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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思想和本領。 
 
一群神經多樣性的職能治療師在皇家職能治療協會月刊談論她們的人生經驗。 
 
我們七個人代表不同的異樣。我們有不同的技能，興趣，才能，残障，困難，長點，
弱點，和體驗人生日常生活的經歷。 
 
我們代表不同的異樣；因為人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因為我們腦部不同的接駁，我們
有廣泛對異樣的觀點。大概在七個人裡面有一個人就是有異樣的人。這代表他們的腦
部功能，學習能力，和分析質料與沒有異樣的人有所不同(ACAS, 2019)。 
 
異樣可在遺傳或後天腦部變化經歷做成的。有些時候也可能是遺傳和後天腦部變化因
素組合而成的。這包括思想和行為分歧。他們的神經認知能力可能與平常社區標準不
同。這些分歧包括常見的診斷- 自閉症，過度活躍症，計算能力障碍，語言能力障
碍，運用能力障碍，癲癇症，圖雷特氏症。 
 
不過，異樣的慨念不是沒有爭議性的。現在自閉症常常與異樣的慨念連同一起的。現
在也有些人認為癲癇症不屬於異樣的定義。 
 
我們的經歷 
 
異樣是挑戰正常健康的慨念。異樣是從自閉症者群組的人權革命創造出來的。異樣革
命認為所有腦部思想和行為分歧是要認同，接受，和尊重的。 
 
我們認為雖然我們有共同的體會和經歷，我們也有我們與日常生活和生命的主觀和經
歷。我們的共同點包括我們在日常所接觸的環境（包括工作）對有異樣的人的幫助是
不夠的。 
 
Rebecca Twinley, 一名英國 Brighton 大學的職能治療科的知深講師，是在 2019 年十月
二十九日得到她的自閉症的診斷。她在 Twitter 分享她的體會。她很快得到認同。她也
在評論中得到更多的體會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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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後知有自閉症的人，Rebecca 與其它後知有自閉症的女性的經驗- 包括假裝的
代價，社交關係障碍，工作上被同僚的誤解，和受到性侵犯。(Balgiela, Steward, & 
Mandy, 2016) 
 
"知道我有自閉症後好像脫掉人皮面具一樣。我希望可以分享我的經歷。我也希望可以
幫助其它和我的經歷差不多的人。” 
 
Rebecca 對與六位有異樣的同僚的經驗-“其實在職能治療界有很多有異樣的人。我們
合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讓讀者體會有異樣的人的世界和增加對有異樣的同僚的理解。
我們所受的認同，接受，和尊重的經驗各有不同。我們各人學習如何入群和假裝。我
們也有被人誤會的經驗。我們也選擇以我們自己的寫作樣式表達有異樣的人的經驗分
歧。我們很清楚知道這些經驗可能忽視異樣的慨念。” 
 
Rebecca 的異樣是從創傷後神經緊張症加上自閉症造成的。她常常失眠。她通常很早
起床。不過，她不會回床再睡覺。她說，“我每天會回想當天與人交談的話。我好像與
每個談話點數一樣。我每晚很難睡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Rebecca 對一些音波，聲音強度，和混合聲音會有過敏的感覺。一個例子就是-她需要
在開暖氣時把音樂開大聲一點來蓋住暖氣的聲音。她說， “我通常覺得很刺耳。我的
耳朵是很敏感的。” 
 
Rebecca 喜歡在每天八點工作。她說，“這個時候通常沒有人。我常常可以在我喜歡的
位置停車。在我上一份工作，我不能找到同一個停車位置。因為這樣，我每天會有些
擔心。” 
 
因為她每天都是第一個人到辦公室，她可以控制辦公室的光度。她不喜歡被 LED 射下
來的光。所以，她選擇開檯燈工作。她說，“我現在的同事不介意。在我上一份工作，
常常有一個同事喜歡開所有辦公室裡的燈。這些時候我就會很難尊心工作。我希望這
個感覺可以快點過去。” 
 
