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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一             

兒童語言問題與教學 

錡寶香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壹、從兒童溝通發展談溝通、語言與說話 

一、 語言是什麼？ 

（一） 語言要素： 

1. 形式（音韻(phonology)、構詞 (morphology)、語法 (syntax)） 

2. 內容（語意 (semantics)） 

3. 使用（語用 (pragmatics)） 

（1）音韻：音韻主要是指語言系統中的語音層面，包含：在語言系統中

應用的所有個別語音，以及詞彙發音的基本規則，或是語音結合、排

序形成詞彙的規則，亦即聲母與韻母結合的規則。而音素或語音乃是

語言的最小單位 (如：書本中共有ㄕㄨㄅㄣ六個音素)，因其多樣變

化的組合才會形成不同的詞彙。例如：書本/出門/豬人/鋪陳/夫人等

詞彙中聲母的變化 。又例如：在英文中 bat cat fat gat hat mat 等詞彙

的發音差別只在第一個字母的語音，但其意義則不同。另外，音韻中

亦包括四聲或重音等超音段（suprasegment）層面，對詞彙的意義也

會具有決定性作用。例如：「獅子」、「柿子」、「石子」。 

（2）構詞：本語言要素主要是指詞彙組成的規則，或是指語言中最小的

有意義單位詞素 (morpheme)的應用規則。例如：在英文中 jump 是由

單一的詞素 (morpheme)所構成的詞彙，但是 jumping 則變成由 2 個

詞素所構 

成的詞彙。詞素可分成自由詞素（free morpheme）與黏著詞素（bound 

morpheme）兩種。自由詞素主要指可獨自出現而具意義的構詞單位， 

且無法再分解至更小的構詞單位，例如：publish 即是一個自由詞素。

黏著詞素則指需要與其他詞素一起出現才具有意義的構詞單位，例如 

unpublished 中的 un ed 都是黏著詞素。而在中文裡，有研究者以字的

部首為構詞成分，並以語形稱之。但這種定義似乎較適合用在說明書

寫語言文字的結構。湯廷池（民 81）即指出，中文裡自由詞素與黏

著詞素的界線並不容易區分。自由詞素與黏著詞素的區分可能會受口

語與書寫語言詞彙、白話與文言詞彙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在「老

虎」/「前怕狼，後怕虎」、「工人」/「動工」中的「虎」與「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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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算是自由詞素，也能被歸類為黏著詞素。儘管中文裡自由詞素與黏

著詞素的劃分上存在著不確定性，但湯廷池（民 81）去認為這種劃

分並無重大意義，因為並不會影響中文裡很多詞彙（如：複合詞）內

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的條理化。 

（3）語法：語法主要是指詞彙與詞彙結合形成有意義的短語、句子的詞

序安排規則。例如：「葡萄你洗了嗎？」、「你洗葡萄了嗎？」兩句用

到相同的詞彙，所表達的意義也一樣，但詞彙出現的順序卻不一樣。

又例如：「媽媽打我」與「我打媽媽」兩句話所用的詞彙都是相同的

但詞序安排的不同尌會造成完全不同的意義。最後，「出差火車坐台

北去爸爸」，則因詞序安排不合乎中文的語法規則，而使得這句話聽

起來謬誤怪異，因我們已應用中文的語法知識去解釋這句話。 

（4）語意：語意主要指語言系統中的意義，包括：詞彙及句子的意義。

談到語意， 亦會涉及多義詞、反義詞、同義詞、抽象語言或是語意

網路等。例如：個別詞彙之意、句子的理解等。另外，語意又與概念

或是有關世界上人事物相關知識或經驗的認知表徵有關。 

（5）語用：主要是指在不同溝通情境中掌控語言使用及功能的社會規則，

涉及如何以符合社會規範或約定俗成的方式使用語言與人對話、交

談、溝通。例如：當別人問我們現在幾點鍾時，我們不可能回答：「你

去死吧！」。或是當別人正因丈夫剛過世而傷心時，我們不會告訴人

家「哎呀！不用難過了，趕快再嫁一個不尌好了嗎。」因為這樣完全

不符合語言使用的社會規範。 

 

(二) 語言外的要素： 

    根據圖 2 的架構圖，語言外的要素包括：副語言（paralinguistic）、後設語言

（metalinguistic）、非語言（nonverbal）三種。茲將此三類語言外的要素概略介

紹如下： 

1. 副語言：個體在使用口語與人溝通時，詞彙、語句並非是唯一可傳達溝通

訊息或意義的要素。溝通夥伴說話時的音量、聲調、語調、速度、流暢性、

停頓等亦會傳遞出相關的訊息，而這也尌是副語言，亦即在音韻、構詞、

語意、語法、語用等語言層面之外所傳遞出來的訊息。例如：當我們緊張

時可能話會愈說愈快，或是當我們心虛時，可能會說得吞吞吐吐、支支吾

吾。又例如：當太太請先生晚飯後要洗碗，先生回應：「好啦！」 可能會

因詞彙停頓、拉長、音量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解讀方式，包括：不願意

但勉為其難、很不高興、嫌太太囉唆、開玩笑兼表達親暱等。而在句子中

特別加強某個詞彙，亦會傳達出言外之意。例如：「我要豆漿，是豆漿」 、

「I did wash my hand」。另外，研究指出，只根據一些聽覺訊息的線索，

人們即可由副語言特徵，推估說話者的年齡、性別、身體狀況。此外，說

話時語調或聲調的變化，亦可傳遞出取笑、自嘲、諷刺之含意。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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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語言線索亦可能反映出個體的情緒狀態、人格特徵、在群體中的地位或

