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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響聽覺障礙學生最深的就是語文理解與表達的能力，受到聽力上的限
制，他們的學習成就往往低於同年級學生的表現，語文能力的優劣，會間接影
響到生活上與他人的溝通。因此語文的學習與應用，是聽障學生最重要的課
題，要使聽障學生在語文學習方面有良好的成效，必須先了解他們的語文學習
特質，進一歨提供相關教學協助，培養對語文的學習興趣。
本文先說明聽障生在語文方面的學習特質，從聽、說、讀、寫四個能力面
向去探討聽障學生會遭遇到的困難，筆者分享在語文科教學方面的經驗，提供
生動活潑，貼近生活的教學方法，像是活動練習、繪本教學及對話日誌的應用，
讓家長或老師能幫助聽障學生在語文領域快樂學習。
關鍵詞：聽覺障礙、語文教學

壹、前言
聽覺障礙學生因為聽力損失及聽力上的限制，造成訊息接收的困難，其主
要障礙在於語言訊息的聽取，進而影響到溝通能力（Siegel,2000），而語言溝
通能力的不足，對其學業成就，必然會產生不利的影響（林玉霞，2001）。其
中對於語言認知的影響最為深遠，因為學習過程中，聽覺障礙學生在學業成就
上顯著低於同年級學生，年級越高，相差越多；一般人視為認知缺陷，事實上，
聽覺障礙學生學習上的問題，來自於語文學習上的困難，而非認知障礙（薛明
里，2003）。因此語言溝通與語文教學，一直以來是聽覺障礙學生的教學重點
之一。
要促進聽覺障礙學生的語文發展，要先了解其語文學習特質，加以切入，
提供適性的學習教材與環境。筆者曾任教啟聰班級的語文領域教學，分享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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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經驗，提供有效的學習方法，以提升聽覺障礙學生的語文能力。

貳、聽覺障礙學生語文學習特質
人類語文能力的發展順序為聽、說、讀、寫四個相互關聯，序列發展的技
能，聽覺上的缺陷，使得大部分聽覺障礙學生會出現語言發展遲緩的問題。吳
玉琳（2007）認為影響聽障者最深的是語言理解與表達的能力，往往負面影響
到其學業發展與社會適應的能力。
一、聽覺能力
聽覺障礙學生的聽取能力與殘存聽力有密切的關連，依聽力的損失程度，
有不同的聽取狀況，聽力損失較輕微者，可經由助聽輔具來改善狀況；聽力損
失較重則除了佩帶助聽輔具外，還需要接受聽能及說話訓練，才能有效發揮殘
存的聽力。聽覺障礙學生對於聲音訊息的接收並不完整，較無法察覺來自後方
的聲音，對於他人說話語氣的變化無法掌握。
二、說話能力
在說話能力方面，聽覺障礙學生有些會缺乏說話能力，或發出難懂的語言
及語音，在音質、音調、構音上會有問題，使用語言和理解是有困難的，尤其
是在抽象的主題方面（蕭金土，2000）。對聽障生而言國語中的二聲和三聲，
和ㄐ、ㄑ、ㄒ、ㄓ、彳、ㄕ、ㄖ、ㄗ、ㄘ、ㄙ、ㄦ、ㄩ發音較為困難，且語調
大多單調，少有抑揚頓挫，導致發音異常而影響其清晰度（洪儷瑜、董媛卿、
黃昱華、李秀麗，2002）。加拿大的研究也顯示出在美加地區有超過二分之一
的聽覺障礙兒童被描述是使用「難以理解」的語言（Marschark, Lang &
Albertini,2002）。
三、閱讀能力
在閱讀能力方面，聽覺障礙學生比較無法依正確的字音、字序、字詞義單
元唸出文句，因此難以理解文意，自然不利於其閱讀能力的發展（郭俊弘，
2007）
。Holt（1993）發現美國 13、14 歲聽障學生的閱讀能力，相當於 3 及 3.5
年級聽力正常的學生，而國內研究也指出大多數聽覺障礙學生的閱讀能力不及
小學四年級的聽力正常學生，每年所增加的閱讀能力約 0.3 個年級（林玉霞、
張通信、劉惠娜，2006）。聽覺障礙學生不容易有抽像、不具體的概念，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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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視覺方面的學習。
四、寫作能力
在寫作能力方面，聽覺障礙學生若是以手語作為溝通方式，會受到手語特
殊語法及語序的影響，以及缺乏適當的說話與語言知識，在寫作時常會有比一
般學生簡短、文句顛倒、抽象詞彙應用困難、論說文寫作較敘述文困難、不當
使用助詞或虛字、缺乏適當的語用知識等情形產生（郭俊弘，2007）。

