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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小語   

台灣針對聽力損失者的輔具補助／服務依主管機關領域可分為三大塊：社政、教育和

勞政，期望能兼顧聽損者在生活各面向的聆聽與溝通需求。在這半年來，本學會利用電子

報規畫了三期文章，向聽語從業人員分別介紹社政、教育和勞政的聽覺輔具補助/服務現

況，本期電子報為這三篇文章的完結篇，特邀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附設台北至德聽語中

心的邱文貞聽力師撰文介紹聽損者在職場中接受的職務再設計服務內容。 

 

 

 

 

主題文章 

淺談聽損者職務再設計 

邱文貞 

至德聽語中心聽力管理長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7 條，民國 96 年起各級勞工主管機關陸續訂定計畫，自

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及創業輔導。其中勞動部於 98 年訂定的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實施計畫（103 年修訂）可說是呼應了現行新制『國際健康功能

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簡稱 ICF）的精神，不是只聚焦在身心障礙者特定身體功能的損傷

補救，而是以專業團隊的評估模式來保障並促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 

職務再設計的服務內容主要可以分為五大項： 

1.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2.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3.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68期 淺談聽損者職務再設計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4. 改善工作條件 

5. 調整工作內容或方法 

 

以台北市為例，聽損者或其雇主須先填寫申請表並備妥相關文件，送至勞力重建運用

處或其委託辦理之服務單位（如：台灣職能治療學會），經初步審核通過後就會派案給職務

再設計專員進行服務。職務再設計專員會實際至申請者（單位）工作現場進行效益前測、

工作分析、評估個案實際需求及問題。此外，還會協同或轉介聽損者進行聽力評估及助聽

輔具評估，並邀集專家協助評估建議。若有聽覺輔具申請需求者，會於輔具試用後安排驗

證及職場效益後測。整個評估完成後，由職務再設計專員提交報告經由審查會議進行核定。

整個評估流程最短一週，但亦可因個別需求長達 1 個多月。 

 

進行聽力及助聽輔具的評估流程與申請大專校院教育聽覺輔具評估的流程相似，通常

需要有兩階段的評估。第一次評估除了裸耳聽力檢查、常規中耳功能檢查、語音聽知覺評

估之外，還包含聽覺輔具功能評估及建議諮商。第二階段的評估通常在進行輔具功能試戴

後進行，評估時需要比較自己的輔具及所試用的輔具之功能，再進行調整諮商與建議。除

了助聽器聲電分析、實耳測量之外，噪音中的語音辨識率評估和效益量表（可同時邀請同

事、僱主填寫）都是協助驗證輔具效益的好方法。 

 

目前大部份聽損者申請職務再設計時，常聚焦在助聽輔具的申請，而忽略了助聽輔具

的介入並不是萬靈丹的事實。在 64 期的台灣聽語學報中，作者提到助聽輔具的介入是一段

圍繞個案自身的生命旅程（林克寰，2016）。評估者除了需全盤瞭解個案的聽覺能力發展、

聽覺環境及溝通模式，還需積極協助聽損者了解聽損對自身所帶來的影響、聽損者自身的

優勢及限制，才能提供聽損者適當的建議以克服在職場所遭遇的困難，進一步讓聽損者能

發揮所長，繼續追求幸福的生命旅程。以下將從申請職務再設計的聽損者實際案例中，分

享聽力師在職務再設計中所考慮的面向及面臨的挑戰。 

 

案例：48 歲的王小姐於某公司擔任切割及分配肉品工作，平時主要以口語輔以部分筆

談與人溝通。因助聽器老舊影響工作，由雇主協助申請職務再設計服務。聽力評估結果顯

示左耳重度、右耳極重度感音型聽力損失，雙耳配戴助聽器後於安靜環境中的字詞辨識率

小於 50%，增加視覺線索可使字詞辨識率提升至 68%。職務再設計專員協同聽力師至王小

姐工作場所訪視發現，該場所噪音量極高，非常不利聽取及對話的進行。且王小姐及同事

們工作時都需配戴口罩，影響說話者語音的清晰度、也不利聽損者利用說話者口型幫助理

解溝通。 

 

問題 1. 如何有效改善不良的聽取環境？ 

職務再設計服務內容第一項即為改善職場工作環境。在王小姐的工作場所中因有大型

電扇、通風設備產生高分貝噪音，不但增加王小姐聽取及溝通的困難，對在該環境下工作

的其他勞工也是不利聽取的環境。研究顯示，在 80 分貝的噪音下，聽力正常者的平均辨識

率從安靜中的 100%下降至 3％的正確率（Thibodeau, 2014）。不只是聽力損失的兒童需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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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訊噪比來學習，對聽損成人而言，較佳的訊噪比可提升溝通及工作效能，進而產生良

