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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常覺得和孩子說話，孩子都沒有回應嗎？或是明明很大的聲響孩子卻無動

於衷？這時候，家長可能需要提高警覺了，因為聽覺是孩子早期學習發展最重要

的接收管道，若聽覺異常就需要家長及早關心和介入。接下來就讓我們帶著家長

一起進入聽能復健的領域囉！

什麼是「聽覺障礙」?
當聲音從耳朵進來，經過外耳、中耳的傳導及內耳的耳蝸感知聲音的刺激，

再透過聽神經刺激傳遞到大腦皮質，由大腦皮質整合聲音神經刺激後，我們才感

知到聲音的大小、尖銳低沉以及含義。因此在接收聲音的過程中有任一環節出現

問題時，稱為「聽覺障礙」。當小朋友確診有聽覺障礙時，就需要根據耳鼻喉科

醫師的診斷配戴助聽器或是開刀植入人工電子耳，藉由聽覺輔具的介入後，再配

合聽覺復健的相關學習，就可讓孩子盡早接收聲音刺激，促進大腦的發展。

當家長發現孩子有聽覺障礙時，剛開始常會有高度的焦慮和壓力，與孩子的

互動也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事實上，家長若可以先穩定自己的情緒，尋求相關資

源的介入，透過適當的聽覺輔具來協助孩子使用殘餘聽力潛能，運用日常生活情

境裡的聲音及語言刺激（聽能訓練），並在適宜的溝通策略下（手勢、口語及

讀唇等等）發揮聽能復健的最大功效，就可讓因聽覺障礙而造成的溝通困難降

至最低（臺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部語言治療，2020）。

如何幫助孩子?
目前在臺灣，是以聽覺訓練和口語表達為主流趨勢，例如: 雅文基金會「聽

覺口語法」或婦聯聽覺健康基金會「智慧整合聽語教學系統」；也有單位是以

學習手語為主，或採口手語並用的教學方法，如啟聰學校。

對家長而言，「在有意義的生活情境中」引導孩子學習聽聲音和學習開口

說話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如何在生活中協助孩子呢？要從聽得懂再到開口

說話，需要先發展出聽察覺、聽分辨、聽辨識及聽理解等四個階段的能力，才

能進一步培養聽障兒童聽、說基本能力。在自然的生活情境裡靈活應用聽和說

的溝通模式，過程中重視聽障兒童的個別能力和興趣，設計明確且具體的目標，

提供相對應的活動，就可以誘發聽障兒童主動學習，進而提升聽語能力。因此，

家長仍可以平常心帶著孩子遊戲和活動，以利於促進孩子全面性的學習發展

（黃麗華，2022）：

一、在自然情境中建立良好的聽能環境

家庭及社區是孩子最早期的學習環境，藉由日常生活週遭的事物

開始學習，再逐漸擴大到實際生活中應用，家長盡量給予聽障兒童親

自參與和體驗的機會，例如做家事、去公園玩、買東西等活動，製造

許多和孩子對話的機會，孩子透過模仿及重覆練習，建立表達的自信

心。為了使聽聲音成為持續的溝通方式，在學習時間或親子溝通時，

盡可能將背景噪音減到最低，讓孩子隨時都能聽得清楚，也聽得較為

輕鬆；無論孩子在哪個年齡階段，都需要家長的傾聽與理解，當孩子在

