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國小輕度自閉症兒童理解言外之意之行動研究 

Enhancing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Implications of 

Conversation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with Mild 

Autism: An Action Research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提升國小輕度自閉症兒童理解言外之意的教學策略與成效。

研究對象為一名國小輕度自閉症兒童，研究者以探討其心智理論能力發展階段及

理解言外之意的能力與流暢度做為介入目標。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發展提升

理解言外之意的教學方案，此教學方案對研究個案理解言外之意的正確率和流暢

率有正面成效。社會效度上，本研究的教學方案有助於提升個案在情緒與意圖覺

察、人際互動的能力。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做為日後教師與

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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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o enhance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with mild autism to understand implications in conversations.  The participant 

of this study was an elementary student with mild autism. Several strategie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action plan, including peer-mediation, role-play, and discussion.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 intervention plan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increasing the fluency of 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 in conversations.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ing the parent and the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 also confirmed positive 

resul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in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help teachers and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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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第五版與特殊教育鑑定辦法皆指出不同嚴重程度的自閉

症者其共同的核心特質為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與侷限或重複的興趣與行為，但其

認知能力、溝通及社會互動表徵則因自閉症影響程度而有高度的個別差異（張正

芬，2014）。研究者在教學中發現輕度自閉症兒童雖具有與他人互動的動機與需

求，但受限於他們的社會溝通能力而造成在互動上的困難。此觀察驗證了相關研

究結果中對輕度自閉症兒童無法理解他人的社會行為、情緒，對他人的溝通意圖

理解力弱的敘述（林迺超、張正芬，2011；Dennis、Lazenby & Lockyer, 

2001,Rundblad & Annaz, 2010）。在溝通的過程中，自閉症兒童對於判斷說話者

藉由副語言及非語言傳達的隱喻、誇張，和反諷等非字面意義時，較一般人困難

（鳳華等人，2014；Tager-Flusberg, Paul, & Lord,2005）。 

目前國內外學者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自閉症學生認知及社會互動表現



 

 

困難，包括心智理論（Happé,1994；Baron-Cohen, 2001；Wellman, 2014）及執

行功能缺陷（賴孟泉、高淑芬，2010；Hedvall等人, 2013；Pellicano, 2012）。

心智理論指的是推論他人的心理狀態、詮譯他人行為、解讀他人想法的一種能力

（Baron-Cohen, 2001)。與一般兒童相比，自閉症兒童對照同齡兒童無法發展出

應有的能力，但部份兒童在早期所缺乏的能力在年齡稍長後會發展出來，就質和

量還是比一般兒童不足(Baron-Cohen, 2011)。自閉症兒童受限於心智理論缺陷

可能會導致在社交和溝通上的障礙（王淑娟等人，2011；Wellman, 2014）。在溝

通上隱喻是我們常用的一種方法，講話時說的「話」或是一個動作，可能包含不

同的意圖，因此要瞭解隱喻是需要一些瞭解意圖的能力，沒有初級心智理論的能

力是無法完全理解他人隱喻的意思 (Norbury, 2005)。Happé (1994)認為要理解

非字面意義的真正意思（意即言外之意）需要思考說話者的心理狀態，在非字面

意義的研究結果中發現，即使是能力較佳的輕度自閉症兒童也很少說出與內容相

關適合的解釋。部份學者指出自閉症兒童的社會互動困難並非只源自於心智理論

的缺陷，執行功能(如彈性思考或處理速度等)亦可能影響他們的社會互動表現、

適應行為及學業/學校表現（Hedvall, et al., 2013）。Coulson 和 Lai(2015)

整理文獻探討字面意義和隱喻式語言在大腦神經的運作，強調執行功能在理解高

層次語言的重要性。Columbus等人(2014)亦指出有良好的執行功能者，利用內

文脈絡來處理隱喻理解時較有效率。 

自閉症學生無論是心智理論或是執行功能的發展皆較同儕落後，可能進而影

響其社會溝通，尤其是理解說話者非字面意義的效能。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以心智

理論及執行功能介入前後，自閉症兒童對理解言外之意表現的變化，並對未來的

自閉症兒童理解言外之意教學策略提供相關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個案介紹 

研究對象為經過鑑輔會鑑定為自閉症之國小四年級資源班學生—小樹。小樹

的認知能力與同儕相當，聽理解為其優勢，他平時喜歡與同儕、老師互動，但無



 

 

