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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延伸國外研究並探討圍內特教人員對於資優、 ADHD與資

優ADHD誤判的可能性。本研究職前對象為畫灣北部某縣市特殊教育學系與心理

所心理臨床組學生共71人，在職組為同一縣市特教鑑輔專業人員以及特教教師共

23人。研究工具為一段虛擬個案的描述，讀研究對象依照描述特質，進行直覺判

斷。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對象並不清楚資優、 ADHD與資優ADHD具有類似特質。

而研究對象傾向回答ADHD' 凸顯ADHD可能會有被過度轉介與鑑定的情形，亦可

能導向資優、 ADHD與資優ADHD誤判可能性的提高。因此亟需正視特教專業人員

與教師對於資優‘ ADHD與資優ADHD特質以及鑑定的專業訓練。

關鍵詞: ADHD 、資優ADHD 、資賦優異、直覺決策、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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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the misdiagnosis

of giftedness, ADHD , and ADHD with giftedness. Participants included 71 pr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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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counselors, and 23 in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diagnosticians. They each read the same vignettes describing a hypothetical case of
a boy with overlapping behaviors of giftedness, ADHD and gifted ADHD. The
researcher then asked participants for a diagnosis , and finally examined their intuitive
decision-making and diagnostic evaluations. The results appeared that participants
were unaware of th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who are gifted, ADHD, and
ADHD with giftedness，的 well as more likely to provide the diagnosis of ADHD
Therefore , ADHD would likely be over diagnosed and may lead to an increas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misdiagnosis

Keywords: ADHD , ADHD with giftedness、 intuitive decision-making, misdiagnosis

壹、前言

注意力缺蹈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主要有三種特

徵﹒過勤、衝動及易分心。而ADHD資優學

生是指兼具ADHD以及資賦優異雙重特質

者，故其在認知、生理、社會及情緒發展的

不一致性極大(不平衡發展現象明顯) ，可

能於某些方面表現相當超前、優異，但是某

些部分則顯得能力不足或產生困擾(李佩

庭， 2008) ，結果通常是資優與障礙特質互

斥互抗(吳昆藹， 1999 ;黃文慧， 2002) ,

造成了正向特質被掩蓋或減弱。縱然能診斷

鑑定出具備特殊需求，多數亦只被鑑定出

ADHD的部分(謝佳諺， 2009 ; Webb , 2000) ,

且教師往往也只強調此類學生的ADHD特質

與介入，甚至全然不知資優與ADHD是可能

共存、可以同時表現在一位孩子的身上(蘇

筠涵， 2010 ; Fli剖， 200 I )。

除了ADHD資優學生鑑定的困難外，另

方面， 般資優學生的某些行為特質也容

易導致「純粹的」資優被誤診為ADHD

(Goerss , Amend, Webb , Webb , & Belj曲，

2006; Rinn & Nelson, 2009; Webb , Amend ,

Webb , Goerss , Beljan, & Olench祉， 2005) ，例

如過度激動(over-excitability)的特質(Buket

& Fusun, 2006; Kitano , 1990; Lo口， 2001;

Piechowski & Colangelo, 1984) 。資優學生過

度激動的特質可能因他人主觀的感受而有

正負向的評價。一般容易被視為ADHD或負

向的特質如下 心理動作(神經肌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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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激動時所呈現出的說話動作快速、衝

動、精力過盛、強迫性多話等;感官過度激

動時為了追求感官歡愉經驗，或籽解 l均在緊

張，而不斷尋求刺激、不能忍受噪音及不美

好的事物等;智能過度激動之不滿現實與權

威，會有強烈的反抗性或批判，也可能因為

尋求高層次的心智活動，而不願從事過於簡

單的作業;想像過度激動之愛做白日夢，操

弄想像力，無法注意細節或注意力不集中;

