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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研究動研究動研究動機與背景機與背景機與背景機與背景    

 五月的這一天，家裡的信箱稍來了一冊會訊，上頭刊載

的一篇文章深深吸引我的注意，那是一篇由亞斯伯格症大

學生所撰寫的短文。文章內容簡扼地描寫其自幼以來在學

校的生活與挫折，及目前在大學裡所做的努力，用字雖淺，

裡面的字字句句卻久久縈繞我心，常常不經意地想起他在

文中說過的一些話語。明知被拒機率極高，我仍鼓起那不

知從何而來的勇氣，透過會訊上印載的電話，與此刊物所

屬基金會聯絡… 

 「您好。我是師大特教研究所的學生，因為在這一期     

   的會訊上，看到一篇亞斯伯格大學生寫的文章，覺     

   得很有意思。自己對亞斯伯格症方面的研究也很有     

   興趣，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進一步和這位學生認識一    

   下？」  

 誰都可以想見得到的，這樣唐突的表態當然換得了拒

絕…基於保護該學生的立場，或許再加上我不明確的動

機、不夠充分的立意吧！這次受拒經驗，讓我再次謹慎地

思考…「我為什麼想進一步認識他？我的用意何在？動機

為何？」這時，四月的一則新聞事件躍入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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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大  不會跑堂上課   記者林宜靜／台北報導  

    去年以數學滿分甄選考上台大的學生明芳（化名），   

   他可以輕易解答艱澀的數學問題，但卻沒辦法應付     

   在不同教室上課、考試的大學生活，一學期下來只     

   修了 5 個學分，慘遭退學。他是一個亞斯柏格症的     

   孩子。……以明芳的例子，一直到收到學校退學通     

   知單，家長才發現他每天到學校，卻沒有進教室上     

   課，或是上完第一、二節課後，接下來就不知道要      

   做什麼，大部分在學校的時間都跑到圖書館去念自     

   己喜歡的書，一學期至少要修 22 個學分，他只修      

   了 5 學分，連補考的機會都沒有，最近辦理退學後，     

   準備今年重考。」  

 （摘自亞斯伯格症和高功能自閉症之家網頁        

 h t tp : / /www.wretch.cc/blog/asperger&art ic le_id=5498920）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很簡單，就只是一份對亞斯伯格

症大學生之生活的關心與期待瞭解吧！我想知道，他們懷

著什麼樣的心情進入大學；他們的大學生活過得好嗎？在

大學這樣多元又複雜的環境裡，他們如何調適、如何享受

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他們大學生活的樣貌是如何的呢？

需要哪些支持與協助嗎？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大學生活

呢？因為發現這一連串的問題正是我研究興趣的所在，心

裡踏實許多了，於是我再度鼓起勇氣，試著再與基金會聯

繫，幾經波折下，終於透過基金會與一位亞斯伯格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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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長聯繫上。經過幾次電子信件往返與電話聯絡，這位

家長在瞭解我的來意後，主動表示願意介紹我與一位今年

剛考上大學的亞斯伯格症女孩 ---小雅（匿名）認識，我開

心極了！多麼難得可貴的機會啊！  

 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這一天，我和小雅見面了。這是一

個簡單的晚餐約會，餐會上有兩位家長、兩位亞斯伯格症

女孩和我，我們愉快地吃著、聊著，氣氛如此地和樂，沒

有任何「異狀」，原本的擔憂不知不覺地消失無蹤。飯後，

我與小雅的母親聊，在我簡單表達對亞斯伯格症大學生活

的關心，及未來可能進行這方面研究的動機後，母親侃侃

談述著小雅從小以來，在學習和同儕相處上的種種經驗，

和一路走來所遇到的挫折，並表示對小雅即將到來的大學

生活感到擔心。我想，我們對彼此都懷有期待吧！我期待

從小雅身上，看到亞斯伯格症學生的大學經驗；母親亦對

我在小雅大學生活裡的陪伴角色懷有期待。面對母親的期

待，我表示如有機會，我很樂意成為小雅生命過程中的友

伴，期盼這趟同行。  

 教育部自九十學年度開辦自閉症類身心障礙學生甄選

保送大專院校後，透過此管道升學的自閉症類學生逐年增

加，從 90 學年度的 3 人，到 91 學年度增加為 6 人；92 學

年度有 7 人；93 學年度 11 人；94 學年度 30 人（林幸台，

2006）。今年，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網站統

計，自閉症類學生錄取人數亦多達二十八人。再者，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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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統計，就讀大專院校之自閉症類