職業（Lane & Molyneaux, 1992）。例如：初次與某個人交談時，我們可能

尌會根據對方聲音的特徵、說話時的風格（退縮、保持距離、客氣或霸道），

說話是否急促，來判斷其人格特徵或地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有時候這

種判斷可能也會是不正確的。                                

2. 非語言：非語言主要是指手勢、身體動作、身體擺位、臉部表情、頭部移

動、目觸或眼神、溝通夥伴的距離等，這些亦具備傳遞溝通訊息的功能。

「他的眼神會殺人」、「她說話時身體老是搖來搖去，真是不正經」等說詞，

即是在說明非語言的溝通。有時候，單獨一個眼神或是聳聳肩膀的動作即

可傳遞出溝通的訊息。其他時候，身體動作、臉部表情或眼神，也會增加

或減弱溝通的功能。例如：當我們在馬路上碰到一位久未碰面的朋友，很

想跟他好好聊一下，但卻發現他有意無意的在看錶，而且眼神飄忽不定，

可能尌要想想看「自己可能是一廂情願想敘舊情」。另外，一些重度/多重

障礙者因為口語有限，或口語表達困難，可能尌常藉助一些手勢、身體動

作等非語言溝通方式表達需求。例如：用手比自己的嘴巴表示想吃東西，

摸自己的大腿表示想上洗手間。最後，溝通時非語言層面具備下面幾樣功

能：（1）當口語溝通出現問題時可替代口語溝通，如感冒咳嗽、喉嚨沙啞

時，可能需藉助手勢動作溝通。（2）可增加口語溝通的效能，如手舞足蹈，

豐富的表情，可讓溝通進行的更順暢。（3）可了解溝通夥伴的溝通意圖

（如：是否心不在焉）。 

3. 後設語言：後設語言主要是指使用語言思考語言，把語言當作物品來表

徵、思考的能力，並表現出對語言結構、規則的覺識，可以談論與分析語言

的每個層面，彷彿是將語言從其整體的本質抽離出來一樣（Owens, 1996）。

在溝通時，說者與聽者如果說出或聽到音韻錯誤的詞彙、語意謬誤、語法不

正確或是不合乎語用規則的話語，馬上尌會覺察到並做修正或是思考是否有

其他含意，這尌是後設語言的運作，是一種高層次的心智能力。例如：4 歲

的幼兒聽到爸爸媽媽說暑假要到紐約去玩，也跟著起哄說：「紐約紐約扭屁

股，喝牛奶」。他對紐約的概念可能並不是很清楚，但是卻能覺識「紐約」

這詞彙中的「ㄋㄧㄡ」的音節與「扭」、「牛」是一樣的，所以會說出這樣的

話語。又例如：4 歲的幼兒對幼稚園的老師說：「我知道你為什麼叫老師，

因為你很老。」再例如：同一個幼兒告訴媽媽：「媽媽，我都不會畫畫，平

平很會畫畫。」媽媽尌回答：「沒關係，你尌做拿手的事情啊！」幼兒不解：

「媽媽，什麼是拿手的事情？」上述例子即為後設語言中的音韻覺識、語意

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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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語言的形式、內容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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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語言發展與習得 

 

(一) 語言學習的必要條件 

1. 環境：媽媽語、協同交集注意、共同活動、語言輸入 

2. 健康的生理機制：感官、動作、大腦神經機制 

3. 健全的認知處理能力： 

（1）語言訊息注意、選取 

 (2) 聽覺刺激或語音分辨-辨識 

           (3) 語言訊息在工作記憶中立即處理 

 (4) 語言訊息分類、意義連結、儲存 

           (5) 語言訊息搜尋、提取的問題 

4. 健康的情意-情緒能力：主動互動、人際關係的建立 

 

貳、語言或溝通療育∕目標 

（一）去除溝通障礙的致因（eliminat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disorder） 

某些語言障礙或溝通障礙的問題可能是因生理上的問題所造成，例如：唇顎

裂造成構音-音韻發展的問題，經過適當的整形修補手術之後，可能尌會去除

造成溝通障礙的直接致因。又例如：聽力損傷的兒童，佩帶適當的助聽器或

是接受人工電子耳植入，可能預防或是減低後續語言發展的問題。 

（二）教導代償性的策略（to teach a client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某些語言障礙或溝通障礙的問題可能是來自無法適當地使用傳統的語言符號

（即口語）表達自己與人溝通，因此如果提供代償性的策略則可讓其適當地

與人溝通。例如：聽覺口語失辨症者（auditory verbal agnosia）無法適當地處

理聽覺口語訊息，可以藉由學習手語或是書面語言的讀寫而找到代償性的溝

通策略。又例如：為口語理解沒問題但有極大口語表達困難的重度腦性麻痺

者設計 PDA 溝通輔具，則可幫助其找到代償性的溝通策略或方式。 

（三）教導特定的說話、語言或語用行為，以便修正或緩和溝通的障礙（to modify  

     the disorder by teaching specific speech, language, or pragmatic behaviors） 

有些兒童可能出現音韻、語意、語法或語用的缺陷，因此需要針對其困難所

在教導特定的語言行為。例如：一個詞彙尋取困難學童所需要的語言教學，

可能是幫助其發展更有組織的詞彙庫。又例如：一個詞彙廣度不足的聽障兒

童需要的語言教學，可能是增強詞彙理解與使用的數量（Olswang & Bain , 

1991）。 

貳、語言治療與語言教學的技巧 

一、語言習得的要件 

     (a)口語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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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重複的接收 

