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黃昶榮 基本資料 】

姓名
黃昶榮
(男)

就學學校
南榮國小
2年級忠班

實足年齡
7 歲 7 月
出生日期 2011-01-26

申請項目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申請日期 2018-08-07

特教類別 語言障礙
多重障礙
包含類別

安置班別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鑑定紀錄 文號日期：2018-12-06 文號：基府教特參字第1070255052A

身障類別
多重障礙
包含類別

障礙等級

新制身障類
別

障礙類別
ICF

ICD診斷

手冊鑑定日
期

重新鑑定日
期

聯絡

家長或鑑護人 黃安順 電話 (02)24250182 手機 0925690408

戶籍地址 基隆市仁愛區英仁里10鄰南榮路455巷13號3樓

聯絡地址 基隆市仁愛區英仁里10鄰南榮路455巷13號3樓

職能治療評估表(專業人員填寫)

壹 職能表現評估

  領域 職能分析

1
自我照顧(如清洗、照顧身體部
位、進食、穿脫衣服、如廁、照
料個人健康等)

2
居家生活(取得個人所需之物品
與服務、準備餐點、做家事、照
顧家用物品、協助他人)

3

重要生活事項(學校場所外之教
育、學校教育、職業訓練、職前
準備、取得、維持及終止一份工
作、有報酬的工作、無報酬的工
作、金錢處理等)

4

一般事務與需求(從事單項事務
、多項事務之組織、整合與完成
、執行日常例行事務、處理壓力
、危機及其他心理需求、處理個
人行為)

5
社區、社交及公民生活(參與具
有組織性的社會團體、娛樂與休
閒、宗教與信仰、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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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習與應用知識(集中注意力、
思考、閱讀、書寫、計算、解決
問題、做決定)

7

溝通(口語訊息的溝通、非口語
訊息的溝通、正式手語的溝通、
書面文字訊息的溝通、交談、討
論)

8
行動(使用運輸工具、駕駛如騎
乘自行車或機車)

9

人際互動與關係(一般人際互動
、與陌生人相處、正式的人際關
係、與朋友、同儕或鄰居建立關
係、家庭關係、親密關係)

一
感覺動作：感官及感覺能、神經肌肉骨骼動作、移動、上肢操作及感覺整合(平衡、兩側協
調、手眼協調、形狀與空間概念、動作計畫等)

二 認知整合及認知要素

三 心理、社會、情緒及自我管理

參 環境評估：物理、社會與文化環境(家庭與學校)

職能治療 評估結果建議書(專業人員填寫)

(尚未填寫)

語言治療評估表(專業人員填寫)

項目
編號

鑑定評估項目敘述 觀察記錄欄位

一 感官知覺

視覺
視力

配戴眼鏡

聽覺

聽力

配戴

目前聽力狀況 裸耳：左耳 dB 右耳 dB

二 語言理解：

1 日常指令(可依命令/指示行事) 理解程度：

2 基本抽象語言概念(如二斤米比一斤米重) 理解程度：

3 一般日常問句內容(如你讀哪一個學校) 理解程度：

4 聽懂談話內容的主題或主要概念 理解程度：

5 複雜句(如我和同學喜歡假日一起出去玩) 理解程度：



 
 

6 複合句(包含條件句、關聯句、因果句等) 理解程度：

7 聽懂課文內容(以目前所就讀的科別為主) 理解程度：

8 閱讀內容(以短篇文章或報章雜誌為主) 理解程度：

三 言語機轉：

1. 口腔功能：

 

a.構造：
b.口水控制：
c.舌頭靈活度：
d.輪替動作：

2. 呼吸特質

四 語言表達：

1 口語能力

 

2 敘述能力(如請學生描述最近發生的事件或趣事，包括生活.學校均可)

 

3 敘述能力說話清晰度

 

A.構音能力：
音韻歷程分析：
請簡略說明問題：
B.語音清晰度：

4 說話流暢度

 
請簡略說明問題：

5 嗓音特質

 

