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衝衝衝衝破破破破自自自自我我我我的的的的界界界界限限限限：：：：自自自自閉閉閉閉症症症症兒兒兒兒童童童童的的的的心心心心智智智智解解解解讀讀讀讀

臨床心理學家羅澤全/ 實習臨床心理學家鄒凱詩

引引引引言言言言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DSM-IV-TR)(APA, 

2000)，自閉症兒童在社交、溝通及行為方面，表現均與同齡兒童的不同。在社交和

與人溝通方面，他們經常與人缺乏眼神接觸，常常獨自玩耍、孤立自己和不理睬

人。在與人交往時，他們經常很冷淡，少對別人的感受給予回應，因此往往難以與

人建立親密的關係。雖然家長曾努力嘗試引導孩子分享本身的思想世界，可是往往

不得要領。隨着孩子一天一天長大，家長日益擔心孩子能否融入社羣。與此同時，

老師也為如何使他們遵守課室秩序、投入課堂活動以及與其他學童建立友誼而感到

苦惱。

對於自閉症兒童的社交及溝通困難的成因，學者說法各有不同。他們一般相信

這可能與兒童其他思覺能力欠佳有關，例如模仿及想像能力較弱等。近年部分學者

甚至指出，問題的根源可能是這些孩子欠缺「心智解讀」的能力（Theory of mind，

簡稱 ToM）。本文將會簡述有關這項能力的基本概念及有關評估訓練的方法。

心心心心智智智智解解解解讀讀讀讀

心智解讀是推斷別人的想法、信念、願望或意圖的過程。透過心智解讀，我們

可理解及預測別人的行為。心智解讀在人際關係方面擔當着重要的角色。事實上，

要建立良好的社交關係，我們必須對別人的心理狀態（如信念、動機、感情、幻

想、慾望等）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及理解，才能作出適當的回應。因此，心智解讀的

能力是發展良好社交行為的先決條件 (Wellman, 1990)。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其實經

常不自覺地運用這種能力，例如在玩「猜包剪鎚」遊戲時，我們會先推斷別人的想

法，然後決定自己作出的行為反應。

跟其他發展項目類似，心智解讀是按特定的歷程發展的，一般來說，18 至 30

個月大的嬰兒初步有表現情緒，以及形成了思想和信念的雛形，這些能力成為日後

繼續發展心智解讀的基礎。3 至 4 歲兒童已發展第一層次的心智解讀，能明白不同人

對同一處境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以及理解自己的信念或會有錯。此外，他們也明白

「看見所以知道」的道理，例如：只有看到瓶子內的人才知道裏面裝了些什麼，如

果只觸摸過瓶子，便不會知道瓶子裏的東西是什麼。兒童掌握了第一層次的心智解

讀後，便能夠推斷別人的想法，例如能夠推斷「美美以為小明在生氣」這類處境。

六歲以後，兒童會發展更高層次的心智解讀，明白說話中幽默及諷刺的內容。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心理服務 自閉症兒童的心智解讀 第 1頁



 
                          

 

 

 

       

   

  

  

  

  

  

  

  

  

 

 

 

 

 

 

 

 

 

  

自自自自閉閉閉閉症症症症兒兒兒兒童童童童的的的的心心心心智智智智解解解解讀讀讀讀

有關研究指出，自閉症兒童的心智解讀能力會較一般兒童弱，而約八成以上的

自閉症兒童未能準確預測別人的行為，測試表現甚至遜於智能較低的兒童。由於心

智解讀是推斷他人的心理狀態及行為所必需的認知機制，這方面的缺憾或許與自閉

症兒童的社交及溝通困難有密切的關係 (Baron-Cohen, Leslie and Frith, 1985 & 

1986; Frith, 1989)。缺乏心智解讀的能力的自閉症兒童會有以下的思考特性： 

1. 未能推斷別人的想法 

2. 不懂猜測別人行為的動機 

3. 不懂鑑貌辨色 

4. 不懂根據別人的眼神猜測其想法 

5. 不能分辨想像和真實的世界 

6. 不明白虛擬遊戲的理念 

7. 不明白說話的弦外之音、比喻、反問、美麗的謊言及諷刺等表達方法 

8. 難以理解別人的情緒以及預計他們的行為，未能感同身受

心心心心智智智智解解解解讀讀讀讀的的的的評評評評估估估估及及及及訓訓訓訓練練練練

一直以來，很多學者都曾提出針對着自閉症兒童的社交及溝通困難的各種訓練

方法，但一般的訓練設計並不是集中提高他們對社交情況的認識，所以兒童在接受

訓練後，往往未能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所學到的技巧，而且語言及非語言溝通技

巧（例如眼神接觸、笑容及身體語言）等方面亦未有顯著的進步。自閉症兒童的社

交理解能力通常較弱，以致不容易將所學到的技巧應用到不同的環境。訓練時如能

提高他們對社交情境的理解，便能使他們更有效改善日常的社交行為。近年很多研

究先後指出，心智解讀能力是社交理解中很重要的環節，這方面的訓練能幫助自閉

症兒童克服社交及溝通方面的困難。他們不僅在訓練項目的表現有進步，甚至未受

過訓練項目的表現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心智解讀的訓練較適用於正常智能的自閉症兒童，但他們的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必

需達致四歲左右的水平。他們需在訓練前接受有關的評估，其作用主要有三： (一 )

分辨兒童心智解讀能力是否足夠； (二 ) 確定兒童心智解讀的能力的發展程度，從而

釐訂訓練課程的內容； (三 ) 在受訓之前及之後作出評估，以便了解訓練課程的成

效。評估項目均環繞不同層次的心智解讀設計，以不同的故事作背景並配以圖畫及

道具，讓兒童能更清楚掌握評估的題目。

個個個個案案案案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當事人是一名六歲男孩 ― 傑傑。他三歲時被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為有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心理服務 自閉症兒童的心智解讀 第 2頁