情緒過度激動之過度強烈的情緒反應，如抑

鬱、焦慮等(Buket & Fusun, 2006; Hartn凹，

Nelson , & Rinn , 2004; Jean , 2009; Kita凹，

1990; Lori, 2001; Mika, 2006; Nelson , Rinn,

& Hartne仗， 2006) 。而當資優學生的特殊學習

需求未能被滿足時(例如 上課 l有容太無

聊、太簡單) ，則越容易呈現出以上被視為

疑似ADHD或負向的特質以及社會適應問題

(Nelson et a I., 2006; Webb , 2000) ，結果可能

造成鑑定人員只對資優學生的外顯行為進

行解釋，最後錯誤診斷為ADHD (Webb ,

2000; Webb et a I., 2005) 。

此外，診斷鑑定的困難亦來自ADHD診

斷工具的問題。根據我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

異學生鑑定標準，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

採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唔談、醫學檢查

及個案資料等方式，並經專業團隊的綜合研

判(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2006)。同時依據嚴重情緒障礙教育鑑定基

準說明與國l有教育體系對ADHD的鑑定流程

(林建平， 2006 ;洪儷瑜， 1999 ;張芳榮，

2010) ，整體來說，ADHD的鑑定程序大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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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為以下五個實施階段:第一階段為轉

介;第二階段則是介入，由學校輔導室提供

個別化輔導的介入，持續輔導觀察學生的情

形，第三階段為初步評估，可分為 一是客

觀的瞭解問題的類型與嚴重的程度，並核對

教師與家長所提供的主觀資料，例如情緒障

礙量表 (Scale for Assessi月 Emotional

Disturbance，簡稱SAED) 、問題行為篩選量

表(包含教師版與家長版)、特殊需求學生

轉介資料表-!OOR及等檢核表，三為利用訪

問或資料審查的方式，排除可能平擾因素

(例如問題是否長期持續、是否跨情境、該

生在學校是否有適應困難等)，以釐清學生

是否疑似ADHD; 第四階段為鑑定與診斷，

由鑑輪會依照個案的需求，並邀請相關單

位，以跨專業方式鑑定評估，例如由心理師

施測，透過精神科、心智科、小見科或小見

神經科醫師，臨床觀察學生等，最後第五階

段為綜合研判與安置輔導。以上呈現多元多

階段的鑑定流程，但是目前有關ADHD診斷

及鑑定議題的研究指出，在標準化工其、腦

波與電腦斷層檢查技術、以及各種人員評估

判斷之間的一致性三方面上皆有其困難及

問題(侯伯勳、林志堅、遲景上、陳展航，

2003 ;陳素秋、喊汝芬、黃武達、楊斐適、

黃榮貴、莊奇容， 2009 ; Handler & DuPaul,

2005; Wu , H閏月， Chen, Chen, Chang, &

Chao ， 2007) 。

整體而言，目前雖存有ADHD診斷技術

與標準化工具，但在鑑定的結果上仍有分

歧。基本土， ADHD的診斷主要還是依據行

為檢核表，以及見童的行為觀察來進行評量

(黃惠玲， 2008) ，然而不同的人對於ADHD

的判斷存有差異，易造成不一致的情形，甚

至有誤診的可能性(Goerss et aI., 2006;