她也說，“我不喜歡辦公室的地毯。這個好像是尼龍或聚丙烯做的。我會覺得很發癢。
當我很累的時候，我可以聽到摩擦的聲音。有時候我可以聽到擦電的聲音。我的主診
醫生問我什樣可以做到一名職能治療師和一名講師。我說這些工作都是有秩序和規律
的。我只是在開會的時候有困難。去開會議的時候通常是領到我很累。我不喜歡這些
場面因為雖然我知道我會說什麼，但是場上的燈光，聲音，和觀眾的問題是很難接受
的。這加上我聽覺處理不是最好的。有時候其他人以為我聽不到他們說的話。我嘗試
聽到談話中的重點。如果有其他人在場，我會在談話後問我們當時談到什麼。” 
 
Danielle Hitch, 一名澳大利亞 Deakin 大學的職能治療科的知深講師，是一名有過度活
躍症和癲癇症的人。她覺得早上是最平靜的時候。但是她很快覺得她的腦筋會轉得非
常快。她說，“我的腦常常有很多主義。我聽說過度活躍症很像在車裡一樣。有時候我
可以控制我的腦袋， 但有時候它會控制我。” 



 
Danielle 說關於她每天的日常生活，“我每天最少要一個小時準備出門開工。在這一小
時內，我會用 25%的時間準備自己。其他費用的時間看來不是做什麼的-玩頭髮，上
網，或找東西。當我開車上班的時候，我會把音響開到很大聲，然後我在半途換歌。
我的辦公室只有五個人（包括我自己）。這對我來說是很難的。我現在的的同僚會了
解我的過度活躍症。但是我在以前的工作，我的同僚會以我的癲癇症來歧視我。她們
說，‘你是一名很好的職能治療師。但是你的癲癇症是你這生涯最大的障碍。’我覺得有
異樣不等於她不能做到一名好的職能治療師。所以我不會跟每個人說我是有異樣的。” 
 
對 Danielle 來說，“電郵是我最不喜歡，但也是我最喜歡的。這因為我不喜歡看到人家
等候我的回信， 但我不是很喜歡用電話跟人談話。作為一名研究員，我可以控制我的
時間表。我不會寫我每天所要做的事，雖然很多有過度活躍症的人建議我這樣做。很
多人認為藥物可以把病情控制和解決有關問題。但我現在會接受所有對我好或不好的
地方。過度活躍症對我好的地方是我喜歡很活躍。但我不喜歡不可以控制好自己和時
間觀念。在下午的時候，我吃的藥的藥力沒啦。我不可能整天坐定和專心工作。但這
個時候也是我可以想到很多工作上的主意。當我回家的時候，我會整理我的桌子。但
這是改變我的工作環境。這是因為我常常想到工作。這是可以的因為我常常可以坐有
意義的活動。” 
 
Bill 是一名有自閉症的職能治療治療師。除非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每天會在六點
半到八點起床。他說，“因為我的工作時間是有彈性的，所以我不怕遲到。如果有些時
候我很難起床，我可能可以在中午十二點才上班。我這份工作- 如果我在晚上八點半
前完成工作，我老闆不會怪我的。但是，我知道我每天要準備特發的安排。這是因為
可能有些人請病假，其它公司所屬的療養院需要幫忙，或病人突然。我通常都是當天
早上才知道的。如果我遲一點出門，我不需要半途改變我前往的工作地方。” 
 
Bill 也喜歡在開車準備工作時開音樂。他說，“在療養院工作有時候會覺得很傷心。我
知道有些病人永遠不可能回家。我也知道我會看到這些病人的病情退化。所以我需要
音樂來幫我感覺的快樂一點。” 
 
