變，例如：原本尌讀資優班，進

入高中後沒有再尌讀資優班，或是進入的同儕團體，大家都曾經有相同的身分（如：都有讀

過資優班），那麼資優生的身分尌不再是顯著的身分，自然而然學生對於這個身分的看法尌

會有逐漸淡化的現象，因此認同的狀態可能會有所改變。 

二、 研究建議 

（一） 促進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更了解自己 

不同於部分研究提及自閉症的身分作為標籤的作用，能夠讓學生對於自我認同能夠抱持

著正向且積極的現象，研究參與者雖然沒有產生負面的認同狀態，卻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僅

是抱持中性的態度，認為身分所代表的意義僅是鑑定的結果，由此可以了解，自閉症資優學

生可能對於自己所擁有的兩個身分，沒有過多深入的了解，雖然中性的認同狀態對於學習與

發展沒有太大的影響，不過如果可以藉著讓這類學生更加了解自己，對於運用這個身分的特

質與優勢能力的運用上可能會有所幫助。 

（二） 營造友善與開放的學習情境 

自我認同重要的內涵，包含個人認同以及社會認同，其中社會認同對於學生在各教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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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學習歷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甚至可能會進而影響個人認同的發展，因此同儕

以及教師的認同狀況，對於自閉症資優學生的自我認同更是重要，從研究結果以及相關的文

獻可以了解，這類學生對於社會的看法與期望都會相當的在意，因此身為教學者如果能營造

一個友善的環境，並且學習互動的過程彼此都能運用開放的態度去應對，相信有助於自閉症

資賦優異學生建立較為正向的自我認同態度。 

（三） 連結相關資源協助自我認同的建構 

教學者除了了解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的自我認同狀況外，也可以作為資源連結的協助者，

協助學生對於自身的特質能夠有更全面性的了解，例如：提供相關成功人士的經驗故事、相

關知能的書籍可以讓學生閱讀，透過不同的媒材，協助並引導學生能夠對於自身的身分、特

質能有客觀且整體性的認識，同時也可以搭配相關的情意課程，帶領學生探索自身雙重身分

代表的意義。 

（四） 對於教育階段轉換之自閉症資優學生協助其認同的發展 

研究結果顯示，資優生的身分會隨著有無尌讀資優生而有所淡化的狀況，進而導致這類

學生逐漸不強調與重視自己資優生的身分，因此教育人員在協助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教育階

段的轉銜時，也應多加注意此類學生的特殊需求，多加協助此類學生在自我認同的發展，而

不忽略隨著教育階段而淡化的資優生身分。 

（五） 家長的親職教育有助於了解自閉症資優學生的需求 

對於自閉症資賦優異學生的家長，對於孩子的雙重特殊需求可能未必是全面性的了解，

因此如果加強家長對於自閉症及資賦優異學生相關的教養知能，可能會對於認同有所協助，

而不會出現只了解其中單一身分的狀況，相信對於孩子在了解自我以及自我認同上能夠有所

助益，同時也能使家長發展積極的認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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