生理、心理上都得到支持與滿足時，語言學習機會及品質自然會有所

提昇。

二、利用孩子喜歡的事物來引起學習動機

孩子天生喜歡探索，藉由操作的過程，循環累積新舊經驗，好讓

大小肌肉及手眼協調的發展愈來愈成熟。家長可以準備容易敲出聲音

的玩具，配合敲擊或推、拉、壓、捏等動作，使玩具產生節奏、震動

及聲響，結合觸覺的感官體驗，讓聽障兒童去感知不同的變化；善加

利用玩具，來教導聽障兒童學習生活技能的概念，例如，學習「排隊」，

有必要建立先後順序的概念，像是布偶、汽車或動物模型等，就是很

好運用的玩具——「動物先排隊，再去搭公車哦！」、「汽車排前面、

動物排後面」、「大象排第一、獅子排第二……」，不同的提示，能讓

孩子區辨指令、重組排序及類化經驗，每當遇到需要排隊的情境，如

溜滑梯、買電影票等等，家長就可以請孩子回想排隊遊戲，將學習到

的概念運用到實際生活中。

三、 以正向的態度來鼓勵及引導孩子

有時孩子遇到瓶頸，難免會產生挫折或情緒，家長可以給予時間

及空間，帶領他們學習調整及轉換情緒，當孩子準備好要再次挑戰時，

家長的正向鼓勵，將帶給孩子莫大的支持與動力。年齡幼小的孩子，

體力及注意力並不持久，為了維持住學習動機，家長在帶領時，建議

動態及靜態活動可以穿插進行，因為大人在體力及心理上，同樣需要

有喘息的時間，才更容易保持正向的心情來陪伴孩子。

關注面向
目前臺灣新生兒一出生就有聽力篩檢，當篩檢沒有通過時會再進行複篩，

複篩沒有通過的話，會在三個月內進行診斷型聽力檢查（主要以電生理檢查為

主，確認小朋友的聽力閾值），六個月內進行聽覺輔具及聽能復健的介入。新

生兒先天性雙側重度感音性聽障之發生率約為1/1000，如果加上中、輕度或單

側性聽障，則發生率高達3/1000。嬰幼兒聽語發展之黃金時段是在3歲以前，剛

出生的嬰兒，其週邊的耳蝸雖已發育完整，但大腦聽覺中樞是在出生後，不斷

受環境的聲音刺激，才得以發育完成。聽障兒若能在6個月以前給予診斷與治療，

幼兒將來在語言和身心方面都可以達到正常程度的發展。

　　

在此特別要提醒家長新生兒時期聽力篩檢正常，並不表示孩子從此聽力絕

對正常，因為有很多聽障是漸進性的，也有許多後天因素會影響到聽力，如中

耳炎、腦膜炎等。父母要注意避免以下的狀況，以免造成孩子的聽力損傷：

一、避免孩子暴露在噪音環境中，例如機械器具的聲響、高噪音的娛樂場

所（KTV、電玩店）等。

二、避免自行幫孩子掏耳朵，禁止摑耳光等暴力行為。

三、注意安全健康，發燒時立即就醫，避免自行服藥。

聽覺的發展與孩子的認知理解、語言發展、情緒發展及學習能力都有極大

的關係，但生活中有時不易察覺孩子的聽力異常，故一旦發現孩子有活動過度

或反應慢、注意力短暫易分心、社會調適差、說話及語言發展遲緩等現象時，

不可排除有可能是聽力障礙，應及早至耳鼻喉科檢查，必要時尋求相關專業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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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常覺得和孩子說話，孩子都沒有回應嗎？或是明明很大的聲響孩子卻無動