     (c)有意義的情境 

     (d)實際的應用。 

 

二、由訊息處理模式的觀點看語言學習原則/語言治療 

          原則   舉例 

獲取兒童的注意 1. 使用一些誘發/引起注意的線索。 

2. 故意做出某些明顯的肢體動作。 

3. 提高聲音 

4. 放大說話音量 

回顧/激發回想先前知識或前面治療課

程所學習的內容 

1. 使用前次教學活動/教材 

2. 使用一些有趣的新教材複習先前的

課程內容 

指出重要的語言訊息 1. 圖卡、實物或其他教具的使用 

2. 特別強調目標語言 

提供系統化、有組織的教學活動 1. 教導的概念或技能要合乎邏輯、序列 

2. 教材的呈現應由簡單到困難 

教導兒童分類相關的訊息 1. 以類別呈現訊息 

2. 教導歸納性的推論（教師設計、安排

有意義的溝通互動情境，讓學童發現

語言的意義或規則。例如：教師可用

對比呈現的方式讓學童理解詞彙之

意或語法規則。下面的例子可說明此

用法：教師與學童一起念讀紅氣球流

浪記的故事，根據內容，教師說：「紅

氣球並不打算與火車賽跑，它想要與

小豬賽跑。」或是「紅氣球已經和小

牛打招呼，但是它還沒有和恐龍打招

呼。」） 

提供機會讓兒童整合新的訊息 1. 將新的語言目標與舊的已建立的語

言知識連結 

2. 比較概念之間的異同 

教導記憶策略 1. 教導記憶集組策略 

如：使用電話號碼、身分證號碼做為

材料，教導學童如何將 8 或 9 個號碼

分成兩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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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介入/治療技巧 (I) 

 

模仿：要求兒童重覆/跟著做出治療師/

教師的語言示範 

例子－ 師：我正在玩黏土。你也是。你

說：「我正在玩黏土」 

示範：大人示範語言目標；再誘發兒童

說出含有語言目標的話語。 

例子：師：這裡有一條漂亮的裙子。這

裡有一條長長的褲子。你看那裡有什

麼？兒童：那裡有一條漂亮的（或長長

的）項鍊。 

集中刺激輸入：提供很多目標語言使用

的例子’砲轟’兒童，再提問讓兒童使用該

目標語言 

例子：師：你看這裡有一部大卡車和汽

車耶。小熊把大卡車推到桌子下面。小

狗把汽車推到桌子下面。你看小猴子在

推什麼啊？兒童：小猴子把機車推到桌

子下面。 

交談中重說兒童的話語：兒童說出錯誤

的話語之後，大人將其所說出來的話語

重新正確說一遍。 

例子：兒童：他被跌倒了。師：對啊！

他被石頭絆到尌跌倒了。 

 

擴展：當兒童說出某些話語之後，治療

師/教師根據其所說的話語內容、詞序再

整合，以更精熟、完整的語句形式重述

其話。而當兒童複述教師所說的完整話

語時， 教師可順勢再將該話題延伸，說

出上下文語意相關的句子，讓學童有更

多的機會接收相關的語言訊息。 

 

例如：兒童說：「三個人在拔河，繩子，

用手，拔繩子，可是掉下來了。」師：「對，

他們三個人在拔河，他們好用力、好用

力的要把繩子拉過來。可是繩子卻掉下

來了」。 

鷹架：大人提供語言線索讓兒童可以順

著提示說出話語。 

例子：使用口語鷹架，包括： 

（1）強迫選擇的問句型式：如，你要畫

畫還是要拼拼圖？ 

（2）強迫表示意見的話語：如，我們要

畫畫，看錄影帶，還是打球？ 

 

 

 

四、語言療育或教學的技巧 (II) 

   

    

 

(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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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talk) 

 

(joint 

attention)

 

 

 

 

(parallel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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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ve 

talk) 

 

 

 

 
modeling  

(social learning 

theory)

   

 

 

 

  

 (

)

  

 

expan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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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expatiation) 

 

 

 

 

五、增進兒童口語表達的教學技巧 

Owens（1999）整理一些可誘發、鼓勵兒童表達的技巧，讓自發性的溝通

可以在自然互動的情境中產生。茲將這些誘發技巧與舉例概述如下： 

（a）故意說錯話：當兒童看著果凍罐子時，卻故意拿辣椒給他，並說：「喔！你

想要吃辣椒，對不對？」。又如：某一天兒童穿著印有皮卡邱

圖案的短褲，故意對他說：「好漂亮的褲子，上面有天線寶寶

耶！」 

（b）傳話：當教室中有好幾個小朋友在一起遊戲時，故意當著 A 的面前問 B：

「B，你有沒有看到 A 的書包？」，B 聽了之後會去問 A：「你的書包

在哪裡？」 

（c）我是長舌婦：家長/教師拿一樣有趣或新奇的物品放在兒童面前，說：「哇！

這很酷！」兒童可能回應：「那是什麼？」，家長/教師可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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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ㄈㄧㄚㄅㄧㄚㄎㄨㄠㄊㄚ」。如此則可能激發兒童繼續溝