好自我認同感/幸福感。然而，目前對無障礙環境的要求多著重在行動空間的改善，而聽損

者所需的聽取環境並未有法規可用來要求業主改善。因此，大部份僅能以柔性勸導，未能

有太大實質效益。 

 

問題 2. 有哪些輔具可以改善王小姐在不良環境中的聽取？ 

延續問題 1 所產生的困難，王小姐在高噪音環境中的聽取也許可藉由數位、動態的遠

距麥克風輔助系統獲得部分改善。但是需提醒的是，不論是噪音消除功能或是遠距麥克風

聽覺輔具的功能，都無法提高王小姐原本的辨識能力（Bentler et al., 2008），也就是王小姐在

安靜中的語音辨識率只達 50%，我們所預期在噪音中最佳的辨識能力應無法超越 50%。加

上，遠距麥克風的使用最好離主要說話者的嘴巴不超過 15 公分、且避免噪音源靠近收音麥

克風，才能發揮遠距麥克風的效果。然而，王小姐工作時需同時與多位同事溝通，同事又

都需要配戴口罩工作，若把收音麥克風放置工作檯又容易收到風扇來的噪音。因此，即使

使用最新現代的數位、動態遠距麥克風輔助系統，也許都無法提供王小姐太多的助益。 

 

問題 3. 聽力師對王小姐個人聽覺輔具規格的建議？ 

除了依內政部對輔具補助項目有助聽器 A、B、C 款劃分之外，最常被問到與助聽器相

關的規格建議通常是「要幾個頻道才夠？」。早期基本的助聽器常將聲音通過兩個濾波器加

以擴大處理，聽力師也只能由分別代表高頻、低頻的兩個螺絲鈕來調整助聽器。然而，當

代的助聽器大部份都具有 4 到 8 個頻道，可讓聽力師透過電腦軟體來調整。頻道數多寡最直

接的相關應是聽損者在不同頻率的聽力損失是否能有相對應的調整。目前基本檢查的頻率

主要是 250、500、1k、2k、4k、8k Hz（六個頻率），但若任兩個頻率間差異超過 20 分貝，

則增加中間頻率的檢查，包括 750、1.5k、3k、6k Hz（四個頻率）。一般來說，6 到 8 個頻道

的助聽器應可符合大部份聽損者所需。雖然頻道數的多寡與助聽器的功能呈現正相關，但

是頻道數只是助聽器眾多規格中的一項，隨著科技輔具的日益進步，它將越來越難用以劃

分或主導助聽器功能的判斷，也很難驗證其效益。再者，頻道數越多通常代表該助聽器聲

音處理的能力越高，此時也應有相對應的驗證方式來檢查其效益，如：消除噪音多少分貝，

而不是只通過規格書來驗證。以王小姐的工作情境來說，選用具有噪音處理或方向性麥克

風功能的助聽器，也許可以稍稍降低她在工作職場聆聽聲音的困難度，而提升其舒適度，

但建議都應有驗證的步驟（Scollie et al., 2016）。 

 

問題 4.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提升或改善王小姐的工作效能嗎？ 

考量個案本身聽力條件不佳、輔具能提供的效益有限，再加上工作環境也不利聆聽，

勢必要找出其他更有效的解決方法。職務再設計中最經濟實惠的建議常是調整申請者的工

作內容或方法。在王小姐的案例中，可協助簡化工作中的常用語，以代碼、字卡或手勢等

代替聽和說，也可以在工作檯準備小白板以方便溝通，或是調整優耳朝向主要溝通的同事。

但是，在做這些工作調整時，應先與聽損者、相關人員充分進行溝通，了解他們的觀點及

考量，共同找出最佳的調整策略。有時，職務再設計專員或評估聽力師還同時肩負起幫助

聽損者的雇主或同事更了解聽損者的責任，協助營造一個友善的工作環境常能使聽損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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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能更提高。 

 

最後，目前在台北市能夠協助進行職務再設計評估的聽力師非常少。一次完整的評估

及諮詢經常需要 1 到 2 小時的時間。由於協助評估的聽力師收取專家評估費用，所以需要撰

寫詳細的評估報告。因此，大部份在醫院工作的聽力師只能利用下班時間協助進行評估。

此外，醫院通常沒有調整或驗證助聽輔具的相關設備，如：助聽器聲電分析儀來協助助聽

器的驗證。若是助聽器的調整設定不當導致效益不彰，較難及時修正。另外，基於利益迴

避原則，評估的聽力師不得為輔具廠商負責人或董監事，或是擔任輔具廠商之有給職務。

因此，若能由第三方，如：政府補助辦理的各地輔具資源中心承接此項評估服務，應會使

職務再設計的服務更加便民、順暢。當然，也期勉每位評估的聽力師以個案整體（個人及

環境因素）為考量、記得 ICF 的精神概念，而不是以疾病、缺損的處置進行服務。藉由我

們的協助，讓每位聽損者能發揮所長，繼續追求幸福的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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