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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聽力損失兒童的聽能訓練與學習 
 

呂文琬 
雅文聽語文教基金會聽力師 

 
壹、前言 
 

Ling在 1989年說：「為了發展口語，兒童需要能夠去覺知（perceive）
和發聲（produce）」。而在覺知的領域中，可分為使用讀話—經由視
覺；和使用聽能—經由聽能訓練/學習。當然，覺知能力可藉由使用
輔具器材來幫忙加強視覺和聽能；例如使用振動助聽器（ tactile 
aids）、助聽器（hearing aids）、人工電子耳（cochlear implants），甚至
使用口手標音法（cued speech）等。  
雖然現今灣對聽障兒童的教學法中是以口語教學為主流，但實行多

年的口語教學卻不是全面性的成功，這樣的結果導致許多學齡聽障兒

童不僅無法從口語教學中得到助益，也無法用手語與他人溝通。如果

要將此等原因歸咎於口語教學並不恰當，相反地，我們應該要回過頭

來了解：何以有人認為口語教學可以運用在聽障孩童身上呢？要實行

口語教學前，有什麼先備條件是被我們所忽略，而使得聽障兒童無法

去覺知和發聲呢？ 
筆者認為，聽障兒童除了經由視覺的讀話來學習口語外，要想成為

一個可以流利地與人溝通對話的口語者，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於聽障

兒童使用聽能的能力。故本文乃針對口語法（The Oral Approach）中
對聽障兒童的聽能訓練/學習、聽能技巧發展程序和方式做一探討。 
 
貳、聽能訓練/學習(Audiotry Training/Learning)的定義和目的 
 
我們或許可以說「聽能訓練」是那些為了幫助聽障兒童獲取許多聽

能說話覺知能力的老師或其他人所創造出來的一些特別的溝通情

境；而這些情境對正常聽能的兒童來說並不需要他們特別去介入就可

以自然習得的能力（Erber，1982）。自 1960 起，拜電子科技發達之
賜，聽能輔具大量演進，使得聽障孩童聽取語音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因而造就了聽障兒童運用聽能來學習口語的能力較以往更為進步。 
為了發展良好的口語能力，有系統的聽能訓練遂成為口語法中幫助聽

障兒童去發展和使用聲音覺知能力的一環。 
早在 1971年，Clarke School for the Deaf就提出一套針對聽障兒童

的早期聽能訓練方法，其強調或發展的活動及情境如下(Clarke School 
for the Deaf，1971，p.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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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戴助聽器 
參與聽能的活動 
注意有意義的聲音 
使用聲音來警告和呼喚 
修正你的行為，這樣學生可以經由聽能去了解你所說的話 
建議家長使用聽能和助聽器 
其配合的活動在初期是要求兒童去分辨非口語的聲音（nonverbal 

sounds），如鈴聲和鼓聲。在這個領域練習多遍後，下一步驟是讓兒
童去分辨語音、字詞和句子。 
現今，為了發展更強大的聽能輔助系統，如改善人工電子耳孩童在

學校的安排(Nevins & chute,1996)和使用許多輔具的合併;如:振動助
聽器和助聽器)，而更加強調的是去發展聽能技巧(Listening skills)。也
就是說，目前的趨勢是教導聽障兒童去「學習傾聽和經由傾聽來學習

(learn to listen and learn by listening)而不只是「學習聽(learn to hear)」
而已(Ling,1986; Osberger,1990)。此種趨勢被稱為「聽能學習（Auditory 
learning）」是在與兒童實際生活經驗相關的活動中來發展口語。聽能
學習強調對有意義的聲音的理解，這也是聽能技巧的最高階段

