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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伯格資優生寫作能力及教學

摘　要

本文探討亞斯伯格資優生寫作能力及寫作教學策略，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相關

文獻，整理出雙重特殊教育的觀點探討亞斯伯格資優生的輔導、亞斯伯格資優生

的寫作能力及亞斯伯格資優生的寫作教學策略。並企盼運用至特殊需求課程，以

協助亞斯伯格資優生寫作能力的統合及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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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d writing abilities and writing strategies used in gifted students 

with Asperger’s Syndrome. The literatur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use of 
consultation approach to catering for students who are gifted with Asperger’s Syndrome, 
their writing abilities, and strategies used to improve their writing. It is expected that 
writing strategies used in this curriculum will help gifted students with Asperger’s 
Syndrome develop an integrated and balanced system of wri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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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伯格資優生本身乃兼具資優和障礙

的狀況，依 Pledgie（1982）的定義，亞斯伯

格資優生為資優和障礙類別重疊的孩子，從

特殊教育服務的觀點而言，亞斯伯格資優生

為雙重特殊學生中的一類。Karnes、Shwedel
和 Lewis （引自 Perkerson, 1999）認為協助亞

斯伯格資優生應該視為雙重特殊教育學生的

一個整體，即資優和障礙乃是同時發生在同

一個體內相互消長。所以探討他們的寫作能

力，不能只從亞斯伯格教育或資優教育二個

獨立的視角來看，應從雙重特殊教育的角度

切入。故先以雙重特殊教育的觀點探討亞斯

伯格資優生的教學，再進入到亞斯伯格資優

生的寫作能力及寫作教學。

壹、�從輔導雙重特殊學生的觀
點探討亞斯伯格資優生的
教學

輔導雙重特殊學生的觀點強調亞斯伯格

資優生的教學要考量優弱勢能力並存、內在

能力差距，及優弱勢能力交互作用的特質（黃

文慧，2002；Nielsen, 2002），並由這三大特

質的角度協助如亞斯伯格資優生的教學。

一、優弱勢能力並存

亞斯伯格資優生本身具有資優和身心障

礙的特徵，因此 Whitmore 和 Maker（1985）
的研究發現優弱勢能力的交雜之下，會讓亞

斯伯格資優生產生不同的結果，有可能發展

出好的潛能，或是潛能被隱沒，只出現障礙

的狀況。因此 Whitmore 和 Maker（1985）認

為，考量雙重特殊學生回歸主流進行融合教

育的特殊需求時，因兼重他們優勢能力的加

強及弱勢能力的補救。   
據吳昆壽（1999）經過抽樣調查國內近

73 位不同障礙類別之雙重特殊學生，及經過

實地訪談後，也提出雙重特殊生具有正負向

的特質，其正向的特質包括：（1）渴望成功；

（2）能堅持於所欲達成的目標；（3）克服

困難時，尤其是克服個人的限制有一些彈性

的策略；（4）能覺知自己的潛能並充分運用

自己的優點；（5）優異的分析和創造性的問

題解決能力；（6）普通常識豐富，記憶力佳；

（7）富幽默感。負面的特質，包括：（1）
對於自我接納會有一番的掙扎；（2）脆弱的

自我概念；（3）在某些學業技巧領域顯現困

難；（4）對於不如意的表現顯現生氣及強烈

的挫折；（5）有人際關係的問題；（6）有

