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91 期 家庭、輔具、聽能、語言的全方位治療服務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The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Taiwan 

                      
 

➢ 主題文章：家庭、輔具、聽能、語言的全方位治療服務 

                            －－聽力損失者語言治療經驗談 

➢ 撰 稿 者：張淑美 

 

 

 

 

     主題文章 

家庭、輔具、聽能、語言的全方位治療服務 

                     －－聽力損失者語言治療經驗談 

張淑美 

語言治療師 

 

 

 

 

http://www.slh.org.tw/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91 期 家庭、輔具、聽能、語言的全方位治療服務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語言治療的範疇非常廣泛，只要是在語言、嗓音以及吞嚥治療等，都需要語言治療

師的介入，然而在聽力損失的個案上，雖然目前在台灣已有聽損訓練的早期療育機構，

但是仍然會有等待排課的問題，如果語言治療師在臨床上也能提供訓練課程給需要的聽

損者，必然可以造福更多的聽損者。 

 

語言治療師服務聽力損失者，從嬰幼兒到老人，其服務的年齡層非常的廣泛，不論

是學齡前的幼兒、學齡兒童、青少年、成人甚是聽損老年人的聽能訓練及語言治療，都

是我們語言治療師的服務對象。為了提供聽力損失者，最適當的語言治療服務，語言治

療師應該注意以下的幾點重要事項。  

 

● 第一點：了解個案的家庭功能 

在家庭經營方面，如果聽損個案是兒童，語言治療師可支持、陪伴家長，幫助家長

儘早接受孩子聽力損失的狀態，提供家長聽損兒童在早期療育上的相關資源，不論是醫

療體系、教育體系、民間聽損早療機構或是協會等，以利於家長及早介入對聽損兒童的

治療，並協助家長了解聽力損失的相關專業知識，如聽力損失的成因、類型、助聽輔具

的運用等。 

 

語言治療師在了解個案在聽能復健、溝通、語言、認知及遊戲等等的發展後，運用

自己的專業知識協助家長增加聽損的相關知能，提升親子間的互動及聽覺技巧方法的運

用、支持個案並發揮家庭功能達到最大的效能。 

 

如果是成人，聽損者戴上助聽輔具之後，則是依照每位個案的個別化服務計畫，協

助其家庭提供給個案最適當的支持模式。通常是以諮詢的方式為主，先評估個案家庭成

員中最主要的陪伴溝通者可提供的協助有那些，治療師再提出方法和策略，協助個案早

日適應助聽輔具的配戴，再透過聽能訓練、諮詢，進而提升個案的溝通效能並改善其生

活品質。 

 

● 第二點：語言治療師對於各種聽覺輔具的認識及使用 

要確認個案聽覺輔具的功能是否運作正常，對於各種聽覺輔具的清楚認識對個案是

很有幫助的。接下來就是聽覺的保健，學齡前兒童容易因為感冒而引起中耳炎，如果未

及時治療會導致聽力受損，或是因為3C產品的盛行，如何保護自己的聽覺功能，養成降

低在環境噪音下的生活習慣；又或者是成人因為工作環境或是壓力所造成的聽覺衰退等

因素，這些都是語言治療師平時在接觸個案時可提供的衛教。 

 

另外，因環境噪音對個案在學習或溝通上所造成的影響。語言治療師可協助學校老

師對個案在座位上的安排，及教室環境、課程呈現方式上的調整及調頻系統的使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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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語言治療師服務學校系統時應提供給老師的建議。 

 

● 第三點：聽覺能力的經營 

如何開發跟訓練聽損者的聽覺技巧也很重要，聽能訓練很重要的是聽覺技巧的訓

練。聽覺技巧有察覺、分辨、辨識、理解四個層次：察覺是知道在環境中有沒有聲音，

分辨是可以區分兩個聲音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辨識則是可以用指的或者是說出來，

甚至寫出來告訴別人他聽到的聲音是什麼，而理解是充分瞭解聲音的意義，在每一節的

語言治療課程中融入適合個案聽覺技巧的目標，讓個案藉由學習到的聽覺技巧學習新的

認知及語言。 

 

聽能訓練的部分，我們必須要找出聽損者在聽覺能力測驗中基礎點的層級，可以採

用聽損兒童聽覺技巧訓練課程（管美玲著）這本書裡的能力測驗，最重要的是每一位聽

損者不需要都從測驗一開始評量，如：當個案可以聽懂50個詞彙左右，那麼我們可能可

以從測驗四：辨識熟悉的句子或者是測驗五：辨識不同字數的詞彙著手，然後再一步一

步的根據能力測驗做出來的結果設計個案的聽能訓練目標。 

 

