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特殊教育通則（許天威、徐享良、張勝成） 

˙特殊教育法（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修正） 

第 3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CH8 聽覺障礙者教育 

壹、教育發展史 

一、西洋各國教育發展史 

˙世界第一本指導聽覺障礙兒童語言發展的著作：1620 年波涅特（Juan Martin Pable Bonet）出版《挽回文字的

聲音與教導聾啞者說話的技術》（The reduction of letters and the art of teaching deaf mutes to speaks） 

手語教學法 口語教學法 綜合教學法 

˙雷斐（abble’de l’Ep’ee），1775

年在巴黎創歷世界上第一所國立

聾學校。 

˙主張以自然式手語。 

˙西卡（Sicard,R.A.）補充缺點，發

明無聲式手語（無聲教學法）。 

˙德國海尼克（Samuel Heinicke）

及英國布瑞德烏（Thomas 

Braidwood）主張讀唇及發音的口

語法。 

˙美國哥老得（Thomas Gallaudet）

採用聽語－口語溝通法。 

˙1960 年代。 

˙指手語、指文字’、殘存聽歷、說

話、讀唇和筆談等語言表達方式

之綜合運用。 

˙1997 年《94-142 公法》：聽覺障

礙學生開始於普通班裡接受混合

教育。 

二、我國教育發展史 

˙早期台灣地區係採行盲聾合校制度。 

˙民國 64 年，三所公立盲聾學校實施盲聾分校的措施，分別成立台北、台中及台南三所啟聰學校。 

貳、定義、分類與成因 

一、定義 

˙音調（pitch）：人類所聽到的頻率。 

˙聲音強度（音量）：在某一頻率上增減聲音能量。 

˙分貝（decibels；dB）：評量音量（即對聲音大小的知覺）的單位。 

˙人能聽到的頻率為 20-20000Hz，其中最重要的頻率介乎 500-2000Hz 的語言音域。 

聽覺障礙（hearing impairment）：用以敘述聽力損失。 

聾（deaf） 重聽（hard of hearing） 

在 500Hz，1000Hz，2000Hz 之聽力損值在 90dB 以上。 聽力損值在 25-90dB。 

無法利用助聽器經由聽覺聽取或理解語言。 上有殘存聽力，可精油助聽起的運用已發展語言。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民國 102 年 09 月 02 日） 

第 5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聽覺障礙，指由於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異常，致以聽覺參與活動

之能力受到限制者。 

前項所定聽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27&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27&FLNO=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65&FLNO=5


一、接受行為式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之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聽閾平均值，六歲以下達

二十一分貝以上者；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二、聽力無法以前款行為式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二、類型 

1. 依聽力損失程度分類 

輕度聽覺障礙（mild hearing loss） 聽力損失在 25 分貝以上未達 40 分貝。 

中度聽覺障礙（moderate hearing loss） 聽力損失在 40 分貝以上未達 60 分貝。 

重度聽覺障礙（severe hearing loss） 聽力損失在 60 分貝以上未達 90 分貝。 

極重度聽覺障礙（profound hearing loss） 聽力損失在 90 分貝以上。 

*補充：依「殘障鑑定標準」即可接受補助的聽障者分成三大類： 

重度聽障 優耳聽力損失在 90dB 以上 

中度聽障 優耳聽力損失 70-89 dB 

輕度聽障 優耳聽力損失 55-69 dB 

 

2. 依聽力圖分類 

   

   

3. 依失聰期分類：愈早失聰者，其語言發展就愈困難。 

發生時期 先天性聾（congenitally deaf） 出生時即聾。產生原因：遺傳、胎兒發展時期之傷害等。 



後天聾（adventitiously deaf） 出生時聽力正常，但因病變或意外造成聽力受損。 

語言習得 

（臨界 18m.） 

語言前聾（prelingual deafness） 在學習說話和語言時之前已喪失聽力者。 

語言後聾（postlingual deafness） 指自發性的說話和語言發展之後才喪失聽力。 

4. 障礙部位分類 

耳朵構造 分類 定義 位置 疾病/因素 

 

