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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台灣自101年起新生兒聽力篩檢的全面實施，對聽障幼兒的早期診斷與療育有相當大
的助益。許多聽損兒童透過聽覺輔具的配戴及聽能復健與創健，得以發展良好的口語能
力。然而並非所有的聽損兒童都能藉由聽覺輔具的幫助，順利學習口語。但在「口語至
上主義」(oralism)的思維下，手語往往被視為是最後萬不得已的選擇，因而延後學習手
語的時間。若因太著重口語發展，進而錯失手語學習的關鍵期，可能造成聽損兒童的語
言剝奪(language deprivation)。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初次國家報告中已說明，將積極落實多元語言之公共服
務及保障各族群使用母語及手語的權利。台灣也已於107年底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將台
灣手語納入國家語言。此舉保障台灣手語的傳承與發展，同時也保障學齡前兒童學習手
語之機會。自111年起，台灣手語將列為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之部定課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與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施行，雖已奠定了台灣手語的語言地位；
但口語至上主義的思維仍影響著許多聽損兒的聽人家長，甚至是部分聽語從業人員。事
實上，語言學習對學齡前聽損兒的重要性，不應因語言傳遞管道不同而有所不同。學齡
前的聽損兒童應該採取何種溝模式，不同專業領域有不同看法。但及早給予聽損兒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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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豐富的語言刺激，是毫無疑問的。豐富的語言刺激除了可以是口語之外，當然也可以
是手語。本文從聾父母聽小孩(Children of Deaf Adults, CODA)的雙語能力談起，嘗試說明
學習手語不會影響口語發展；同時也藉由呈現國外的研究結果，試圖解釋若錯過學習手
語的關鍵期所造成的影響，並釐清些許手語習得的概念。

●

手語不會影響口語發展

早在1960年代，手語就已經被證實為一個語言。手語除了傳遞管道和口語不同之外，
手語具備所有口語的語言特性。但手語往往被視為是聽損兒最後不得已的選擇，原因多
半為家長擔憂手語會影響口語發展。若手語的學習會影響口語發展，則聾父母所生的聽
小孩(Children of Deaf Adults, CODA)就無法有良好的口語能力。然而有超過90%的聾父
母，其小孩為聽人，這些聽小孩自小跟聾父母學習手語，同時也與聽人親戚學習口語。
研究顯示CODA的口語能力與同儕相同，他們是流利的手語與口語的雙語使用者。從
CODA的例子而言，手語不會影響口語學習。
而在聽損兒童學習手語方面，現階段並未有研究結果證實手語會影響口語發展(Hall
2017)。甚至有學者強調，即便配戴助聽器或是接受人工電子耳手術，在口語訓練之外，
也鼓勵這些聽損兒使用手語(Amraei, Amirsalari & Ajallouiyan 2017; Hassanzadeh 2012)。
根據一項在美國科羅拉州執行的研究(Yoshinaga-Itano, Beca & Sedey 2010)，科羅拉
多州有超過80%的聽損兒，參與每個星期一次的手語療育課程。因此大多數的聽損兒在
接受人工電子耳手術前，具有流暢的美國手語能力。而這些聽損兒在電子耳手術後，除
接受口語療癒課程外，也持續學習美國手語。這些使用雙語的聽損兒，其口語表現符合
聽常同儕常模。
另一項類似的研究也發現，出生後就在充沛的手語環境中成長的聽損兒童，在接受
電子耳手術後，其英語發音、音韻覺識、英文詞彙及句法表現，都可與CODA以及一般
聽人同儕比擬(Davidson, Lillo-Martin & Chen-Picher 2013)。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聽損兒童
接受電子耳手術時間並沒有特別的早。但他們可以有良好的口語能力，是因為這些孩童
在出生之後，就有一個充沛的語言學習環境，父母會不斷使用手語與其溝通互動。由此
結果看來，手語不會影響接下來的口語發展。
接受電子耳手術的年齡或是採用的溝通模式都可能影響口語表現(Peterson, Pisoni &
Miyamoto2010)。事實上，使用聽覺輔具的聽損兒，是否需要手語介入，目前仍有眾多討
論。但若要探究手語溝通模式，是否會影響口語發展，必須釐清以下兩項重要概念。
（一）人工研發的溝通系統不是真正的手語
接受電子耳手術的年齡或是採用的溝通模式都可能影響口語表現(Peterson, Piso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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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moto2010)。事實上，使用聽覺輔具的聽損兒，是否需要手語介入，目前仍有眾多討
論。但若要探究手語溝通模式，是否會影響口語發展，必須釐清以下兩項重要概念。
人工研發的溝通系統如英語文法手語(signed English)或是signing exact English
(SEE)，這些系統在表達時，依照英語的語序表達，或是強調手勢動作必須與英語的每一
個語素做對應。這樣的表達方式忽略手語本身利用視覺與空間的語法特性，也並非真正
的語言。因此該篇文獻對於同時使用手語和口語對聽損兒口語學習沒有助益的論述，僅
只能理解成人工研發的溝通系統對於口語學習沒有助益，無法解讀成手語對口語學習沒
有助益。
（二）手語刺激是否和口語刺激同樣充足
Kirk et al. (2002) 的研究顯示，若在3歲前接受電子耳手術，無論使用口語溝通或是
同時使用口語和英語文法手語溝通，聽損兒的語言理解發展沒有太大差異；若使用口語
溝通的聽損兒，其表達性語言發展更快速。另外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對於這樣的研究
結果，必須小心詮釋。首先必須注意研究裡陳述的手語是否為真正的手語；再者，由於
聽損兒多半來自於不諳手語的聽人家庭，聽人父母給予的手語刺激是否充足且正確。若
聽損兒處不是處於手語刺激充足且正確的環境下，比較同時使用口語和手語以及單純使
用口語，對於聽損兒口語發展的成效，不是一個公平的比較。
●

