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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思考 第一章 

社交思考：儒子不可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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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在十多年前，我們一群在自閉症領域的工作者，才剛開始接觸社交技巧這個嶄新的

概念。 我們當時才開始了解到，自閉兒無法經由觀察他人而學習，他們不瞭解不同的人

對周圍的環境會有不同的看法， 一些我們耳濡目染就能學到的社交技巧，(像是如何開口

邀請同伴一起玩；或什麼話不可以對老師說 )；自閉兒卻需要師長耐著性子重覆地教導。 

反觀現今，我們對於教導社交技巧(符合社交常規的行為)的了解，已向前跨了一大步。 

世面上充滿了各種正規課程與詳細的教學手冊，家長與部份老師已意識到應將社交技巧

包含在自閉兒的個人教育計劃（IEP）中。 

但好像還是少了什麼？ 這個社交技巧的拼圖裡，仍有一塊還是含混不清，甚至是讓人

無法理解的。 這塊拼圖就是【社交思考】。而我們才剛剛開始了解它對自閉兒教學的

重要性。 

到底什麼是【社交思考】?  讓我試著以最容易理解的方式來說明： 

你曾否注意過你在面試工作時，是如何地小心篩選遣詞用語嗎？ 或是在跟別人談話時，

是怎麼小心的偷瞄手表？ 更或是在一個完全不熟悉的社交場合，你會如何反應？ 首先，

你會先觀察別人怎麼做，然後有樣學樣； (或是看到別人犯錯，而警惕自己不要做相同的

事)，這就是【社交思考】，是我們在付諸社交行為前會做的事。 

大部份社交學習正常發展的人，即所謂「神經正常」(Neurotypicals 或 NTs) 的人，會隨著

自己的直覺，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一位「內在社交教練」； 這位教練從嬰兒時期開始，之

後隨著我們成長，不斷的繼續更新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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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交判斷力幫助我們在社交的互動中，以談判技巧來面對不停變動的談話內容與立

場；無需特別教導，我們就學會如何在他人前表現自己。 年青時我們會犯些錯誤，但社

交技巧會隨著年齡的增長而逐漸成熟。 我們瞭解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不單只是外在的

行為表現。成功的人際關係更像一來一往的雙人舞，包含了細心的衡量彼此的需要，兩人

之間的交情，及我們互動當時對彼此的想法，這有多複雜阿！ 更別忘記這些因素仍在不

停的變化。 兒童會學到，當他的玩伴移開身體或轉移視線時，就顯示玩伴覺得無聊了，

所以他最好做些別的事，讓玩伴有興趣玩下去。 做為成人，我們學會在會議上，要等老

板沒注意我們時，再低頭偷看手表。 

沒有人會直接的教我們；做事時該考慮別人的立場，或告訴我們；我們的行為會如何影響

別人對我們的看法，而我們可以如何改變這些看法，不管是好是壞。  這些技巧都是我們

以與生俱來的能力、和不斷的社交經驗學習到的。 我們的社交學習甚至從嬰兒時期就開

始了，小嬰兒會以母親為依據來判斷：這個人友善嗎？ 我在這個新環境裡應該害怕嗎？ 

嬰孩剛過一歲時，就會以手指物並看著爸媽，希望分享他們的新發現，他們已能了解別人

對他們感興趣的事物可能也會覺得有趣，所以相互溝通和經驗分享的圈子越來越大。 隨

著年齡的增長，我們學會了解別人的思想和情緒，進而幫助我們更熟練的推測他人的動機、

學歷經驗、人生信念、和人格個性。 

只要我們與人同處一室，既使並沒有任何交流，我們還是需要用到【社交思考】。 我們

通常會因為推測他人對我們的看法，進而調整自我的行為；想必大家都曾有為了避免與可

疑人物接觸，而穿越馬路的經驗吧？ 還有我們是否也曾為了避免與他人交談，而閃避與

對方的眼神交接，假裝沒看到這個人的經驗？ 

社交思考也以其他方式影響我們的生活。 我們閱讀小說時，會用到社交思考模式去詮釋

或揣測書內角色的行為和動機，我們也以同樣的思考方式撰寫書信、觀賞電視、 或回想

一段結果不如我們預期的對話。 

對於有些社交思考腦神經完整發展的人，可能很難理解為何有人會如此缺乏與生俱來的社

交學習能力。 要所謂「神經正常」的人去想像，有人需要藉著其他的思考模式去學習如

此與生俱來的技巧，簡直就是不可能的事！ 我們以社交思考的架構為主軸來教導大多數

的人，但對那些腦中沒有社交思考架構的人，怎麼辦呢？ 我們該如何教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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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患者，非語文學習障礙患者，及大多數的注意力缺陷/過動症患者，都有程度不等

的社交思考或其他社交技巧的缺陷。 這些患者很難快速有效的學習、處理及反應社交訊

息。 更嚴重的案例如典型自閉症的患者，可能完全不了解，不同的人會有不同想法的概

念。 有些孩子會半途插話，因為他們認為大家都和他一樣， 在同一時間想同一事情。 高

功能自閉症患者，或患有亞斯柏格症的人，則被視為一個雙面難解的謎題，他們的特殊天

賦和口語表達能力，常誤導我們認為他們應有相當的社交思考能力；然而，這種假設與事

實相差甚遠，雖然他們或許了解別人和他們有著不同的想法，但他們還是很難推敲他人的

想法，並無法在幾秒鐘就結束的單次社交互動中，做出適當的反應。 不像其他外在有顯

著缺陷的同輩們，這些兒童或成人掙扎著理解各種的社交場合，卻無法得到教育或其他服

務的支援。 

在這一系列的文摘中，我們將探討什麼是【社交思考】，並且討論如何以實用的方法教導

自閉症患者這項生活技能。 我們將會闡述社交訊息並不是靜態的，而是一 個想法與行為

相輔相成的系統，隨著年紀與經歷增長，也隨著不同環境而改變。 社交思考不提供講稿，

而是提供一個包含多種選擇的方法，幫助學生互動和解決問題。 當他們的思考模式開始

改變時，我們就會看到社交行為的顯著改善。 

【社交思考】和其他的社交技巧的教學不是直線型的教學，我們無法將之分解為固定的

步驟，再反覆教學就能成功，這就是其困難所在。卻也同時讓我們教導高功能自閉症患

者的工作充滿了趣味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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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Garcia Winner 蜜雪兒 嘉西亞 維那，是一位國際知名的語言病理治療師， 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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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Hung 來自臺灣，畢業於密蘇里州立大學，現任加拿大 Autism Community 

Training 自閉症社區訓練協會的諮詢員，www.actcommunity.ca。Christine 在 2004 年因為

女兒的診斷，進入自閉症的世界， 2005 年移居溫哥華，目前在 ACT 主要服務卑詩省內

的華裔移民，同時也希望透過網路無國界的力量接觸到更多自閉兒家長，分享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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