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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向，並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以從家長觀點，敘說一位自閉症數

理資優學生的身心發展與適應之支持系統，藉此深入分析研究參與者的身心發展歷程及其支

持系統之面貌。本研究之結果分為發展歷程與支持系統等面向，其發展歷程從衝擊與抗拒、

思考與求助、衝突與溝通至認同與支持。在支持系統方面，應強化家庭功能並凸顯重要角色

之意義、走出母親角色並爭取學校理解、成為孩子與校園的助力。本研究之建議為：家長應

關注其發展歷程，尤其是在衝突與溝通中，應將焦點對準問題，才能發現問題的核心。入學

前預告的重要，除能與學校充分說明之外，也應充分舉例，以讓學校理解此類學生之真實問

題。爭取校內單位的認同，以共同協助孩子，唯有透過雙方充分溝通與合作，才能促進孩子

與校園融為一體，並應討論如何因應其特質與障礙限制之處遇，以發揮輔導成效。 

 

關鍵詞：自閉症、資優、發展、支持、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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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ed qualitative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conducted research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out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s, this study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system for the gifted stud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eep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daptation situation and support system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divided into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support systems. Development process were 

from shock and resistance, thinking and seeking help, conflict and communication to identification 

and support. In terms of support system,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family func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mportant roles should be highlighted, stepping out of the role 

of mothers, striving for school understanding, and becoming a support for children and school. The 

suggestions of this research were: Par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especially in conflict and communication, they should focus on the problem in order to find the core 

of the problem. The importance of pre-entry notice, in addition to being able to fully explain with 

the school, should also give full examples to enable the school to understand the real problems of 

such students. In addition, parents should strive for the approval of the school unit to help their 

children together. Only through ful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could 

we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ren and the school, and we should discuss how to deal with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obstacles and limitations in order to gi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seling. 

 

Keyword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Gifted, Development, Support,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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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依據 Betts 與 Neihart（1988）提出之論點，資優學生可分為：成功型、挑戰型、低成尌

型、中輟型、雙重標記型與自主學習型等類型，而其中應特別關注者為具有雙重標記的雙重

特殊教育學生。然而，此類雙重特殊教育學生中，又以自閉症障礙類群（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之出現率較高（教育部編，2019）。因此，自閉症資優學生之特質與障礙，導致其

在發展歷程所需介入之服務與支持系統為何，值得關注。 

一、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困境 

雙重特殊教育學生在心理或情感的特殊性，使其與一般資優學生顯現不同差異，而此一

差異常引起教師或他人誤解（Brunetti, 2006）。因為，傳統上對於資優的意義，仍停留於高智

商者應有高優異表現之觀點，但不知資優也有某一項優勢為偏才發展，或某一領域可能為劣

勢者，亦有非全部時間或非全部學科，均為優異者（Assouline, Foley-Nicpon, & Doobay, 2009）。

不過，前述觀點經過不斷修正與宣導之後，教學現場對於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思考關注與輔

導，已逐漸獲得重視。 

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內在能力差異與發展的不穩定性，影響其執行功能與處理速度，可

能導致其在某些領域的表現不如預期（Assouline, Foley-Nicpon, Colangelo, & O’Brien, 2008）。

然而，此一表現與預期落差，也造成雙重特殊教育學生對自我的質疑與否定，長久以來累積

的負向自我概念，可能造成學業成尌低落或出現違逆反抗行為。 

此外，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障礙限制與其優勢，亦有相互拉扯而產生差距之現象（Neihart, 

2000）。因此，對其差距與特殊需求及頻率不一致的身心特質，有進一步了解的必要。尤其，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觸的環境，其幼兒時期的發展與教養，受家庭影響極大。因此，雙親對其

特質的理解與對待孩子的態度，更加重要。因為，此類個案的多數家庭，常在其子女進入正

規學制後，在師生衝突或人際困境或常規違逆中，發現孩子的特殊性與差異性（Assouline et al., 

2009）。對孩子的身心發展而言，已錯過一段重要的黃金治療期。而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社會