於衷？這時候，家長可能需要提高警覺了，因為聽覺是孩子早期學習發展最重要

的接收管道，若聽覺異常就需要家長及早關心和介入。接下來就讓我們帶著家長

一起進入聽能復健的領域囉！

什麼是「聽覺障礙」?
當聲音從耳朵進來，經過外耳、中耳的傳導及內耳的耳蝸感知聲音的刺激，

再透過聽神經刺激傳遞到大腦皮質，由大腦皮質整合聲音神經刺激後，我們才感

知到聲音的大小、尖銳低沉以及含義。因此在接收聲音的過程中有任一環節出現

問題時，稱為「聽覺障礙」。當小朋友確診有聽覺障礙時，就需要根據耳鼻喉科

醫師的診斷配戴助聽器或是開刀植入人工電子耳，藉由聽覺輔具的介入後，再配

合聽覺復健的相關學習，就可讓孩子盡早接收聲音刺激，促進大腦的發展。

當家長發現孩子有聽覺障礙時，剛開始常會有高度的焦慮和壓力，與孩子的

互動也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事實上，家長若可以先穩定自己的情緒，尋求相關資

源的介入，透過適當的聽覺輔具來協助孩子使用殘餘聽力潛能，運用日常生活情

境裡的聲音及語言刺激（聽能訓練），並在適宜的溝通策略下（手勢、口語及

讀唇等等）發揮聽能復健的最大功效，就可讓因聽覺障礙而造成的溝通困難降

至最低（臺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部語言治療，2020）。

如何幫助孩子?
目前在臺灣，是以聽覺訓練和口語表達為主流趨勢，例如: 雅文基金會「聽

覺口語法」或婦聯聽覺健康基金會「智慧整合聽語教學系統」；也有單位是以

學習手語為主，或採口手語並用的教學方法，如啟聰學校。

對家長而言，「在有意義的生活情境中」引導孩子學習聽聲音和學習開口

說話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如何在生活中協助孩子呢？要從聽得懂再到開口

說話，需要先發展出聽察覺、聽分辨、聽辨識及聽理解等四個階段的能力，才

能進一步培養聽障兒童聽、說基本能力。在自然的生活情境裡靈活應用聽和說

的溝通模式，過程中重視聽障兒童的個別能力和興趣，設計明確且具體的目標，

提供相對應的活動，就可以誘發聽障兒童主動學習，進而提升聽語能力。因此，

家長仍可以平常心帶著孩子遊戲和活動，以利於促進孩子全面性的學習發展

（黃麗華，2022）：

一、在自然情境中建立良好的聽能環境

家庭及社區是孩子最早期的學習環境，藉由日常生活週遭的事物

開始學習，再逐漸擴大到實際生活中應用，家長盡量給予聽障兒童親

自參與和體驗的機會，例如做家事、去公園玩、買東西等活動，製造

許多和孩子對話的機會，孩子透過模仿及重覆練習，建立表達的自信

心。為了使聽聲音成為持續的溝通方式，在學習時間或親子溝通時，

盡可能將背景噪音減到最低，讓孩子隨時都能聽得清楚，也聽得較為

輕鬆；無論孩子在哪個年齡階段，都需要家長的傾聽與理解，當孩子在

生理、心理上都得到支持與滿足時，語言學習機會及品質自然會有所

提昇。

二、利用孩子喜歡的事物來引起學習動機

孩子天生喜歡探索，藉由操作的過程，循環累積新舊經驗，好讓