法分辨開玩笑或是認真的，在覺察他人情緒和想法上較弱，較容易按照自己的邏

輯思維來與人互動，因此常與同儕、老師起衝突。研究者運用不同學者的測驗工

具（林迺超、張正芬，2011；鳳華，2015；Wellman & Liu, 2004）並藉由自編

評量工具及觀察訪談等方式瞭解小樹在各階段心智理論的表現與起點，結果發現

小樹在判斷同儕的言外之意時，雖然正確率與同儕差亦不大但其流暢度不足，因

此研究者決定以執行功能中的流暢度為介入目標進行教學方案設計。 

（二）課程設計與教學 

研究者參照過去研究中有效的介入策略進行課程設計（如張正芬，2011；鄭

津妃，2004；Persicke et al., 2013；Carr et al., 2014；Melogno & Pinto, 

2014；Saben-Bezalel& Mashal, 2015 等），將教學方案分為個別課程及團體課

程進行。教學內容蒐集研究對象在日常生活中較不懂的言外之意題目，及在家庭

與校園情境可能會遇到的言外之意對話內容，再參考林迺超、張正芬（2011）的

測驗形式改編成對話故事。 

每週研究者先與個案進行一對一的課程，接著再與個案和普通班三位同儕進

行小組團體課程。個別課所使用的教學策略包含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提供視覺

提示系統，並運用故事講解與討論，參照 Salkin和 Lawson(2013)建議的增進流

暢度的方法進行，在小樹答題時計時，記錄每題的答題時間。個別課程中的題目

以紙筆測驗作答，在看故事後給予四個語句含義選項，選出正確含義。個別課程

每天一次，進行 5 週共 25次，每次時間依題目數量改變而增加，時間約 5-10

分鐘。個別課程教學結束後，選擇個別課中答題時間超過 20秒或是答題時間最

長的題目做為團體課的教學內容。團體課則結合自我管理、多重範例、同儕、角

色扮演、視覺提示、多媒體系統及討論引導分析情境與說話者說的句子之間的關

係及語句的意思等策略來進行教學介入，團體課程共進行 5週，每週進行 1次，

每次 30-40分鐘。經介入後研究者依據小樹表現將課程內容目標調整為觀察眼神

方向的教學，輔以個案表現不穩定，因此再增加一次，共計進行 6次團體課程。 

三、實施成效 



 

 

（一）對教學內容的反應：在課程內容設計與編排上發現小樹對於客氣的拒

絕、有情緒的反說以及較難的俚語的正確率較弱。此外，發現小樹在比較常見的

日常生經驗的反應和答對率較好，他的答題反應會依據他過去的經驗而有不同的

狀況。雖然小樹對於沒有舊經驗的題目表現較弱，但在介入後期可以發現小樹會

依說話者的情緒，往大致的方向猜測說話者真正意圖。 

（二）對教學策略的反應：相較於個別課程與教師單獨互動時的表現，小樹

在有團體增強的氛圍中比較能安坐進行課程，進行討論時小樹在團體中亦比較能

彈性調整自己的思維與想法。 

（三）整體流暢度及相關行為的變化：從前後測及雙週評量中可以看出小樹

流暢度逐漸進步。在教學後小樹較能夠從對話的脈絡中找出答案，就算他不懂對

話中關鍵句的言外之意，也會往大方向推論可能的意思。 

四、相關建議 

以下僅從教學策略、教學內容、課程形式等面向提供未來教學建議。 

（一）教學策略：同儕介入會激起個案的參與度、好表現和增加個案在認知

上的彈性調整。因此若自閉症學生與同儕關係互動良好，或對於與同儕互動有高

度動機者，同儕介入會對研究個案帶來好的影響與互動。而角色扮演時，國小四

年級學生在表演符合對話情境的表情、語調和動作時有困難，因此建議使用策略

時，針對同儕事先進行情緒、語氣和動作的培訓，在角色扮演時可以更逼真。 

研究者發現部份策略對小樹的成效不明顯，分析其原因是小樹為聽覺學習型

的兒童，而文獻中所建議的多媒體系統策略等都為視覺型的學習型態，不符合小

樹的學習習慣，所以成效不明顯。建議未來在選擇研究策略除了參酌文獻選擇相

關有效策略外，亦應考量研究對象的學習型態進行安排。 

（二）教學內容：考量國小中年級學生較少說出隱喻、言外之意或是模棱兩可的

語句，因此要收集到許多貼近日常生活的言外之意語句有一定困難，因此研究者

在設計課程時有額外增加簡單的俚語或雙關語，並以隨機抽取各類型題目的方式

進行教學。但實際執行時發現貼近學生日常生活的語句個案的學習效果最佳，因



 

 

此建議未來教學者在內容安排上，可從較簡單的與生活經驗相關的題目開始教學，

接著再安排簡單俚語，最後安排對學生而言比較難的題目，以讓學生更有系統性

地學習理解言外之意。 

（三）課程形式：在個別課程中比較能夠發現教學方案對小樹的介入成效，小樹

亦較不容易受團體課程中同儕的答案影響，而團體課程則較容易看到小樹在討論

時的思維歷程及增加其認知彈性。建議未來在進行介入形式的安排上可依不同需

求進行調整。 

五、結語 

整體而言在發展理解言外之意的教學方案歷程中，研究者透過相關測驗能更

有系統的評估自閉症兒童的心智理論發展，找出學生的起點能力與行為。而此教

學方案對於本研究個案在理解言外之意、與他人互動的量與質表現上皆有進步，

但在教學設計上若能更貼近研究對象的經驗與學習型態，對學生和教學者皆能獲

得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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