發展與人際互動，亦受其障礙限制而影響溝通與行為表現（Brunetti, 2006）。然而，前述問題

並非一朝一夕發生。因此，若能及早關注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身心發展，則日後於學校環境

的學習與適應問題，應有機會改善。 

二、自閉症障礙類群之特質與限制對其發展之影響 

自閉症障礙類群因缺乏彈性、自我中心、興趣偏狹等特質或受語言能力之限，致使其溝

通與人際受到影響。此一影響使其社交困難或易與他人發生衝突，更嚴重者甚至可能因此而

出現情感問題（Strang et al., 2012）。此外，Doobay、Foley-Nicpon、Ali 與 Assouline（2014）

也指出高能力自閉症學生較其他同儕易於出現適應問題，且其情感反應亦較負向。因此，學

校應更關注其身心發展與適應。因為，自閉症資優學生有顯著的內在不一致性，尤其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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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與工作記憶，使其面對問題時，常有節奏不一致之反應（Assouline et al., 2008）。此外，

此類學生也可能出現學究式語言或迷戀某些特定物件（Henderson, 2001），而其社會適應、人

際合作、知動協調、情緒調節、處理能力等，亦有顯著困難（Neihart, 2000）。 

基於上述可知，自閉症資優學生之發展及適應，影響其未來之學習、人際與行為之發展。

此外，自閉症青少年因其特質與障礙限制，可能使其在學習、人際與情緒調適，遭遇更多困

境。然而，此一困境對其優勢能力的發展與學校適應，是否因其優、弱勢特質而對學校適應

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目前仍未有定論。 

因此，本研究透過高中自閉症數理資優學生的家長觀點，敘說其子女的發展歷程與相關

支持系統，期能提供實務界對於輔導此類案例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雙重特殊教育學生之學校適應內涵 

學生進入正規學制後，除了學科學習之外，更需人際關係、團體互動與社會技能的指導。

然而，前述項目，正是影響學校適應的重要關鍵，故其適應優良與否，將影響學生之師生互

動、同儕關係、情緒表現與成尌展現。因此，李佩憶（2011）探討雙重特殊教育學生之學校

適應內涵，發現應涵蓋學生在學校之「學習適應」、「社會適應」以及「心理適應」。蔡明富（2011）

亦探討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學校適應情形，將之分為學業、人際、活動、溝通及團體適應等

向度而分析。林怡瑩（2018）則將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學校適應之內涵，分為：學習適應、

人際關係、常規適應，並指出其各項適應內容為：1.學習適應：了解影響學生在校的學習狀

況，包含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學習動機、學習表現。2.人際關係：了解學生在學校的人際

互動與團體關係，包含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3.常規適應：了解學生對於遵守校內規範，表

現出適當行為的表現，包含遵守教師課堂要求與學校校規。 

二、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支持系統 

特殊教育重視學生的需求，並主張從其障礙或特質，分析其需求與支持服務。然而，資

優學生之特質若與障礙產生交互作用，則需透過優、弱勢分析，而彌補其因障礙特質導致之

學習落差、社交缺陷、低度自我認同等衝突之協助與支持（Coleman & Gallagher, 2015）。 

此外，多數探討雙重特殊教育學生支持系統之論述指出其支持需求，偏向以學校及家庭

之共同合作與調整，同時提供其優勢發展機會，或視其障礙導致之困難與限制，而提供補償

策略、課程調整及成果表現方式（Baldwin, Omdal, & Perels, 2015；Coleman & Gallagher, 

2015）。 

然而，由於障礙與資優特質交互作用，可能導致不同的問題，因此，Baldwin 等人（2015），

以及 Coleman 與 Gallagher（2015）透過問題解決模式（Problem-solving process），而評估其

需求，再整合教師、心理師、家庭成員與同儕，組成決策團隊，以提供學生支持。此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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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對於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支持服務，亦有鄒小蘭與盧台華（2015）提出之身障資優學生支