傳音性聽覺障礙 

（conductive 

hearing losses） 

音波在機能傳遞上

發生障礙。 

外耳 

中耳 

耳垢沉積 

中耳炎 

感音性聽覺障礙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es） 

阻礙音波轉換成神

經衝動。 

（電子耳蝸植入術） 

內耳 

聽神經 

遺傳 

環境因素 

混合性聽覺障礙 

（mixed 

 hearing losses） 

同時合併傳音性聽

覺障礙和感音性聽

覺障礙。 

外耳 

中耳 

內耳 

中樞性聽覺障礙 

（central  

hearing losses） 

可聽到聲音，無法

理解。 

聽神經系統 

大腦皮質 

參、出現率：0.11% 

肆、特徵 

一、障礙程度方面 

單側耳聽障（unilateral） 雙耳聽障（bilateral） 

˙一耳的聽閾在 25 分貝

以下，另一耳的聽閾等

於或大於 60 分貝。 

˙對聲音的方位感產生問

題。 

˙指兩耳聽閾在 25 分貝以上。 

障礙程度 特徵 策略 

輕度 

˙對於微弱和遠距離的聲音瞭

解上有困難。 

˙有輕度說話問題。 

˙分心現象。 

（助聽器） 

˙教學時座位安排在前排。 

˙運用助聽器實施口語教學。 

˙每年均接受說話和聽力評量。 

中度 

˙上課聲音瞭解有困難。 

˙字彙和說話有缺陷。 

（助聽器） 

˙實施讀唇訓練、聽能訓練、說

話治療。 

重度 
˙需要大音量的聲音。 

˙語言和字彙方面有缺陷。 

（助聽器+讀唇/手語） 

˙安置在啟聰班。 

極重度 
˙上課時依賴讀唇和視覺線索。 

˙語言或字彙上有嚴重的缺陷。 

（助聽器+讀唇/手語） 

˙採綜合溝通法教學。 
 

二、社會－情緒發展：與自我接受有正相關。 

三、智力發展：其表現與語言有關，但與智力無關。 

四、語言發展：比同齡正常者低，低落成度隨年級增加而成直線成長趨勢。 

→缺乏聽覺回饋所造成。 

五、學業成就：隨年齡增長其學業愈低落。 

六、聾人文化：指聾人共同分享價職的次級文化。 

˙由社會生活中共同使用手語所淵生。 

˙手語整體性的影響主要因素：語言不同、態度、行為模式、父母同族群結婚、事實上之自覺、義工網狀組織。 

七、學習特徵： 

心理 溝通 社會－情緒 學業成就 



1. 智力能力與正

常者相類似。 

2. 概念之形成有

困難。 

1. 缺乏說話能力（發出

難懂的語言）。 

2. 字彙測驗有其限制。 

3. 語言使用和理解有困

難，尤其抽象主題。 

4. 音質有問題。 

1. 缺乏社會成熟。 

2. 很難與人交朋友。 

3. 有退縮行為。 

4. 適應困難。 

5. 不喜歡使用助聽器或其它擴音

設備。 

6. 習慣依賴老師的協助。 

1. 成就水準低於正常的同儕。 

2. 閱讀能力對其有非常大的影

響。 

3. 拼音困難。 

4. 作文有其限制。 

5. 在學業領域上，能力與學習

表現有很大差異。 

伍、教育評量 

一、聽覺器官的鑑定 

1. 新生兒聽力篩檢：耳聲傳射檢查（OAE）、自動腦幹聽力檢查（AABR） 

2. 行為觀察 

- 兒童站在教師或家長前方一公尺聽不到小聲音，或常常聽錯話。 

- 語言發展較同年齡兒童遲緩，且發音也不正確。 

- 聽別人說話的時，特別注意對方的表情。 

- 到 1 歲時對電視或門鈴聲、他人說話聲等毫無反應或反應遲緩。 

- 常常比手劃腳，以動作協助其意思表達。 

3. 生育歷調查：作為設計教學輔導計劃的參考資料。 

4. 聽器官檢查 

耳科學檢查 聽力檢查 

˙對外耳、中耳、內耳、

鼻腔和喉頭等進行檢

查。 

˙診斷耳疾病因、測定聽

力。 

純音聽力檢查器 

（pure tone audiometor） 

語音聽力檢查器 

（speech audiometor） 

˙利用純音聽力檢查器所發出各種不同強度與頻率的

純音，檢查是否能聽到聲音。 

1. 氣導（air conduction）：聲音由外耳、中耳至內耳。 

2. 骨導（bone conduction）：聲音由骨頭（額中央、

耳後乳突）至內耳。 

˙以全頻率（500Hz，1000Hz，2000Hz）聽力值得算數

平均公式，即可算出平均聽力值。 

˙平均聽力值：聽力值為多少 dB。 

˙測定語音接受和理解

之技術。 

˙使用兩個字的詞進行

語音認知和閾值檢查。 

二、教育與心裡評量 

1. 智力測驗：綜合性非語文智力測驗、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聽障兒童畫人測驗、聽覺障礙學生「瑞文氏非文

字推理測驗」。 

2. 能力測驗：國小聽覺障礙學生「柯氏方塊組合能力測驗」、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能力測驗、修訂基爾福創造力