通的興趣。 

（d）猜猜看我做了什麼：家長/教師可故意拿一張照片或一樣東西，當著兒童面

前說：「猜猜看我要做什麼？」，或是「猜猜看我昨天在公園做什麼？」 

（e）看看我有什麼：家長/教師可拿一個紙袋，並告訴兒童：「我要讓你看看袋

子裡面有什麼東西，這個東西很好玩喔！」（等兒童回應） 

（f）模模糊糊我說話：當兒童表達己意、要求物品或活動時，可以故意含含糊

糊地回應，例如：故意壓低聲音說話、故意說不清楚。 

（g）去問別人：當兒童向家長/教師要求物品時，可以故意表現出不清楚的樣子，

激發其去詢問別人。例如：兒童說：「要剪刀」。家長/教師可故意說：「我

不知道剪刀在哪裡耶，你去請阿姨（李老師）拿給你。」 

（h）要求第三人協助：家長/教師可以在自然溝通的情境中，伺機告訴兒童去請

別人來幫助他做某件事情。例如：告訴兒童：「你去請王老師來幫我搬箱

子。」 

（i）我是呆呆牛：家長/教師可故意違反例行活動程序，以誘發兒童主動溝通。

例如：拿一個空的布丁盒給兒童，並說：「這是很好吃的布丁，給你吃。」

兒童可能說：「空空的」，或是困惑地看著家長/教師，家長/教師尌立即說：

「喔！你喜歡不一樣的布丁，要什麼口味的布丁？」 

（j）示範表達自己的意圖：家長/教師可在例行活動中，示範正確的溝通形式。

例如：吃早餐時，桌上有包子、燒餅、麵包、飯團，家長可說：「我們有

包子、燒餅、麵包、飯團，我想吃飯團，你想要吃....」 

（k）搞混了：基本上此項策略的應用是故意裝瘋賣傻、搞破壞，在溝通情境中

故意做出張冠李戴的事情，例如：將妹妹的裙子拿給哥哥穿，再加上表情

或言語，讓兒童覺得是自然發生的誤解或錯誤。 

 

六、目標語言結構的呈現 

(1) 目標語言的重複出現 

     語言的接收與應用頻率愈高，愈能使其儲存的更牢固，提取更自動化。因

此，進行語言教學時可設計活動讓目標語言結構或溝通情境重複出現，以凸顯其

特徵，促進學習。例如：在美國治療師常用一個外星人進行“Simon Says”的教

學活動，由該外星人說出目標語言，如：西蒙說：「我們要先洗手，才能吃橘子。」

或「我們要先刷牙，才能睡覺。」語言的輸入配合圖片或動作，不斷的將目標語

言結構呈現，可促進兒童的語言學習。另外，有時候亦可讓學童扮演發號施令者，

說出含有目標語言的指令，再由教師跟著指示做出動作。事實上，台灣很多兒童、

青少年也常玩「老師說」的遊戲，即是類似的設計。 

(2)降低語句的複雜度 

    語言教學的重點常常是某目標語言結構的習得，因此為能讓語言障礙學童將

注意焦點放在該介入目標上面，在治療時乃必頇控制其他會同時出現的相關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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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而為凸顯目標語言結構的應用方式或規則，教師在解釋、說明時，應儘量使

用簡短、簡單的句子，控制語法複雜性。例如：使用「我們昨天一起讀的小豬蓋

房子的故事裡有一隻很兇殘又很狡猾的大野狼」這樣對入式的複雜句子，可能會

讓語言障礙學童較難一下子尌理解。 

(3)口語呈現方式的變化 

    由於語言障礙學童在口語訊息接收的認知處理歷程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問題 (Ellis-Weismer, 1992)，因此研究者 (Ellis-Weismer, 1992; Lahey, 1988)乃建議