援服系統，以及張正芬、陳美芳、林迺超與羅祥妤（2009）提出之亞斯柏格資優生的適性教

育方案可以參考。例如：鄒小蘭與盧台華（2015）根據身心障礙資優生的優、弱勢特質，並

依其優、弱勢，建構支援服務系統。其研究對象為國小階段一至六年級亞斯柏格症資優生、

高功能自閉症資優生、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資優生與學習障礙資優生，共計 9 名。在個案評估

歷程，是透過訪談、文件分析、量表檢核與測驗評量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藉此了

解其優、弱勢與支援服務系統之現況與需求。其結果提出支持系統，可分為：個案支持系統、

家長支持系統、學校支持系統。 

此外，張正芬、陳美芳、林迺超與羅祥妤（2009）則顧及亞斯柏格症資優學生，可能同

時具有某些差異極大之表現，然而其輔導處遇多聚焦於障礙補償，卻較未從優勢能力出發，

因此透過跨校營隊模式，並因應亞斯柏格症資優學生之需要，著重數學遊戲課程與情緒課程

之發展，以提供其適性教育方案。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向，透過家長觀點，敘說自閉症數理資優學生的身心發展與適應之

支持系統，以深入研究參與者的身心發展歷程與適應情形及其支持系統之面貌。 

一、研究設計 

質性研究應保持開放與彈性，以理解現象世界之訊息，藉此探究其主體經驗（陳伯璋，

2000）。然而，本研究之個案數較少，且為了深入了解研究參與者之真實想法與經驗歷程，故

以立意取樣，邀請符合本研究目的之研究參與者，在清楚敘說目的之後，請其從整體過程中

描述其經驗與感受，再由研究者根據訪談逐字稿，轉譯文本而與之對話，以從中理解與詮釋，

藉此分析其本質與經驗意義，再透過持續對話而展現研究目的。 

二、研究參與者 

為深入理解研究參與者的個人經驗，與其在學校與家庭之現象，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參

與者為一位高中自閉症數理資優學生之母親，請其從家長觀點，探究其子女的身心發展與適

應之支持，並以多面向之角度，敘說其子女在優勢發展與學校之適應樣貌，並強化研究者對

研究參與者之了解，以呈現其優勢發展、學校適應與支持系統。 

三、研究者之角色 

本研究之二位研究者，均已發表多篇探討自閉症資優學生等相關議題之著作，並有從事

質性研究之經驗，可恪守研究者之倫理。因此，由研究者擔任本研究之訪談、錄音、轉譯、

資料分析、歸納與撰寫結論，以確保研究者能真實理解研究參與者之敘述，並同理其經驗而

建立互信關係。此外，亦反覆閱讀文本，以從中建構真實的理解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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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具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目的，以學校適應及支持系統而編擬半結構式訪談大綱，期能透過主

題式的訪談，使研究參與者能描述其子女之優異才能發展、學校生活經驗與支持系統等內容。

因此，本研究之半結構式訪談題綱僅作為指引，研究參與者可依其表達內容之連貫性與屬性

而敘說，以連結研究主軸之意義。 

五、資料編碼與分析 

研究者先將錄音檔轉譯為逐字稿，再進行編碼。編碼方式共六碼，編碼說明如：P，付表

研究參與者、11 付表訪談第 11 段、026 付表該段第 26 句。編碼舉例：「P-11-026」為研究參

與者 P 於訪談的第 11 段之第 26 句。編碼完成後，研究者先對比文本內容與研究問題，以進

行初步分類。之後，在詳細閱讀文本，同時整併同一類型問題之文字，以建構研究參與者敘

說之初步相貌，再進行詮釋、分析與歸類。因此，本研究之資料分析，著重於現象詮釋及主

題分析，故以「整體—內容」的分析方式而歸納成主題（McCabe & Bliss, 2003）。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結果分為發展歷程與支持系統等面向，其發展歷程從衝擊與抗拒、思考與求助、

