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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小語   

我國「身心障礙者鑑定與福利服務評估新制」於 2012 年 7 月正式上路。衛福部

社家署為落實照顧重度溝通障礙者的政策，將原僅一項溝通輔具補助項目擴增為六項

(A-F 款)，同時大幅調升補助。主要是為照顧不同障礙程度和需求之溝通障礙者，能在

專業評估下，取得溝通輔具，進而提升社區參與度和生活品質。依據「身心障礙者服務

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溝通輔具評估人員，係指語言治療師領有乙類輔具

評估人員訓練結業證明書者，目前符合資格者不到百位。然而，各縣市溝通輔具需求評

估的案量因應新制的執行，則是以倍數迅速成長。 

以筆者服務機構承辦的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為例，2012 年至 2014 年兩年期間，執行

溝通輔具需求評估服務共 87 件。其中，溝通輔具需求者屬發展性障礙者多於後天性障

礙者，智能障礙最多，自閉症次之，溝通輔具配置建議以 C 款最多，其次為 F 款，僅提

供 A 款者最少。本期電子報將介紹溝通輔具需求評估內容及溝通輔具規格配置分類 A-F

款，同時針對身心障礙者溝通輔具需求做多元面向分析，供未來溝通輔具評估訓練及規

劃相關服務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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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代最偉大的發現，就是人類的心理狀態改變，障礙也會改變」(William 

James)，當我們不再只是看到障礙而是看到需要，看到障礙者跟其他人一樣，只是有些

挑戰，透過支持與輔具他們能公平參與社會。 

 

溝通輔具主要是用來解決重度溝通障礙者，在生活上所面臨的溝通問題。隨著科技

的進步，溝通輔具在處理速度和訊息容量上有了巨大的改變。為此，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於 2012 年 7 月公告實施「身心障礙者鑑定與福利服務評估新制」，特別針對溝通

輔具的補助做了相當幅度之修改，將原僅一項溝通輔具補助項目擴增為六項(A-F 款)，

同時大幅調升補助。其目的是希望幫助更多無法用言語表達的重度溝通障礙者，能在專

業人員評估下，取得符合個別需求的溝通輔具，進而提升其社會參與度和生活品質。 

 

溝通輔具需求評估的功能主要有三大面向：(一)福利需求面：對身心障礙者進行個

別需求評估，提供適切服務；(二)福利提供面：由以往針對提出申請者提供服務，轉為

納入個案管理與轉銜及轉介服務概念；(三)部門整合面：由過去政府部門各自運作，納

入跨單位合作概念，社政、衛政、勞政、教育部門合作，共同提供服務。依據「身心障

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溝通輔具評估人員，係指語言治療師領有

乙類輔具評估人員訓練結業證明書者，目前符合資格者不到百位。然而，各縣市溝通輔

具需求評估的案量因應新制的執行，則是以倍數迅速成長，需要有更多語言治療師取得

資格，提供溝通輔具相關服務。 

 

溝通輔具需求評估在於確認個人於溝通輔具介入有關的重要領域的表現，包括擺位

與坐姿、直接或掃描選擇能力；認知/語言能力；讀寫技能；感官/知覺能力(Beukelmen，

2014)。語言治療師執行溝通輔具需求評估時，需填寫評估報告書，其內容分成基本資

料、使用評估、規格配置建議和補助建議等四大項：(一)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出生日

期、戶籍地，是否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障礙類別、等級，目前居住情況；(二)使用評

估：包含溝通輔具的使用目的、活動、環境，最需要之溝通表達內容，目前使用的溝通

輔具和輔具使用之相關診斷，言語-語言功能與能力評估，動作功能評估，溝通表達策

略；(三)規格配置建議：輔具規格配置，相關操作介面建議，是否需要接受使用訓練，

是否需要安排追蹤時間，其他建議事項；(四)補助建議：評估人員及需求者對輔具的建

議，該輔具是否受建議或不建議使用，並且得知建議和不建議的理由。 

 

溝通輔具需求評估報告書開立後，需求者可以據此向所在地政府申請輔具購買補

助。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補助的輔具項目，共十五大類。溝通輔具

屬第六類：溝通及資訊輔具-面對面溝通輔具，主要分 A、B、C、D、E、F 等六款：(一)A

款/圖卡兌換溝通系統：屬無語音輸出之溝通輔具，應包括至少一千個溝通符號之圖卡、

句條、圖卡展示和收納設備及訓練手冊、影片；(二)B 款/低階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器：

屬低階語音溝通器，可依使用者需求自行設計溝通版面，並具重複錄音或記憶溝通訊息

與放音功能；(三)C 款/高階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器：屬高階語音溝通器，可依使用者需

