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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最方便有效率的溝通方式，良好的溝通能力是孩子發展的基礎之一，

面對孩子語言發展慢半拍，許多家長或是家裡的長輩因為抱持「大隻雞慢啼」的

心態，認為慢慢長大就會正常，而不小心延誤了早期治療的時機。當孩子出現與

他人溝通互動有困難或語言能力感覺落後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或者有進食吞嚥困

難的問題，就需要語言治療的介入。藉由語言治療師設計的課程和活動，及早接

受語言評估或治療可以幫助語言溝通或口腔動作發展較慢的孩子，讓他們能夠有

更好的溝通技巧或進食能力。

語言治療是由有臨床治療資格的語言治療師來設計課程和活動，通常會先進

行「語言治療評估」，必要時也會轉介聽力檢查以確定孩子目前的需求及發展狀

況，才能更準確的知道要使用哪種治療方案。語言治療通常一週1-2次，每次大

約30-60分鐘，治療師會利用玩具、繪本或日常用品等等，透過各種治療課程或

遊戲提升孩子的語言或溝通能力，再者，藉由居家活動示範來教導家長在日常生

活的運用，通常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透過比較自然的情境教學，在真實的環境與活動中運用實際的對話或遊

戲方式，以孩子的興趣為主軸來進行語言的訓練，老師會刻意製造一些

需要發出聲音或表達的機會，誘發孩子想要主動使用語言的動機，透

過一來一往的互動，達到語言學習且能在生活中”功能性運用”的效

果，相對來說就不是那麼強調”修正與訓練”(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二、針對特定能力與語言行為，透過治療師重複不斷的示範、鼓勵孩子模

仿與練習，在治療師預設好的目標下，來達到快速習得特定能力的學

習效果(Fey, 1986; 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三、豐富口腔經驗與動作技巧，假如孩子有生理上的障礙，影響到語言發

展與進食效率，可以提供多元的口腔動作與感覺的練習，例如做活動

唇舌、大口咀嚼等，或是提供不同提升進食吞嚥效率的策略、手法與

支持方式。

四、聽覺學習：透過聲音來做刺激與覺知，特別是聽能損傷的孩子更需要

做此練習。

治療師也會混和運用這些不同的方式，來達到最好的成效。在治療之後會

評估療效，確定提供的治療是否能讓孩子進步，還是需要轉介進一步的評估或

調整。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治療師會依照孩子的目標選擇提供一對一的個別治療，提供大量練習機會

來學會特定的技巧，若孩子的注意力容易被環境或其他人影響而分散，或一段

時間的團體治療後，沒有產生預期的成效，也能適用此種方式。透過團體的治

療課程可以增加同儕的互動性與互相學習的機會，感覺不會只有自己在練習且

容易有被認同感，減輕學習的壓力。同儕學習的效果，還能增加自我的覺知，

從別人身上察覺自己的說話問題，以及看見別人如何修正錯誤，治療師也會透

過同儕互相指導的機會，來提升彼此學習的動機與成效(Baron, 2018)。有的治

療師會邀請家長一起參與治療課程，讓家長回家也可以提供孩子練習的機會，

這些方式會依著孩子與家庭的需求互相搭配調整。

二、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避免經常請假與缺課，但也不要一直要求治療師加課或把治療課排滿，不

能把孩子的練習只寄託在治療師幫他上課的時段裡，因為家庭成員的投入與生

活運用是孩子語言治療成功的關鍵之一。

有的課程適合家長陪同，有的則不適合，依課程的屬性外，也要看孩子的

特質與上課的狀況，需要尊重治療師的專業判斷；無論有否參與課程的進行，

建議家長可以主動詢問治療師，如何幫助孩子將學得的技巧，嵌入在每日的作

息活動中，增加孩子自然的練習機會，除了可以幫助孩子有最好的學習成效，

也有助於提升親子關係，例如:每天早上去叫”阿公起床”、”爸爸起床”，來

練習「主詞+動詞」的表達。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溝通表達能力較差的孩子，經常會用哭泣或生氣來表示情緒，如1、2歲的