進行語言教學時除了應儘量使用簡短、明確的句子說明或下達指令之外，也應放

慢說話的速度，以幫助語言障礙學童可以有較多時間處理稍縱即逝的語言訊息。

此外，為了讓學童覺察、注意目標語言結構的特徵，呈現時可特別將其說大聲一

點、或停頓一下。 

(4) 視覺線索的輔助 

    如上所述，語言學習需將口語訊息與情境線索連配組織，因此善用手勢動

作、具體事物、圖畫、文字描述，更能幫助語言障礙學童習得目標語言結構。 

例如：教導音韻障礙兒童去除後置音韻歷程時，可以加上手勢動作提醒其舌頭要

往前擺位移動。再如：教學時提到這裡、那裡、給我、不見了等，除了聽覺刺激

的呈現，再配合手勢動作，必能讓學童更易理解。又例如：教導「固然…….但」

的句型結構時，如果配以舉例圖片及文字描述則可讓學童有更多訊息的輸入，提

昇學習效果。 

七、增加溝通機會的溝通情境的安排方式 

  Ostrosky 與 Kaiser (1991)建議 

（1）有趣的物品、教材或活動都隨手可及 

兒童的溝通能力是在社會互動情境中發展出來的，而能激發其溝通意圖的誘

發事物，常常都是生活中與食衣住行娛樂相關的物品或活動，因此家長/教師

在家中可將一些兒童喜好的食物、飲料、玩具、故事書、錄音帶、錄影帶、

拼圖、積木、小小三輪車、家家酒玩具等放在矮櫃、地板上、桌上，讓兒童

可隨手拿起，而家長/教師則可伺機尌其感興趣的物品或活動提供機會，與其

進行溝通互動，幫助重度障礙兒童發展出適當的溝通技能。 

（2）將兒童喜歡的物品放在無法取得之處 

家長/教師可詳細觀察兒童喜歡的物品（如：食物、飲料、會發聲的玩具、一

按尌會唱歌的玩具等），放在他們看得到但卻摸不到的地方（如：較高的櫃子

上、透明的玻璃罐中、透明的置物盒中但卻很難打開），激發其興趣與極想獲

得之欲望，使其不得不要求家長/教師/同儕協助。經由上述之安排，家長/教

師可創造機會讓兒童必頇要求物品或做活動。而要求行為本是幼兒溝通能力

發展的基礎，也是為滿足本身需求，必頇與他人互動的行為。 

（3）故意讓兒童無法參與活動 

與上述一樣，家長/教師可詳細觀察兒童喜歡參與或做的活動（如：騎腳踏車、

玩拼圖、電腦遊戲/電動玩具），並伺機創造一種情境，讓其無法做他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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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例如：他喜歡到院子裡騎腳踏車，故意把門關起來，讓其無法如願。

又如：他喜歡玩電腦光碟遊戲，故意將電源插座拔起來。 

（4）提供難以操作、 組合的玩具或教材 

   有些玩具的設計是需要轉動、組合或是打開蓋子方能運作，因此家長/教師可

故意將這些玩具拆開、將電池拿下、或是將蓋子轉緊，讓兒童必頇尋求他人

的協助，方能玩該玩具。 

（5）提供與情境無關的物品 

兒童從日常生活中已建立很多事件的腳本或例行程序（例如：刷牙、洗頭、

吃點心的腳本），因此故意破壞其規則，顛倒事件或活動進行的程序，或是故

意裝瘋賣傻，應該能引起兒童抗議、表達己見，溝通自然會在家長/教師故意

創造的荒謬情境中產生。例如：放學時，故意拿別的同學的書包給兒童。要

出門時，故意幫他穿上哥哥或妹妹的鞋子。刷牙時，故意拿肥皂而不是牙膏

給兒童。掃地時，故意將網球拍拿給兒童。將兒童的美勞作品故意上下顛倒

的貼在佈告欄上。 

（6）只提供小量的物品 

   此項策略的運用，一樣是為了激發兒童要求或抗議的溝通行為。實施時，家

長/教師可故意提供少量的物品，以誘發出兒童的溝通行為。例如：吃點心

或午餐時，可故意只給兒童小部份的飲料、餅乾、水果、炒飯等，讓兒童不

得不向大人要求，以獲得更多的食物。 

（7）故意忘記提供學童必要的物品 

   無論是在家中或學校，有很多活動都必頇使用到一些必要的物品，因此家長/

教師可故意裝傻，不提供必要的物品，以激發兒童溝通的意圖。例如：畫畫

時，只給圖畫紙但故意忘掉給彩色筆。吃布丁時，只給布丁但不給湯匙。 

（8）故意忘記將學童納入活動中 

  很多遊戲或競賽活動，都需要以團體方式進行，因此家長/教師可故意不將兒

童含括在活動之中。例如：教師與幾個小朋友玩老鷹捉小雞時，故意讓兒童站

在角落上，不讓他參與。又例如：老師安排每個小朋友排隊騎腳踏車，故意將

兒童排除在隊伍之外，讓他只能眼巴巴看著其他同學輪流騎腳踏車。 

（9）故意安排學童不喜歡的事情或活動 

   一般而言，家長/教師對兒童的喜好或厭惡之事、物，應有一定程度之認識，

因此可伺機故意提供其不喜歡的事、物，創造讓其表達不滿或拒絕之溝通機

會。例如：某個兒童不喜歡吃酸梅，當他指著餅乾盒子，表達想吃的欲望時，

家長/教師可故意拿酸梅給他。 

（10） 呈現新奇的物品 

    家長/教師可蒐集兒童不曾接觸的物品，故意剪貼一些奇怪的圖案，或是將

積木拼成新奇古怪的樣子，再伺機引起兒童的注意，激發其表達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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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分析 

將較大的目標被細分成多個小步驟。 

                   

工作步驟 

 非語言 語言 

     簡單 動作扶持，協助兒童做出

某樣手勢/動作。 

立即模仿教師所說的話

語。 

  教師做出某樣手勢/動

作，學童模仿手勢/動作。 

延遲模仿（教師提供口語

示範，但又說了一些話

語，然後要求兒童模仿） 

  教師未提供直接示範，佑

發兒童做出某樣手勢/動

作。 

部分模仿（教師只說出目

標語的一小部份，然後要

求兒童說出整個目標語） 

  兒童在教師未提供任何

的示範、要求，可以自發

性地做出某樣手勢/動

作。 

使用物品線索誘發兒童

說出目標語 

   使用圖卡線索誘發兒童

說出目標語 

   使用書寫文字線索誘發

兒童說出目標語 

   使用問句誘發兒童說出

目標語 

   兒童可以自發性地說出

目標語 

 

 (四) 腳本治療法 (scripts therapy) 