Bill 的工作環境有時候是對感覺過敏的人是很難的。他說，“這個工作是需要適應對有
異樣的人有困難的環境的。這可能是聞到病人的糞便，感受到螢光燈的光，聽到突發
的警鐘，病人突然跌倒，病人突然精神病發作，健康部檢查人員來查訪療養院等。這
些經驗讓我體會到-如果有自閉症的人主在這些地方，他們會不會喜歡這些環境呢？” 
 
對 Michelle 來說（她是有過度活躍症和運用障碍），藥物可以影響她每一天的生活。
她說，“今天我吃錯了藥。今天我過分專心。這是因為我把早上和下午的藥物交換了。
有時候我像迷路的人一樣。這對我每天的影響在於我什樣把我的病情控制。如果我跟
我熟悉的人一起，她們會問我什麼了。如果我跟不熟悉的人一起，我會裝我沒事。除
非我是教書的時候，我通常不會跟人說我有這些病。我不想人家用我的病情來評估我
的能力。我從來不會用這些病來作藉口。我常常會反省我什麼可以做好一點。” 
 



Michelle 會用一些方法來控制自己。她說，“我不渴咖啡。我常常運動。我會找安全的
地方休息。我的休息可能是跟我熟悉的人聊天。我也可能在房間看電影。” 
 
雖然 Michelle 每天受到病情所影響，她仍可以使用她的創意。她說，“我不喜歡我不能
常常專心，但在有些不能專心的時候就是我最有創意的時候。在我做研究的時候專心
的話，我可以做到很多東西。但是我可能失去了時間觀念。我也可能不知道我在想一
些很難的東西。” 
 
Diana 也在三年前知道有運用障碍。因為她四歲的時候失了兩邊的聽覺，她常常有焦
慮和蕭條。這些症狀影響她的專注力。以她最近看耳科醫生的經驗為例，她說，“雖然
我前一晚準備的好，我常常認為我準備不夠。這些焦慮令我遲到。我當天看一位新的
耳科醫生。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個性。我的焦慮令我不相信我對人的直覺。當天醫生說
我需要兩個助聽器。因為我在這五十年來習慣了用一個助聽器，我對老化的過程很擔
心和驚訝。我日常跟人聊天已經很難。這讓我想到我將來我以後會更難。我當時很想
回家。但我吃了下午茶後，我回定下來。” 
 
Diana 的老闆三年前幫她知道她有運用障碍。但她知道以後，她每天不認為她有這個
病。她說，“知道自己有這些病後，這對我的心理健康有負面的影響。我常常覺得孤獨
和要裝自己好像沒事一樣。我要放假來控制我覺得蕭條的時候。絕經把這些蕭條的感
覺更明顯。我很希望我可以不需要想我每天什麼過度每一天。” 
 
Sarah 是一名在美國的職能治療師和自閉症擁護者。她回想到最近的經驗，“我終於知
道什樣對我的適應我的異樣。我的家庭是專為有異樣的孩子成長。最近我有兩位不能
說話的自閉姐妹提供住宿。我從沒有幫助黑人的孩子梳頭。我看 YouTube 影片。我問
我熟悉的黑人。我輕輕地摸她們的頭髮來讓她們接受我碰她們。她們的頭髮需要很多
護理。我用溫水和溫和的語言來說服她們準備出門。” 
 
她也說，“正念和我的感覺體會是一對的。我可以容易地知道我每時每刻覺得什樣。” 
 
在這篇文章寫成的時候，Sarah 正在從自我功能關閉康復過來的第三個月。她每天常
常差一點忘記了洗澡，但她知道自理的重要性。她知道有時候要從保護層走出來，但
她有時候要用保護層來保護自己。 
 
Clare 是一名在澳大利亞的職能治療師。她有丹迪沃克綜合症，腦胼胝體缺憾，和自閉
症。她常常想每天是跟平常一樣或不同。她說，“社交網站可以令我放鬆，所以我在床
上看它來開始每一天。我是一個有計畫的人。我要想兩個可能以想不到的情形。我不
喜歡我不可以用我自己的計畫或是人家沒有通知我的時候來突然改變計劃。” 
 