測驗、聽覺障礙學生數學能力測驗。 

3. 人格測驗：聽覺障礙學生「社會－情緒」評量表。 

陸、教育安置與回歸主流 

一、教育安置 

啟聰學校 啟聰班 資源教室 

˙目前設有台北、台中和台南三所公立啟聰學校。 

˙為住宿和通學的混合制。 

˙幼稚部/國小部：溝通訓練、良好的生活習慣養成。 

˙國中部：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職業陶冶。 

˙在普通學校中位教

育聽覺障礙學生設

立的自足式特教班。 

˙平時分別安置於普通班級中

上課，在特定時間至資源教

室接受特殊教育課程。 

二、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制度 

1. 參與一般高中職升學安置。 



2. 參與身心障礙之鑑定與安置：教育行政機關於各公立啟聰學校設置「聽覺障礙教育巡迴輔導團」負責規劃實

施巡迴輔導。 

3. 大專聽覺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 

三、回歸主流 

˙在自然的情境中產生有意義的溝通。 

1. 兩者能產生社會互動。 

2. 促進聽障學生的語言發展。 

3. 獲得學業的進步。 

˙方式：啟聰班、資源教室。 

益處 缺點 

1. 提供正常學生的語言行為及社會模式。 

2. 減少手語溝通的機會。 

3. 引起並增加發展語言能力的動機。 

4. 在遊戲活動與認知發展間增加語文溝通。 

5. 加速學習能力，提高學業成就。 

6. 普通學校可能提供更多迎合聽障學生需要及興趣的課程。 

7. 與正常學生一起參與更廣的聯課活動，減少自卑感與獨立感。 

1. 適應問題。 

2. 自我形象、同儕的接納。 

3. 社會－情緒問題及成熟問題。 

柒、課程與輔助器材 

一、啟聰教育的課程 

77 年啟聰教育課程 90 年啟聰教育課程 

1. 溝通訓練 

- 聽能訓練：訓練聽障學生運用殘存聽力辨識所聽到的聲音。 

- 說話訓練：訓練聽障學生說出具有適當音色、音量、構音及節律的語言。 

(1) 自然法（綜合法）：在自然的場合透過讀唇或筆談教導聽障學生語言。 

(2) 分析法（文法分析法）：靠有系統的課程來訓練語言的結構。 

(3) 說話教學法：利用觸覺震動、視覺的輔助、肌肉運動感覺及身體感覺

等，並配戴助聽器運用殘存聽力學習說話。 

- 用書寫的語言相互溝通。 

2. 唱遊音樂學科 

3. 職業選科 

˙新課綱 

˙特殊需求：溝通訓練領域課

程、輔助科技應用領域課程。 

1. 國民階段教育之學習領域。 

2. 溝通訓練學習領域：以實用、配

合學生聽力損失程度、興趣、發

展階段、與文程度等原則設計。 

- 口語訓練 

- 手語訓練 

- 其他溝通方式訓練 

二、輔助器材 

1. 個人助聽器 

助聽器 外觀及配戴位置 適合障礙程度 特色 

口袋型 

長度約 5-7 公分，重約

50-100 公克，內設置有麥

克風、增幅器及電池。 

重聽者 

˙充分放大音量。 

˙操作簡便。 

˙裝配上音質調整裝制器、自動音量調整裝

置和 FM 無線接受裝置器→可聽遠處聲音。 

˙最適用於語言教學。 

耳掛型 配戴於耳殼和頭骨之間。 輕度到重度 
˙兩耳各掛一副可以到兩耳的效果。 

˙搭配專用附件，能使使用範圍更為廣泛。 

眼鏡型 置於眼鏡架內。 輕度、中度 ˙有氣導式和骨導式兩種形式。 

耳穴型 插入外耳道中。 輕度或中度重聽者 ˙體積小。 

2. 團體助聽器－調頻教學輔助系統：包括發射器（由老師配戴）和接收器（由學生配戴，並與其助聽器或人工

電子耳連接使用）。 



3. 電傳打字機（teletypewriter）→聾人電傳溝通系統（TDD） 

- 使用打字機，將打字的訊息轉換成電訊，再經由電話連結傳遞至接收器，並重譯成為文字供聾人閱讀與溝

通。 

- 電話傳真機及個人電腦公信系統之普遍與廣泛使用。 

- 搭配：監控亮光振動器、電話呼叫器。 

4. 電子耳蝸植入術（cochlear implants） 

 

1. 線圈經麻醉後由耳後乳突殖入人體

內。 

2. 麥克風收集聲波。 