按照此書的說明施測，當個案沒有辦法通過第一到第五項的測驗的時候，也不需要

做測驗九，因此治療師必須了解個案聽懂的詞彙是什麼，才能用個案聽得懂的詞彙來提

升其聽覺技巧。有時候也許治療師不清楚學生哪些詞彙是會的，那些詞彙是不會的，那

麼在課程中養成隨時記錄的習慣，記下個案不會的詞彙，然後在之後的語言課程中透過

聚焦刺激法的命名，再加上描述及說明等方式提升其詞彙量的認知，也要記錄個案聽混

淆的字詞，將這些聽錯的語詞做更多的聽覺刺激，幫助個案達到聽理解該語詞。 

 

在聽覺技巧訓練課程的語音察覺篇章中，有一個目標是建立「語音距離察覺聽力

圖」，這在臨床上是非常的實用，因為當治療師建立個案的「語音距離察覺聽力圖」了解

其能聽範圍後，在每一次的上課中就可以利用很短的時間，監測個案的聽力狀態是否維

持在往常的聽力範圍內，不僅是語言治療師，更需要讓主要照顧者每天進行此項檢測。

語音距離察覺聽力圖的檢測不是只為了做聽能訓練的時候使用，而是讓家長知道需要維

持個案每天聽聲音的品質。之前曾經因為施測語音距離察覺聽力圖，發現個案能聽範圍

有異動，進而建議家長尋求醫生協助，及早發現個案有中耳積水的現象，並立即治療，

因此減緩個案由於中耳積水延誤治療而導致聽力損失程度再下降的問題，或是因前庭導

水管問題而引發的聽力下降，此時須立即尋求耳鼻喉科醫生的處理治療，以免聽力因為

沒有及時發現及早處理治療而退步，綜合上述經驗所得證實，每天施測語音距離察覺聽

力圖是有絕對的必要性。 

 

聽能復健的過程中，當個案可以辨識熟悉的短語或者是片語時，語言治療師就開始

要擴充個案在片語和短句子廣度的豐富性。如果個案的能力提升到有兩項聽覺記憶的長

度且有順序性時，在語言治療的課程中就要豐富個案在不同句型的發展。因此在一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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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裡，可能包含了聽能目標，也包含了語言理解和表達的目標，比如說：爸爸在客廳看

電視、媽媽在客廳喝水、妹妹在客廳玩積木、同一個場景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讓個

案指出正確的圖片或是操作他所聽到的內容，這些都是是回想句中兩個關鍵詞目標的活

動。 

 

另外，變換不同用語可豐富個案對不同句型的理解，例如：小狗在客廳睡覺、給我

大的積木、廚房裡的衛生紙、溼答答的襪子穿著不舒服。如果目標是語言表達時，語言

治療師可與個案角色互換，請個案當小老師，由語言治療師將聽到個案所說表達的句子，

用指認或是操作的方式呈現，這時候就是讓個案練習表達一個完整句子的好時機，透過

遊戲將聽能與口語表達的目標在課程中練習。 

 

透過一次次的練習後，當個案能力進展到回想句中的三個關鍵詞，此時個案學過的

句型應該更豐富，可以增加顏色、地點名稱、方位詞，及否定詞在句中的呈現，例如：

穿藍色衣服的小狗在跳舞，媽媽在麥當勞喝咖啡、小貓在桌子上面睡覺，客廳裡沒有人

在看電視。因此當個案透過訓練，能力達到可以回答問題時，我們就可以讓個案聽懂各

種不同的問句（5W＋怎麼做）然後再做描述。 

 

在此要提醒的是噪音下的訊息聽取訓練也是需要逐步地做訓練，因為環境中總是充

斥著各式各樣的噪音，對聽力損失者而言，在溝通上會因為環境噪音的因素而影響其聽

理解的品質。語言治療師要把聽能訓練的目標融入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只有在治療室能

聽懂什麼，而是離開治療室後是否仍維持相同的聽理解能力，例如：下課前收玩具時可

以跟個案說：「把香蕉和奇異果給老師，其他的放進盒子裡面」，下課時跟個案說：「你

先去廁所洗手再去穿鞋子」，看看個案是否隨時隨地都有注意聽。因此將聽能訓練的目

標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個環節才是終極目標，所以按照聽能訓練的目標一個步驟一個

步驟的訓練，通常個案聽的潛能都會被開發，進而提升認知及語言溝通表達的能力，使

其融入在一般的學校及社會中。 

 