她也說，“我常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走路來去地方。我現在在學習駕車。我雖然不喜歡遲
到，但我常常遲到。我小的時候以經常做到很像很焦急的感覺。我不知道我的腦袋是
什麼運作的。” 
 



Clare 常常要帶太陽眼鏡來擋住太陽和聲音撤銷耳機擋住雜音。Clare 對參與社區活動
是很重要的。她喜歡參與教會的活動因為她覺得有歸屬感。她說，“聽歌和唱歌對我是
對我很有意義的活動。我通常會很開心的。我會覺到音樂的動力。我會跟音樂的拍子
一起動。這些動作包括跳動，搖動，擺動，緩慢的走等。” 
 
共同經歷 
 
我們的經歷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這些技能，知識，自我理解，配景，性格，健康，
和知覺等是因為有很多不同環境和人為因素所做成的。 
 
有意義的活動跟我們的關係 
 
我們覺得有意義的活動帶來不同的優點。有時候是內心的-休息，反省，和信仰。有時
候是明顯的-經濟上，有建設性的，和保護人權的。我們每人說明一些我們使用有意義
的活動來幫助我們日常生活和保持身心健康的用途。 
 
藥物 
 
Danielle，Michelle, 和 Sarah 說到用藥物的用途。她們說到藥物可以幫助她們控制自
己。但是，她們也說服用藥物是一個對有異樣的人常常作的選擇。她們說明了好和不
好的地方。 
 
睡眠 
 
對 Rebecca，Michelle，和 Sarah 來說，不定時或不足的睡眠影響到幾方面-自信心，
人生樂趣，和控制病情等。現在很小研究關於有失眠與異樣的人的影響。很小的工作
好像 Bill 的一樣可以給他彈性時間上班的。這些不利環境的工作環境是對保留員工，
引發想像力，製做合宜工作環境，和專重有異樣的員工是非常難的 (ACAS, 2019)。現
在我們還不清楚 COVID-19 對有異樣的人在工作上的影響。 
 
自我工作水平 
 
我們很幸運的可以使用我們的知識和人權來讀書和工作。我們共同的經驗是我們需要
適應我們接觸的環境。這些經驗通常需要我們假裝沒事。這帶來的挑戰常常令人家誤
會我們。 
 
比方說，過敏的工作環境可以令我們感到不舒服，壓力，混亂，和累。在我們不知所
措的時候，我們可能在幾秒內到幾個月內不能工作。聽覺或語言能力障碍，不同的身
體表達方法，和不能望住對方眼睛可能引起人家對我們有所誤會和認為我們沒禮貌
等，不合作，和沒興趣等。但是如果我們好像是沒問題的時候，人家可能認為我們是
說謊。 
 



我們的經驗都說明我們在家和外出的自己是不一樣的。Clare 說參與社區活動是一件很
有意義的事。但參與後，她下一天會很累。Diana 說她早上看完醫生可能令到她要儘
快回家。 
 
我們有個人不同的地方 
 
這篇文章是在 2019 年 11 月寫的。我們所寫的是在 COVID-19 發生前對有異樣的人的
日常生活。我們共通點就是每一位都是職能治療師。我們知道 COVID-19 改變很多人
的生活習慣。我們每個人也要想辦法面對 COVID-19 所做成的改變和新來的挑戰。 
 
我們知道我們有某些程度的獨立。但在西方國家裡，有些有異樣的人是有依靠別人才
可以生活的。這些人可能受到歧視。這些人也可能很孤獨。 
 
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僚可以用這些知識來體會到什麼幫助社區上其它有異樣的人。我們
希望我們的同僚可以知道有異樣的人不是需要修理。反而，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僚可以
從有異樣的人的角度來想。我們需要專重我們每個人是有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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