孩子，看到喜歡的玩具或是在餐廳用餐等待上菜時，小小孩往往沒有足夠的耐

性，如果是在外面眾目睽睽之下，為了避免因哭鬧成為全場關注的焦點，即使

明知不可為，焦慮的家長總還是免不了使出殺手鐧來「3C育兒」。久而久之，

可能形成習慣，漸漸減少了語言交流互動和雙向回饋的社交學習，語言發展與

社交溝通能力很容易就被影響了。以下幾個常用的互動技巧，可以在家試試：

一、一起玩遊戲，建立信賴關係

當孩子在玩玩具或遊戲時，家長可以思考，如何因為你的加入讓遊戲變得

更好玩，讓孩子與你有良好的眼神交流，孩子就會對”人”產生正向情感，更

願意與人互動，避免因為太想藉機教他說話而干擾孩子原本的遊戲樂趣，讓孩

子不想玩而提早放棄。

二、給孩子發言的機會，心中默數10秒鐘，耐心等待

孩子在嘗試表達時，會需要較多時間組織腦中的詞彙，因此大人可在心中

默數1-10，並且表現出期待的眼神或表請，來迎接孩子接下來的反應。若孩子

用哭聲、表情或手勢等「非口語」的方式來表達時，家長在第一時間無法明確

得知想法時，更需要耐心和細心觀察，盡量猜猜看，真的猜不出來請巧妙地轉

移注意力，讓孩子感受被同理，並適時給予正面回應。

三、提示與示範

等待後，如果孩子還是說不出來或說不清楚時，可以給予選擇、動作眼神

提示或口語示範如何表達。但是，避免不斷的要求重複、糾正、或訂正孩子的

語言或是發音。

四、當孩子的旁白

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是孩子正在關注的事物，用簡單明確的語言具體

說出來，讓孩子以聆聽來學習豐富的詞彙與表達方式。

五、擴展詞彙，使其完整

孩子現階段也許只能使用簡單詞彙來表示意見或描述事情，例如：妹妹球

球，你可順勢將之延伸為完整句子，例如：妹妹要玩球。

六、延伸詞彙，豐富內容

將孩子原來表達的訊息，進一步描述或解說，讓表達的內容更豐富，例如

孩子說要  ”玩球   ”，家長可以回應  ”和媽媽一起玩球   ”。

若是父母能營造一個充滿關懷與支持氣氛的家庭環境，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語言示範與創造溝通機會，抱持平常心對待，不須給予特權或過度寵愛，也不

用過度嚴格要求，重要的是給予正向鼓勵與回饋，協助孩子們開啟，與世界溝

通的那扇門。

常見問與答
Q：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怎麼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治療是否有效，是一個很難具體回答的問題，語言治療通常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看見明顯的效果，當然也會有立即改善的情形，這跟會跟孩子的狀況與語

言遲緩的型態有關，就如同前面有提到的，語言學習是需要時間累積以及很多

”前置作業”，治療師也需要時間更了解孩子的狀況提供策略，當然也需要家

長的配合，最重要的是不要為了”讓自己安心”而盲目地一直持續語言治療，

孩子需要我們耐心且有回應的陪伴，我們也要相信孩子也盡力在學習。初期開

始進行療育，請至少給治療師和孩子3-6個月的時間，這期間與治療師保持良好

的溝通，不吝提出自己的疑惑，才能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當孩子的發展已經符合他的生理年齡時，通常治療師會主動提出停止繼續

語言治療，除此之外還會有幾個原因，例如，治療師為孩子設定的階段性目標

已經達成，或是孩子已經學會治療師想教他的溝通策略，或者是治療師認為孩

子遇到了學習的瓶頸，需要休息一下自我整合等。

Q：孩子的語言發展比別人慢，擔心是自己沒教好，不知該怎麼辦？

一、要保持正向的態度，造成孩子遲緩的原因很多，孩子說話不好，不會

只有單一個原因，更不會是歸咎在某一個家長的身上；語言學習沒有

奇蹟，需要時間慢慢的累積，保持樂觀且健康的心態，相信孩子已經

照著他自己的步調，正在努力前進。

二、請相信自己的直覺，自己是陪伴孩子最多的人，只要感覺有疑慮，不

要遲疑，直接積極尋找專業諮詢與協助，愈早發現問題，配合專業工

作者的建議及策略，就愈能及早開始及處理。

三、請家長記得，自己是孩子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老師，但不是治療師，

因此和孩子之間要保持溫暖、親密與愛的親子互動關係。開始接觸早

療時，難免會想在生活中把握住各種機會來練習，但切記不要把家庭

生活變成教室或治療室活動，隨時緊繃的橡皮筋是容易疲乏或是斷裂

的，當指導性強過於遊戲性，孩子會不願靠近的，親子關係也會跟著

緊張起來。

四、好好照顧自己、給自己一點私人的時間，陪伴孩子語言發展與學習是

一條漫長的道路，自己過得好，孩子才會跟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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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最方便有效率的溝通方式，良好的溝通能力是孩子發展的基礎之一，

面對孩子語言發展慢半拍，許多家長或是家裡的長輩因為抱持「大隻雞慢啼」的

心態，認為慢慢長大就會正常，而不小心延誤了早期治療的時機。當孩子出現與

他人溝通互動有困難或語言能力感覺落後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或者有進食吞嚥困

難的問題，就需要語言治療的介入。藉由語言治療師設計的課程和活動，及早接

受語言評估或治療可以幫助語言溝通或口腔動作發展較慢的孩子，讓他們能夠有

更好的溝通技巧或進食能力。

語言治療是由有臨床治療資格的語言治療師來設計課程和活動，通常會先進

行「語言治療評估」，必要時也會轉介聽力檢查以確定孩子目前的需求及發展狀

況，才能更準確的知道要使用哪種治療方案。語言治療通常一週1-2次，每次大

約30-60分鐘，治療師會利用玩具、繪本或日常用品等等，透過各種治療課程或

遊戲提升孩子的語言或溝通能力，再者，藉由居家活動示範來教導家長在日常生

活的運用，通常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透過比較自然的情境教學，在真實的環境與活動中運用實際的對話或遊

戲方式，以孩子的興趣為主軸來進行語言的訓練，老師會刻意製造一些

需要發出聲音或表達的機會，誘發孩子想要主動使用語言的動機，透

過一來一往的互動，達到語言學習且能在生活中”功能性運用”的效

果，相對來說就不是那麼強調”修正與訓練”(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二、針對特定能力與語言行為，透過治療師重複不斷的示範、鼓勵孩子模

仿與練習，在治療師預設好的目標下，來達到快速習得特定能力的學

習效果(Fey, 1986; 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三、豐富口腔經驗與動作技巧，假如孩子有生理上的障礙，影響到語言發

展與進食效率，可以提供多元的口腔動作與感覺的練習，例如做活動

唇舌、大口咀嚼等，或是提供不同提升進食吞嚥效率的策略、手法與

支持方式。

四、聽覺學習：透過聲音來做刺激與覺知，特別是聽能損傷的孩子更需要

做此練習。

治療師也會混和運用這些不同的方式，來達到最好的成效。在治療之後會

評估療效，確定提供的治療是否能讓孩子進步，還是需要轉介進一步的評估或

調整。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治療師會依照孩子的目標選擇提供一對一的個別治療，提供大量練習機會