手語學習也有關鍵期

聽損兒童若自嬰兒期即在充沛的語言環境下，不論是口語環境或是手語環境，皆有
助於其日後學習另一個語言，此日後學習的語言亦不限口語或手語；若聽損兒在嬰兒期
處於語言刺激不足的環境下，則日後無論手語或口語的表現皆不理想(Mayberry, Lock,
and Kazmi 2002)。大多數的聽人父母希望聽損子女能夠有好的口語能力，以利其融入聽
人社會，因此不鼓勵聽損小孩學習手語。且多數聽人父母往往視手語為最後不得已的選
擇，若最後發現口語學習成效有限時，再學習手語即可，手語學習是可以等待的。
但事實上手語的學習與口語相同，也同樣有關鍵期。若錯過關鍵時期才開始學習手
語，其實會影響聽損兒手語的理解與表達。Newport (1990)以使用美國手語的聾人為研究
對象，這些研究參與者以美國手語作為主要溝通語言且使用美國手語超過30年。根據手
語學習年齡，將研究參與者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聾人以手語為母語，他們來
自於聾父母家庭，在手語環境下成長；第二種類型是在4~6歲進入啟聰學校後才開始學習
手語的聾人；第三種類型是12歲之後才開始學習手語的聾人。研究結果顯示，無論開始
學習手語的年齡為何，不會影響其詞彙的學習，也不會影響手語基本詞序的學習。但以
手語為母語的聾人，其手語理解與表達能力皆比其他兩組聾人來得好。
其他類似的研究發現，從小學習手語的聽損兒童對於手語句子的正確性有較高的敏
感度(Emmorey et al. 1995)。而較晚才學習手語的人，在表達時多半使用簡單的動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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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少使用含有複雜曲折語素的複雜句。對於含有複雜屈折語素的手語句子，在理解上
也比較慢(Mayberry and Kluender 2017)。
另有研究觀察約學齡階段或是青春期階段才開始學習手語的手語發展情況。若在學
齡前沒有任何語言經驗與能力，而在學齡階段才開始學習手語，在經過三個月的學習後，
已能夠將學習到的手語詞彙組合成雙詞的句子，其詞彙量甚至比自出生就學習的手語的
嬰幼兒還多，但卻無法習得複雜句型。而在其十歲左右的史丹福成就測驗(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結果中，其英文閱讀能力較同儕低(Berk&Lillo-Martin 2012)。
若在青春期前幾乎沒有語言經驗，而在青春期階段才開始接觸手語，在約一到兩年
的學習後，學習到的手語詞彙量與非常早期就開始學習手語的嬰幼兒差不多，但其學習
速度甚至比嬰幼兒快，組成雙詞句子的速度也較快。但這些雙詞句子都不是由屈折語素
構成的句子。而後續的觀察發現，雖然在一開始學習手語的階段展現快速的學習速度，
即使在手語充沛的環境下，這些非常晚期才學習手語的青少年，後續的語言發展是有限
制的。他們可以學會簡單句型，但無法學會手語的複雜句型(Ferjan Ramirez, Lieberman &
Mayberry 2013)。
聽損兒童的手語習得環境與學習年齡有非常大的變異性。約有95%的聽損兒童來自
不具手語能力的聽人家庭(Mitchell and Karchmer 2004)，這些聽損兒童無法在手語環境下
長大。若他們要學習手語，往往都是在進入啟聰學校後，才有機會與環境學習手語。因
此其學習手語的年齡是進入啟聰學校就讀的年齡。甚至有許多聽損兒童小學階段是在一
般聽人學校就讀，但可能因口語能力有限、學業成績不佳或適應不良等原因，在國、高
中階段才轉學至啟聰學校就讀。而在進入啟聰學校後，才開始向同儕學習手語。
從上述的研究結果發現，手語的習得年齡對於手語詞彙的學習，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此來自聽人家庭的聽損小孩，無論其年齡多大才開始學習手語，皆可快速地學習手語
詞彙。但在構詞或是複雜句方面，習得年齡卻有非常大的影響。對於在國高中階段才進
啟聰學校就讀的聽損兒而言，他們的手語能力是有限制的。
●