一種想要釋放被壓抑的能量的欲求。吳昆壽

（1999）並認為也可透過他們本身的優勢能

力進而型塑出弱勢能力的補救策略。故培養

亞斯伯格資優生的輔導，首重找出他們的優

弱勢能力。

二、內在能力差距

亞斯伯格資優生自身資優和障礙能力差

異過大，造成其內在能力差距，有可能在優

勢科目上獨傲群體，但弱勢科目卻是敬陪末

座，因此黃文慧（2002）認為他們普遍經歷

資優、障礙能力懸殊的痛苦，能力不一致往

往使他們在某些科目無法跟上進度，因此弱

勢科目的補救是重要的。

筆者自身輔導過的一名亞斯伯格資優生，

就難以接受他自己數理能力好，但國文和英

文能力差的事實。之後透過補救教學改善他

的弱勢國英文科目，的確在自信心上比較提

昇，也進一步改善內在能力差距。

三、優弱勢能力交互作用

根據 Karnes, Shwedel 和 Lewis（1983）
（引自 Perkerson, 1999）的研究發現，協助

亞斯伯格資優生應視為一個整體，即資優和

障礙乃是同時發生在同一個體內相互消長。

因此雙重特殊的能力是交互作用產生的，

Yewchuk 與 Lupart （1993）從優異及障礙特

徵、成就、期待、社交能力、動機、自我效

能、內省及生涯等八個向度進一步分析雙重

特殊生的交互作用，發現他們的能力均是高

度衝突的，因此為了要調和這樣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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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wchuk 和 Lupart（1993）認為應同時提供

亞斯伯格資優生障礙能力的補救教學，和優

勢能力的增能教育，並且可從自身的優勢能

力來協助自身的弱勢能力，如亞斯伯格資優

生的優勢能力若為圖像思考，則可從圖像思

考等概念圖以協助寫作思考。

所以從上述輔導雙重特殊學生的觀點可

得知，才較可讓亞斯伯格資優生均衡發展。

總結以上輔導雙重特殊學生的觀點，輔

導亞斯伯格資優生不能只從單方面的身心障

礙或資優教育中去協助，而是要先找到他們

的優弱勢能力、並同時提供障礙補救及資優

增能教學，及從自身的優勢能力來協助自身

的弱勢能力。以下乃更進一步就亞斯伯格生

本身常見的優弱勢能力進行探討，以描繪出

亞斯伯格資優生的寫作能力。

貳、亞斯伯格資優生的寫作能力

就眾學者對亞斯伯格自身的優弱勢能力

分析，可以形塑出亞斯伯格資優生可能具有

的幾個寫作能力特質，以下就針對此寫作特

質分別介紹：

一、論說文表現較好

亞斯伯格生可能有資優特質、高智商、特

殊才能或技巧等優勢能力（Griswold, Barnhill, 
Myles, Hagiwara, & Simpson, 2002）。再則，

大多數的亞斯伯格生一般是在智力平均高於

平均水平的範圍，且批判思考能力較強，對

於事件往往會有自己獨特的看法（Attwood, 
1998; Barnhill, Hagiwara, Myles, & Simpson, 
2001; Myles & Simpson, 1998）。論說文的寫

作重點則是把自己欲論述的道理講解清楚，

說明白即可，不需要太多的修詞或情感裝

飾。且他們可以透過明確的程序以完成工作

（Griswold et al., 2002），論說文的起承轉合

規則是較好讓亞斯伯格資優生理解並進行寫

作，同樣的此優勢能力也可引導亞斯伯格資

優生撰述其他文體的文章。

二、抒情文表現較差

亞斯伯格資優生是一種神經心理功能

的障礙。在社會層面上，往往會出現與同儕

的 社 會 互 動 異 常（Griswold, Barnhill et al., 
2002）。且就社會互動的角度而言，亞斯伯

格生會有不符合實足年齡的社會互動行為、

較不感興趣和他人分享自己的喜好、沒有同

理心、難以理解情感及較難從他人的角度去

解讀事情（Baron-Cohen, 1989; Dewey, 1991; 
Happe, 1991）。而抒情文的寫作要透過周遭

的事物抒發自身的情感，並從他人的互動中

描寫出人我情感的關係，但亞斯伯格資優生

在社會互動上出現難以理解情感，及較難從

他人的角度去解讀事情，這些層面可能會影

響到他們在抒情文中與他人分享情感的方式。

三、作文離題

作文首重題目與內容的契合，切題而不

離題。亞斯伯格資優生雖然他們的語言發展與

一般人的進程無異（Attwood, 1998; Gillberg & 
Gillberg, 1989; Myles & Simpson, 1998; Myles 
& Southwick, 1999），但往往會因感覺統合的