來學會特定的技巧，若孩子的注意力容易被環境或其他人影響而分散，或一段

時間的團體治療後，沒有產生預期的成效，也能適用此種方式。透過團體的治

療課程可以增加同儕的互動性與互相學習的機會，感覺不會只有自己在練習且

容易有被認同感，減輕學習的壓力。同儕學習的效果，還能增加自我的覺知，

從別人身上察覺自己的說話問題，以及看見別人如何修正錯誤，治療師也會透

過同儕互相指導的機會，來提升彼此學習的動機與成效(Baron, 2018)。有的治

療師會邀請家長一起參與治療課程，讓家長回家也可以提供孩子練習的機會，

這些方式會依著孩子與家庭的需求互相搭配調整。

二、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避免經常請假與缺課，但也不要一直要求治療師加課或把治療課排滿，不

能把孩子的練習只寄託在治療師幫他上課的時段裡，因為家庭成員的投入與生

活運用是孩子語言治療成功的關鍵之一。

有的課程適合家長陪同，有的則不適合，依課程的屬性外，也要看孩子的

特質與上課的狀況，需要尊重治療師的專業判斷；無論有否參與課程的進行，

建議家長可以主動詢問治療師，如何幫助孩子將學得的技巧，嵌入在每日的作

息活動中，增加孩子自然的練習機會，除了可以幫助孩子有最好的學習成效，

也有助於提升親子關係，例如:每天早上去叫”阿公起床”、”爸爸起床”，來

練習「主詞+動詞」的表達。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溝通表達能力較差的孩子，經常會用哭泣或生氣來表示情緒，如1、2歲的

孩子，看到喜歡的玩具或是在餐廳用餐等待上菜時，小小孩往往沒有足夠的耐

性，如果是在外面眾目睽睽之下，為了避免因哭鬧成為全場關注的焦點，即使

明知不可為，焦慮的家長總還是免不了使出殺手鐧來「3C育兒」。久而久之，

可能形成習慣，漸漸減少了語言交流互動和雙向回饋的社交學習，語言發展與

社交溝通能力很容易就被影響了。以下幾個常用的互動技巧，可以在家試試：

一、一起玩遊戲，建立信賴關係

當孩子在玩玩具或遊戲時，家長可以思考，如何因為你的加入讓遊戲變得

更好玩，讓孩子與你有良好的眼神交流，孩子就會對”人”產生正向情感，更

願意與人互動，避免因為太想藉機教他說話而干擾孩子原本的遊戲樂趣，讓孩

子不想玩而提早放棄。

二、給孩子發言的機會，心中默數10秒鐘，耐心等待

孩子在嘗試表達時，會需要較多時間組織腦中的詞彙，因此大人可在心中

默數1-10，並且表現出期待的眼神或表請，來迎接孩子接下來的反應。若孩子

用哭聲、表情或手勢等「非口語」的方式來表達時，家長在第一時間無法明確

得知想法時，更需要耐心和細心觀察，盡量猜猜看，真的猜不出來請巧妙地轉

移注意力，讓孩子感受被同理，並適時給予正面回應。

三、提示與示範

等待後，如果孩子還是說不出來或說不清楚時，可以給予選擇、動作眼神

提示或口語示範如何表達。但是，避免不斷的要求重複、糾正、或訂正孩子的

語言或是發音。

四、當孩子的旁白

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是孩子正在關注的事物，用簡單明確的語言具體

說出來，讓孩子以聆聽來學習豐富的詞彙與表達方式。

五、擴展詞彙，使其完整

孩子現階段也許只能使用簡單詞彙來表示意見或描述事情，例如：妹妹球

球，你可順勢將之延伸為完整句子，例如：妹妹要玩球。

六、延伸詞彙，豐富內容

將孩子原來表達的訊息，進一步描述或解說，讓表達的內容更豐富，例如

孩子說要  ”玩球   ”，家長可以回應  ”和媽媽一起玩球   ”。

若是父母能營造一個充滿關懷與支持氣氛的家庭環境，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語言示範與創造溝通機會，抱持平常心對待，不須給予特權或過度寵愛，也不

用過度嚴格要求，重要的是給予正向鼓勵與回饋，協助孩子們開啟，與世界溝

通的那扇門。

常見問與答
Q：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怎麼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治療是否有效，是一個很難具體回答的問題，語言治療通常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看見明顯的效果，當然也會有立即改善的情形，這跟會跟孩子的狀況與語

言遲緩的型態有關，就如同前面有提到的，語言學習是需要時間累積以及很多

”前置作業”，治療師也需要時間更了解孩子的狀況提供策略，當然也需要家

長的配合，最重要的是不要為了”讓自己安心”而盲目地一直持續語言治療，

孩子需要我們耐心且有回應的陪伴，我們也要相信孩子也盡力在學習。初期開

始進行療育，請至少給治療師和孩子3-6個月的時間，這期間與治療師保持良好

的溝通，不吝提出自己的疑惑，才能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當孩子的發展已經符合他的生理年齡時，通常治療師會主動提出停止繼續