衝突與溝通至認同與支持。而支持系統亦可分為：強化家庭功能並凸顯重要角色之意義、走

出母親角色並爭取學校理解、母親成為孩子與校園的助力。同時，亦針對研究結果，進行分

析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一）發展歷程 

1. 衝擊與抗拒 

從國小階段開始，母親尌一直在「學校的常規」與「孩子的自我中心」之間拔河。

有時候，孩子的穩定度提高，母親尌如同打贏勝仗般，卸下壓力：「他贏了，我就輸了。

但我寧可輸，也要製造機會讓他贏（P-01-003）」。對於處於高度壓力的母親而言，孩子

的穩定尌像一種鼓勵，讓母親暫時解除警報。 

不過，對於孩子與一般學童在生活上不同的問題，母親仍是很難理解：「不吃飯、不

睡覺等看似簡單的行為，卻造成孩子感到極大的痛苦，我始終很難理解（P-01-006）」。

然而，初始發現孩子有特殊狀況的衝擊，卻一直讓母親很自責焦慮，而不斷求助： 

「孩子被診斷為自閉症又混合著衝動與過動的那一刻，帶給我極大的衝擊與壓力。

因為，我對這個症狀一無所知，而聽完醫生的描述，只增加更多恐慌（P-01-012）」。 

但對於母親而言，孩子的身心均衡發展，是最重要的。只是，從很小的地方看到孩

子很明顯與他人的差異，有一種無法言喻的衝擊。雖然，面對孩子此一症狀的無力感，

接踵而來，但是，內在卻有一股要努力教育他的強烈想法不斷出現。而此一想法，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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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母親持續不斷努力，且願意無怨無悔參與各式各樣的研習，以及不斷與老師溝通的

動機來源：「還好有這個階段的堅持，讓孩子在學習如何穩定情緒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學

習適應與調整（P-01-025）」。 

2. 思考與求助 

母親心中對於孩子智商高但有許多無法想像的問題，感到有些衝突：「雖然知道孩子

是很聰明的過動症者，但仍有諸多憂慮（P-02-002）」。 

於是，母親主動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不管什麼家長團體、網路社群、專家學者、

醫療講座，我都去參加（P-02-003）」。然而，比較無助的是，面對國小老師對孩子的不

接納與誤解，以及對孩子的批判，是母親心中最痛的部分：「當然也因此造成他變成校園

內的皮球，許多老師不願意接納的現象（P-02-006）」。 

母親當然知道此一現象背後的心理狀態，但面對多數的力量，弱勢者的聲音仍無力

改變。 

3. 衝突與溝通 

孩子入學後才是更多衝突的開始，而母親此時所需學習的事情也越來越多：「當情緒

問題逐漸影響到孩子的學習與班級適應時，我就知道這一階段的焦點，應該改變了

（P-02-010）」。 

將焦點重新對準問題後，母親發現孩子最明顯的問題，是無法與同儕建立良好的人

際關係。但過程中也發現學校無法聽從母親的建議，甚至覺得母親拿孩子的身障證明作

為特權的要求：「不要以為你有身心障礙證明，就可以要求這麼多，全校不是只有你一個

孩子要照顧（P-02-012）」。 

4. 認同與支持 

入學前預告，除與學校充分說明之外，也會再舉例：「讓學校具體知道我孩子的問題，

是我的責任，我會不厭其煩地舉例說明（P-02-015）」。而母親也在一次又一次與學校溝

通的過程中，變得更具有戰鬥力：「認為沒什麼好怕的，學校反而要更努力去面對這樣的

孩子（P-02-019）」。 

但因為自閉症又混合衝動與過動的學生，其學業成尌僅有少數是優秀的，而此類學

生的自我概念，又較負向且有低自尊傾向，若又加諸情緒問題，可能導致更多不良反應： 

「他這些症況隨著年紀成長，行為漸漸不受控制，連帶使得各項表現都不好

（P-03-003）」。 

此外，障礙特性使其缺乏社會互動技巧，在同儕關係上也不受同學歡迎，交互作用

的結果是消極反抗： 

「這個反應讓他遭受同儕的霸凌，甚至老師也無法同理他的處境，讓我很灰心。但

灰心只能一下，長期的目標還是幫助自己的孩子（P-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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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孩子在家中或學校出現的違逆行為，而那些行為只是違反校規、違反班規，還

