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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永遠準時的漢漢─國小自閉症個案之輔導 

黃慈愛 

 

壹、前言 

  漢漢是我教書生涯中十分得意之門生，他做事精準無比，永遠都在每天同一

時間找同一位老師問好、並按時交上老師指定的作業、每節下課做固定的事、用

同樣的語調和同學對話、準時完成老師交托給他的例行工作……，種種守規矩的

表現，讓他成為普通班老師和資源班老師的好幫手，雖然，他已經畢業一段時間

了，想起他，我的臉上仍舊會浮現出一抹淡淡的微笑。偶而在社區附近遇到他，

他依舊以他慣有的禮貎和客氣恭敬的語調向我問好。他的優點，讓你會忘了他曾

經是一個上課搞不清楚狀況，固執到讓教學者氣到快抓狂的小孩。他的轉變，不

是一朝一夕，而是經過家長和學校團隊的合作才有的成就。以下便是我們和漢漢

一起奮鬥的歷程。 

 

貳、特殊教育的介入和服務 

  漢漢在剛入小學時，被診斷為自閉症中度的患者，雖然在學前他曾到醫院的

早療中心做過早期療育，但是，在剛讀一年級時，他的魏氏兒童智力量表是無法

施測的，因為漢漢一直聽不太懂測驗指導語，所以測驗不出漢漢真正的能力。那

時漢漢不太聽得懂學校裡常用的對話，在普通班裡常常弄不清楚情況，也不太會

表達自己需要什麼，所以在班上總是一個人在閒晃。由於漢漢很固執，所以在學

習新知識時，很沒效率，例如：在學習進位加法時，他很固執地使用他固有的錯

誤方式，我們教他對的方式他一直不接受，所以學習新東西的速度很慢，這時候，

我們與媽媽、導師一起討論如何協助漢漢，以下是我們對漢漢的幾個協助方向： 

 

 一、利用班親會向全班家長說明漢漢的情況： 

  由於漢漢在班上有一些很怪異的動作，例如：喜歡偷聞同學的身體，這一點，

使得全班同學不太敢和他互動，而也有一些普通班的家長會覺得漢漢很奇怪，於

是，我們利用普通班的班親會全班家長說明自閉症孩子的一些特質，並且引用相

關研究文獻向家長報告融合教育不僅對身心障礙兒童有幫助，同時也可以增進普

通班孩子的問題解決能力、社會技巧能力等。並且向普通班家長詳細說明學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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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孩子及全班所有進行的介入方案，並耐心回答家長提出的問題。必要時，請

學校的相關行政人員一起出席，讓家長感受到學校對輔導這位個案的努力和用

心，這樣一來，普通班家長也會比較放心讓自己的孩子和漢漢一起學習。 

 

 二、同儕接納課程的實施： 

    我們和普通班老師討論在每週三早自修時間，讓資源班老師到資源班進行同

儕接納課程，教導普通班同學如何和漢漢相處，並且針對漢漢，在班上產生的一

些問題如何處理進行演練。此外，亦教導普通班孩子認識自閉症兒童的特徵，更

設計一些殘障體驗活動讓普通班有機會體會身心障礙者的辛苦和感受。以下是六

年來漢漢同儕接納課程的教學目標： 

 

單元名稱 單元教學目標 具體目標 

（一）能知道自己外表的特色。1.能畫出自己的畫像。 

2.能寫出自己外表的三項特

色。 

（二）能知道同學外表的特色。1.能由同學的畫像和外表特色

的描述猜出同學是誰。 

（三）能寫出自己喜歡做的事和

不喜歡做的事。 

1.能寫出一件自己喜歡做的

事。 

2.能寫出一件自己不喜歡做的

事。 

第一單元： 

認識全班 

（四）能知道自己和同學有相同

與相異處。 

（五）能知道每一個人都是獨特

且與眾不同的。 

1.能從同學的特色和喜好中找

出兩位和自己最相像的同

學。 

2.能說出自己和兩位相似的同

學相異之處。 

（一）能體驗障礙者可能的感

受。 

1.能說出殘障體驗活動的感

受。 

第二單元： 

假如我是 

（二）能思考障礙者在學校生活

可能的障礙。 

1.能說出殘障小朋友在學校可

能遭遇到的問題。 

2.能說出殘障小朋友在學校時

可能的感受。 

3.能說出殘障小朋友在學校有

困難時希望別人如何幫助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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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思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