參、語文教學經驗分享
由於聽覺障礙學生在聽、說、讀、寫等上述四種語文學習特質上的限制，
因此在語文科教學時，要考慮教材內容的適切性，配合有效的教學方法，筆者
分享在啟聰班教學的經驗，提供下列建議：
一、活動練習
聽覺障礙學生吸收訊息的能力略顯緩慢，採用平鋪直敘的語文教學內容，
學生不容易了解，需要提供更多的練習與指導，設計生動有趣的課程，在遊戲
活動與認知發展之間，增加語文溝通與練習的機會，加強對語文內容的印象，
可以使用下列的小活動來提升語文學習的效果：
1.話劇表演：有些文言文的內容對學生而言艱澀難以理解，但具有故事性，就
可以將課文內容改編，採用話劇的方式呈現，並讓學生分配人物角色，用白
話的方式演出，像是空城計、張釋之執法等。
2.歌曲教唱：聽覺障礙學生對於流行的音樂歌都很感興趣，可以從流行音樂的
歌詞內容導入語文的領域，配合音樂提升學習興趣。先提供歌詞單，說明生
字難詞，再帶領學生一句一句教唱。像是周杰倫的《青花瓷》中，可以解釋
有關「青花瓷、天青色、牡丹、宣紙、仕女圖、漢隸、宋體、芭蕉」的文字
修辭，提供相關的歷史故事或圖片，在語文中添加音樂性（方文山，2008）。
3.文字賓果：在黑板上呈現教過的字詞，學生各自選 25 個字填入賓果空格中，
輪流說出自己寫的字詞，一次一個詞並劃掉，最快劃完的人達到賓果（林芳
如，2008）。此活動可以避免學生在學習時因單純記憶及練習字詞而感到枯
燥（Ur & Wright,1992）。
4.句子接龍：要訓練學生流暢的閱讀文句，熟練文句中的字詞，可先指定某位
學生念一個句子，再接續由其他學生各念一句，直到整段文章的句子依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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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林芳如，2008）
。要注意讓每位學生都能參與練習，調整活動的流暢性。
二、繪本教學
聽覺障礙學生因為缺乏閱讀量及方法，在閱讀能力表現上普遍都不佳。因
此在閱讀指導方面，以訓練學生思考了解文章內容為主。聽覺障礙學生高度依
賴視覺上的線索，而繪本的特色—圖畫，更是打破時空隔閡的「視覺語言」，
以圖畫來說故事的特性，也符合了教學上「引起注意」的重要要素（劉婉鶯，
2006）。
而繪本的教學具有下列的教育特性（Henry & Simpson, 2001；黃承諄，
2006）
，可以提供為聽覺障礙學生訓練閱讀能力的教材：
1. 容易閱讀，讓初學者能夠有信心地進行閱讀與學習。
2. 繪本內容簡短，通常在 15～30 分鐘內完成，以進行討論或延伸活動。
3. 繪本主題廣泛，提供不同年齡層的閱讀者進行閱讀。
4. 寫作風格多元，其中包含了許多文學要素與寫作技巧。
5. 繪本圖畫展現了豐富的視覺藝術。
6. 繪本為讀者帶來閱讀的快樂與認同。
除了坊間有許多類別的主題繪本外，也可以利用網路上的線上繪本教材，
採用多媒體動畫的方式進行教學，像是奇豆線上書房─電子繪本網路平台（網
址 http://www.kiddobook.com.tw/kiddoShow_pp1.aspx ），繪本種類分為許多主
題，像是語言學習、自然常識、情緒管理等，可以採用中英文的發音，注音字
幕即時切換，也有線上分享的繪本教案及學習單，適合以問題導引的方式來進
行故事內容的理解，增進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與培養閱讀能力。
三、對話日誌的應用
筆談的教學著重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的培養，對話日誌主要是透過文字與
老師溝通，可以在自然非建構的情境下，加強聽覺障礙學生的字彙、語法、句
型、語用的指導，進一步與學生溝通互動，了解聽障學生的生活與想法。薛明
里（2003）指出對話日誌具有下列的功能：
1.可以增進聽障生閱讀理解。
2.促進聽障生的語文寫作。
3.具有訓練思考的功能。
4.從中發現學生的潛在知能。
5.促進師生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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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輔導功能。
7.具有導引功能。
8.有助於教師的教室管理。
9.成為溝通新模式。
對話日誌的內容涵括很廣，以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為範圍，像是我的家
人、我的學校、我的朋友、喜歡的電視節目或偶像、偶發事件或社會新聞的討
論等，都可以列為對話日誌的主題。給予學生較多的想像發展空間，可以配合
插畫或塗鴉，讓學生覺得能放開心胸談論各種生活大小事。對話日誌主要是鼓
勵學生表達，與他人溝通互動，不需要嚴格的要求字數，老師最好能適時給予
回饋，因為對話日誌與寫作仍然是有差距的，不要太過要求結構內容，讓學生
有信心且持續溝通。對話日誌可以利用圖畫表達意思，漸漸加上會寫的文字，
再進以短句表達，逐漸訓練書寫能力。以培養實用的書寫能力為優先（特殊教
育學生輔導手冊─聽障類，2006）。
筆者曾在與聽覺障礙學生的對話日誌當中，談論有關人生未來的看法，發
現到一名學生竟然有自殺的想法，隨即轉介到輔導室，與專業的諮商人員進行
心理輔導，導正學生的思想與行為。

肆、結語
語文能力的表現是其他領域學習的基礎，會影響學習的成就與社會的適
應。國外學者曾指出填鴨式的教學、過多記憶性的問題、強調背誦等教學狀況
會妨礙聽覺障礙學生心智能力的發展（特殊教育學生輔導手冊─聽障類，
2006）
。
因此在聽障學生的語文教學上，不單單只是文字與內容的背誦，建議採用
多元化的「動腦筋思考」活動，結合貼近生活的教學方式。教師們在教學前能
了解學生的優勢及潛在問題，調整教學的方法，彈性教導，培養學生對語文的
學習興趣，提升其語文能力，改善溝通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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