大小肌肉及手眼協調的發展愈來愈成熟。家長可以準備容易敲出聲音

的玩具，配合敲擊或推、拉、壓、捏等動作，使玩具產生節奏、震動

及聲響，結合觸覺的感官體驗，讓聽障兒童去感知不同的變化；善加

利用玩具，來教導聽障兒童學習生活技能的概念，例如，學習「排隊」，

有必要建立先後順序的概念，像是布偶、汽車或動物模型等，就是很

好運用的玩具——「動物先排隊，再去搭公車哦！」、「汽車排前面、

動物排後面」、「大象排第一、獅子排第二……」，不同的提示，能讓

孩子區辨指令、重組排序及類化經驗，每當遇到需要排隊的情境，如

溜滑梯、買電影票等等，家長就可以請孩子回想排隊遊戲，將學習到

的概念運用到實際生活中。

三、 以正向的態度來鼓勵及引導孩子

有時孩子遇到瓶頸，難免會產生挫折或情緒，家長可以給予時間

及空間，帶領他們學習調整及轉換情緒，當孩子準備好要再次挑戰時，

家長的正向鼓勵，將帶給孩子莫大的支持與動力。年齡幼小的孩子，

體力及注意力並不持久，為了維持住學習動機，家長在帶領時，建議

動態及靜態活動可以穿插進行，因為大人在體力及心理上，同樣需要

有喘息的時間，才更容易保持正向的心情來陪伴孩子。

關注面向
目前臺灣新生兒一出生就有聽力篩檢，當篩檢沒有通過時會再進行複篩，

複篩沒有通過的話，會在三個月內進行診斷型聽力檢查（主要以電生理檢查為

主，確認小朋友的聽力閾值），六個月內進行聽覺輔具及聽能復健的介入。新

生兒先天性雙側重度感音性聽障之發生率約為1/1000，如果加上中、輕度或單

側性聽障，則發生率高達3/1000。嬰幼兒聽語發展之黃金時段是在3歲以前，剛

出生的嬰兒，其週邊的耳蝸雖已發育完整，但大腦聽覺中樞是在出生後，不斷

受環境的聲音刺激，才得以發育完成。聽障兒若能在6個月以前給予診斷與治療，

幼兒將來在語言和身心方面都可以達到正常程度的發展。

　　

在此特別要提醒家長新生兒時期聽力篩檢正常，並不表示孩子從此聽力絕

對正常，因為有很多聽障是漸進性的，也有許多後天因素會影響到聽力，如中

耳炎、腦膜炎等。父母要注意避免以下的狀況，以免造成孩子的聽力損傷：

一、避免孩子暴露在噪音環境中，例如機械器具的聲響、高噪音的娛樂場

所（KTV、電玩店）等。

二、避免自行幫孩子掏耳朵，禁止摑耳光等暴力行為。

三、注意安全健康，發燒時立即就醫，避免自行服藥。

聽覺的發展與孩子的認知理解、語言發展、情緒發展及學習能力都有極大

的關係，但生活中有時不易察覺孩子的聽力異常，故一旦發現孩子有活動過度

或反應慢、注意力短暫易分心、社會調適差、說話及語言發展遲緩等現象時，

不可排除有可能是聽力障礙，應及早至耳鼻喉科檢查，必要時尋求相關專業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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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常覺得和孩子說話，孩子都沒有回應嗎？或是明明很大的聲響孩子卻無動