語言治療，除此之外還會有幾個原因，例如，治療師為孩子設定的階段性目標

已經達成，或是孩子已經學會治療師想教他的溝通策略，或者是治療師認為孩

子遇到了學習的瓶頸，需要休息一下自我整合等。

Q：孩子的語言發展比別人慢，擔心是自己沒教好，不知該怎麼辦？

一、要保持正向的態度，造成孩子遲緩的原因很多，孩子說話不好，不會

只有單一個原因，更不會是歸咎在某一個家長的身上；語言學習沒有

奇蹟，需要時間慢慢的累積，保持樂觀且健康的心態，相信孩子已經

照著他自己的步調，正在努力前進。

二、請相信自己的直覺，自己是陪伴孩子最多的人，只要感覺有疑慮，不

要遲疑，直接積極尋找專業諮詢與協助，愈早發現問題，配合專業工

作者的建議及策略，就愈能及早開始及處理。

三、請家長記得，自己是孩子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老師，但不是治療師，

因此和孩子之間要保持溫暖、親密與愛的親子互動關係。開始接觸早

療時，難免會想在生活中把握住各種機會來練習，但切記不要把家庭

生活變成教室或治療室活動，隨時緊繃的橡皮筋是容易疲乏或是斷裂

的，當指導性強過於遊戲性，孩子會不願靠近的，親子關係也會跟著

緊張起來。

四、好好照顧自己、給自己一點私人的時間，陪伴孩子語言發展與學習是

一條漫長的道路，自己過得好，孩子才會跟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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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最方便有效率的溝通方式，良好的溝通能力是孩子發展的基礎之一，

面對孩子語言發展慢半拍，許多家長或是家裡的長輩因為抱持「大隻雞慢啼」的

心態，認為慢慢長大就會正常，而不小心延誤了早期治療的時機。當孩子出現與

他人溝通互動有困難或語言能力感覺落後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或者有進食吞嚥困

難的問題，就需要語言治療的介入。藉由語言治療師設計的課程和活動，及早接

受語言評估或治療可以幫助語言溝通或口腔動作發展較慢的孩子，讓他們能夠有

更好的溝通技巧或進食能力。

語言治療是由有臨床治療資格的語言治療師來設計課程和活動，通常會先進

行「語言治療評估」，必要時也會轉介聽力檢查以確定孩子目前的需求及發展狀

況，才能更準確的知道要使用哪種治療方案。語言治療通常一週1-2次，每次大

約30-60分鐘，治療師會利用玩具、繪本或日常用品等等，透過各種治療課程或

遊戲提升孩子的語言或溝通能力，再者，藉由居家活動示範來教導家長在日常生

活的運用，通常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透過比較自然的情境教學，在真實的環境與活動中運用實際的對話或遊

戲方式，以孩子的興趣為主軸來進行語言的訓練，老師會刻意製造一些

需要發出聲音或表達的機會，誘發孩子想要主動使用語言的動機，透

過一來一往的互動，達到語言學習且能在生活中”功能性運用”的效

果，相對來說就不是那麼強調”修正與訓練”(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二、針對特定能力與語言行為，透過治療師重複不斷的示範、鼓勵孩子模

仿與練習，在治療師預設好的目標下，來達到快速習得特定能力的學

習效果(Fey, 1986; 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三、豐富口腔經驗與動作技巧，假如孩子有生理上的障礙，影響到語言發

展與進食效率，可以提供多元的口腔動作與感覺的練習，例如做活動

唇舌、大口咀嚼等，或是提供不同提升進食吞嚥效率的策略、手法與

支持方式。

四、聽覺學習：透過聲音來做刺激與覺知，特別是聽能損傷的孩子更需要

做此練習。

治療師也會混和運用這些不同的方式，來達到最好的成效。在治療之後會

評估療效，確定提供的治療是否能讓孩子進步，還是需要轉介進一步的評估或

調整。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治療師會依照孩子的目標選擇提供一對一的個別治療，提供大量練習機會

來學會特定的技巧，若孩子的注意力容易被環境或其他人影響而分散，或一段

時間的團體治療後，沒有產生預期的成效，也能適用此種方式。透過團體的治

療課程可以增加同儕的互動性與互相學習的機會，感覺不會只有自己在練習且

容易有被認同感，減輕學習的壓力。同儕學習的效果，還能增加自我的覺知，

從別人身上察覺自己的說話問題，以及看見別人如何修正錯誤，治療師也會透

過同儕互相指導的機會，來提升彼此學習的動機與成效(Baron, 2018)。有的治

療師會邀請家長一起參與治療課程，讓家長回家也可以提供孩子練習的機會，

這些方式會依著孩子與家庭的需求互相搭配調整。

二、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避免經常請假與缺課，但也不要一直要求治療師加課或把治療課排滿，不

能把孩子的練習只寄託在治療師幫他上課的時段裡，因為家庭成員的投入與生

活運用是孩子語言治療成功的關鍵之一。

有的課程適合家長陪同，有的則不適合，依課程的屬性外，也要看孩子的

特質與上課的狀況，需要尊重治療師的專業判斷；無論有否參與課程的進行，

建議家長可以主動詢問治療師，如何幫助孩子將學得的技巧，嵌入在每日的作

息活動中，增加孩子自然的練習機會，除了可以幫助孩子有最好的學習成效，

也有助於提升親子關係，例如:每天早上去叫”阿公起床”、”爸爸起床”，來

練習「主詞+動詞」的表達。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溝通表達能力較差的孩子，經常會用哭泣或生氣來表示情緒，如1、2歲的