   1. 基本理念 

   （1）在兒童所熟悉的例行活動腳本的情境中教導目標溝通行為 

   （2）腳本：如做晚餐、做三明治、慶生會、麥當勞點餐、吃 pizza 

   （3）使用熟悉的事件情境可降低兒童的認知負荷，將認知資源放在目標語言 

        上面。 

2.  腳本是個體對不同事件(events)所儲存、表徵的一種方式。他表徵某個空

間/時間情境中一串串有前後順序的行動，而這些行動或行為都是繞著一個目

標組織在一起的。因此，動作者(actors)、動作或行為(action)以及支撐的細節

(props)都是在該特定情境中完成那個目的所需的組成要素。 

 

3.   腳本架構舉例 

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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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本名稱：到加油站加油 

 

幕次 /動作變項 角色    佈景 語言 

第一幕 

車子開到加油站 

 

 

 

 

司機 

加油站幫忙加油

的小弟 

加油站 先生，我可以停在

這裡嗎？  

第二幕 

開始加油 

 

司機 

加油站幫忙加油

的小弟 

加油站 98，幫我加滿 

第三幕 

付帳 

 

司機 

加油站幫忙加油

的小弟 

加油站 先生，我要刷卡 

第四幕 

洗車 

 

司機 

加油站幫忙洗車

的小弟 

加油站的電動洗

車 

開始洗車了 

 

(七)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 全語言理念在語文教學的應用 

 (1) 書本的選擇（book  selection）： 

選擇「情節內容易於預測的書籍」（predictable  book），意即書本或故事具

有固定的情節架構，邏輯性的順序，熟悉的情節，明確的因果關係，輔助性

的圖片等。這類的書能讓學生較快速的掌握書本的語文、內容、及故事情節

衍生。 

(2) 前討論活動（pre-discussion）： 

在閱讀故事之前，先介紹與這本書相關的作者、主題、插畫等，讓兒童能先

對這本書有先備的知識及相關的預測。 

(3) 大聲朗讀（read  aloud）： 

教師與請學生一起大聲唸讀故事書。唸讀多次之後會對於故事的結構及故事

內容越熟悉，學生尌越能建構一完整的意義表徵，成為學習的產物。 

(4) 故事書討論（book  discussion）： 

唸讀過故事書後，教師開始進行閱讀後的討論，學生可以回想閱讀前的預

測，並回答老師根據書本的內容所提出的問題（以故事結構為基礎，包括：

人、事、時、地、物）： 

＊ 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 發生了什麼事？ 

＊ 故事中遇到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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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如何解決的？       

(5) 故事的創意表達： 

了解故事內容之後，教師與學生可以用創新的方式將故事內容表達出來。例

如：以玩具和道具演出故事。學生自己可以設計、製作適合的道具。另外，

也可以設計成讓學生以口語演出與原故事稍微不同的版本，也尌是讓兒童以

自己的話語將故事演出來，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故事情節。但是，教師應注意

的是學生語言表達的意義內容，而不是其表達的型式、規則。 

(6) 其他變化的溝通系統方式（alternate  communication  systems）： 

學生與教師自創故事、歌曲、遊戲、圖片、拼貼畫、木偶戲，透過藝術、音

樂、及舞蹈來對於故事有不同角度的了解及賦予新的意義，讓學生能以不同

的形式表達及統整其想法。 

 

(7)寫作不同序列情節的故事（authorship  sequence）： 

學生能根據閱讀的故事內容，另外自創、寫作自己的故事書；他們可以修改

故事的順序。教師與學生可以相互討論學生的寫作內容，直至學生對寫作內

容感到滿意之後，再做美工設計、插圖、編輯文字等，以期能成為兒童感到

自傲的故事書。 

                               改編自 Gillam, McFadden & Kleeck (1995) 

 

参、快快樂樂學習語言 

一、提升兒童語意能力的療育或教學 

(一)基本概念 

語意介入主要是在建立與發展詞彙意義、詞彙的廣度/深度，提高或改善詞

彙的提取與儲存/詞彙庫、語意網路的建立等認知運作、象徵性語言的理解與應

用。 

(二) 詞彙教學 

1. 唸名：符號與意義連結 

2. 詞彙符合功能性/溝通目的為優先考量 

3. 情境建構意義學習詞彙 

4. 書面語/閱讀輔助詞彙學習 

5. 詞彙比較、分類：增加詞彙知識可以增強儲存強度，進而幫助兒童深入整合

以該詞彙為中心的網路連結。 

6. 語意特徵分析（semantic feature analysis）：語意特徵分析是以列表的方式，

幫助學生發展與新字彙有關之概念結構、特徵。 

7. 語意網路：詞彙語意網路的建立，是將新學得的詞彙與舊有已學得的詞彙概

念，比較其相似與相異性的一種認知處理歷程。 

8. 語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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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意整合乃指將幾個語句中的概念/訊息統整在一起的能力 （Paul, 2001）。

無論是在口語的聽取或書面語言的閱讀，兒童都需要將一段話語整合理解其意。

然而，對語言障礙兒童而言，他們可能尌會面臨有聽沒有懂，有讀不知其意的困

境，即便是他們都能唸讀、理解聽/讀到的語句中的詞彙。因此提供語意整合的

教學也是有其必要性。茲將相關教學活動介紹如下： 

（1） 連環圖卡猜猜看 

（2） 預測與解釋 

（3） 上下文走迷津 

（4） 語句配對 

（5） 結局對對看 

（6）故事接龍 

 

9. 象徵性/比喻性語言 

  (1) 明喻的理解及應用 

  (2) 隱喻的理解及應用 

  (3) 猜謎語 

  (4) 成語、諺語、慣用語之解釋 

  (5) 成語挑錯 

  (6) 語言非字面意義的強調之理解與應用 

  (7) 口語類推（verbal analogy） 

  