可能的障礙。 

1.能說出殘障小朋友在學校可

能遭遇到的問題。 

2.能說出殘障小朋友在學校時

可能的感受。 

3.能說出殘障小朋友在生活中

有困難時希望別人如何幫助

他。 

（一）能分辨上課時，那些行為

是適當的。 

1.能說出上課時要遵守的規

則。 

 

（二）能知道上課時，當身心障

礙同儕有特殊狀況時，我

要如何反應。 

1.能說出在上課時，身心障礙

同學發生特殊情況時的各種

反應方式。 

（三）能分辨下課時，那些行為

是適當的。 

1.能說出下課時要注意的事

項。 

 

第三單元： 

我可以這樣做 

（四）能知道下課時，當身心障

礙同儕有特殊狀況時，我

要如何反應。 

1.能說出在下課時，身心障礙

同學發生特殊情況時的各種

反應方式。 

（一）能與同組的小朋友輪流完

成同一件作品。 

（二）能欣賞別組的作品。 

1.能和同組的同學輪流上臺畫

卡片。 

2.能在規定時間內上臺畫卡

片。 

3.能和同組同學共同完成一件

作品。 

4.能說出別組作品的優點。 

（三）能和同組的小朋友一起做

出動作。 

（四）能欣賞別組同學的表現。

1.小組能聽音樂的變化一起做

出動作。 

2.能說出別組表演的優點。 

第四單元： 

大家一起來 

（五）能和同組的小朋友共同討

論。 

（六）能欣賞別組同學的表演結

果。 

1.能小組討論出隊呼。 

2.玩「傳帽子」遊戲時，接到

帽子的組能整齊說出隊呼。

3.能小組討論出共同要表演的

動作。 

4.聽到音樂時，小組能整齊做

出所討論的動作。 

5.能說出別組表演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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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傾聽他人的需求。 1.能聽懂日常對話內容。 

2.能分辨那些對話的情境是需

要協助的。 

（二）能觀察他人的需求。 1.能看出各種情境中人物的需

求。 

2.能分辦出需要協助的生活情

境。 

第五單元： 

我會關心別人

（一） 

（三）能對他人的需求做出適當

的反應。 

1.能小組討論出在各種情境中

要怎麼辦。 

（一）能找出班上同學需要被協

助的情境。 

1.能找出班上那些時候同學需

要被幫忙。 

（二）能想出協助同學的方法。1.能小組討論想出幫忙同學的

方法。 

第六單元： 

我會關心別人

（二） 

（三）能小組合作協助有困難的

同學。 

1.能小組合作協助同組同學。

2.能小組合作協助同班同學。

以上為低年級的教學目標。 

 

單元名稱 單元教學目標 具體目標 

（一）能知道自己和同學的特

色。 

1.能畫出自己的特色。 

2.能寫出自己的優缺點。 

3.能寫出自己喜歡與不喜歡的

人、事、物。 

4.能依據同學的自畫像、優缺點

及好惡找出該位同學。 

（二）能知道自己和同學相同和

相異處。 

1.能寫出自己特殊的特質。 

2.能看出自己和同學相同處。

3.能看出自己和同學相異處。

（三）能知道人的特質沒有絕對

的優缺點。 

1.能說出各種天生特色的好處

及壞處。 

2.能說出小組中每一位同學一

項特色的好處。 

第一單元： 

我和我的同學 

（四）能欣賞每個人不同的特

質。 

1.能說出班上同學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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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知道障礙造成的原因。1.能說出障礙大概的原因。 