Nelson et aI., 2006) 0 Edmunds 和 Martsch

(2008)檢驗 176份被醫院正式診斷為ADHD

的評估資料，研究結果發現教育人員、醫師

與心理師等專業人員評估資料問診斷不一

致性高達三成。而造成評估不一致的因素，

責怪教育季刊

一部分來自於觀察見童的行為表現時，往往

易受到情感與直覺等因素的影響(Gupta &
Kar, 2010) 。一般來說，研究多指出教師對

ADHD的錯誤概念(e.g. ， Concannon & Ta時，

2005; Graczyk et aI., 2005) 。但， Handler和

DuPaul (2005)針對230位參與ADHD診斷的

心理師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只有的%的心理

師會以較多元客觀的方式進行評量。

綜合以上所述， ADHD 、資優、及資優

ADHD在行為表現上，往往會有相似的特

質，例如精力充沛、在上課時不專心、多話、

易衝動、反抗叛逆等。而專業人員難以區辨

三者，主要原因在於未能覺知到三者會有類

似的行為表徵(蘇筠涵，詢問;也mberly，

2009)，且資優ADHD學生在身心障礙標籤的

刻皈印象下，亦更增加正確鑑定的困難(吳

怡慧、曾幫瑩，2009) 。因此，教師與其他

專業人員應具備資優、資優ADHD與ADHD

的專業知識與訓練，否則將容易造成錯誤的

研判與轉介(蘇筠涵，20 I0 ; Kevin et aI.,

2007;Lo口， 2001; Rinn &Nelson , 2009)。尤其

目前在ADHD的診斷鑑定上，因為相當仰賴

主觀的行為觀察量表，所以在鑑定流程中，

家長與教師的直覺判斷相當重要，而特教鑑

輔會委員、醫師與心理師等專業人員亦參考

家長與教師的主觀直覺，再加上本身知識經驗

的主觀判斷，最後綜合這許多的主觀與直覺，

進行研判決策。所以，整個決策上，容易傾向

所謂的直覺決策(intuitive decision-making)' 即

個人根據知識及經驗基礎，依直覺迅速認知

事物以進行判斷與決策(謝梅芳、胡濤、李

暉， 2006) 。不只個人，當團體面臨複雜的

情境時，在決策時所牽涉的非理性層面也會

增加，最後，團體往往提高了直覺的使用以

尋找一個最佳的方向(林家五、熊欣華、黃

國隆， 2006; 孫本初、黃新福， 1995) 。但，

直覺決策進行時，容易受到刻板印象、先備

知識、期待、不自覺的喜惡等因素的影響(謝

寶梅， 1991 ; Steven, Charles, & Bernadette,

1989)。因此，若於鑑定過程中，任何一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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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對於ADHD與資優的知識與經驗，亦或有

情感因素與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在鑑定上

就會存有誤診的可能性(Gupta &K缸， 2010) 。

目前資優與ADHD錯誤診斷的比例有多

高呢? Hartnett等人 (2004 )與Rinn和Nelson

(2009)曾分別針對職前心理師與職前教師，

進行誤判可能性的研究，結果發現兩者皆不

了解ADHD與資優具備相似特質，傾向研判

為ADHD 0 國內目前並沒有這方面的實證研

究，因此，本研究欲延伸國外的研究，對於

有可能是資f暈、 ADHD 、和資優ADHD的個

案，探討職前與在職特教與鑑定專業人員的

直覺判斷為何?又因直覺判斷對於現今診

斷與鑑定之決策扮演重要角色，研究者乃根

據直覺決策的量化資料，提出誤判的可能

性。故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探討職前特教教師與臨床心理師，

以及在職特教教師與特教專業人員，整體對

於有可能是資優、 ADHD與資優ADHD的個

案之直覺決策為何。

二、分析職前組與在職組的直覺決策是

否有顯著差異。

三、探究職前階段，臨床心理與特殊教

育背景者的直覺決策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探析在職階段，特教專業人員與特

教教師的直覺決策是否具顯著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係研究者依據Hartnett等人

(2004)的「資優或ADHD診斷問卷」之內
容所改編，而2004年英文問卷則是根據 1993

年Webb和Latimer之ADHD和資優學生的相

同特質研究而編製。在翻譯與改編問卷時，

研究者為符合我國用語，乃參照精神疾病診

斷準則手冊(孔繁鐘、孔繁錦， 1998) 的注

意力缺陷過動症準則來編寫。

中文問卷初擬完成後，委請專家針對本

問卷內容的適切性提出修正意見。整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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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原問卷曾發表於著名資優期刊，亦經國