困難，讓他們收到的信息之後的處理和解讀上

產生差異，視覺接受訊息經大腦運作統合後，

所輸出的結果，可能會與一般人所預期的不

一致（Dunn, Myles, & Orr, 2000; Myles, Cook, 
Miller, Rinner, & Robbins, 2000），導致題目

訊息的區辨與輸出的內文不一致。

此外，亞斯伯格資優生也可能會出現難

以理解抽象語言及語言背後的意義，他們往

往單從字面上解釋意思，卻忘了詞彙背後的

意義，以致延伸出題目解讀的困難。當誤解

作文題目時，卻用自己的角度繼續寫作下去，

固著於自己所認為的作文題意之中，較難用

其他的角度去審視自己的寫作內容是否切合

題意（Griswold et al., 2002）。而其他學者

也同樣認為亞斯伯格資優生從字面的表面意

思去解讀其意，或是會混淆與題目無關的信

息，使得寫作時可能會偏離主題（Myles & 
Simpson, 1998; Myles & Southwick,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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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易運用字辭

部份亞斯伯格資優生也可能出現不易理

解修辭、比喻、成語或寓言，使得他們運用修

辭有所困難（Myles & Simpson, 1998; Myles 
& Southwick, 1999），且寫作中習字、閱讀

和字詞拼寫困難也是他們常見的問題（Gross, 
1994; Wing, 1981），所以亞斯伯格資優生寫

作時字句、修辭技巧的使用可能也會是寫作

能力上的一道關卡。

五、寫作策略不利

亞斯伯格資優生通常具有固著行為，此

固著行為會影響到他們的解決問題能力，由於

沒有好的寫作問題解決策略，他們碰到不會

寫的題目可能就會停下來一愁莫展（Myles & 
Simpson, 1998; Myles & Southwick, 1999），

所以老師如何在教學上提供亞斯伯格資優生

寫作策略是重要的。

綜上所述，亞斯伯格資優生仍可能在論

說文表現較好，而可能會出現抒情文表現較

差、作文離題、不易運用字辭及寫作策略不

利的狀況。故以下乃探討學者們對於亞斯伯

格資優生所提出的寫作教學策略。

參、�亞斯伯格資優生的寫作教
學策略

近數十年專家學者的研究中，均認為被

診斷為兼具亞斯伯格及資優特質的雙重特殊

生，他們仍會保有亞斯伯格症候群可能會出

現的身心障礙特質，並不會因為他們具有資

優的優勢能力，而使得他們完全不會出現任

何亞斯伯格症候群所出現的狀況（黃文慧，

2007；鄒小蘭，2006；鄒小蘭、盧台華，

2007；Cash, 1999; Neihart, 2000; Henderson, 
2001; Griswold et al., 2002）。所以亞斯伯格

資優生可能會出現寫作問題，也應提供他們

相關的寫作教學策略課程。

首先，亞斯伯格資優生在寫作教學策

略的課程設計上，需要引入區分性課程的概

念，且為了要滿足學生的需求，調合他們在

雙重特殊教育提及的兩種矛盾的學習特質，

最好創建一個平衡的課程於培育優勢能力

和補償弱勢能力之間（Bianco, Carothers, & 
Smiley, 2009; Winebrenner, 2003），並要考量

到他們的能力、興趣和缺陷。因此 Bianco、
Carothers 和 Smiley（2009）建議設計優勢能

力本位課程來協助亞斯伯格資優生，此優勢

本位課程乃找出亞斯伯格資優生原本具有的

優勢能力，並用此優勢能力去進行寫作策略

課程。

至於如何找出亞斯伯格資優生的優勢能

力，去設計優勢能力本位課程以協助弱勢能力

的加強？筆者認為可從社會互動策略、組織策

略、時間管理及監控策略和其他寫作策略來探

討，以協助亞斯伯格資優生的寫作能力。

（一） 社會互動策略：給予亞斯伯格資優生