不至於到了反社會行為，但仍努力想要知道問題的來源，以及如何解決： 

「然而，仔細想想孩子的處境，這些障礙導致孩子在生理或心理上的焦慮與退縮，

還有無法描述的恐懼和害怕，這個現象這是在資優光環底下，人家不知道的

（P-03-014）」。 

（二）支持系統  

1. 強化家庭功能並凸顯重要角色之意義 

每當要上學時，總有焦慮和煩躁的現象：「一開始發現孩子經常抱怨學校處境，說有

些任務讓他畏懼退縮，最後變得不愛與他人接觸（P-03-017）」。 

母親給予孩子簡單明確的言語，讓孩子了解上學的意義與老師要求的規範，使其理

解如何達成：「用最簡單的話，讓他聽懂上課的意義和老師要求的東西（P-04-001）」。 

不過，母親仍然十分尊重孩子獨特的思考與個人優勢特質，同時鼓勵孩子可以嘗詴

融入班級團體，但母親會努力與老師溝通，希望老師讓孩子保有自己的學習方式與空間，

不一定要跟其他同學的要求都一樣： 

「我希望老師試著以孩子的優勢方式，讓他去學習，或者找到他的優勢。不過，這

樣的訴求，不見得可以得到每一位老師的認同（P-04-006）」。 

2. 走出母親角色並爭取學校理解 

母親一直加強自己對此類學生的了解，因為，走到升學屬性較強的學校，要面對的

又是另一種艱辛： 

「孩子讀高中，真的比較辛苦，升學壓力與作業要求，都相對提高（P-04-007）。至

於，不寫或不交作業，可能跟書寫跟寫字有關，加上組織能力較弱，統整能力也不好，

有時乾脆不交（P-04-010）。但不交作業對老師而言，是一種挑釁與特權（P-04-012）」。 

不過，孩子有時無法理解母親的顧慮，但怎麼讓孩子的優勢，透過具體的行為去展

現，是母親長期一直努力的。然而，爭取歷程，也獲得校內某些單位的認同，而後願意

一起協助孩子，也是一種力量的促成：「從開學他的心是不安、防衛的，到後來願意在輔

導處和資源班老師不斷的關懷中，看到他的改變（P-04-014）」。漸漸地，校內某些單位

也能展現同理心去支持孩子：「他們會用同理心去看待他，當他出現偏差行為時，會嘗試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教導他，他也會欣然接受（P-04-016）」。 

母親努力與學校單位積極聯繫的結果，讓孩子與學校的互動關係，變得穩定與安全。

然而，母親此刻亦能體會雙方努力處理事務的用意與效能，培養彼此之信任與接納。 

3. 母親成為孩子與校園的助力 

為減少學生不可預期的違逆行為，因此，在課程規劃上，母親與學校溝通，使之能

因應情境而融入社會技能或品德教育之內涵：「資源班真的安排許多社會技巧課程和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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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課程，讓我看到學校的努力（P-04-015）」。 

同時，母親也努力與學校其他單位溝通，使學校願意尊重孩子的意願與選擇：「讓孩

子有機會參加各項活動，才能促進同儕關係的改善（P-04-018）」。 

然而，最重要的是，母親與學校單位充分合作，並分享如何因應其特質與障礙限制

而適時以孩子可理解的語言，說明給孩子聽：「我常分享例子或透過簡單的比喻，適時給

他機會教育，讓他逐漸理解（P-04-019）」。 

二、討論 

從發現孩子與他人有些不同的那一刻起，母親決定以更堅定的態度來面對未來的一切挑

戰。從思考問題、探討和觀察中，想到這些問題，如果可以跟家長團體互動和溝通，那尌不

是單打獨鬥了。然而，孩子經過與母親的衝突對立，到逐漸平緩的關係，這種情感的變化過

程，其實包含從灰心無力到最後有些轉變，讓陪伴過程有一點效果。 

但若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孩子的進展或許差異不大，但若從社會和心理觀點來看，則應