內學者修正，是具有專家效度的問卷。問卷

內容共分為二部分，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包含職業、年齡、性

別、大學主修、研究所領域、特教教師資格

與服發年資、心評教師資格與服發年資等。

(二)填答內容

第二部份為一段虛擬的個案描述，受試

者在閱讀完畢後，須依照自己的直覺，判斷

個案為哪類型的特殊學生，此部分為開放式

填寫問卷。研究者將問卷中有關個案特質的

描述，依據所傳達的 ADHD和資優過度激動

特質，加以分析如下(見表 I ) ，而ADHD資
優生因具有兩者之特質，故不再列表說明。

二、研究對象

為探討在職特教教師與專業人員的直

覺決策，研究者在特教教師的取樣上，乃以

晝灣北部某縣市特教研究所內全部的在職

特教教師共的人為研究對象，而在特教專業

人員取樣上，則以同一縣市鑑輔會所推薦之

8位參與鑑定輔導的專業人員為研究對象。

在職組基本資料如表2 。

本研究亦探究職前階段心理臨床背景

者(研究生)與特殊教育背景者(學生)的

直覺決策。研究者在特教學生取樣上，選取

與在職樣本同一縣市之特教系六四、大五及

特教所碩士班下修師培課程者，最後岡意參

與本研究者為55人。心理臨床組學生取樣

上，則以岡縣市心理所臨床組碩 、碩二之

全部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人數共有16人。職

前組基本資料如表3 。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為控制填答情境與內容，由研究

者擔任主試，進行團體施誤的或個別施測，正

式施測時間為2010年9月 20日至 II 月 15 日，施

測結果採以下方法處理

育世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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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問卷內容分析

個案特質的描述 實優特質

注意力缺損

ADD/ADHD 特質

l 小明經常處於精力旺盛

且好動狀態，並且比起

一般七歲的孩于，他較

無法安靜坐好。

2. 小明在課堂上經常說

話，也經常在課堂上打

斷老師說話。

3 老師一直不斷重複嘗試

改變小明的行為，但小

明會批判且挑戰權威並

難以接受規則與規範。

4 小明的回家作業經常是

一圍亂，因為他都表現

出毫不在意或者是無法

注意細節。

5 小明在需要注意力的作

業、工作或遊戲上，表

現不住，特別是當他單位

到無聊的時候。小明的

家庭環境正常，根據父

母的說法，小明是位聽

明的教于。

沒有辦法遵守指

示，也無法完成

學校作業或家事

(並不是由於對

立性行為或無法

T 解指示的內

容)。

無法專注:¥i細節都

分，或在做學校

作業或其他活動

時，出現粗心的

錯誤。

很難持續專注於工

作或遊戲活動。

過動/衝動性

1 在座位上玩弄手腳

或不好好坐著。

2 很難安靜地玩或事

典休閒活動。

3 總是一直在動或是

像被馬達所驅動。

l 話很多。

2 在問題還沒有問完

前就急著回答。

3 打斷或干擾別人(例
如.插嘴或打斷別人

的遊戲)。

l 心理動作過度激

動:動作快速、精力

旺盛、睡眠時間較

少。

2 創造力過度激動.探

索與高度冒險性。

l 心理動作過動激

動:有強迫性}話傾

向、街動行為。

2.智力過度激動急:¥i

分享答案、急於解決

問題。

3.成官過度激動.吸引

他人注意 o

1.智能過度激動﹒不滿

現實與權威，批判或

反抗性強烈

立情緒過度激動過度

敏戚、情緒反應強

刑。

創造力過度激動.堂做

白日夢及視覺化其

思考內容、注意力不

集中。

“ l 智能過動激動:會因

.l\，作業過於簡單，而

不顧意完成作業、想

同時完成許多作業

或工作。

2.成官過度激動:尋求

哥拉官刺激。

表 2 在職員且之正式樣本基本資料 (N=23 )

基本實料

職業

實唾教育季刊

項目

特教教師

鑑定輔導專業人員.

