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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傾聽，讓我們更靠近 

華科基金會 20 週年 

丁歆真 聽力師 

華科基金會 

今年是華科慈善基金會成立二十週年。過去，基金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倡議

聽覺健康議題。在高齡社會中，長輩的健康議題逐漸被重視，聽覺健康當然也不例

外。因此「長輩的聽覺健康照顧」為基金會最關注議題之一。 

 

WHO 估計 65 歲以上長輩三位中就有一位有失能性聽力損失（WHO, 2018）。華

科基金會統計近年台灣社區聽力篩檢的數據，顯示 65 歲以上長輩女性患有失能性聽

力損失的比例接近 WHO 估計值（三分之一），男性患有失能性聽損的比例則接近二

分之一。除高盛行率外，聽力損失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在個人層面，未經

處理的聽力損失會提高跌倒（Lin, & Ferrucci, 2012）、憂鬱（Li et al., 2014）、或社會

隔離（Mick et al., 2014）的風險，甚至 Livingston 等（2017）更是指出未經處理的聽

力損失會增加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因此聽力損失不僅是影響到聽覺，而是對生活也

有所影響；對經濟層面，WHO 則是估計未妥善介入及處置的聽力損失每年將增加

9800 億美元的損失（WHO, 2021）。因此，聽力損失不僅是盛行率高的問題，它甚至

嚴重影響生活及整體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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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許多數據皆說明老年族群的聽損盛行率高，但由於一般民眾不了解聽損的

徵兆或影響，因此並沒有察覺自身聽損的能力，甚至即使有自我覺察能力者，也不

清楚該如何尋求協助。而此狀況導致即使聽損的盛行率高，實際上求助於聽覺照顧

系統的民眾卻是少數。在美國的健康狀況調查中指出，50 歲以上患有聽力損失的成

人助聽器使用率小於 4%（Chien, & Lin, 2012）。因此華科基金會在聽覺倡議的過程

中，有兩個主要的目標，分別為「提升民眾對聽力損失的覺識」以及「提供聽覺健

康資源的管道」。 

 

（一） 提升民眾對聽力損失的覺識 

 

基金會自 2014 年起，與台灣各地社區據點合作舉辦社區聽力篩檢，透過純音聽

力篩檢及耳鏡檢查，讓民眾能實際體驗聽力服務，也協助民眾了解自身的聽力狀況。

截至 2022 年 3 月，華科基金會共計已完成 666 場次的社區據點，並服務超過兩萬位

民眾。除聽力篩檢外，基金會也同時舉辦聽覺健康講座，讓參與民眾了解聽損的徵

兆及可能的影響，強調聽覺健康的重要性。更期望民眾在參加講座後，能夠有察覺

自身或周圍親友聽覺狀況的能力。同時基金會也提供一些不需標準工具，即可快速

篩檢聽覺狀況的測驗，像是耳語測驗、手指（掌）摩擦測驗等，希望民眾可透過簡

單又明確的方式，隨時監測自身聽覺健康。自 2020 年起，基金會也推出線上諮詢的

服務，民眾可透過「聽覺照顧雲」的網站了解聽覺健康相關知識以及聽覺相關輔具

等資訊。除此之外，如有需進一步的聽覺健康諮詢，民眾也可在網站上加入基金會

的官方 Line 帳號，與基金會聽力師進行聯繫。近期基金會也收到許多民眾聯繫，想

了解家中長輩健康狀況，由此可見聽覺健康議題已受到更多人的關注。 

 

（二） 提供聽覺健康資源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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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力篩檢中，未通過者的後續處置是聽覺健康照顧的一大難題。尤其助聽輔

具目前在社會中仍存在「貼標籤」的氣氛，因此民眾在發現患有聽力損失後，也不

一定會尋求積極的處置。即使願意尋求協助，民眾也可能會因為資訊不平等、不夠

瞭解助聽輔具而怯步。為了解決民眾端對於資訊不平等而未進一步尋求協助的問

題，基金會提供「助聽器銀行」的服務，讓民眾可以透過此服務，在沒有價格壓力

下更加了解助聽輔具，甚至也可實際體驗助聽輔具的效果。如有意願購買輔具者，

基金會也會提供廠商及補助相關資訊供民眾依循，且後續如在使用上有任何狀況基

金會也會積極介入。提供清楚的資訊及協助，陪伴民眾走過聽覺照顧中每一個困難

的歷程。 

 

透過以上兩大目標，聽覺照顧將更具體且更「親民」。在過去的幾年，華科基金

會成為民眾了解聽覺健康的管道之一，也讓我們從中吸取對於長輩健康照顧的經

驗。期許未來每位聽力損失的長輩都能獲得足夠的資訊及協助，也讓聽覺健康能成

為大眾的基本知識。 

 

華科基金會是由社工、心理及聽力專業所組成的團隊，透過跨專業的合作，我

們能夠以更具同理的視角設計每個聽覺照顧方案，並且透過團隊的討論，探討目前

在聽覺服務中可能缺少的元素。在每一個聽覺照顧方案中，我們嘗試看見每一個需

要協助的人。我們相信，透過傾聽我們能更了解彼此，無論是任何人，傾聽，都能

讓我們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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