孩子，看到喜歡的玩具或是在餐廳用餐等待上菜時，小小孩往往沒有足夠的耐

性，如果是在外面眾目睽睽之下，為了避免因哭鬧成為全場關注的焦點，即使

明知不可為，焦慮的家長總還是免不了使出殺手鐧來「3C育兒」。久而久之，

可能形成習慣，漸漸減少了語言交流互動和雙向回饋的社交學習，語言發展與

社交溝通能力很容易就被影響了。以下幾個常用的互動技巧，可以在家試試：

一、一起玩遊戲，建立信賴關係

當孩子在玩玩具或遊戲時，家長可以思考，如何因為你的加入讓遊戲變得

更好玩，讓孩子與你有良好的眼神交流，孩子就會對”人”產生正向情感，更

願意與人互動，避免因為太想藉機教他說話而干擾孩子原本的遊戲樂趣，讓孩

子不想玩而提早放棄。

二、給孩子發言的機會，心中默數10秒鐘，耐心等待

孩子在嘗試表達時，會需要較多時間組織腦中的詞彙，因此大人可在心中

默數1-10，並且表現出期待的眼神或表請，來迎接孩子接下來的反應。若孩子

用哭聲、表情或手勢等「非口語」的方式來表達時，家長在第一時間無法明確

得知想法時，更需要耐心和細心觀察，盡量猜猜看，真的猜不出來請巧妙地轉

移注意力，讓孩子感受被同理，並適時給予正面回應。

三、提示與示範

等待後，如果孩子還是說不出來或說不清楚時，可以給予選擇、動作眼神

提示或口語示範如何表達。但是，避免不斷的要求重複、糾正、或訂正孩子的

語言或是發音。

四、當孩子的旁白

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是孩子正在關注的事物，用簡單明確的語言具體

說出來，讓孩子以聆聽來學習豐富的詞彙與表達方式。

五、擴展詞彙，使其完整

孩子現階段也許只能使用簡單詞彙來表示意見或描述事情，例如：妹妹球

球，你可順勢將之延伸為完整句子，例如：妹妹要玩球。

六、延伸詞彙，豐富內容

將孩子原來表達的訊息，進一步描述或解說，讓表達的內容更豐富，例如

孩子說要  ”玩球   ”，家長可以回應  ”和媽媽一起玩球   ”。

若是父母能營造一個充滿關懷與支持氣氛的家庭環境，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語言示範與創造溝通機會，抱持平常心對待，不須給予特權或過度寵愛，也不

用過度嚴格要求，重要的是給予正向鼓勵與回饋，協助孩子們開啟，與世界溝

通的那扇門。

常見問與答
Q：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怎麼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治療是否有效，是一個很難具體回答的問題，語言治療通常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看見明顯的效果，當然也會有立即改善的情形，這跟會跟孩子的狀況與語

言遲緩的型態有關，就如同前面有提到的，語言學習是需要時間累積以及很多

”前置作業”，治療師也需要時間更了解孩子的狀況提供策略，當然也需要家

長的配合，最重要的是不要為了”讓自己安心”而盲目地一直持續語言治療，

孩子需要我們耐心且有回應的陪伴，我們也要相信孩子也盡力在學習。初期開

始進行療育，請至少給治療師和孩子3-6個月的時間，這期間與治療師保持良好

的溝通，不吝提出自己的疑惑，才能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當孩子的發展已經符合他的生理年齡時，通常治療師會主動提出停止繼續

語言治療，除此之外還會有幾個原因，例如，治療師為孩子設定的階段性目標

已經達成，或是孩子已經學會治療師想教他的溝通策略，或者是治療師認為孩

子遇到了學習的瓶頸，需要休息一下自我整合等。

Q：孩子的語言發展比別人慢，擔心是自己沒教好，不知該怎麼辦？

一、要保持正向的態度，造成孩子遲緩的原因很多，孩子說話不好，不會

只有單一個原因，更不會是歸咎在某一個家長的身上；語言學習沒有

奇蹟，需要時間慢慢的累積，保持樂觀且健康的心態，相信孩子已經

照著他自己的步調，正在努力前進。

二、請相信自己的直覺，自己是陪伴孩子最多的人，只要感覺有疑慮，不

要遲疑，直接積極尋找專業諮詢與協助，愈早發現問題，配合專業工

作者的建議及策略，就愈能及早開始及處理。

三、請家長記得，自己是孩子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老師，但不是治療師，

因此和孩子之間要保持溫暖、親密與愛的親子互動關係。開始接觸早

療時，難免會想在生活中把握住各種機會來練習，但切記不要把家庭

生活變成教室或治療室活動，隨時緊繃的橡皮筋是容易疲乏或是斷裂

的，當指導性強過於遊戲性，孩子會不願靠近的，親子關係也會跟著

緊張起來。

四、好好照顧自己、給自己一點私人的時間，陪伴孩子語言發展與學習是

一條漫長的道路，自己過得好，孩子才會跟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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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最方便有效率的溝通方式，良好的溝通能力是孩子發展的基礎之一，

面對孩子語言發展慢半拍，許多家長或是家裡的長輩因為抱持「大隻雞慢啼」的

心態，認為慢慢長大就會正常，而不小心延誤了早期治療的時機。當孩子出現與

他人溝通互動有困難或語言能力感覺落後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或者有進食吞嚥困

難的問題，就需要語言治療的介入。藉由語言治療師設計的課程和活動，及早接

受語言評估或治療可以幫助語言溝通或口腔動作發展較慢的孩子，讓他們能夠有

更好的溝通技巧或進食能力。

語言治療是由有臨床治療資格的語言治療師來設計課程和活動，通常會先進

行「語言治療評估」，必要時也會轉介聽力檢查以確定孩子目前的需求及發展狀

況，才能更準確的知道要使用哪種治療方案。語言治療通常一週1-2次，每次大

約30-60分鐘，治療師會利用玩具、繪本或日常用品等等，透過各種治療課程或

遊戲提升孩子的語言或溝通能力，再者，藉由居家活動示範來教導家長在日常生

活的運用，通常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透過比較自然的情境教學，在真實的環境與活動中運用實際的對話或遊