A.音質：
B.音質：
C.音調：
D.共鳴：

6 說話速度

 

五 溝通能力與效度：

 

A.溝通方式：
B.眼神接觸：
C.臉部表情：
D.溝通意圖：
E.互動能力：
F.維持主題能力：
G.溝通效度：
H.其他溝通方面問題：

六 其他特殊問題：



語言治療 評估結果建議書 (專業人員填寫)

項目
編號

鑑定評估
項目敘述

觀察記錄欄位

一、 語言治療評估專業服務建議：

1 服務頻率 目前頻率：一個月一次

2 專業服務轉介
目前其他專業服務：
處理內容：

3 醫療需求轉介
轉介醫院 科
處理內容：

二、 語言治療評估結果及建議：

評估向度 評估結果 訓練目標 建議策略或活動

22語言理解

1. 評估日期
:107/09/10.結果如下:
1. 抽象詞彙庫/語言邏
輯推理能力需加強。
2. 能聽理解簡單生活
化的事件,但無法理解
所有對話內容的語意線
索並統整,對於抽象層
次高的詞彙/語句不易
理解. 3. 傾聽習慣與
眼神注視能力需加強.
4. 識字能力現階段(低
年級)符合發展,能閱讀
短文,呈現背誦式學習
模式,對小細節敏感,但
有時會誤解或忽略整體
文意內容重點.

增進聽理解能力.

1. 聽理解能力/口語表
達能力落後發展,影響
學習效率,建議在校給
予個別化教學. 2. 傾
聽習慣待加強,學習時
由教導者給予視覺提示
或操作演示後能提升當
下理解能力. 3. 可練
習敘述故事內容/遊戲
規則/遊戲過程等活動
,若語意不明或缺漏關
鍵字可由教師給予提示
或修正,進而要求語意
語型的自我覺察與自行
修正 4. 在提問要求回
答或反應時,可給予5-
8秒反應的時間(空白時
間),盡量讓孩子自行反
應,若無法反應再給予
提示,不給予過多幫助
以養成獨立解決問題的
習慣. 5. 對於較為抽
象的詞彙及包含抽象概
念語句，應給予具體化
、圖像化、換句話說、
舉例等輔助，幫助逐步
理解。

22語言表達

1. 表達時使用的句長
和複雜度持續進步中
,但未達發展標準. 2.
在主動表達(陳述剛發
生的事件或自身相關經
驗)時,會呈現細節缺漏
/時序錯誤/不當轉移話
題等情形,也無法根據
聽者反應有效率的修正
表達的內容,常導致聽
者無法理解. 3. 敘事

練習敘事/語用能力/問
題解決能力.

1. 可給予視覺提示的
輔助(圖片/繪本),練習
針對當下對話主題適當
的回應,並給予話題內
容的擴展延深,練習主
題討論性質的對話經驗
,並增加對互動對象口
語的傾聽回應能力. 2.
在校可由教導者持續觀
察孩子與同儕溝通的品
質. 3. 若有需要可由



 
 
 
 

結構鬆散.常過度提及
數字/時間等量化線索
.書寫短文也呈現相同
問題(詳見紙本記錄最
末頁背面). 4. 溝通情
境中的等待/輪流/回應
他人/主題維持/開啟對
話/結束對話能力弱.

個管教師安排相關社交
技巧訓練,提升溝通策
略能力.如:教導如何適
針對當下情境回應他人
問題/使用問句解決問
題/慰問同學、直述句
表達需求及使用正確適
當的禮貌用語，以增加
需求表達/情緒表達/傳
遞訊息/社交互動等溝
通能力，建立良好人際
互動溝通，逐步類化至
日常對話情境

三、 下次追蹤輔導注意事項：（請勾選以利學校準備）

學校提供專業服務建議執行紀錄
說明：

轉介建議執行情形（含專業服務、
醫療需求、社會資源）

說明：

其他
說明：

專業人員聯絡方式
姓名：陳卉文

電話
02
0975652363

行動電話 02

傳真
0975652363

其他

電子郵件 harukayub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