(Erber,1982; Sanders,1982)。 
基本上，所有的聽能訓練，其最終目的皆是希望藉由聽知覺的提昇

進而促進說話和語言能力，使其發展合宜的溝通。 
 
參、發展聽能技巧的基本程序 

 
目前在口語法的教學中，其強調的聽能訓練/學習大都是根據 Erber

在 1982 年所提出的聽能訓練模式的「刺激—反應矩陣」為原則（見
表一）。這個表摘要了聽障兒童在每天的生活裡、在教室中或在診所

內可能會碰到的各種語言刺激（如字詞或句子）。另外，也列出聽障

兒童可能被要求當這些語言刺激發生時的表現反應（如察覺、分辨、

辨識或理解）。而我們可以使用這個矩陣圖來引導我們的教學法並做

為聽能評估和訓練的指南(Erber,1976,1980a; Erver & Hirsh,1978)。 
這個「刺激—反應矩陣」的每一個範圍都是由易至難逐漸提昇的程

度。一個兒童在每一個程度中的合宜表現都可視為在下一個困難程度

成功的先備條件。理想上，要評估一位聽障兒童的聽能語言覺知技

巧，必需要將此表中 24 個個別測驗完全測試完，然後在依兒童的程
度在他表現中度或極度困難的部份實施聽能訓練。但要施測完此 24
個測驗不太具有臨床上的需求，故許多有經驗的聽語師或教師會用主

觀評量來代替此精細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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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Erber’s Stimulus-Response Matrix for Auditory Training.(1982) 
 

口語刺激(Speech stimulus) 
 語音元素 

Speech 
elements 

音節 
Syllables

字詞 
Words 

片語 
Phrases 

句子 
Sentences 

連續交談

Connected 
discourse

察覺 
Detection 

      

分辨 
Discrimination

      

辨識 
Identification 

      

理解 
Comprehension

      

 
 
在進行聽能訓練/學習之前，教育者必須體認到一個單獨且有良好
序列的聽能技巧和說話語言發展並不會適合所有的孩童。所以根據個

別孩童的長短程目標，其教育者或父母可以自行操作和安排適合的材

料和增強物來符合孩童的需求和興趣—但必需要將以上所提到的聽
能技巧的每一個階段包含在內。 
 
肆、聽能技巧發展程序的細節 

 
根據以上所介紹的 Erber在 1982年所發展出來的方法，Estabrooks

在 1994 年利用其模式再加以改適如下成為更詳細的聽能技巧發展程
序。此程序加入了（一）藉由增加背景噪音的的背景辨別力

（figure-ground ability)；（二）聽覺記憶和藉由增加文法和語義困難
之排序。而這些階段發展是有順序但可重疊發展的。 
現將其 Estabrook聽能技巧發展程序以“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這個故事為例說明如下（Nancy,2000）： 
 
一、察覺（Detection） 
 
這個能力是反應聲音的存在與否；也就是說聽障孩童學習去對聲音

有反應，去注意聲音的存在，並在聲音不存在時不反應。察覺的能力

使得聽障兒童了解有些東西會製造出聲音；有些則不會，進而使他們

知道發聲的人或物與聲音之間的關係。這種能力幫助聽障兒童與周圍

的聲音保持聯繫，並且使他們對附近的活動有所警覺。 
 
 
 

反
應(R

espons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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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rook聽能技巧發展程序>        <以故事和實際情況為例子> 
             
 
 
 
 
 
 
 
 
 
 
 
 
 
 
 
 
 
二、分辨（Discrimination） 
 
這個能力是發覺在兩個或多種的語言刺激中的相似和相異點。在這

個階段中，聽障孩童學習去注意在聲音中的不同點，然後依不同的聲

音做不同的反應。這種能力使聽障兒童覺知到語音中的不同處，如聲

音的品質、音量和長度等。有了這個能力便可使聽障兒童發現不同的

物體發出的聲音不同或者同一個聲源發出的聲音可能會不同。 
 
 
 
 
 
 
 
 
 
 
 
 
 