戲方式，以孩子的興趣為主軸來進行語言的訓練，老師會刻意製造一些

需要發出聲音或表達的機會，誘發孩子想要主動使用語言的動機，透

過一來一往的互動，達到語言學習且能在生活中”功能性運用”的效

果，相對來說就不是那麼強調”修正與訓練”(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二、針對特定能力與語言行為，透過治療師重複不斷的示範、鼓勵孩子模

仿與練習，在治療師預設好的目標下，來達到快速習得特定能力的學

習效果(Fey, 1986; 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三、豐富口腔經驗與動作技巧，假如孩子有生理上的障礙，影響到語言發

展與進食效率，可以提供多元的口腔動作與感覺的練習，例如做活動

唇舌、大口咀嚼等，或是提供不同提升進食吞嚥效率的策略、手法與

支持方式。

四、聽覺學習：透過聲音來做刺激與覺知，特別是聽能損傷的孩子更需要

做此練習。

治療師也會混和運用這些不同的方式，來達到最好的成效。在治療之後會

評估療效，確定提供的治療是否能讓孩子進步，還是需要轉介進一步的評估或

調整。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治療師會依照孩子的目標選擇提供一對一的個別治療，提供大量練習機會

來學會特定的技巧，若孩子的注意力容易被環境或其他人影響而分散，或一段

時間的團體治療後，沒有產生預期的成效，也能適用此種方式。透過團體的治

療課程可以增加同儕的互動性與互相學習的機會，感覺不會只有自己在練習且

容易有被認同感，減輕學習的壓力。同儕學習的效果，還能增加自我的覺知，

從別人身上察覺自己的說話問題，以及看見別人如何修正錯誤，治療師也會透

過同儕互相指導的機會，來提升彼此學習的動機與成效(Baron, 2018)。有的治

療師會邀請家長一起參與治療課程，讓家長回家也可以提供孩子練習的機會，

這些方式會依著孩子與家庭的需求互相搭配調整。

二、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避免經常請假與缺課，但也不要一直要求治療師加課或把治療課排滿，不

能把孩子的練習只寄託在治療師幫他上課的時段裡，因為家庭成員的投入與生

活運用是孩子語言治療成功的關鍵之一。

有的課程適合家長陪同，有的則不適合，依課程的屬性外，也要看孩子的

特質與上課的狀況，需要尊重治療師的專業判斷；無論有否參與課程的進行，

建議家長可以主動詢問治療師，如何幫助孩子將學得的技巧，嵌入在每日的作

息活動中，增加孩子自然的練習機會，除了可以幫助孩子有最好的學習成效，

也有助於提升親子關係，例如:每天早上去叫”阿公起床”、”爸爸起床”，來

練習「主詞+動詞」的表達。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溝通表達能力較差的孩子，經常會用哭泣或生氣來表示情緒，如1、2歲的

孩子，看到喜歡的玩具或是在餐廳用餐等待上菜時，小小孩往往沒有足夠的耐

性，如果是在外面眾目睽睽之下，為了避免因哭鬧成為全場關注的焦點，即使

明知不可為，焦慮的家長總還是免不了使出殺手鐧來「3C育兒」。久而久之，

可能形成習慣，漸漸減少了語言交流互動和雙向回饋的社交學習，語言發展與

社交溝通能力很容易就被影響了。以下幾個常用的互動技巧，可以在家試試：

一、一起玩遊戲，建立信賴關係

當孩子在玩玩具或遊戲時，家長可以思考，如何因為你的加入讓遊戲變得

更好玩，讓孩子與你有良好的眼神交流，孩子就會對”人”產生正向情感，更

願意與人互動，避免因為太想藉機教他說話而干擾孩子原本的遊戲樂趣，讓孩

子不想玩而提早放棄。

二、給孩子發言的機會，心中默數10秒鐘，耐心等待

孩子在嘗試表達時，會需要較多時間組織腦中的詞彙，因此大人可在心中

默數1-10，並且表現出期待的眼神或表請，來迎接孩子接下來的反應。若孩子

用哭聲、表情或手勢等「非口語」的方式來表達時，家長在第一時間無法明確

得知想法時，更需要耐心和細心觀察，盡量猜猜看，真的猜不出來請巧妙地轉

移注意力，讓孩子感受被同理，並適時給予正面回應。

三、提示與示範

等待後，如果孩子還是說不出來或說不清楚時，可以給予選擇、動作眼神

提示或口語示範如何表達。但是，避免不斷的要求重複、糾正、或訂正孩子的

語言或是發音。

四、當孩子的旁白

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是孩子正在關注的事物，用簡單明確的語言具體

說出來，讓孩子以聆聽來學習豐富的詞彙與表達方式。

五、擴展詞彙，使其完整

孩子現階段也許只能使用簡單詞彙來表示意見或描述事情，例如：妹妹球

球，你可順勢將之延伸為完整句子，例如：妹妹要玩球。

六、延伸詞彙，豐富內容

將孩子原來表達的訊息，進一步描述或解說，讓表達的內容更豐富，例如

孩子說要  ”玩球   ”，家長可以回應  ”和媽媽一起玩球   ”。

若是父母能營造一個充滿關懷與支持氣氛的家庭環境，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語言示範與創造溝通機會，抱持平常心對待，不須給予特權或過度寵愛，也不

用過度嚴格要求，重要的是給予正向鼓勵與回饋，協助孩子們開啟，與世界溝

通的那扇門。

常見問與答
Q：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怎麼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治療是否有效，是一個很難具體回答的問題，語言治療通常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看見明顯的效果，當然也會有立即改善的情形，這跟會跟孩子的狀況與語