大量與人互動的機會，可漸漸增加他們

對人我社會的概念，以改善他們從文

章中表達自己對日常生活的看法，進

而改善抒情文的缺陷。如：輪流、選

擇適當的主題及對話夥伴，及如何發

起和終止談話。其課程設計 Bianco、
Carothers 和 Smiley（2009）提出有四

種方法：第一、以視覺提示為主，透

過有照片或圖像的文章或影片，讓學

生進行社會互動；第二、是在教師監

督和指導下，讓學生建立自己的社會

故事，或用漫畫呈現自己的社會故事；

第三、是讓學生選擇自己最喜歡的故

事或電影，從課堂中講解或撥放後，

由老師和學生一起針對故事或影片的

內容進行討論；第四、是提供學生機

會，對於他們感興趣的話題進行討論。

（二） 組織策略：亞斯伯格資優生往往具有

中樞協調缺陷，此缺陷是較注意到細

節，而難以看到整體的部分，Klin 和

Volkmar（1995）也認為教導亞斯伯格

資優生不能如一般資優生給予開放和

無結構的教學，建議教師最好使用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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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幫他們整理和呈現教材，可透過

圖表組織去呈現部份和整體的關係。亞

斯伯格資優生不利於直接用語言思考，

但他們卻是良好的圖像思考者，用圖表

教導亞斯伯格資優生具有一定的成效，

因此採用圖像或圖表等視覺化素材進

行寫作教學是較不錯的策略（鄒小蘭，

2006；Neihart, 2000）。或是讓學生自

己創造一個視覺的概念架構或圖表去

幫助學生概念化整體和部份的關係，並

讓學生練習掌握概念，並減少對不重要

細節的關注。

（三） 時間管理及監控策略：亞斯伯格資優

生在執行功能缺陷上會有優先規劃、轉

移注意力、使用工作記憶等認知功能的

不足。要改善亞斯伯格資優生的這些能

力，其課程設計有二種方法：第一、教

導學生如何時間管理，把握寫作時間，

以改善亞斯伯格資優生面臨不會寫的題

目時停頓的狀況；第二、提供認知行為

訓練，讓學生能自我監控和自我評估，

讓亞斯伯格資優生可以自我評估寫作歷

程中文章字詞的正確性。 
（四） 其他寫作策略：寫作課程的規劃上，有

四種方法：第一、透過記憶策略，幫助

學生選擇和決定文章脈絡；第二、允許

學生用 e-mail 的方式，透過打字來繳

交自己的作文，以改善寫錯字的狀況：

第三、可讓學生針對他們有興趣的領域

進行寫作，並鼓勵學生和同儕、老師等

分享自己的文章，豐富他們的寫作素

材，以提昇抒情文的寫作（Griswold et 
al., 2002）；第四、優勢潛能策略。鄒

小蘭、盧台華（2007）認為可以找到亞

斯伯格資優生的優勢潛能適合的故事

題材，透過角色扮演、文字口訣、口述

錄音等多樣教學策略，同質性團體與故

事情節輔助學習，真實情境演練與形成

性評量等設計，有助於提升亞斯伯格資

優生之語言表達技巧。

從上述各學者針對溝通、中樞協調缺

陷、執行功能缺損和寫作層面等亞斯伯格資

優生的教學策略，不失為亞斯伯格資優生寫

作策略課程設計上可行的辦法（Bianco et al., 
2009），並可運用在特殊需求課程的規劃中。

肆、結語

亞斯伯格資優生就雙重特殊教育的觀點，

往往需同時關心他們的優弱勢能力，降低他

們的內在差距，及透過優勢能力（如 : 圖像思

考）來協助他們的弱勢能力。所以在特殊需

求課程的擬定上可以針對他們在抒情文表現

較差、作文離題、不易運用字辭及寫作策略

不利等向度，以溝通策略、中樞協調策略、

執行功能策略和寫作策略等方式協助，因此

除了資優增能課程外，他們同樣可參與學習

策略課程，以改善他們的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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