於衷？這時候，家長可能需要提高警覺了，因為聽覺是孩子早期學習發展最重要

的接收管道，若聽覺異常就需要家長及早關心和介入。接下來就讓我們帶著家長

一起進入聽能復健的領域囉！

什麼是「聽覺障礙」?
當聲音從耳朵進來，經過外耳、中耳的傳導及內耳的耳蝸感知聲音的刺激，

再透過聽神經刺激傳遞到大腦皮質，由大腦皮質整合聲音神經刺激後，我們才感

知到聲音的大小、尖銳低沉以及含義。因此在接收聲音的過程中有任一環節出現

問題時，稱為「聽覺障礙」。當小朋友確診有聽覺障礙時，就需要根據耳鼻喉科

醫師的診斷配戴助聽器或是開刀植入人工電子耳，藉由聽覺輔具的介入後，再配

合聽覺復健的相關學習，就可讓孩子盡早接收聲音刺激，促進大腦的發展。

當家長發現孩子有聽覺障礙時，剛開始常會有高度的焦慮和壓力，與孩子的

互動也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事實上，家長若可以先穩定自己的情緒，尋求相關資

源的介入，透過適當的聽覺輔具來協助孩子使用殘餘聽力潛能，運用日常生活情

境裡的聲音及語言刺激（聽能訓練），並在適宜的溝通策略下（手勢、口語及

讀唇等等）發揮聽能復健的最大功效，就可讓因聽覺障礙而造成的溝通困難降

至最低（臺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部語言治療，2020）。

如何幫助孩子?
目前在臺灣，是以聽覺訓練和口語表達為主流趨勢，例如: 雅文基金會「聽

覺口語法」或婦聯聽覺健康基金會「智慧整合聽語教學系統」；也有單位是以

學習手語為主，或採口手語並用的教學方法，如啟聰學校。

對家長而言，「在有意義的生活情境中」引導孩子學習聽聲音和學習開口

說話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如何在生活中協助孩子呢？要從聽得懂再到開口

說話，需要先發展出聽察覺、聽分辨、聽辨識及聽理解等四個階段的能力，才

能進一步培養聽障兒童聽、說基本能力。在自然的生活情境裡靈活應用聽和說

的溝通模式，過程中重視聽障兒童的個別能力和興趣，設計明確且具體的目標，

提供相對應的活動，就可以誘發聽障兒童主動學習，進而提升聽語能力。因此，

家長仍可以平常心帶著孩子遊戲和活動，以利於促進孩子全面性的學習發展

（黃麗華，2022）：

一、在自然情境中建立良好的聽能環境

家庭及社區是孩子最早期的學習環境，藉由日常生活週遭的事物

開始學習，再逐漸擴大到實際生活中應用，家長盡量給予聽障兒童親

自參與和體驗的機會，例如做家事、去公園玩、買東西等活動，製造

許多和孩子對話的機會，孩子透過模仿及重覆練習，建立表達的自信

心。為了使聽聲音成為持續的溝通方式，在學習時間或親子溝通時，

盡可能將背景噪音減到最低，讓孩子隨時都能聽得清楚，也聽得較為

輕鬆；無論孩子在哪個年齡階段，都需要家長的傾聽與理解，當孩子在

生理、心理上都得到支持與滿足時，語言學習機會及品質自然會有所

提昇。

二、利用孩子喜歡的事物來引起學習動機

孩子天生喜歡探索，藉由操作的過程，循環累積新舊經驗，好讓

大小肌肉及手眼協調的發展愈來愈成熟。家長可以準備容易敲出聲音

的玩具，配合敲擊或推、拉、壓、捏等動作，使玩具產生節奏、震動

及聲響，結合觸覺的感官體驗，讓聽障兒童去感知不同的變化；善加

利用玩具，來教導聽障兒童學習生活技能的概念，例如，學習「排隊」，

有必要建立先後順序的概念，像是布偶、汽車或動物模型等，就是很

好運用的玩具——「動物先排隊，再去搭公車哦！」、「汽車排前面、

動物排後面」、「大象排第一、獅子排第二……」，不同的提示，能讓

孩子區辨指令、重組排序及類化經驗，每當遇到需要排隊的情境，如

溜滑梯、買電影票等等，家長就可以請孩子回想排隊遊戲，將學習到

的概念運用到實際生活中。

三、 以正向的態度來鼓勵及引導孩子

有時孩子遇到瓶頸，難免會產生挫折或情緒，家長可以給予時間

及空間，帶領他們學習調整及轉換情緒，當孩子準備好要再次挑戰時，

家長的正向鼓勵，將帶給孩子莫大的支持與動力。年齡幼小的孩子，

體力及注意力並不持久，為了維持住學習動機，家長在帶領時，建議

動態及靜態活動可以穿插進行，因為大人在體力及心理上，同樣需要

有喘息的時間，才更容易保持正向的心情來陪伴孩子。

關注面向
目前臺灣新生兒一出生就有聽力篩檢，當篩檢沒有通過時會再進行複篩，

複篩沒有通過的話，會在三個月內進行診斷型聽力檢查（主要以電生理檢查為

主，確認小朋友的聽力閾值），六個月內進行聽覺輔具及聽能復健的介入。新

生兒先天性雙側重度感音性聽障之發生率約為1/1000，如果加上中、輕度或單

側性聽障，則發生率高達3/1000。嬰幼兒聽語發展之黃金時段是在3歲以前，剛

出生的嬰兒，其週邊的耳蝸雖已發育完整，但大腦聽覺中樞是在出生後，不斷

受環境的聲音刺激，才得以發育完成。聽障兒若能在6個月以前給予診斷與治療，

幼兒將來在語言和身心方面都可以達到正常程度的發展。

　　