手語與口語的雙語學習

語言發展不會因傳遞管道不同而有所不同。聽損兒童若在以手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
家庭成長，其手語的語言發展階段大致和口語的語言發展階段相同，惟手語的第一個單
字詞出現的時間較口語早約1.5至4.5個月(Chen Pichler 2012)。然而僅有約5%的聽損兒，
其父母能提供充沛的手語環境，讓其從小就有流暢的手語能力。聽損兒能若能及早開始
接觸手語，自然地習得手語，其日後的認知發展、學業表現、人際互動皆不會因其聽力
障礙而有所影響。在一篇探討聽損兒語言需求的文章中指出，手語應被視為聽損兒主要
的語言，因其視覺的學習管道不會有障礙，手語能力發展不會有問題。而在學習手語的
同時，仍然可以培養口語的聽說能力。聽損兒童若有良好的認知發展、學業表現或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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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動技巧，並非是因為有良好的口語能力，而是因為他們具備至少一個語言的能力。
由於手語學習有其關鍵期，聽損兒的手語學習應儘早開始，以確保口語發展有限制的聽
損兒，培養至少一個語言能力(Hall et al. 2019)。
為避免造成學齡前聽損兒因口語發展有限而造成語言剝奪(language deprivation)的情
形發生，手語和口語的雙語學習，逐漸成為國外學者建議的方式。如前述所言，提供充
足且正確的手語刺激並不會對學齡前聽損兒的口語發展有所影響，且同時也能降低語言
剝奪風險。然而在提倡聽損兒雙語學習時，必須確保手語的刺激是真正的手語，而不是
其他人工研發的溝通系統。
●