（二）能體驗障礙者可能的感

受。 

1.能說出各種感官發生障礙時

可能的感受。 

2.能說出各種心智功能受損時

可能的感受。 

（三）能思考障礙者在學校生活

可能的障礙。 

1.能列出殘障者在學校可能遇

到的困難。 

第二單元： 

認識障礙 

（四）能思考障礙者在學校生活

中可能的需要。 

1.能列出殘障者在學校中可能

需要別人為他做什麼。 

（一）能說出自己在障礙情境下

的感受。 

1.能說出在學校情境中殘障者

可能遇到的問題。 

2.能說出扮演殘障者面對問題

時的感受。 

（二）能說出障礙者在各種情境

下的感受。 

1.能說出殘障者在面對學校問

題時可能的感受。 

（三）能了解殘障者可能遭遇到

的誤會。 

1.能說出殘障者在學校可能被

誤會的情境。 

第三單元： 

這是什麼感受 

（四）能了解殘障者在遭遇到誤

會時可能的感受。 

1.能說出殘障者被誤會時可能

的感受。 

（一）能知道身心障礙的同儕在

學校可能遭遇問題的原

因。 

1.能說出身心障礙同儕在學校

可能遭遇到的問題。 

（二）能幫助身心障礙同儕解決

問題。 

1.能寫出幫助身心障礙同儕解

決問題的方法。 

第四單元： 

當我們同在一起

（三）能和班上低成就同儕合作

完成老師所指定的工作。

1.能演出團體作業單（三）的故

事情境。 

2.能依能力擔任小組中適合的

工作。 

（一）能寫出班上身心障礙同學

在學校所發生的問題。 

1.能列出班上身心障礙同學在

學校生活中的問題。 

2.能說出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感

受。 

（二）能了解班上身心障礙同儕

發生問題可能的原因。 

1.能找出班上身心障礙同儕發

生問題的原因。 

（三）能想出正向解決問題的方

法。 

1.能小組討論出正向的解決問

題方法。 

第五單元： 

解決事情的好辦法

（四）能用正向方式解決問題。1.能以正向方式解決身心障礙

同學所發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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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找出班上同學需要被協

助的情境。 

1.能找出班上那些時候同學需

要被幫忙。 

（二）能想出協助同學的方法。1.能想出幫忙同學的方法。 

（三）能小組合作協助有困難的

同學。 

1.能協助同組同學。 

第六單元： 

我是助人小天使

（四）能在日常生活中隨時協助

他人。 

1.能協助周遭的人。 

以上為中年級的教學目標 

 

單元名稱 單元教學目標 具體目標 

（一）能知道自己和同學的特

色。 

1.能圈出自己的特色。 

2.能由同學的特色猜出同學的

姓名。 

（二）能知道自己和同學的長

處。 

 

1.能寫出自己的長處。 

2.能依據小組內同學的長處規

劃一個「創意園遊會」。 

（三）能知道自己和同學的短

處。 

1.能寫出自己的短處。 

2.能在小組討論後寫出「不適合

小組在園遊會中賣的商品」。

第一單元： 

我們這一班 

（四）能知道每個人的特質都可

以對班上有所貢獻。 

1.能說出每個同學長處可以給

班上的貢獻。 

（一）能知道障礙造成的原因。1.能說出障礙大概的原因。 

（二）能體驗障礙者可能的感

受。 

1.能說出各種感官發生障礙時

可能遇到的困難及感受。 

2.能說出各種心智功能受損時

可能遇到的困難及感受。 

（三）能思考如何使障礙者在學

校環境中更便利。 

1.能討論出如何改造校園環境

使障礙者生活更便利。 

第二單元： 

有愛無礙 

（四）能思考如何使障礙者在生

活環境中更便利。 

1.能討論出如何改造生活環境

使障礙者生活更便利。 

（一）能知道身心障礙同學在學

校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

和需求。 

1.能列出故事中身心障礙者在

學校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2.能列出故事中身心障礙者在

學校生活中的可能需求。 

第三單元： 

我可以怎麼做 

（二）能說出同學可以為身心障

礙學生做什麼改變。 

1.能小組討論出同學們可以為

身心障礙者做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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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說出教室設備可以為身