學生，在九十一學年度到九十四學年度間，亦增加四倍之

多。從九十四學年度的數據來看，就讀於大專院校之自閉

症類學生已達百餘人。透過多元入學管道，身心障礙學生

的升學機會雖獲得提升，但是，國內大專院校是否準備好

迎接他們的加入了呢？在此教育階段之前，因為特殊教育

法和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的保障，身心障礙

學生可獲得相當完善的特教支持與服務，但是，在大專院

校中，他們也獲得充分的支持嗎？依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

所頒佈之「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校內身

心障礙學生人數達八人者（不含中輕度肢障生），得開辦資

源教室，及聘請資源教師執行輔導工作。國內各大專院校

在此辦法輔導下，多設有資源教室以協助校內身心障礙學

生的輔導工作。只是，粥少僧多的情形在大專院校資源教

室仍多可見。張文英（2002）的研究便指出，大專院校資

源教師在工作業務量上滿意度低，普遍有工作過於繁重之

感。在個人拜訪國內幾所大學的經驗中亦發現，一位資源

教師負責 30-40 位學生之輔導工作的情形比比皆是，其工

作繁忙程度可見一斑。  

 在資源教室有限的支援與協助下，亞斯伯格症學生過著

怎樣的大學生活呢？我的腦海不禁浮現出一孤獨身影，蹣

跚地走在校園步道上、悠悠地坐在教室角落的畫面。我希

望這不是真的，更期望看到關於亞斯伯格症學生大學生活

之正向報導。於是，我開始搜尋國內外相關文獻，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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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斯伯格症大學生相關研究中得見一絲曙光。可惜的

是，在中、英文的文獻中，關於亞斯伯格症大學生的研究，

僅找到 Glennon （ 2001）關於亞斯伯格症大學生壓力探討

的文章，以及零星出現在國外網站和書籍上的描述性資

料。正為著相關研究文獻短缺而感到疑惑不安之際，

Sainsbury (2006)在一份介紹大學亞斯伯格與高功能自閉

症學生的文獻中，有一句話清楚地解答我的疑惑：「目前並

無研究在探討亞斯伯格與高功能自閉症大學生的特殊需求

與問題。」這句話指出了這方面研究相當匱乏的事實，就

目前亟為有限的文獻資料而言，想要勾勒出亞斯伯格症大

學生的完整生活樣貌，實在是緣木求魚。帶著對這個族群

的關心，以及對瞭解其生活樣貌的期待，我計畫深入他們

的大學生活，為各種可能在適應上遭遇的問題找尋答案。

期待收集到的各種答案，能為日後進入大學生活的亞斯伯

格學生，以及關心他們成年發展的相關人士，提供完整而

確實的參考資料。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初探研究初探研究初探研究初探    

 為瞭解本研究的可行性，以及研究中可能需要注意的部

份，九十五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在指導教授和資源教室

的協助下，拜訪了一位亞斯伯格症大學生，與他進行一次

二小時的訪談。  

 家偉目前就讀某大學工業類科系一年級，回想起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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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生活，他認為這一年的時間主要在「做好上大學的

心理準備」。  

 「做了一年的…準備，就是心態上好像沒有真的上大     

  學，雖然說你是已經走在裡面上了一年的課啊，就      

  是報告會緊張一下，然後就…對啊，恩，以後的生活     

  大概就這樣…。」  

 回想當初面對全新的大學生活，家偉認為環境的導覽與

認識是自己比較需要的協助；學生手冊亦為認識新環境、

新規則非常重要的資源。對家偉而言，在大學的學業方面，

與過去經驗最不相同者，乃自行選課與學分計算。  

 「跟以前比起來比較特別…以前沒有選課啊，阿現在     

  就要自己選。要自己算學分數…」  

 系上所提供之參考課表在此方面給他很大的幫助，讓他

可以快速地、順利地選好應選的課程。  

 「我覺得大學為我們做的已經夠了，一開始不是會先     

  幫我們選好課…就他有先幫我們排好一張課表，就之    

  後的課是怎樣這樣。他就是有先幫我們排好那一張課    

  表給我們參考，我們可以這樣選。」  

 隨著一學期過去，家偉在選課上出現了自主的表現。他

開始根據個人修課經驗和興趣，選擇適當的選修課程和授

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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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選＊＊＊老師的原因…他講     