a 醫師

b 鑑輔委員

人數

15

7

百分比

的 2%

頁下續

%%-rl
A
品T
A
υ
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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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組之正式樣本基本資料 (N=23) (續)表 2

百分比人數項目基本資料

39.1%
60.9%

26.1%
39.1%
13.0%
8.7%
8.7%
4.3%

9
14

L
U
A
V
J
丸
，
叫
4

司
/
鈕
，1

男

女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 歲以上

性別

年齡

78.3%
21.7%

18
5

特殊教育學~

其他領域(包含.護理卑、幼

教~、公共行政卑、外文~

A醫學車各一人)

大學背景

95.7%
4.3%

22特教領土主

醫學領風

研究所背景

95.7%
4.3%

22具特教教師資格

無特教教師資格

特教教師資格

18.2%
3 1.8%
27.3%

4 .5%
18.2%

A
品
可
句
J
F
O
-
-
A

且
可

1 年以下

1-3 年

4-6 年

7-10 年

10 年以上

特教服務年實

(具特教教師資格)

34.8%
65.2%

8
15

具心評教師資格

無心評教師年實

心評教師資格

25.0%
25.0%
12.5%
12 .5%
25.0%

?
但
司
/
鈕
，
1

，
1

司
4

1 年以下

1-3 年

4-6 年

下10 年
10 年以上

心評服務年實

(具心評教師資格)

職前組之正式樣本基本資料(N=71)表 3

百分比人數項目基本資料

18.3%
81.7%

16

93.0%
5.6%
1.4%

74.6%
16.9%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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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8

L
O
A
件
，

I

LO

司
令U

呵
，4
4
U

5l

男

女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特殊教育學卑

心理學車

其他領域(包含社會工作學車、初等

教育學卑、商學 j島、生命科學卑、

英語島、運輸管理學車各一人)

性別

年齡

大學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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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統計

關於基本資料與研究目的一之資料，以

次數分配、百分比進行統計。

(二)推論統計

研究目的二、三、四的資料以無母數之

克 瓦二氏單因子等級變異數 (Kruskal

Wall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by ranks)

進行分析。

參、結果與討論

表4列出研究對象的整體直覺決策，結

果為ADHD (75.5%)的比例最高，其次依序

為﹒其他(情緒行為障礙、反社會人格、品

格疾患、亞斯伯格症、以及學習障礙等)

(13.8%)、資優(8.5%)、及資優ADHD (2.2%) 。

因此，對於有可能是資優、ADHD或資優

ADHD的個案，多數人皆直覺判斷為ADHDo

而有關職前組與在職組、臨床心理職前

組與特殊教育職前組、以及特教教師在職組

與專業人員在職組的直覺決策差異，在克

瓦二氏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上，皆無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H~.119 '戶的， H~.933 '

p> .05 ' H~.452 ' p> .05) 。即職前與在職的直

覺決策沒有顯著差異外，同時，職前所包含

的特教與臨床心理背景者，以及在職的特教

教師與專業人員，均未達顯著差異，皆以

ADHD為其主要的直覺判斷。

本研究結果可呼應Hartnett等人(2004 )

表 4 整體填答情形 (N~94 )