心障礙學生做什麼改變。

1.能小組討論出教室設備可以

因身心障礙者做的改變。 

（一）能列出班上需要解決的問

題。 

1.能寫出班上最近需要解決的

問題。 

2.能說出對班上問題的感受。

（二）能找出發生問題的原因。1.能列出班上問題發生的原因。

第四單元： 

解決問題DIY（一） 

（三）能列出可以解決班上問題

的方法。 

1.能討論出可以解決班上問題

的方法。 

（一）能評估各種解決問題方法

的優缺點。 

1.能小組討論並填寫問題解決

評估表。 

（二）能選擇適當的問題解決方

法來執行。 

1.能討論出適當的問題解決方

法。 

第五單元： 

解決問題DIY（二） 

（三）能訂定解決問題執行方

案。 

1.能討論出解決問題執行方案。

2.能分配執行方案的人員。 

（一）能定期討論班上需要解決

的問題。 

1.能定期列出班上需要解決的

問題。 

（二）能訂定問題解決方案。 1.能定期討論出班上問題解決

方案。 

（三）能執行問題解決方案。 1.能定期執行問題解決方案。

第六單元： 

生活改造家 

（四）能檢討方案執行成效。 1.能定期討論方案執行成果。

以上為高年級的課程目標 

 

 三、社會技能的訓練： 

    每週我們選定六節課幫漢漢進行社會技能訓練，從教導他注意看、注意聽、

聽指令做動作等初階技能開始，接著教他情緒的辨識和表達（如附件一）、需求

的表達、如何和同學展開談話等與人互動的技能，慢慢地也教導他在能力所及下

幫助他人、休閒活動等。特別是後來我們發現，漢漢固執的特點讓他做很多事都

全心全力、十分認真，因此，我們便和普通班老師合作，努力把漢漢訓練成一位

可以交托任務幫老師忙的小助理，在普通班裡，他每天會在固定的時間裡幫老師

發作業、整理東西；而在資源班，他會幫我們帶忘了來上課的同學，幫忙拖整間

教室的地拖得很乾淨。經過六年的努力，漢漢從一個不太能聽懂指令、常搞不清

楚狀況的孩子，變成一位守規矩、會幫老師跑腿的好幫手。 

    此外，許多在特教班實習的老師更發現漢漢會固定在同一時間向老師們問

好，因此便藉機要求漢漢每天把問好的內容加長，例如：前一天他說：「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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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第二天就要說：「美麗的張老師好。」第三天就要說：「美麗的張老師好，

祝您今天快樂。」漸漸的漢漢向人問好的社會技能愈來愈成熟，嘴巴也愈來愈甜。 

 

 四、普通班老師的諮詢服務： 

  由於漢漢的普通班老師並沒有教導自閉症學生的經驗，因此我們除了每週固

定一次的例行性諮詢服務外，平時亦隨時提供老師諮詢，以協助其更快知道如何

幫助漢漢學習。 

 

 五、認知能力的加強： 

  由於自閉症學生不擅長把學到知識運用在日常生活真實情境中，加上又有語

言的缺陷，因此認知的學習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在輔導漢漢的認知學習方面，除

了依據其各項學習能力訂定學習目標外，更是特別對其學習的知識功能化，目的

是希望漢漢能把學到的知識用在生活中，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由於漢漢比較

有自己固執的想法，因此其所學習的技能須在不同的情境中演練，讓其能類化到

不同情境中。例如：學習加法時，我們亦同時設計出實際買兩件以上物品共要花

多少錢的情境，且實際分別讓漢漢在大賣場、便利超商、傳統市場實際購物演練，

以便讓漢漢真正學會如何把加法技能用於上述情境中。 

 

 六、親職教育的實施： 

  雖然，在民族國小，我們每週固定有 80 分鐘的親職教育課，但是，漢漢的媽

媽是位單親媽媽，必須要兼負起養家的艱鉅工作，因此，平常並沒有多餘的時間

可以來學校上親職教育課，因此，我們便將每次上課教材的簡案（如附件一）或

學習單讓漢漢帶回家，以便能讓媽媽知道漢漢在學校學些什麼，幫助漢漢做複習

的工作，媽媽如果有任何教養上的問題，亦可隨時向資源班老師諮詢。 

 