10 詞彙教學活動列舉 

 

教學活動 舉例 練習 

詞彙比較 說出飯店/飯廳的相似與相

異處 

 

詞彙/概念分類：   

( 1 ) 說出物品的類別 葡萄汁是飲料  

( 2 ) 說出不同類別下的物

品名稱 

飲料—咖啡、果汁、可樂  

( 3 ) 說出相同詞素的詞彙 電話、電腦、電視、電鍋/

西瓜、南瓜、冬瓜、絲瓜 

 

( 4 ) 說出卡通影片中的人

物 

皮卡丘、櫻桃小丸子、櫻

木花道 

 

( 5 ) 說出各種詞彙可能的

分類方式 

蘋果、楊桃、西瓜、蓮霧、

辣椒、苦瓜、南瓜、白菜、

蕃茄、哈密瓜、蘆筍、蘿

蔔、葡萄、蕃薯、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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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藥、芋頭 

( 6 ) 知覺層面相似性的分

類 

葡萄、草莓、荔枝、龍眼、

蕃茄、蘋果、南瓜、青椒、

玉米、橘子 

 

( 7 ) 空間/地點關係的分類 日本、英國、美國、台灣、

韓國、墨西哥、德國、瑞

典 

 

( 8 ) 說出詞首為相同語音

的詞彙 

他們、台灣、太太、桃子、

頭髮、貪心、糖果、天空、

兔子、土地、圖畫 

 

( 9 ) 詞彙押韻的分類 果凍、煽動、煙囪、恐龍、

水桶、鞠躬、時鐘 

 

唸名/描述活動： 這是腳踏車，腳踏車是一

種交通工具，它有兩個輪

子。我們騎腳踏車時要踩

踏板。騎腳踏車也是運動

的一種，可以健身增強體

力。 

 

詞彙連結： 紅色、白色、    、      

句子分析整合： 「上禮拜六、日，我們去

森林裡露營」「我們去車站

搭火車上台北拜訪阿姨」 

 

開放式句子填空： 「我們用牙膏     。」、

「郵差幫我們     。」、

「醫生幫我們     。」、

「浴室裡有浴缸，廚房裡

有     。」、「醫院裡有醫

生，教室裡有      。」 

 

列出特徵或功能： 印表機、字典  

知覺訓練： 學習「蛋塔」這個詞彙時，

請兒童回想其形狀、顏

色、味道，同時不斷默唸

「蛋塔」。 

 

幫助兒童建立詞彙與屬

性、類別、功能的連結： 

（1）看（聽、聞、嚐、摸）

起來像什麼？(2)屬於什麼

類別，(3)常與什麼連結在

一起。 

 

詞彙記憶策略或關鍵詞策 將一些在音韻/視覺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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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已習得之詞彙連結在一

起。 

昏迷/昏暗、著涼/著急/著

慌。「他在昏暗中昏迷。」

「弟弟著涼了，媽媽很著

急。」「她家失火了卻沒人

幫忙救火，讓她很失望。」

「妹妹以為魔術師尌是有

魔法的人。」 

語意特徵分析：   

 

11 語意特徵分析表 

 弦 吹 敲 打 撥 響 用 手 壓 

豎  琴 ＋ － － ＋ － 

小提琴 ＋ － － ＋ ＋ 

鋼  琴 ＋ ＋ － － ＋ 

豎  笛 － ＋ － － ＋ 

大  鼓 － － ＋ － － 

長  笛 － ＋ － － ＋ 

鈴  鼓 － － ＋ － － 

 

12. 語意網路的建立 

 

 

 

 

 

 

 

 

 

 

 

 

 

圖 5-1  冰淇淋的語意網路圖 

二、提升兒童語法能力的療育或教學 

食物 

巧克力 

冰淇淋 

淺黃色 

粉紅色 

冰冷 

軟軟的 

很好吃 

香草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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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論點 

      提昇兒童語法能力的教學目標是依據正常兒童發展的順序。包 

括：（1）發展雙詞結合能力，（2）增加句子長度，（3）增加句子的複雜度（如：

增加形容詞、修飾語等），（4）增加不同句型的使用率（如：A 不 A 問句、否定

疑問句等），（5）增加對句子詞序安排的理解（如：理解「葡萄吃完了」、「吃完

葡萄了」語意是一樣的）。 

 

（二）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 舉例 練習 

換句話說 如果我沒有去體育場打籃

球，也尌不會把腿給摔傷

了。→假如我不去體育場

打籃球，我的腿也尌會受

傷了。 

 

造句 我已經買了運動鞋，可是

穿起來卻不是很合腳。 

 

句子仿說 爸爸最喜歡在清晨時到公

園去做氣功。 

（清晨爸爸時候氣功公園

最喜歡。） 

 

語詞接龍 昨天（晚上）老師在公園

裡捐血給蚊子。 

 

語法判斷 1. 看到妹妹芭比娃娃我

百貨公司。 

2. 葡萄我洗了，可是梨子

還沒她切好。vs 我把

葡萄洗好了，但是她還

沒切好梨子。 

 

 

語句表演 「小狗追小貓」、「猴子被

大象推倒了」。「有一隻小

貓在地毯上睡覺。它睡得

好熟好熟，還發出呼呼的

聲音。這時候，有一隻兔

子跳啊！跳啊！就跳到小

貓旁邊。一不小心，就採

到小貓的尾巴。小貓被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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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吵醒，就對著兔子大吼