 
                          

 

 

 

 

 

 

 

 

 

 

 

 

 

 

 

自閉症傾向，其智能評估結果屬正常水平。傑傑現時就讀幼稚園，並於早期教育及

訓練中心接受訓練。他是家中獨子，與家人關係融洽。

傑傑在校內及家裏都有明顯的偏執行為及社交問題。他在學校大組課堂活動時

十分專注，能在座位上安靜而沒有滋擾或不合作的表現，但較少舉手作答或主動發

問。對於老師的提問，他間中會答非所問。儘管他與同學的關係大致和諧，但在小

組活動時，他偶然會與其他同學衝突而令人不滿。例如有一次他在娃娃角拜年的活

動中扮演主人，但卻與扮演客人的同學爭座位，並拒絕把食物分給他們。另外，當

傑傑不喜歡某個人或某些事，他會即時直接指出而不理會別人的感受及反應。

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個別訓練時間，傑傑表現合作，並能專注及投入活

動，但有時候缺乏眼神接觸。與工作員傾談時，他間中會有不相關的回應。他在小

組活動時也有社交技巧不足的表現，如未能明白和遵守集體遊戲的規則，當眾人投

票決定一起玩他不喜愛的玩具時，他會頓時面露不悅、用說話表達抗議及不斷說服

別人玩自己想玩的遊戲。另外，他多次堅持由自己決定讓誰參與遊戲，亦經常執着

對事物的稱呼或看法，而不接受工作員及父母糾正，這些表現使人覺得他很自我中

心和幼稚。

心心心心智智智智解解解解讀讀讀讀評評評評估估估估及及及及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心理學家對傑傑的社交困難及對別人感受的理解不足的問題，進行了心智解讀

的評估，以釐訂適合的訓練課程。評估結果顯示學童能了解別人的情緒反應，也能

掌握故事主角的一般情緒表現不過，在測試及課堂觀察中，傑傑仍未能完全理解驚

慌及尷尬等較複雜的感情，表現明顯較同齡兒童遜色。

為了評估學童能否了解別人的想法，心理學家向他講述一些生活情境，例如媽

媽悄悄將一些鉛筆放入百力滋盒內，然後請明仔猜猜盒內有什麼東西。在一通常情

況下，五歲兒童已能明白除非明仔看見媽媽將鉛筆放入盒內，否則他不會容易猜中

盒內的東西。但由於傑傑未能分辨自己與別人想法的差異，所以堅持明仔應該知道

盒內的東西是鉛筆。從類似的實驗中，心理學家發現傑傑未能理解，不同人在同一

處境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而且未能了解我們的看法有可能是錯，以及「看見所以知

道」的道理。此外他亦未能理解說話所含的幽默及諷刺意思。

整體而言，傑傑的心智解讀能力低於同齡兒童，未能理解及預測別人對自己的

行為及說話的情緒反應。由於他未能掌握社交遊戲中應守的規則及其他人的看法，

因此經常堅持己見和與人產生衝突，以致可能會在融入羣體生活時遇到一些困難。

介介介介入入入入策策策策略略略略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心理服務 自閉症兒童的心智解讀 第 3頁



 
                          

 

 

 

 

 

 

 

 

 

 

 

 

 

 

           

 

                  

    

             

            

綜合傑傑心智解讀的評估結果，中心訓練課程可加強他對情緒的認識和加入理

解信念的元素。傑傑雖明白別人有不同的情緒，但仍未能理解情緒與行為的關係和

較複雜的情緒，故可在訓練方面運用處境情緒故事來加強他對不同情緒的理解。此

外，訓練員亦可加入有關社交衝突的故事，如爭玩具及不遵守遊戲規則，並輔以不

同的表情面孔，讓傑傑明白本身的行為會怎樣影響別人的情緒。當他不遵守規則

時，訓練員也可以藉透過面部表情來表達對傑傑的反應，從而幫助孩子直接感受本

身的說話及行為會怎樣影響其他人的情緒和反應。

傑傑理解信念的能力較弱，因此可從最基礎開始信念訓練，然後逐步提升。訓

練員可在卡紙背面畫上不同物件，再把圖片豎起來，放在自己與學童之間的位置，

讓他猜猜訓練員能夠看見或不能看見的東西。最後，訓練員可教導孩子，他所看見

的東西會與別人不同，而他所看見的事物是視乎他當時身處的位置。

除了心智解讀的訓練外，在兒童學習遵守集體遊戲規則方面，訓練員可在進行

訓練前與傑傑約法三章，以圖畫或文字方式表達規則，並可與他簽訂「行為合

約」。工作員可設計配合學童的興趣的積分表以鼓勵學童遵守規則，而在社交方

面，可透過小組活動，讓傑傑學習與其他兒童輪流作出決定以及與人分享。

家居訓練方面，童父母可於日常生活中盡量引導傑傑思考別人不同的角度及情

緒，使孩子能夠把學到的心智解讀知識及技巧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有關心智解讀的理論及應用仍在發展階段。隨着更多學術研究結果及實務經驗

不斷累積，工作員將可更準確評估個別自閉症兒童的學習及發展特性，處理自閉症

兒童的問題時不再停留在行為的層面，而是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思想特性和給予協

助，即使未能完全改變兒童的思考模式，亦可增進照顧者對他們的接納及了解。在

撰寫本文時，個案中的學童在理解別人感受以及控制自己行為方面已有很大的進

步。訓練的成效得到確定，除了歸功於照顧者的努力外，我們亦不可忽略學童的潛

質，筆者盼望本文可讓前線同工對自閉症兒童的訓練抱有更積極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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