 七、學校生態環境的改變： 

由於漢漢在學校時，學校的整個生活環境都是他可能活動的範圍，因此，我

們利用學校內的特教步道向全校小朋友介紹自閉症的相關知識，以幫助全校小朋

友都能了解如何和自閉症學生相處，才不會在學校裡遇到漢漢時對他的特殊行為

感到奇怪。我們亦利用特教月報和普通班教師進修時間，向全校普通班老師傳遞

相關的特教知能，協助全校的普通班老師在漢漢需要被幫忙時都能隨時對漢漢伸

出援手。 



第十三章 永遠準時的漢漢－國小自閉症個案之輔導 

～ 167 ～ 

由於大家的努力，漢漢的成長雖然不迅速，卻是穩定地進行，在漢漢畢業時，

居然能和班上其他五位同學一起上臺代表全班同學向全校老師致謝詞，由於大家

都知道漢漢是自閉症學生，給他的掌聲特別熱烈，這表示除了漢漢的能力得到大

家的肯定外，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老師、同學和普通班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支持和

肯定藉由這熱烈的掌聲給傳遞出來，給了身為特教老師的我們很大的鼓勵。 

此外，漢漢畢業前又重測了一次魏氏兒童智力量表，這一次，漢漢不僅能聽

懂指導語並十分配合地完成測驗，其操作智商更是進步到七十左右，語文智商在

五十幾，顯示大家六年來的努力沒有白費。 

 

參、教學者的省思 

  在教導漢漢的過程中，很感謝漢漢的媽媽、普通班的老師和學生們、學校行

政人員的共同投入，才能全面性地協肋漢漢進步。此外，社區中賣場的工作人員，

菜市場內的老闆們常常耐心地等我們算錢，也是我很想感謝的對象。學校的其他

義工媽媽也常常隨時幫助漢漢，亦是漢漢進步的大功臣。但是，最想感謝的是老

天爺安排很多事情讓我學會不要放棄，要樂觀面對孩子的問題。在開始教漢漢時，

他進步的緩慢曾讓我感到挫折，但是在過程中因為認識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中不

少有經驗的家長及許多有經驗的特教老師、教授，和我分享教導這群孩子的經驗

和心得，我慢慢養成遇到問題是找資料看和找人問的習慣，並且告訴自己，不要

害怕，如果連我都害怕了，那家長和普通班老師怎麼會有信心來迎接這個孩子帶

給他們的挑戰？而且我要在達到一小段目標時就要給自己和團隊中的成員鼓勵，

大家才能充滿信心迎接挑戰。 

  教導漢漢讓我真的學到一個道理，就是「辛勤播種，耐心等待收成！」所有

的努力，並不能一朝一夕就看到成果，但過了六年，孩子真的就變得不一樣。期

待和大家一起共勉，共同來為自閉症學生教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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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學領域：情緒的表達與處理 

單元名稱：認識情緒（一） 

教學目標： 

1.能認識各種情緒的臉部表情。 

2.能認識各種情緒的肢體動作。 

3.能認識在各種情緒下所說的對話。 

教學內容： 

 一、引起動機 

  請小朋友說一說如何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情緒？最後由老師歸納可從臉部表

情、肢體動作與說話的聲調、內容知道一個人的情緒。 

 

 二、社會技巧的教學活動 

   1.老師呈現步驟一，與高興、生氣、害怕、難過的簡單線條圖，請小朋友

說出這些圖卡的情緒詞彙。 

   2.由老師做出各種臉部表情，請小朋友說出可能的情緒，最後再由小朋友

上台表演喜怒哀樂的情緒。 

   3.由老師示範不同的臉部表情並加上肢體動作，請小朋友說出可能的情

緒，最後再由小朋友上台表演喜怒哀樂的情緒。 

 

 三、社交技巧的步驟與提示 

 

步驟 提示 

1.眼睛看 臉部表情、肢體動作 

2.耳朵聽 內容、聲調 

3.為情緒命名 說出情緒詞彙 

 

 四、綜合活動 

依據小朋友上臺演練的表現，給予適當的回饋和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