求自行設計溝通版面，至少可錄製 150 句語音，並具重複錄音或記憶溝通訊息與放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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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四)D 款/具掃描功能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器：屬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器，除具重複

錄音或記憶溝通訊息與放音功能外，另需提供至少一種掃描功能；(五)E 款/語音溝通軟

體：本款為語音溝通軟體，可安裝於一般電腦，應具重複錄放音及動態版面顯示功能，

並提供至少 1,000 個溝通符號，供溝通版面設計之用，軟體需具掃描功能；(六)F 款/動

態版面型語音溝通器：屬液晶觸控專用型語音溝通器，應提供版面設計軟體(至少有 1,000

個溝通符號，供溝通版面設計之用)、重複錄放音及至少兩種合成語音功能。 

 

以台中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為例，自 2012 年 7 月「身心障礙者鑑定與福利服務評

估新制」實施至 2014 年 7 月，兩年期間執行溝通輔具需求評估服務共 87 件，彙整並分

析溝通輔具需求評估報告資料，結果如下：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性(68%)多於女性(32%) 

 

2.年齡:0-14 歲兒童最多(68%)，15-65 歲次之(27%)，65 歲以上較少(5%) 

 

    
 

3.障礙類別: 

 (1)舊制身心障礙分類系統以自閉症最多(28%)，多重障次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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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制分類系統(ICF)以 S1(心智相關)最多，S7(移動)次之 

 

 

 

4.障礙等級:重度最多(42%)，極重度次之(24%) 

 

 

 

5.居住與照顧情況:(1)親友同住最多(95%)；(2)父母是主要照顧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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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評估 

1.使用目的與活動需求: 日常活動需求最多(95%),就學(67%)次之 

 

 
 

2.輔具使用環境：居家(41%)及學校(33%)使用為主 

 

 

 

3.最需要之溝通表達內容：基本需求表達最為要,建立關係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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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使用的溝通輔具： 

(1)輔具來源:無輔具者最多(66%)，其次是教育系統借用(14%) 

 

 

 

(2)使用情形:需更換(63%)最多，需增購(17%)次之 

 

 

 

5.輔具使用之相關診斷： 

 (1)發展性障礙者(82%)多於後天性障礙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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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障礙(28%)最多，自閉症(25%)及腦性麻痺(18%)次之 

 

 

 

6.言語-語言功能與能力： 

(1)言語「溝通理解」活動表現：輕度(33%)最多，中度(32%)次之 

 

 

 

 (2)非語言「溝通理解」活動表現:輕度(32%)最多，無困難(29%)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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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聲音的產生活動表現:無困難(46%)最多，重度(17%)次之 

 

 

 

(4)言語「溝通表達」活動表現：極重度(45%)最多，重度(34%)次之 

 

 

 

(5)圖卡「溝通表達」活動表現：輕度(51%)最多，無困難(23%)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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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符號運用「溝通表達」活動表現：輕度(38%)最多，中度(22%)次之 

 

 

 

 (7)書寫表達活動表現:極重度(47%)最多，重度(28%)次之 

 

 
 

(8)文字閱讀活動表現：極重度(39%)最多，重度(29%)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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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動作功能評估：無困難(48%)最多，輕度(27%)次之 

 

 

 

8.溝通表達策略： 

 (1)建議所需溝通之訊息量：151 以上(59%)最多，12 個以內(16%)次之 

 

 
  

(2)溝通表達方式(複選)：溝通板(67%)最多，圖卡(55%)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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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輔具規格建議：C 款(38%)最多，F 款動態版面語音(26%)次之 

 

 
 

由以上資料顯示溝通輔具需求評估申請者：(1)男性多於女性；(2)年齡以 0-14 歲最

多，15-65 歲次之，65 歲以上最少；(3)障礙類別依舊制身心障礙分類系統以自閉症最多，

多重障次之；新制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以 S1(心智相關)最多，S7(移動)次之；(4)障礙

等級以重度最多，極重度次之；(5)與親友同住最多，主要照顧者是父母；(6)輔具使用

以日常活動需求最多,就學活動次之；(7)輔具使用環境以居家及學校使用為主；(8)表達

內容以基本需求表達最為要,建立關係次之；(9)多數目前沒有使用溝通輔具者，其次是

向教育系統借用；(10)已經有使用溝通輔具者以需更換為最多，需增購次之；(11)輔具使

用之相關診斷以發展性障礙者多於後天性障礙者，其中智能障礙最多，自閉症及腦性麻

痺次之；(12)言語「溝通理解」活動表現以輕度最多，中度次之；(13)非語言「溝通理解」

活動表現以輕度最多，無困難次之；(14)聲音的產生活動表現以無困難最多，重度次之；

(15)言語「溝通表達」活動表現以極重度最多，重度次之；(16)圖卡「溝通表達」活動表

現以輕度最多，無困難次之；(17)符號運用「溝通表達」活動表現以輕度最多，中度次

之；(18)書寫表達活動表現以極重度最多，重度次之；(19)文字閱讀活動表現以極重度最

多，重度次之(20)動作功能評估以無困難最多，輕度次之；(21)建議所需溝通之訊息量以

151 以上者最多，12 個以內次之；(21)建議溝通表達策略以使用溝通板最多，圖卡次之；

(22)輔具規格建議以 C 款/高階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器最多，F 款/動態版面語音次之，僅