言遲緩的型態有關，就如同前面有提到的，語言學習是需要時間累積以及很多

”前置作業”，治療師也需要時間更了解孩子的狀況提供策略，當然也需要家

長的配合，最重要的是不要為了”讓自己安心”而盲目地一直持續語言治療，

孩子需要我們耐心且有回應的陪伴，我們也要相信孩子也盡力在學習。初期開

始進行療育，請至少給治療師和孩子3-6個月的時間，這期間與治療師保持良好

的溝通，不吝提出自己的疑惑，才能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當孩子的發展已經符合他的生理年齡時，通常治療師會主動提出停止繼續

語言治療，除此之外還會有幾個原因，例如，治療師為孩子設定的階段性目標

已經達成，或是孩子已經學會治療師想教他的溝通策略，或者是治療師認為孩

子遇到了學習的瓶頸，需要休息一下自我整合等。

Q：孩子的語言發展比別人慢，擔心是自己沒教好，不知該怎麼辦？

一、要保持正向的態度，造成孩子遲緩的原因很多，孩子說話不好，不會

只有單一個原因，更不會是歸咎在某一個家長的身上；語言學習沒有

奇蹟，需要時間慢慢的累積，保持樂觀且健康的心態，相信孩子已經

照著他自己的步調，正在努力前進。

二、請相信自己的直覺，自己是陪伴孩子最多的人，只要感覺有疑慮，不

要遲疑，直接積極尋找專業諮詢與協助，愈早發現問題，配合專業工

作者的建議及策略，就愈能及早開始及處理。

三、請家長記得，自己是孩子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老師，但不是治療師，

因此和孩子之間要保持溫暖、親密與愛的親子互動關係。開始接觸早

療時，難免會想在生活中把握住各種機會來練習，但切記不要把家庭

生活變成教室或治療室活動，隨時緊繃的橡皮筋是容易疲乏或是斷裂

的，當指導性強過於遊戲性，孩子會不願靠近的，親子關係也會跟著

緊張起來。

四、好好照顧自己、給自己一點私人的時間，陪伴孩子語言發展與學習是

一條漫長的道路，自己過得好，孩子才會跟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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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最方便有效率的溝通方式，良好的溝通能力是孩子發展的基礎之一，

面對孩子語言發展慢半拍，許多家長或是家裡的長輩因為抱持「大隻雞慢啼」的

心態，認為慢慢長大就會正常，而不小心延誤了早期治療的時機。當孩子出現與

他人溝通互動有困難或語言能力感覺落後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或者有進食吞嚥困

難的問題，就需要語言治療的介入。藉由語言治療師設計的課程和活動，及早接

受語言評估或治療可以幫助語言溝通或口腔動作發展較慢的孩子，讓他們能夠有

更好的溝通技巧或進食能力。

語言治療是由有臨床治療資格的語言治療師來設計課程和活動，通常會先進

行「語言治療評估」，必要時也會轉介聽力檢查以確定孩子目前的需求及發展狀

況，才能更準確的知道要使用哪種治療方案。語言治療通常一週1-2次，每次大

約30-60分鐘，治療師會利用玩具、繪本或日常用品等等，透過各種治療課程或

遊戲提升孩子的語言或溝通能力，再者，藉由居家活動示範來教導家長在日常生

活的運用，通常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透過比較自然的情境教學，在真實的環境與活動中運用實際的對話或遊

戲方式，以孩子的興趣為主軸來進行語言的訓練，老師會刻意製造一些

需要發出聲音或表達的機會，誘發孩子想要主動使用語言的動機，透

過一來一往的互動，達到語言學習且能在生活中”功能性運用”的效

果，相對來說就不是那麼強調”修正與訓練”(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二、針對特定能力與語言行為，透過治療師重複不斷的示範、鼓勵孩子模

仿與練習，在治療師預設好的目標下，來達到快速習得特定能力的學

習效果(Fey, 1986; Sundberg & Partington, 1998)。

三、豐富口腔經驗與動作技巧，假如孩子有生理上的障礙，影響到語言發

展與進食效率，可以提供多元的口腔動作與感覺的練習，例如做活動

唇舌、大口咀嚼等，或是提供不同提升進食吞嚥效率的策略、手法與

支持方式。

四、聽覺學習：透過聲音來做刺激與覺知，特別是聽能損傷的孩子更需要

做此練習。

治療師也會混和運用這些不同的方式，來達到最好的成效。在治療之後會

評估療效，確定提供的治療是否能讓孩子進步，還是需要轉介進一步的評估或

調整。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治療師會依照孩子的目標選擇提供一對一的個別治療，提供大量練習機會

來學會特定的技巧，若孩子的注意力容易被環境或其他人影響而分散，或一段

時間的團體治療後，沒有產生預期的成效，也能適用此種方式。透過團體的治

療課程可以增加同儕的互動性與互相學習的機會，感覺不會只有自己在練習且

容易有被認同感，減輕學習的壓力。同儕學習的效果，還能增加自我的覺知，

從別人身上察覺自己的說話問題，以及看見別人如何修正錯誤，治療師也會透

過同儕互相指導的機會，來提升彼此學習的動機與成效(Baron, 2018)。有的治

療師會邀請家長一起參與治療課程，讓家長回家也可以提供孩子練習的機會，

這些方式會依著孩子與家庭的需求互相搭配調整。

二、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避免經常請假與缺課，但也不要一直要求治療師加課或把治療課排滿，不