以及Rinn等人(2009)在臨床心理與教育的職

前研究結果。 Rinn等人針對132位職前教師進

行調查，研究結果亦呈現ADHD的填答比例

最高。 Hartnett等探討44位職前心理師是否瞭

解ADHD及在不適切環境下資優學生的負面

行為，結果發現職前心理師傾向由病理學

(ADHD)角度來解讀學生行為，而當未提供

資優為填答選項之一時，所有參與者皆填答

ADHD及其他障礙。相同地，本研究的職前

心理師中，無人填答資優，亦無人填答資優

ADHD ，顯現心理研究所臨床組的訓練中，

仍然相當缺乏資優ADHD與資優特質的相關

知識，造成臨床心理背景者較容易注意到學

生的過動、衝動與易分心行為，傾向做出

ADHD的研判。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職組整體上以判

斷ADHD的比例最高，且僅兩名特教教師填

答資賦優異。除醫師外， 7位鑑輔委員皆真

有特教研究所學歷，及特教教師資格，且7

位中有6位擁有心評資格，但在如此專業的

人員中，無人填答資優，亦無人填答資優

ADHD 0 誠如文獻指出，當個體進行直覺決

策時，會以簡單化原則(simplifying rules)與

捷思法(heuristic principles)(亦即個體依據過

往的經驗做直觀推論)來處理訊息，於是易

受到知識、刻板印象、經驗等影響(謝寶梅，

1991 ; Steven et aI., 1989) ，所以亟需正視特

教教師與專業人員對於資優、ADHD 、與資

優ADHD特質以及鑑定的專業訓練。

;大數

百分比

ADHD

71

75.5

實賦優異

B

8.5

資優 ADHD

2

2.2

其他

13

13.8

肆、結論

一、結論與建議

由於ADHD標準化評量的信效度不佳

(e.g. , Wu et aI., 2007) ，目前ADHD的鑑定大

實世教育季刊

多仰賴主觀與直覺的觀察法或訪談法，來評

量學生在ADHD行為檢核表上特質的嚴重程

度，最後轉化為分數進行研判。而資優學生

的鑑定亦通常由教師做第一步的觀察與推

薦，並由特教相關人員選擇適當的能力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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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接著安排學生接受進一步的評量。因

此，教師與特教相關人員的直覺判斷在鑑定

中扮演重要角色，故研究者以直覺決策的角

度來探討特教與相關專業人員的研判結

果。在研究發現上，本研究與國外研究一

致，均指出職前的特教與相關專業人員對於

有可能是資優、 ADHD或資優ADHD的個

案，以判斷ADHD者為最多。另外，本研究

亦將研究對象延伸至在職的特教與相關專

業人員，研究結果與職前組一致，且於本研

究中，沒有任何研究對象的直覺判斷為「個

案可能是ADHD 、資優、或資優ADHD J 。

因此，綜合本研究結果可知，目前特教

師培生、心理臨床組研究生、亦或是正式特

教教師、鑑輔專業人員，皆缺乏ADHD 、資

優與資優ADHD的重疊特質與鑑定輔導的專

業知識。又因為無論是職前組或在職組，對

於具備資優、 ADHD或資優ADHD重疊特質

者，其直覺判斷以ADHD的比例最多，所以，

一旦鑑定過程是傾向直覺決策，則可能造成

ADHD的過度轉介與過度鑑定。故根據本研

究結果，研究者建議特教師培、心理臨床訓

練單位，應開設並鼓勵所有學生修習資優學

生的特殊需求、以及特殊族群(包括雙重特

殊者)資優學生的特質、評靈與輔導等課

程，以建立學生正確的背景知識，避免先入

為主觀念與刻板印象的形成。而對於特教專

業人員的在職訓練方面，當務之急則應增加

ADHD 、資優與資優ADHD的重疊特質與鑑

定輔導的專業知能，避免實際鑑定過程中，

參與人員因不瞭解特質而造成誤判。也應提

供各種多元評量的在職訓練，以協助專業人

員能夠同時注意到學生的優勢與弱勢，以減

低未來在綜合研判時，研判小組因面臨訊息

不完整的情境，而造成誤判，亦即訓練專業

人員能有效運用多元評量，以提升研判決策

中所包含的理性層面。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人力及時間，研究者以晝灣

18

北部某縣市進行試探性研究，僅只有94位受

試者，研究結果可能受到對象選擇的限制，

而無法推論至其他地區之職前以及在職特

教相關專業人員。此外，本研究採用開放式

問卷，受試者在做直覺判斷時，僅能依照當

時間卷中有限的訊息做判斷，並沒有陳述虛

擬個案在不同情境脈絡的行為，恐影響受試

者在研判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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