提供 A 款/圖卡兌換溝通系統者最少。 

 

申請溝通輔具需求評估者多數是兒童，除了因為家長通常相當重視有溝通障礙的孩

子能否順利參與日常生活及學校學習活動，近年教育單位積極提供學生借用包括溝通輔

具在內的各式學習輔具也是可能原因。然而，對於成人及許多後天性障礙者而言，溝通

輔具使用對其社會參與及生活品質提升同樣重要，有必要加強宣導及推廣在社區及職場

使用，這部分可能需要社政及勞政單位一起配合執行。此外，相關診斷主要為發展性障

礙，其中以智能障礙、自閉症及腦性麻痺較多，雖然這些障礙類型常合併有明顯的溝通

障礙，以往因為政府補助溝通輔具購買費用明顯偏低，家屬可能因而較少提出購買申

請，政府實施新制將原僅一項溝通輔具補助項目擴增為六項，同時大幅調升補助也是增

加購買輔具意願的重要因素。同時，在這些申請者當中，雖然大多數在文字閱讀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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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極重度困難，言語及書寫「溝通表達」為極重度困難，然而，多數的申請者在言語

及非語言溝通理解表現為輕度或中度，圖卡「溝通表達」及符號運用「溝通表達」活動

表現為輕度困難，可以預期使用溝通輔具會大幅提升其溝通表達表現。這應該也是讓照

顧者或是家屬看到他們有極大的溝通需要與潛能，積極為其提出溝通輔具需求評估申請

的原因。 

 

輔具規格建議以 C 款/高階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器最多，F 款/動態版面語音次之，

僅提供 A 款/圖卡兌換溝通系統者最少。申請溝通輔具需求評估者，雖然有部分腦性麻

痺者，因為合併有重度動作功能障礙，需要使用 D 款/具掃描功能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

器，但是其他多數申請者的動作功能評估以無困難最多，輕度次之，因此，輔具規格建

議 D 款者應不多。因為申請者以智能障礙及自閉症居多，多數評估報告書建議使用 C

款/高階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器，主要為語音溝通筆，除了方便攜帶，訊息量的擴充性

高也是原因之一；建議使用 F 款/動態版面語音也不少，訊息量的擴充性很高，同時版

面內容、大小及符號形式極具彈性。 

 

理論上，同款的溝通輔具產品應該有不少，使用者可以透過試用或比較而選擇到最

為合適的輔具；事實上，國內市售輔具產品相較國外少很多，選擇性不多，加上評估單

位通常無法提供溝通輔具試用，因此，實際購買輔具時，多數會是以申請者(照顧者)或

是評估人員本身的經驗與訊息做為選擇的參考依據。放眼未來，如何有更多溝通輔具產

品可供使用者選擇，如何讓評估人員充分認識各類產品與功能，如何透過試用評估協助

使用者選擇到適合個人的溝通輔具，這些都有賴政府與相關服務單位共同努力。當然，

除了專業人員提供溝通輔具需求評估是很重要的關鍵之外，後續的溝通輔具選擇與取

得、溝通輔具客製化與版面設計、溝通輔具使用訓練、溝通輔具保養與維修、溝通輔具

的使用追蹤與再利用，以及溝通輔具的使用效益追蹤同樣重要，如此，方能確保溝通輔

具服務品質，讓溝通障礙者能因此提升生活品質。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59期 身心障礙者溝通輔具需求評估現況探討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關於作者 

 

現職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醫療復健暨輔具中心主任 

台中市愛心家園 副園長 

台灣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常務理事 

台中市又望早期療育專業發展協會 理事長 

台灣輔助溝通系統發展學會 理事 

學歷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 

台灣大學 護理學學士 

經歷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語言治療結訓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語言治療師(十六年)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第八屆理事長 

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第一屆理事長 

 

 

 

 

編輯 

       發行單位：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發行日期：2015.2.12 

       發 行 人：張綺芬                    聽語學報：第五十九期 

   主    編：蔡孟儒                    副 主 編：羅意琪、池育君 

   執行編輯：曾淑芬、陳美慧、張憶萍    助理編輯：李蘋娟 

   網    址：www.slh.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