手語的輸入形式

台灣聾人社會所慣用的手語稱為台灣手語或自然手語。自然手語依照視覺空間的特
性，有其獨特的語法結構，其表達方式和中文語法不同。為了提升聽障學生的中文語文
能力，教育部研發一套手語系統，稱為中文文法手語。由於該人工系統的目的在幫助聽
障學生學習中文，因此文法手語的語法結構與中文相同，依照中文的語序，依序打出相
對應的手勢動作，以一字一手勢為表達原則。此人工研發的溝通系統，並未達成研發當
時之目標。實施多年的文法手語教學，無法改善聽障學生的中文閱讀能力；且啟聰學校
學生對此人工研發的溝通模式，其理解力不如對台灣手語的理解力（劉秀丹、曾進興、
張勝成2006）。
中文文法手語不是一個自然語言，從過往的研究結果發現，文法手語不但無法幫助
中文能力的培養，同時也有理解上的困難。因此學齡前聽損兒的手語介入，必須要是自
然手語，否則聽損兒童仍可能處於語言剝奪的風險中。倘若其口語能力發展有限，而接
觸到的手語系統也不是真正的語言，則他們沒有一個良好的語言基礎，以利其認知發展
與後續的學業學習。
手語刺激除了必須是台灣手語外，學齡前聽損兒必須是在充足且正確的台灣手語環
境下成長。近幾年有許多聽人家長開始學習寶寶手語(baby sign)，並教其聽常嬰幼兒，目
的在協助其尚未具有口語能力的聽常小孩，以手勢動作表達其需求。寶寶手語對這些聽
常嬰幼兒而言，僅只是在還無法以口語表達的階段，一種表達需求的工具。因其口語刺
激大量且充足，語言發展不會有影響。但學齡前的聽損兒的手語需求，遠超出這些學習
寶寶手語的聽常嬰幼兒。學齡前聽損兒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語言，作為其日後認知與學
習的基礎。
寶寶手語主要的目的在幫助嬰幼兒表達需求，因此有時會為了方便表達，而簡化某
些手語動作；或是其他國家手語的表達方式較簡單，而採用該手語表達方式；甚至也可
能僅只是用一般的手勢來代替。學齡年聽障兒的手語刺激，不能是經過簡化的動作或手
勢，否則他們無法學習到真正的語言系統。雖然他們的精細動作仍在發展中，無法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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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難動作的手語，但等到他們動作發展完成，即能自然地表達這些手語。倘若給予學
齡前聽損兒的手語刺激都是簡化後的詞彙，日後恐怕他們難以使用正確形式的手語表
達。此情形就如同，若聽常兒童的語言刺激皆是簡化後的語音或是句型，他們恐怕難以
建立完整且正確的語言概念，其日後的口語發展必定會有所影響。
出生在以手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家庭，不論是CODA或是聽損孩童，他們之所以具
有流暢的手語能力，是因為他們自小即接受大量充沛的手語輸入，且這些手語輸入不是
只有手語詞彙，另包含大量的簡單句型，甚至是複雜句型。給予學齡前聽損兒手語環境，
其目的在奠定一個完整的語言基礎。因此手語要能發展，若僅只是寶寶手語、簡化後的
詞彙、或是只有手語詞彙，則無法像來自手語溝通家庭的CODA或是聽損兒，有良好的
手語基礎。
●

手語與聾文化

聽覺障礙往往被視為是一種需要被治療與改善的缺陷。透過聽覺輔具的配戴並發展
口語能力，是當今改善缺陷的方式。將口語視為聽損族群需要發展的語言，而手語為最
後萬不得已的選擇，這樣的思維模式，其實忽略了手語是重要的語言與文化資產，同時
也漠視聾人文化的存在。
本篇文章所使用的「聽損兒童」這個詞，對於慣用手語溝通且認同聾人身分的族群
而言並不存在。本文於此提出一個問題，聽損兒或聾人的障礙，是其自身的障礙，抑或
是聽人社會所造成？
在聽覺的光譜上，聽力是一種生理上的特徵，沒有優劣差異。對某些族群來說，手
語是更容易的溝通方式；但對另外一個群體而言，以口語表達較為自在。廣大的聽人社
會仰賴聽覺管道及慣用口語溝通，對聽人而言，口語表達是方便且習慣的方式。聽力障
礙的族群在以聽覺與聲音為主的溝通模式下生活，產生障礙是必然的。但若他們是生活
在手語友善環境，例如：以色列阿薩伊貝都因的聾人村(Fox 2007)，他們的聽力狀況，就
不會是一個障礙；而手語的溝通方式不會是不得已的選擇。
●

結語

美國聽力語言學會將手語能力列為聽力師的專業知能之一(ASHA 2019)；而台灣也透
過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制定，奠定台灣手語的語言地位與保障台灣手語的學習。手語和口
語同樣都是語言，無優劣之分。手語不應被視為是最後的選擇。
手語學習有其關鍵期，若錯過關鍵期才學習手語，手語的理解與表達能力，皆會有
所限制，無法發展良好的手語能力。此外，從CODA的例子得知，手語的學習不會影響
口語發展。另有接受電子耳手術前學習手語的例子，在術前的手語能力，奠定這些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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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語言概念，有助於術後的口語學習。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聽損兒的口語能力跟同儕的
口語能力相當。
學齡前聽損兒的語言輸入甚為重要。他們應透過口語與手語的雙語學習，奠定扎實
的語言基礎。若助聽輔具的效益有限，而手語的學習更可確保聽損兒不會有語言剝奪的
情況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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