  法讓我比較容易分心啊…怎樣啊…」、  

 「阿就一上的時候修他＊＊課，這個老師很危險，可     

  是…那一句成語叫什麼啊…….我忘記了ㄝ…就是最危    

  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一句，恩…什麼虎山行     

  啦…反正就是，為了看那美麗的景色，山上有老虎沒    

  關係，照樣給他上去…恩…那個老師教得…真的好！    

  但是，有一個相對條件，他教得好，那你也要力去學，   

  你不努力學，你就準備掰掰了。」  

 畢業自高職的家偉，在修課部份，大一共同必修的英文

課是他最感困難的一科，物理化學亦造成他學習上相當大

的壓力。面對課業繁重的要求，家偉選擇以較少學分；較

長時間來完成大學學業。  

 「對啊…我是用這一招啦，我就是用這一種方法來維     

  持的…普物普化就是因為我沒辦法掌握，所以就退      

  掉啦…。應該會到大五…我不是很在意這個…慢慢修    

  沒有關係，反正最後就是要畢業，不是被二一這樣。     

  我是比較在意這個啦，幾年反而不會去注意。」  

 過去對成績在意的他，也因大學經驗而漸漸調整對自己

的要求。  

 「是對分數比較看得開，以前想說這科沒有 80 啊，就     



 8 

  要去退選阿什麼的，後來就想說，喔，沒有 80，那有    

  79，有過就好，那這一科…恩…應該要幾分，自己會     

  去抓一個可能的落點。」  

 大學課程中的作業要求，對家偉而言，比起過去天天有

作業，已算輕鬆。面對上台報告此新挑戰，他發展出一套

自己的方式，展現其獨特的報告風格。  

 「恩…因為我個性的關係，所以我會讓報告比較像是     

  在聊天，比較口語化這樣。所以就調一下以後就還好。」 

 相對於團體報告，個人報告對家偉而言是比較容易完成

的。在團體報告中，家偉往往需要得到清楚分工和權責分

配的說明，以瞭解自己和他人所應完成的部份和繳交時

間，提高對報告的掌握性。  

  「我會希望，就算不是掌握報告的那個，我也希望至     

  少可以…恩…比較核心一點，就是說我可以大概知道…  

  恩…什麼時候，好啦，不用指定日期，就是說應該是     

  誰負責什麼；誰負責什麼，然後我要確實負責哪些部    

  份。就是，我要對整個有比較高的掌握性這樣子」、  

 「要分工的話是這樣，不用分工的話，那就更簡單了。」  

 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家偉的解決方式依科目類別而定，

或找資源教室幫忙；或自己查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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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還是看科目。因為如果是專業的話，我會傾向      

  於自己去打關鍵字。因為我可能知道，喔，這個網       

  站不錯，先加入連結，以後需要的時候可以用這樣，     

  可以上去看」、  

 「如果是英文方面的困難，就會去找資源教室幫忙。」  

 考試調整方面，文獻指出亞斯伯格症學生最需獨立考場

的服務（Luckett & Powell, 2003; Sainsbury, 2006）。

然而，對於家偉而言，並非所有科目都需要此一安排，大

班考試有時反而給他一種安全感和作答上的靈感。  

 「恩…和類型有關，像期末的集中考試，國文是要我     

  們寫作文嘛，那這樣我可以一個人坐在那裡想。可      

  是如果是全部填充題什麼的，就一個人考好像會沒      

  有安全感（笑）。就是，就是感覺沒有人在和你做相      

  同的事情。像作文就各自發揮啊…比較不會相同啊。    

  但是，填充題那種就是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情這樣」、  

 「我是這樣覺得啦，因為有時候會看到別人寫很快…    

  喔！那個人交卷了喔！這個人又交卷了！然後想一    

  想，就啊！對！就是這個！那如果一個人坐在那邊，    

  就，喔！看看時鐘，九點五分、九點十分…都寫不       

  出來。」  

 大學變換教室上課的情形，因為家偉高職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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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他在這方面並未出現適應困難的問題。  

 「因為我讀的不是高中，高職你平常上課在教室上，     

  音樂教室那是不管什麼學校都一樣啦，那個不算，      

  但是高職有所謂的專業教室，你要學電腦，要去電      

  腦教室，電腦教室還兩間，學不一樣的程式語言；       

  要學焊接那個，更是要去工廠那邊啊…所以換教室      

  這一點是還可以適應啦，就剛開學一兩個禮拜，換      

  教室要找一下，後來就習慣了。」  

 因為不善人際互動的特質，家偉和同學之間關係淡薄，

認識不深，且少有主動的互動行為。住宿雖然未成為家偉

適應上的一個困擾，但其宿舍生活平淡，少與室友互動，

各做各事、互不干擾乃其與室友的相處之道。在異性相處

上，家偉秉持「禁語封鎖」的原則，並覺得交女友是件麻

煩事，自己並不會想交女朋友。  

 「就重點是，你在跟她們溝通的時候，不要跟平常有     

  太大的不同…你可以把一些禁語封鎖起來沒關係，但    

  是其他部份跟平常一樣運作」、  

 「禁語就是…可能男生跟男生之間的一些小玩笑之類    

  的，不適合的…那個就封鎖沒有關係，其他部份我覺    

  得還好」、  

 「女朋友…以前想過，現在沒什麼感覺了…就…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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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就是麻煩啊…如果以朋友以上的相處模式來講      