在此特別要提醒家長新生兒時期聽力篩檢正常，並不表示孩子從此聽力絕

對正常，因為有很多聽障是漸進性的，也有許多後天因素會影響到聽力，如中

耳炎、腦膜炎等。父母要注意避免以下的狀況，以免造成孩子的聽力損傷：

一、避免孩子暴露在噪音環境中，例如機械器具的聲響、高噪音的娛樂場

所（KTV、電玩店）等。

二、避免自行幫孩子掏耳朵，禁止摑耳光等暴力行為。

三、注意安全健康，發燒時立即就醫，避免自行服藥。

聽覺的發展與孩子的認知理解、語言發展、情緒發展及學習能力都有極大

的關係，但生活中有時不易察覺孩子的聽力異常，故一旦發現孩子有活動過度

或反應慢、注意力短暫易分心、社會調適差、說話及語言發展遲緩等現象時，

不可排除有可能是聽力障礙，應及早至耳鼻喉科檢查，必要時尋求相關專業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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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廣告審稿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孫世恒副教授

您常覺得和孩子說話，孩子都沒有回應嗎？或是明明很大的聲響孩子卻無動

於衷？這時候，家長可能需要提高警覺了，因為聽覺是孩子早期學習發展最重要

的接收管道，若聽覺異常就需要家長及早關心和介入。接下來就讓我們帶著家長

一起進入聽能復健的領域囉！

什麼是「聽覺障礙」?
當聲音從耳朵進來，經過外耳、中耳的傳導及內耳的耳蝸感知聲音的刺激，

再透過聽神經刺激傳遞到大腦皮質，由大腦皮質整合聲音神經刺激後，我們才感

知到聲音的大小、尖銳低沉以及含義。因此在接收聲音的過程中有任一環節出現

問題時，稱為「聽覺障礙」。當小朋友確診有聽覺障礙時，就需要根據耳鼻喉科

醫師的診斷配戴助聽器或是開刀植入人工電子耳，藉由聽覺輔具的介入後，再配

合聽覺復健的相關學習，就可讓孩子盡早接收聲音刺激，促進大腦的發展。

當家長發現孩子有聽覺障礙時，剛開始常會有高度的焦慮和壓力，與孩子的

互動也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事實上，家長若可以先穩定自己的情緒，尋求相關資

源的介入，透過適當的聽覺輔具來協助孩子使用殘餘聽力潛能，運用日常生活情

境裡的聲音及語言刺激（聽能訓練），並在適宜的溝通策略下（手勢、口語及

讀唇等等）發揮聽能復健的最大功效，就可讓因聽覺障礙而造成的溝通困難降

至最低（臺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部語言治療，2020）。

如何幫助孩子?
目前在臺灣，是以聽覺訓練和口語表達為主流趨勢，例如: 雅文基金會「聽

覺口語法」或婦聯聽覺健康基金會「智慧整合聽語教學系統」；也有單位是以

學習手語為主，或採口手語並用的教學方法，如啟聰學校。

對家長而言，「在有意義的生活情境中」引導孩子學習聽聲音和學習開口

說話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如何在生活中協助孩子呢？要從聽得懂再到開口

說話，需要先發展出聽察覺、聽分辨、聽辨識及聽理解等四個階段的能力，才

能進一步培養聽障兒童聽、說基本能力。在自然的生活情境裡靈活應用聽和說

的溝通模式，過程中重視聽障兒童的個別能力和興趣，設計明確且具體的目標，

提供相對應的活動，就可以誘發聽障兒童主動學習，進而提升聽語能力。因此，

家長仍可以平常心帶著孩子遊戲和活動，以利於促進孩子全面性的學習發展

（黃麗華，2022）：

一、在自然情境中建立良好的聽能環境

家庭及社區是孩子最早期的學習環境，藉由日常生活週遭的事物

開始學習，再逐漸擴大到實際生活中應用，家長盡量給予聽障兒童親

自參與和體驗的機會，例如做家事、去公園玩、買東西等活動，製造

許多和孩子對話的機會，孩子透過模仿及重覆練習，建立表達的自信

心。為了使聽聲音成為持續的溝通方式，在學習時間或親子溝通時，

盡可能將背景噪音減到最低，讓孩子隨時都能聽得清楚，也聽得較為