三、辨識（Identification/Recognition） 
 
此種能力也就是聽障兒童將他所聽到的聲音加以命名，並藉由重

 自發性察覺到聲音 
聽障兒童用眼神注視或

轉頭，停止手邊的活動，

變得較安靜，嚇一跳的反

應或發聲來尋找聲音。 
 選擇性地注意聲音 
 察覺和辨識各種不同的
發聲體和環境的聲音。 

 察覺和辨識一些狀聲詞。
 察覺和辨識林氏六音。 
 對聲音的制約反應: 如聽
放的活動和林氏六音的

測驗。 
 找尋音源。 

 爸爸發出狗叫聲，但將小
狗玩具藏在桌下。孩子反

應聽到聲音，爸爸拿出玩

具狗讓孩子玩並再度加上

狗叫聲，另外，將玩具狗

與書中小狗比對。 

 當父子在公園散步時，爸
爸聽到不遠處的狗叫聲，

他教孩子注意聽狗叫聲，

並帶孩子實地去看小狗。 

 分辨相同和相異的工作
主要是用來澄清辨識和

理解中的錯誤。 
 

 特定的分辨活動一般是
用來矯正用的。 如: 英文
中的單/複數(flower， 
flowers) 或發音的方法/
位置和送不送氣的錯誤。

媽媽說故事“Red bird， red 
bird， what do you see?’並學
鳥叫聲，孩子指出書上的小

鳥，表示他能分辨書中”red 
bird”和字詞和 quack，quack”
及 yellow duck的不同(下一
頁是 yellow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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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指認或寫出所聽到的語音、字詞或句子。此種能力讓聽障兒童發

覺物體有名稱，而且這些名稱可以用聽覺的方式來表達。另外，聽障

兒童還要發展出一種概念，也就是知道物體或人所發出的不同聲音有

不同的名稱，而這些名稱在口語溝通中很重要。 
 
四、超語段(Suprasegmentals) 
 
 
 
 
 
 
 
 
 
 
 
 
 
 
 
 
 
 
 
 
五、語段(Segmentals) 
 
發音方法不同的音位， 如: b/m/h 
模仿各種不同的音位(b，m，d，t，h，sh，s，f，th，etc.) 
不同音節(字數)的字詞：孩童被要求去辨識由小到大依音節長度不
同的字詞;如 ball， apple， dinosaur， rhinoceros， hippopotamus. 
母音和子音都不同的單音節字詞：孩童被要求去辨識熟悉的單音節

字詞，如:cup， shoe， boat， fish，house， tree， dog， cat 
 
 
 
 
 
 
 

 口語中的聲韻特徵 (音
長、高低、音強、音調、

節奏、重音、語調)—請看
表二的註解 

 可認出男生、女生和小孩
的聲音--一般男生的共振
頻頻是 125Hz，女生的是
250Hz 和 兒 童 的 是

325Hz。許多兒童可以經
由/不經由訓練就可辨認。

 生氣、悲傷和高興的聲音
 回應自己的名字和其他
人的名字 

 更多狀聲詞和相似的字
詞。  

當孩子模仿了書中動物的叫

聲時，他示範了聽能自我監控

的初期階段。他模仿狗叫聲

“ruff，ruff”(低音調的發聲)是
和模仿貓叫聲“meow”不同的
(長且高的音調)。 
 

更高階層的聽能自我監控能

力則是將/dog/說成/gog/時，在
老師再強調一遍/da da dog/後
修正回/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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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解(Comprehension) 
 
 
 
 
 

 發展一個字詞的聽覺記憶和表
達 
 在片語中包含重覆的相關狀
聲詞; 如: The airplane goes 
up，up，up. 或 The ball can 
bounce， bounce， bounce. 

 在片語中只有重覆一次狀聲
詞; 如: The cow says moo. 

 在片語中包含一組超語段的
範圍及一個不同的名詞、動

詞和形容詞 . 如 : Mmm， 
that’s good vs. Pick up the 
flower vs. Brush ， brush， 
brush your hair.  

 在簡單句子中: 
--有不同的母音和不同的音
節，如: Can you see the fish? 
(apple，  ice cream cone， 
pomegranate) 
--關鍵字放在句末; 如: Where 
are the elephants? 
--關鍵字放在句中;如:Can you 
put the flowers on the table. 
-- 關 鍵 字 放 在 句 首 ，  如 
Dinosaurs are extinct. 