  的話，可能會很麻煩…」  

 雖然如此，在一段與家偉的談話中，仍可見其對男女異

性關係的細膩思考與面對男女關係的羞澀，好似在為未來

可能發生、期待發生的事情做準備… 

 偉：「對啊…就…好，沒事。」  

 我：「啊？什麼？」  

 偉：「想聽嗎？」  

 我：「想啊！」  

 偉：「喔好啊，那講啊，那只是個小玩笑，就那個和某      

   個班上女  生在討論報告的事情，同學經過就說，     

   喔～把馬子喔！阿一般來說會有兩種答案，如果     

   被他說中了，那就會說，阿～怎麼可能啦…阿如     

   果本來就沒有意思的話，就會說，那你自己來把     

   把看啊（笑）。」  

 我：「是這樣嗎？所以你有被人家這樣講過囉？」  

 偉：「有嗎？不知道ㄝ…其實我忘記到底有沒有講過這   

   樣，那個…基本上是我模擬出來的。」  

 特別的是，家偉在訪談中提到，和同學相處最好「不要

太吵架」，否則「可能就會被封鎖，然後報告就沒辦法正常的

做出來這樣。」友伴關係的維持，在家偉眼中似乎是達成

某些目的的過程，而非在意情感本身。這種情形是否普遍

存在於亞斯伯格症者身上，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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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電腦、電子方面的興趣，家偉從網路上認識了一些

他所謂「志同道合」的網友，偶爾也會相約外出。只是，

不同於一般人所想地，家偉每次與網友的見面都是「有目

的」的，不做單純聊天喝茶這等「麻煩事」。  

 「一般會見面通常是…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不是只會     

  說…阿，我們出來聊天這樣。可能有什麼共同的東西    

  要買或地方要去，然後共同要做什麼事情之類的…或    

  者說有必要的時候互相幫助這樣。一起共同去進行某   

  事，不會說…阿，我們出來聊天這樣，因為我們都很     

  怕麻煩（笑），所以就不會麻煩自己說…去某個地方坐    

  下來聊天這樣。」  

 大學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社團活動，就家偉而言，因

為沒有發現自己極具興趣的社團，因此，並無參與的動機。

回想大學一年生活，最令家偉感到喜悅的，不是交到好朋

友；不是遇到什麼有趣的事，而是修到自己很有興趣的課

程。  

 「特別開心喔…有吧，計算機結構。雖然那堂課非常     

  危險啦…恩…基本上，那是我有去想要瞭解的東西，    

  而且我也確實有辦法從裡面學到東西。」  

 特別如家偉，面對與過去大不相同的大學生活，他與我

分享了這一路適應上自己所使用的主要策略 ---「事先模

擬」。  



 13

 「就到這個教室可以走哪些路、搭什麼電梯這樣…然     

  後…到這間教室以後，我是要做什麼的…來這裡上課    

  的，上什麼課，然後…然後可能會發生的狀況，大概     

  先計算出可能的兩、三種狀況出來」、  

 「全新地方就用全新模擬；如果是去熟悉的地方的話，   

  就依據當時的變數，等一下進去要怎麼跟老師解釋；    

  我今天太早到了，到了之後，要先去把包包放下來，     

  然後去買飲料，還是要怎樣安排…這也算是一種模擬。  

  不過它所需要準備的條列項目會更少」、  

此外，面對新環境所帶來的恐懼與焦慮，家偉習慣以

「封鎖」的方式來因應。  

 「很特別喔！封鎖，除了可以封鎖禁語以外，你還可     

  以封鎖其他部份…比如說在這種（恐懼）情況下，我     

  會先把…我的恐懼封鎖起來，這樣的話，在這種情況    

  下會比較容易去運作。…就習慣用這種方式到…到…   

  不會感覺是強迫自己這樣。」  

 從家偉的談話中，我可以清楚地發現他在這一年大學新

生活中，面對與學習解決問題的痕跡，以及試圖為生活建

立規則的傾向。更值得一提的是，家偉在適應學業、人際

和複雜生活要求下，所發展出來的各種因應策略。例如：

事前模擬、封鎖（禁語、情緒）、報告風格調整、學習負擔

的長期分配等。此外，他學習為考試睡過頭，鼓足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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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恐懼，主動找老師道歉，請求補考；為自己坐公車睡