輕鬆；無論孩子在哪個年齡階段，都需要家長的傾聽與理解，當孩子在

生理、心理上都得到支持與滿足時，語言學習機會及品質自然會有所

提昇。

二、利用孩子喜歡的事物來引起學習動機

孩子天生喜歡探索，藉由操作的過程，循環累積新舊經驗，好讓

大小肌肉及手眼協調的發展愈來愈成熟。家長可以準備容易敲出聲音

的玩具，配合敲擊或推、拉、壓、捏等動作，使玩具產生節奏、震動

及聲響，結合觸覺的感官體驗，讓聽障兒童去感知不同的變化；善加

利用玩具，來教導聽障兒童學習生活技能的概念，例如，學習「排隊」，

有必要建立先後順序的概念，像是布偶、汽車或動物模型等，就是很

好運用的玩具——「動物先排隊，再去搭公車哦！」、「汽車排前面、

動物排後面」、「大象排第一、獅子排第二……」，不同的提示，能讓

孩子區辨指令、重組排序及類化經驗，每當遇到需要排隊的情境，如

溜滑梯、買電影票等等，家長就可以請孩子回想排隊遊戲，將學習到

的概念運用到實際生活中。

三、 以正向的態度來鼓勵及引導孩子

有時孩子遇到瓶頸，難免會產生挫折或情緒，家長可以給予時間

及空間，帶領他們學習調整及轉換情緒，當孩子準備好要再次挑戰時，

家長的正向鼓勵，將帶給孩子莫大的支持與動力。年齡幼小的孩子，

體力及注意力並不持久，為了維持住學習動機，家長在帶領時，建議

動態及靜態活動可以穿插進行，因為大人在體力及心理上，同樣需要

有喘息的時間，才更容易保持正向的心情來陪伴孩子。

關注面向
目前臺灣新生兒一出生就有聽力篩檢，當篩檢沒有通過時會再進行複篩，

複篩沒有通過的話，會在三個月內進行診斷型聽力檢查（主要以電生理檢查為

主，確認小朋友的聽力閾值），六個月內進行聽覺輔具及聽能復健的介入。新

生兒先天性雙側重度感音性聽障之發生率約為1/1000，如果加上中、輕度或單

側性聽障，則發生率高達3/1000。嬰幼兒聽語發展之黃金時段是在3歲以前，剛

出生的嬰兒，其週邊的耳蝸雖已發育完整，但大腦聽覺中樞是在出生後，不斷

受環境的聲音刺激，才得以發育完成。聽障兒若能在6個月以前給予診斷與治療，

幼兒將來在語言和身心方面都可以達到正常程度的發展。

　　

在此特別要提醒家長新生兒時期聽力篩檢正常，並不表示孩子從此聽力絕

對正常，因為有很多聽障是漸進性的，也有許多後天因素會影響到聽力，如中

耳炎、腦膜炎等。父母要注意避免以下的狀況，以免造成孩子的聽力損傷：

一、避免孩子暴露在噪音環境中，例如機械器具的聲響、高噪音的娛樂場

所（KTV、電玩店）等。

二、避免自行幫孩子掏耳朵，禁止摑耳光等暴力行為。

三、注意安全健康，發燒時立即就醫，避免自行服藥。

聽覺的發展與孩子的認知理解、語言發展、情緒發展及學習能力都有極大

的關係，但生活中有時不易察覺孩子的聽力異常，故一旦發現孩子有活動過度

或反應慢、注意力短暫易分心、社會調適差、說話及語言發展遲緩等現象時，

不可排除有可能是聽力障礙，應及早至耳鼻喉科檢查，必要時尋求相關專業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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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B3%E6%95%99%E8%82%B2%EF%B%8C%E6%95%99%E8%82%B2%E5%8D%B3%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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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能復健

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 輕鬆帶領聽損兒從生活中有效學習聽與說

辦理 觀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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