有質的差異，此一發現與Baldwin等人（2015）提出之論述接近。不過，母親始終對於孩子的

優勢與弱勢相互拉拔的結果，不知其原因為何。雖然看過無數次的兒童心理門診，僅能知道

那是複雜的結果。 

然而，對於資優學生怎麼可能會有障礙，而且會出現焦慮不安的症狀？或者，有時孩子

出現衝突行為，在給他許多規範的情況下，卻變得越來越糟糕。這些都是母親感到疑惑不解

之處。因為，孩子用憤怒與肢體而表達需求，使更多人感到驚恐，卻無法理解其內在想法。

但是，孩子表現在外的行為與其內心暗藏的焦慮感，卻是我們所不能懂的，此一發現與

Assouline等人（2008）指出之觀點相同。因此，在與孩子的互動過程中，存在一些矛盾。例

如：母親對於孩子的貼心舉動，感到溫暖。但孩子有時候表現出依賴母親的模樣時，也很怕

孩子被說為「媽寶」。此一徵兆，也暗示著母親擔心自己對於孩子過度保護，是否會造成孩子

更退縮或焦慮。 

不過，此一發展歷程對母親而言，最大的收穫是：面對孩子的情緒爆點，從以前無法預

測，到現在可以覺察情緒衝突先兆，是母親在孩子發展歷程中，最大的體會。因為，障礙加

資優的交互作用之發展，是無法預期的，而且多數人未知此一困境，卻仍加諸對此一困境的

評論與誤解，無形中加深當事人與輔導者之自我質疑或挫敗感。因此，面對此類學生之同理

心、真誠互動與專業交流，即顯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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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結果分為發展歷程與支持系統等面向，其發展歷程從衝擊與抗拒、思考與求助、

衝突與溝通至認同與支持。在衝擊與抗拒中，母親一直在學校常規與孩子的自我中心之間拔

河，且對於孩子與一般學童在生活上不同的問題，難以理解。在思考與求助中，母親心中對

於孩子智商高，但有許多無法想像的問題，感到有些衝突。在衝突與溝通中，母親意識到孩

子入學後才是更多衝突的開始，而母親此時所需學習的事情也接踵而至。因此，母親將焦點

重新對準問題，才發現孩子最明顯的問題，是無法與同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最後進入認

同與支持，母親學習於入學前預告，除與學校充分說明之外，也會透過舉例而讓學校理解此

類學生容易因低自我概念、負向信念、低自尊等傾向而導致的不良反應問題。 

在支持系統方面，能強化家庭功能並凸顯重要角色之意義，例如：母親尊重孩子獨特的

思考與個人優勢特質，且與老師溝通，希望老師讓孩子保有自己的學習方式與空間。之後，

走出母親角色並爭取學校理解，例如：母親一直加強自己對此類學生的了解，並長期努力，

爭取校內單位的認同而共同協助孩子。更重要的是，母親成為孩子與校園的助力，並分享如

何因應其特質與障礙限制，而適時以孩子可理解的語言，向孩子說明。 

根據結論，提出本研究之建議為：一、家長應關注其發展歷程，尤其是在衝突與溝通中，

應將焦點對準問題，才能發現問題的核心。二、入學前預告的重要，除能與學校充分說明之

外，也應充分舉例，以讓學校理解此類學生之真實問題。三、爭取校內單位的認同，以共同

協助孩子。唯有透過雙方充分溝通與合作，才能促進孩子與校園融為一體，並應討論如何因

應其特質與障礙限制之處遇，以發揮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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