 固定的訊息(熟悉的表達和指
令) 

 子音相同但母音不同的字;如: 
boat， ball， bus， big， bat， 
bite， bean 

 母音相同但子音的發音方法、
發音位置和有聲無聲皆不同的

字 
 母音相同但子音的發音方法不
同的字;如: bat， mat， fat， 
rat，  

 母音相同但只有子音的有聲無
聲不同的字;如: fan， van; bat， 
pat; coat， goat. 

 當孩子將動物玩偶或圖片
與書中的圖片比對完後，媽

媽要求將放在他面前的玩

偶或圖片收回來。媽媽可以

說“給我小狗”，孩子把小狗
拿起來給媽媽 

 
 
 
 
 
 
 
 
 
 
 
 
 
 
 
 
 
當玩具收到只剩下“duck” ， 

“frog”和 “dog”時，孩子可以清
楚地用聽能辨識來區別 “frog” 
vs. “dog”兩種動物，即使他們的
字尾音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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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藉由回答問題、遵循一個命令，解說或參與對話來了解口語的

意義。小孩的反應一定比所聽到的口語還要有一些性質上的不同。這

是最複雜的聽覺能力，聽障兒童必須要了解聽覺訊號的意義，而他是

否能了解則取決於他對這個語言的知識。如果他能理解了口語，表示

他能用聽覺獲取新的資訊，並且以這理解為基礎做出適當的反應。 
 

 
 
 
 
 
 
 
 
 
 
 
 
 
 
 
 
 
 
 
 
 
 
 
 
 
 
 
 
 
 
 
 
 
 
 
 

 聽覺記憶和順序 
 熟悉的表達語句;如: Be careful， all gone 
 遵循單一指令. 如: take your coat. 
 遵循兩個指令. 如: Close the door and sit down 

over there. 
 依二個-三個-四個關鍵要素來排序 
如: On the table → on the big table →on the big 
brown table 

 依序做出三個指令 
聽覺記憶的能量是對語言法展很重要的一部份，也

是發展口語會話和參與會話的程度多寡很重要的一

種能力。在早期階段，三個順序的指令可能包含 Give 
the baby a drink， put her over your shoulder and burp 
her.等日常生活中的順序指令。 但在後面的階段;尤
其在學校時，老師的指令可能是 Draw a line under 
the last word， circle the word in the middle， and put 
a triangle around something you eat. 
 依序做出多種指令 
在多種指令中用聽能去察覺音位、辨識語言和保

留聽能訊息是有許多不同的程度。成功的掌握需

要在語義、文法和語用的語言能上有高的層次。

在早期的階段可能是 Make the cow jump over the 
fence and move on to make the animal that gives us 
milk walk around a building used for storing corn. 
在高層次階段， 孩子可能會示範的能力是能從遊
戲中所摘錄出來的重要聽能線索中辨識出物體，

如 I Spy的遊戲(I spy something that is gray， has 
fins， swin in the ocean， and it’s very dangerous.)

 遵循課堂的指令。 

如果孩子

有三聽項聽

覺記憶，則

他會在媽媽

說“Pick up 
the fish， 
sheep and 
horse”後將
三種玩具收

起來。 並且
可以在真實

生活中將“I 
see a ….”運
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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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背景辨別力（Figure Ground） 
 
在噪音干擾下的理解活動是困難但確是聽能必需的一部份。在聽能

訓練課程中，一開始要在最少噪音干擾的環境下進行，再慢漫地進展

到噪音最干擾的情境下。 成功的傾聽經驗是首要的，這樣兒童對噪
音的態度才會是正面的。 
安靜的環境→一般噪音→吵雜的環境 
在不同距離：在聲源旁→距離聲源 5-6 feet→從聲源橫跨一個房間 
增加分心的聲音：像風扇般的噪音→餐廳噪音→四個說話者的說話
聲→距離→各種不同背景的噪音。 

 
伍、發展聽能訓練的方式 
 
在眾多的口語法中， 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聽能訓練/學習程序，但
大體上不脫離 Erber所描述的四個階段。而在一般教學策略中，教師
大多使用以下三種教學策略來達到聽能溝通的目的: 