3. 發振器（語言處理器）將信號轉換成

電流（電脈衝）。 

4. 信號經電子耳蝸刺激耳蝸聽神經再

送至大腦。 

5. 大腦接收信號解讀成聲音。 

- 外部系統：麥克風、連接絲、語音處理器及一個傳送（外）線圈。 

- 內部系統：接受（內）線圈及電極（電子耳蝸） 

6. 聽輔儀（SUVAG Lingua）：語調聽覺法訓練所用大型且精密的機器。 

- 在復健治療時提供最適宜之聽力範圍。 

(1) 可供教室教學或團體活動用。 

(2) 可提供個人助聽器調整之參考訊息。 

(3) 可用於聽障者語言或音韻之探究。 

- 語調聽覺法（Verbo-Tonal Method）：利用身體動作，透過低頻率所傳達的韻律和音調來教導說話。 

7. 電腦輔具：電腦結合光碟和網路提供聽障學生閱讀、書寫和手語、適性化的個別學習。 

捌、教學溝通方式 

一、口語法：藉由配戴助聽器以期有效運用聽覺、視覺、觸覺等幫助聽障學生學習語言的「綜合感官法」。 

→由視覺觀察別人說話時的嘴部動作、臉部表情及其他肢體語言，以瞭解語意。 

˙讀唇：以視覺明視說話者的唇型，以瞭解說話者表達語音內容的意思。 

˙讀話：除了觀察唇形外，還包括讀說話者的表情、動作、身體語言等，以瞭解說話者的說話內容。 

˙限制： 

1. 國語中有：同音異義字、同口型異義字、聲調，不易分辨。 

2. 讀唇亦受到物理環境限制。 

3. 讀話的效果亦常受到說話者條件的限制。 

4. 聽障學生缺乏聲音回饋。 

二、手語法：由手勢開始，經過約定成俗後方固定表達方式而成。 

˙限制： 

1. 聽力正常者很少人具有手語溝通能力。 

2. 手語造句與文化，和一般國語結構不同。 

3. 手語經常只表達概念。 

三、國語口手語教學法（音標式國語手語）：口、手並用的綜合溝通法。 

˙手語：37 個注音符號，外加四聲及必要之斷句符號（及標點符號），打出所有國語單字之字音。 

˙口語：學習每一注音正確發音及每一單字之國語拼音及發音。 

˙口手語：使用注音符號手勢時，口中同時發出該字之聲韻。 

四、指文字（手指語）：老師在教學時一邊說話一邊使用指文字拼出字。 

玖、教育的展望 



一、轉銜服務 

˙特殊教育法（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 

第 31 條  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

服務；其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民國 102 年 07 月 12 日） 

第 9 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

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五、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前項第五款所定轉銜輔導及服務，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

關專業服務等項目。 

參與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及相關教師、學生家長；必

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及學生本人參與，學生家長亦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 

二、省思 

˙語文能力似乎比聽說能力更重要 

˙教導聽障學生學習策略 

˙重新思量讀話訓練的必要性。 

三、雙語溝通法的推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27&FLNO=3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32&FLNO=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