過站的習慣，找到適合搭乘的車班；為自己住宿生活的民

生需求，建立夜市商店的心理地圖，並且不忘時時更新。

以上種種均可看見家偉為適應大學生活所做的努力，以及

他企圖為動盪的大學生活找到平衡、找到出口、找到適合

自己安身方式的痕跡。  

 經過這次訪談，亞斯伯格症學生的大學生活樣貌在我心

中有了較清晰的藍圖（參見圖一）。就家偉的例子而言，其

在大學新生活中所遇挑戰與困難，主要發生在學業學習

上；而障礙下所生特殊需求，則反映在學業（包括：協助

選課、部份科目獨立考場、團體報告明確分工）與校園生

活（如：環境導覽）中。若就家偉在大學第一年之生活樣

貌與其面對問題所發展之因應策略看來，適應問題可能出

現於學業學習、人際互動，以及校園生活等三個面向，而

問題內容、性質則似乎與亞斯伯格症障礙特質有所關連。

此外，在家偉問題因應策略中浮現的支持力量 ---資源教

師，似也在其大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雖從二個小時的訪談中，獲得了上述關於家偉大學新生

活的概貌，並促使研究問題得以進一步聚焦。然而，我更

相信，家偉這一路走來所經歷的、體驗的與感受的事物，

絕非數小時訪談能完整收錄。家偉以調適後的自己訴說著

一切，這當中缺漏了什麼？是過程吧！我無法細膩地看見

過程中一步步奮力向前、不斷精進改變的他；我不瞭解他



 15

怎麼看待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一切新事物；我更看不到他在

這段日子當中，其心境上、想法上和行為上的變化歷程，

我和他都遺漏了，在這一年當中所發生之大小事件，對他

造成的影響與意義…，我們忽略了許多、許多不小心被遺

忘的重要過程。又從家偉的訪談中，他提及因過去就讀高

職之經驗，讓他能順利適應大學上課之課室變換一事，似

也點出過去經驗對其大學生活適應所造成之影響。意即，

家偉的大學生活並非一全新的開始，而是一個繼承過去經

歷下的接續歷程，這亦提醒著研究需掌握個案過去經驗的

必要性；在瞭解個案過去表現的基礎下，方能進一步探討

其大學前、後各方面的進步與改變情形，進而為研究帶來

更豐富的發現。  

 基於上述初探下的發現與啟示，我決定動身，投入到一

位亞斯伯格症大學新生的生活裡，細膩地記載他在大學生

活中的豐富經歷與調適歷程，探討亞斯伯格障礙特質對其

大學生活造成之影響，以及其在大學前、後階段間，各方

面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去發現其大學生活中存在

的支持資源，及其因應問題下所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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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家偉大學新生活概覽 

    

    

    

生活樣貌生活樣貌生活樣貌生活樣貌：      因應因應因應因應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目的性的人際互動    學業學習 

同儕關係淡薄，情感需求低    興趣與教師取向的選課 

異性關係的期待與矛盾        較少學分；較長時間完成學業 

興趣知識的學習帶來喜悅      獨樹一格的報告風格 

                       尋求資源教師協助 

                           人際與校園生活 

        封鎖（禁語、情緒） 

        事前模擬 

        校區環境之心理地圖的建立與更新 

新挑戰新挑戰新挑戰新挑戰 

選課與學分

計算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學業學習    校園生活 

協助選課    環境導覽 

部份科目獨立考場 

團體報告明確分工 

主要困難主要困難主要困難主要困難 

 

學業學習 
 



 17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我帶著對亞斯伯格症者的關心與熱情，以及研究初探下

的啟示與更加謹慎的態度，小心地進入一位亞斯伯格症學

生的大學新生活裡，細膩地探索其大學新生活樣貌。此外，

亦期待透過這趟研究旅程，獲得對以下問題的了解：  

一、 亞斯伯格症障礙特質對其大學生活的影響為何？ 

二、 相較於入學前，進入大學後的亞斯伯格症學生是否

  有所改變？他們在那些向度上做了改變？造成改變

  的原因又為何？ 

三、 面對大學新生活，亞斯伯格症學生是否經歷愉快經

  驗？這些愉快經驗為何？他們如何享受自己的大學

  生活？ 

四、 面對大學新生活，亞斯伯格症學生是否遭遇負面經

  驗？面對負面經驗，他們做了哪些調適？他們調適

  的策略為何？ 

五、 亞斯伯格症學生在大學環境中，接受到的支持資源

  為何？他們特殊需求如何被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