 結構化的聽能語句中的聽能
和認知技巧 

 將一系列複雜指令依序
做出。 

 依據數個相關描述而指
出事物。 

 依三種  – 四種  –五種
事件排序。 

 可重述事件、故事或課
程的五個細節。 

 了解一個課程或複雜故
事的主要大意。 

 在會話中的聽能和認知技巧 
 能回答與簡短會話大意
相關的問題。 

 解說另一個人的意見。 
 自動地提供一個切題的
意見。 

  
 

如果孩子可依媽媽所講的

順序將玩具一一放回。另

外，也可將字詞順序變成指

令順序，如演戲的方式(母
親說，孩子演出) 
爸爸和孩子一起去散步

時看到一隻白色的狗跑過

街。這讓他們想起“Brown 
bear， brown bear”的故事，
然後開始討論為何小狗跑

得如此急，甚至可以編一個

有關此情境的故事。回家

後，孩子會將路上發生的事

情說給媽媽聽，並告訴她他

們的看法及所編的故事大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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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救法（the remediation）：利用重覆、強調或依其需要來簡化
句子的教學策略。 
（二）擴展法（expansion strategy）：先呈現符合聽障兒童程度的字彙
和句子，如果他了解後再運用較進階或更複雜的句子或問題的教學策

略。 
（三）改適溝通 （adaptive communication）：合併補救法和擴展法。 
 
對年幼的聽障兒童而言，學習上述的聽能技巧必需依靠家長、聽語

治療師或老師來將聽能技巧有系統和效率地融入每天的日常生活

中，其所呈現的聲音必需是對兒童有意義的，且儘量以自然、有趣的

互動遊戲方式進行。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聽障兒童都需要將聽能活動

做有系統的介紹，有輕度和中度聽損的學齡兒童或許可以經由和同儕

的自然語言互動中就獲得良好的聽能技巧，也或許他們可以從有策略

的教學中獲得更多的幫助（Edwards,1991）。但如果是剛被發現的有
輕度和中度聽損的兒童及有重度和極重度聽損的兒童則一定能從著

重在聽能技巧的活動中得到幫助。 
Erber同樣在 1982年說明三種聽能訓練方法供教師在課堂上使用，

其三種方法主要差異點在：特性（specificity）、嚴格性（rigidity）和
方向性（direction）。每一種樣式適合不同的老師或學生。每一種方法
都運用了改適溝通法（adaptive communication）的原則，但不同方法
運用在不同的地方。 
 

 自然會話法 
National conversational 
Approach 

適度結構化方法 
Moderately Structured 
Approach 

特別刺激的練習 
Practice on specific 
tasks 

情境 儘可能在自然的情境下
進行活動及與學生交

談，老師需消除視覺線

索。 
目的 :在連續對話中給
與聽能練習。 

老師運用一個閉鎖式的

聽能辨識作業，但是需

遵循含有一些基本口語

發展程序和相關理解作

業的活動。因此，此方

法保有一定程度的彈

性。 

老師預先選定一組

聽能說話刺激和兒

童反應的範圍，也預

先準備好相關的教

材及發展計劃。 

目標

由來 
依兒童的反應而定，其

聽能說話覺知目標或許

可從刺激-回應矩陣中
挑出。如:句子的理解。

老師從基礎的課堂活動

中或偶發情境下選擇出

字詞和句子中的內容。

所有的目標都是依

兒童的在聽能練習

中的特別需求所設

計。 
呈 現

方式 
在有系統的方法中(修
正刺激和/或反應)，老

列出刺激—回應矩陣中
的一些鄰近的模式一起

直接導向目標聽能

技巧，通常重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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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運用矯正的聽能作業