● 第四點：認知和語言的擴展 

聽力損失兒童認知和語言能力常落後於典型兒童，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就需要依照

兒童的認知能力，設計符合該聽損兒童的認知目標。認知概念的訓練包括相同物品的配

對、相同圖物的配對、相似圖物的配對，或者是找同類的物品，按照物品功能做分類，

依照形狀、顏色、大小、質地等做歸類，將不同類的選出來，相關物品或圖片的配對，

順序的概念、空間概念等這些認知概念以及語言的結合，都要融入在課程裡面。個案不

會的就先示範，然後再按照個案的程度給予大量手勢動作、圖片，或者是口語的提示，

然後再用不同的教材重複練習該概念，直到個案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將此概念運用出來。

例如：當個案拿到蛋糕的廣告紙時，會拿著廣告紙去搭配蛋糕的小模型或是真實的蛋糕，

然後說出「一樣的蛋糕耶！」，這表示個案圖物配對的部分已經可以用語言將此概念表示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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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點：言語的經營 

在言語的部分，一般我們都知道兒童言語的發展一定是先發展聽覺能力，進而到語

音的發聲，因此針對兒童的語音發展，絕對是語言治療師應該要提供的治療目標。言語

治療方面需促進發音的正確性，包括運用聲帶來產生正確的語音，或在音韻以及音素的

數量，並建立聽覺和言語的連結，改善言語中超語段（聲調），進而提升說話的整體清晰

度。因此，當語言治療師發現兒童錯用聲帶發音時，我們可以教導兒童輕輕說話，告訴

他們不是每一個語音都是用喉音來發出的，以促進發音的正確性。 

 

而且不同的聽覺能力會有不同的表現，所以需要依照每一位個案的個別化需求來做

發音清晰度的促進，我們知道要介入音韻治療的目標，必須是要考量到個案的聽覺能力、

口語表達能力以及年齡等因素。通常當個案在發音上將糖果說成/ㄏㄤˊ 果/時，在介入

治療前，需要先請個案聽辨不同的聲母，確認個案究竟是聽錯了，還是/ㄊ/音尚未發展出

來，再依個案的表現擬定音韻治療的目標。此外，這兩三年因為雙側人工電子耳植入的

個案增加，在臨床上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就是個案的塞音/ㄅ/、/ㄆ/、/ㄇ/、發展出來之

後，再植入人工電子耳，高頻率的聽取能力提升，使得有些個案/ㄒ/音的發展，比/ㄉ/、/

ㄊ/語音來得更早，而且說的更清楚，這是以往在聽損孩子的身上較少看到的現象，相對

的這些個案/ㄕ/音也發展得很正確，反而有些個案的/ㄅ/、/ㄇ/音都沒有/ㄒ/音說得清楚。 

 

● 第六點：個案社交情緒的經營 

一般來說，溝通包含語言和言語，特別是手勢的運用、臉部表情、身體動作等的這

些非語言線索，在個案聽理解及表達能力還不是那麼好時，是非常重要的溝通方式。因

此，教導個案要東西時，手心朝上，表示「給我」的意思；聽到聲音時，指著耳朵，表

示「聽到了」；吃東西時可以用手指比嘴邊，表示要「吃東西」了。當然，若搭配手語，

不但可以加速聽損兒童對語言的學習，更可以提高溝通的效能。當個案的能力開始使用

語言來表達時，就需要敎導溝通技巧的策略，將這些策略運用在平時的溝通、對話中。

基本上，當兒童的語言能力提升之後，相對的兒童的情緒也會比較穩定，因為他可以用

口語跟別人溝通，但是如果個案口語清晰度不佳，當對方不明白個案的意思時，即會造

成因溝通無效而導致個案情緒不佳的情形。 

 

此外，在溝通策略的運用上，不論是聽損成人或兒童最常遇到的問題是儘管他沒有

聽懂，卻未提出澄清的疑問，而是裝懂或是忽略、不回應等現象，也有些是錯誤回應的

情形，如此一來就會造成無效的溝通。所以要教導個案察覺溝通中斷並且使用修補的策

略，主動的提出疑問要求對方再加以澄清，或者是自己說出自己聽到的來做表面性的修

補，當然也可以跟對方說「請說慢一點」、「大聲一點」，「可以再說一次嗎？」或者是以

文字、畫圖或者是手勢動作等方式輔助口語溝通時所傳達的訊息，這時候大量的非口語

輔助溝通策略，就非常的重要。因此，個案對溝通時心態的調整，是否主動澄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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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溝通策略的運用，再加上應用大量的非語言輔助方式等，方能達到良好的溝通。當個

案有正向的良好溝通模式後，進而提升其自信心，才能創造更多的社交機會提升其生活

品質。 

 

聽損者不論是兒童或是成人都需要語言治療師的介入，語言治療師所提供的治療、

衛教、諮詢等對個案及其家長都是必要的，跨專業領域的合作，更是能協助個案有更優

質的學習環境、聆聽技巧及溝通策略的運用，期待更多的語言治療師提供專業的服務造

福更多的聽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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