能把孩子的練習只寄託在治療師幫他上課的時段裡，因為家庭成員的投入與生

活運用是孩子語言治療成功的關鍵之一。

有的課程適合家長陪同，有的則不適合，依課程的屬性外，也要看孩子的

特質與上課的狀況，需要尊重治療師的專業判斷；無論有否參與課程的進行，

建議家長可以主動詢問治療師，如何幫助孩子將學得的技巧，嵌入在每日的作

息活動中，增加孩子自然的練習機會，除了可以幫助孩子有最好的學習成效，

也有助於提升親子關係，例如:每天早上去叫”阿公起床”、”爸爸起床”，來

練習「主詞+動詞」的表達。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溝通表達能力較差的孩子，經常會用哭泣或生氣來表示情緒，如1、2歲的

孩子，看到喜歡的玩具或是在餐廳用餐等待上菜時，小小孩往往沒有足夠的耐

性，如果是在外面眾目睽睽之下，為了避免因哭鬧成為全場關注的焦點，即使

明知不可為，焦慮的家長總還是免不了使出殺手鐧來「3C育兒」。久而久之，

可能形成習慣，漸漸減少了語言交流互動和雙向回饋的社交學習，語言發展與

社交溝通能力很容易就被影響了。以下幾個常用的互動技巧，可以在家試試：

一、一起玩遊戲，建立信賴關係

當孩子在玩玩具或遊戲時，家長可以思考，如何因為你的加入讓遊戲變得

更好玩，讓孩子與你有良好的眼神交流，孩子就會對”人”產生正向情感，更

願意與人互動，避免因為太想藉機教他說話而干擾孩子原本的遊戲樂趣，讓孩

子不想玩而提早放棄。

二、給孩子發言的機會，心中默數10秒鐘，耐心等待

孩子在嘗試表達時，會需要較多時間組織腦中的詞彙，因此大人可在心中

默數1-10，並且表現出期待的眼神或表請，來迎接孩子接下來的反應。若孩子

用哭聲、表情或手勢等「非口語」的方式來表達時，家長在第一時間無法明確

得知想法時，更需要耐心和細心觀察，盡量猜猜看，真的猜不出來請巧妙地轉

移注意力，讓孩子感受被同理，並適時給予正面回應。

三、提示與示範

等待後，如果孩子還是說不出來或說不清楚時，可以給予選擇、動作眼神

提示或口語示範如何表達。但是，避免不斷的要求重複、糾正、或訂正孩子的

語言或是發音。

四、當孩子的旁白

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是孩子正在關注的事物，用簡單明確的語言具體

說出來，讓孩子以聆聽來學習豐富的詞彙與表達方式。

五、擴展詞彙，使其完整

孩子現階段也許只能使用簡單詞彙來表示意見或描述事情，例如：妹妹球

球，你可順勢將之延伸為完整句子，例如：妹妹要玩球。

六、延伸詞彙，豐富內容

將孩子原來表達的訊息，進一步描述或解說，讓表達的內容更豐富，例如

孩子說要  ”玩球   ”，家長可以回應  ”和媽媽一起玩球   ”。

若是父母能營造一個充滿關懷與支持氣氛的家庭環境，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語言示範與創造溝通機會，抱持平常心對待，不須給予特權或過度寵愛，也不

用過度嚴格要求，重要的是給予正向鼓勵與回饋，協助孩子們開啟，與世界溝

通的那扇門。

常見問與答
Q：怎麼樣才知道治療是否有效?怎麼樣才不用再進行治療?

治療是否有效，是一個很難具體回答的問題，語言治療通常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看見明顯的效果，當然也會有立即改善的情形，這跟會跟孩子的狀況與語

言遲緩的型態有關，就如同前面有提到的，語言學習是需要時間累積以及很多

”前置作業”，治療師也需要時間更了解孩子的狀況提供策略，當然也需要家

長的配合，最重要的是不要為了”讓自己安心”而盲目地一直持續語言治療，

孩子需要我們耐心且有回應的陪伴，我們也要相信孩子也盡力在學習。初期開

始進行療育，請至少給治療師和孩子3-6個月的時間，這期間與治療師保持良好

的溝通，不吝提出自己的疑惑，才能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當孩子的發展已經符合他的生理年齡時，通常治療師會主動提出停止繼續

語言治療，除此之外還會有幾個原因，例如，治療師為孩子設定的階段性目標

已經達成，或是孩子已經學會治療師想教他的溝通策略，或者是治療師認為孩

子遇到了學習的瓶頸，需要休息一下自我整合等。

Q：孩子的語言發展比別人慢，擔心是自己沒教好，不知該怎麼辦？

一、要保持正向的態度，造成孩子遲緩的原因很多，孩子說話不好，不會

只有單一個原因，更不會是歸咎在某一個家長的身上；語言學習沒有

奇蹟，需要時間慢慢的累積，保持樂觀且健康的心態，相信孩子已經

照著他自己的步調，正在努力前進。

二、請相信自己的直覺，自己是陪伴孩子最多的人，只要感覺有疑慮，不

要遲疑，直接積極尋找專業諮詢與協助，愈早發現問題，配合專業工

作者的建議及策略，就愈能及早開始及處理。

三、請家長記得，自己是孩子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老師，但不是治療師，

因此和孩子之間要保持溫暖、親密與愛的親子互動關係。開始接觸早

療時，難免會想在生活中把握住各種機會來練習，但切記不要把家庭

生活變成教室或治療室活動，隨時緊繃的橡皮筋是容易疲乏或是斷裂

的，當指導性強過於遊戲性，孩子會不願靠近的，親子關係也會跟著

緊張起來。

四、好好照顧自己、給自己一點私人的時間，陪伴孩子語言發展與學習是

一條漫長的道路，自己過得好，孩子才會跟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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