來改變孩子的反應，可

從任何一組反應中挑

出。 

做聽能訓練。 
如:字詞/句子的辨識和
句子的理解。 

刺激—反應矩陣中
的一個目標。如:片語
的辨識。 

課 堂

活動 
 

繪畫，隔版遊戲，聽指

令模仿畫畫，實際參觀

無聲的察覺，課堂上的

常規或活動 
我說你做的辨識遊

戲 

備註 這種自然會話式的方法
與電話中的會話相似，

一旦兒童可以對基本的

聽能能力感到有自信，

則或許可以開始訓練使

用電話來溝通。 

此方式的聽能訓練比自

然會話法要來得正式，

但仍可組織成一個開放

性 (open-ended) 的 活

動 。 此 方 法 是 以

simmon(1968，1971)所
發 展 的 ”experience 
chart-story”為根據。 

此方法被選擇，有時

是因為老師只有一

些 聽 能 訓 練 的 經

驗，所有需依照預先

準備好的教案進行;
有時後也會在一些

特別的聽能目標時

使用。 
 
聽能訓練活動並不一定要堅持使用一種方法及步驟，而是要視兒童

的程度和愛好去調整。教師或許可以在整天的會話中使用「會話式方

法」，然後運用「適度結構化方法」在課堂活動中。在每一個活動中，

如果你發現一個連續性的錯誤，稍後你可以提供一個簡短的「特別刺

激的練習」。運用這種方式，你可以在會話和教學中融入聽能訓練，

而不是只將聽能視為一種與溝通無關的一種聽覺練習而已。這也是現

近各種口語法中特別要強調的:「聽能訓練/學習一定要融入日常生活
或有意義的遊戲中來發展」。 
  
陸、結語 
 
透過 Erber 和 Estabrook的聽能技巧發展程序和方法，我們了解到
聽能訓練/學習的程序都是由注意聲音開始到理解為結束。結構化的
聽能訓練固然可以幫助聽障兒童學習傾聽和口語，但他們也一再強調

需要視兒童的能力和程度來靈活運用此程序。現近的文獻中，更強調

最好在有意義的情境中發展聽能與口語是最好的方法，再加上如能早

期發現，早期配戴合適聽能輔具及早期療育，聽障孩童要學會傾聽和

說話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雖然助聽器和人工電子耳的發明可以加強聽障兒童的聽能，但要達

到視傾聽為一種行為則仍需要有系統的學習。身為教育者的我們必需

要明白要使聽障兒童真正使用聽能來學習聽和說，聽能說話訓練只是

佔成功的因素之一，其良好的親子互動、愉悅的聽能經驗和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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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能態度的建立等因素都會影響聽障兒童用聽能來學習的動機和成

效。然而一但兒童的聽能態度建立完善，且配戴合宜的助聽輔助系

統，這時再加上循序漸進的聽能、說話、語言、認知和溝通訓練，則

聽障兒童要成為成功的口語溝通者就不再是件難事。 
 
<表二> 辨識超語段的聲韻特徵 
 

Speech stimulus (口語刺激) 
    刺激 
 
反應  

語音元素 
Speech 

elements 

音節 
Syllables 

字詞 
Words 

片語 
Phrases 

句子 
Sentences 

連續交談 
Connected 
discourse 

音長 
Diration 

意識到在音長的改變。 
長和短的聲音(口語和環境中) 
各種不同音長的合併 

在會話中音長

改變的自我監

控。 
速度 
Rate 

意識到速度的改變。 
在閉鎖式的命令中快和慢的聲音(口語和
環境中) 
 

快、慢或中等

速度下 
在閉鎖式

的命令中

辨識快、

慢或中等

速度的句

子。 

在會話中速度

改變的自我監

控。 

音調 
(Pitch) 

意識到音調的改變。 
在閉鎖式的命令中高和低的聲音 
快、慢或中音調。 
辨識高揚的音調和下降的音調。 
在閉鎖式的命令中辨識高揚的音調、下降的音調和單音調。 

在會話中音調

改變的自我監

控。 
 

音強 
(Intensity) 

意識到音強的改變。 
高(大聲)和低(輕聲)的音強。 
在閉鎖式命令中高、中度(會話上)和低的強度 

在會話中音強

改變的自我監

控。 
重音 
(Stress) 

意識到重音型態的改變。 
在閉鎖式句子中重音型態的改變。 

在片語中重音

型態的辨識。

在簡單和

複雜句子

中重音的

辨識。 

在會話中重音

型態的自我監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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