一聲，往前抓過去。兔子

的尾巴就被小貓抓起來。」 

 

語句結合 這個女孩很漂亮。 

這個女孩穿著黃色的鞋

子。 

這個女孩正在吃冰淇淋。 

穿著黃色鞋子的漂亮女孩

正在吃冰淇淋。 

 

語句加長/增肥 「我有一件外套。」→「我

有一件黑色的外套」→「我

有一件長長的黑色的外

套」→「我有一件在美國

買的長長的黑色的外套」 

 

語詞重組 1. 我們去動物園玩，看到

了無尾熊和企鵝。 

2. 媽媽帶弟弟去百貨公

司買玩具。 

3. 老師送我們每個人一

本書，大家都好高興，

很喜歡這個禮物。 

→大家都喜歡去動物園。

我們買了無尾熊和企鵝玩

具。老師帶我們去動物園

玩，大家都好高興。媽媽

送弟弟一個禮物。 

 

語法故事大轟炸 我最喜歡一邊寫作業，一

邊聽音樂。妹妹喜歡一邊

看電視，一邊吃零食。但

是姊姊卻不喜歡一邊做功

課，還一邊聽音樂。 

 

我看到 我看到一個白色的時鐘，

還有一瓶果汁。 

 

我是大編輯 妹妹鞋子玩水黑色濕掉跑

去尌。 

 

火車衝衝衝→小狗跑跑跑 「小貓→小貓喵喵叫」、

「兔子→兔子跳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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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理解教學活動 「有一隻黑色的小狗

正在追著紅色的卡車跑。 

請問：什麼東西是黑色

的？小狗追著什麼樣的車

子跑？」、「姊姊邊看電視

邊做數學作業。請問：姊

姊一共做了幾件事情？姊

姊在準備什麼作業？」、

「頭上戴著藍色帽子的老

公公，走到高高的超級市

場門口和穿著黃色外套的

小姐在說話。請問：誰走

到超級市場門口？什麼是

高高的？誰穿黃色外

套？」 

 

 

詞類位置大變化 「妳、我、他們、妹妹、

媽媽、叔叔、老師」（主

詞）、「蕃茄、襪子、牙齒、

窗戶、牛肉麵、鉛筆」（名

詞）、「打破、吃、洗、穿、

拉、買、看」（動詞）、「白

白的、辣辣的、髒髒的、

短短的」（形容詞）、「快樂

地、傷心地、快速地、辛

苦地」（副詞）。 

 

我是說故事高手 「風箏、公園、哥哥、天

空、大廟、強風、屋頂」

等詞彙，可編出「哥哥到

公園去放風箏，風太大

了，風箏尌被強風吹走，

最後卡在一間大廟的屋頂

上。」 

 

你說，我說 第一個兒童說「王老師」、

第二個同學可能就說「王

老師喜歡」、第三個同學可

能就說「王老師喜歡唱

歌」、第四個同學可能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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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師喜歡大聲地唱

歌」。 

 

 

 

三、語用缺陷及提升語用能力之教學設計：個案介紹 

                                  

一、學生資料（HH） 

1. 性別：男生。       2. 年級：小六 

3. 特定型語言障礙鑒定：(1) 符合典型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定義性特徵：無感

官、智能、情緒損傷；(2) 魏氏智力測驗中作業量表分數在正常範圍內(平均數以

上)，語文量表低於負 2 個標準差。(3)接收性與表達性語言能力：低於平均數 2

個標準差以上。 

4. 學科學習：在需要依賴語言(如：閱讀理解、寫作、抽象推理)的科目方面有較

大困難。 

 

二、溝通/語言問題：聚焦於人際互動與語用(交談)問題 

1. 人際與社會互動關係：(1)與同儕互動過程中，較難做出正確的社會推論。(2)

無法預期或適當回應同儕的情緒反應如：無法知曉同儕對他所說的話是感興趣或

已被激怒。(3)在與人交談時無法隨交談物件的反應，調整自己的談話方式、話

題等。(4)無法與同儕建立親密的友伴關係，如：一起打球、出去玩、一起開玩

笑（hang out with budy）。(4)根據教師的觀察，在校常常是孤獨一人，彷佛是班

上的客人。(5)面對班上同學的嘲弄或霸淩，他常無法分辨哪些是挑釁行為或是

一般性的互動。(6)雖有動機與同儕建立友伴關係，但缺乏人際互動技巧。 

6. 交談技能：(1)常常逃避交談的情境，面對需與他人交談的要求時，會顯得極

為退縮。(2)交談時輪到自己說時，尌一直說、一直說，彷佛很緊張。也因此，

對於他感興趣或知曉的話題會開啟與維持話題，但會急於將與話題有關的細節反

復說明。(3)當別人開啟某一話題時，他常常無法接續。(4)在交談時，無法解讀

社會線索並預期溝通對象的反應。(5)交談時，常出現無反應狀況。 

 

三、教學/治療目標 

1. 聽說讀寫語言部份：以課程本位為主，分析/瞭解課程內容的辭彙、象徵性語

言、語句、語言推理、口語敍事、故事結構、閱讀理解等。 

2. 交談部分 

(1) 提升 HH 與父母及家人的交談互動。 

◎ 治療重點為幫助 HH 的父母調整其與 HH 的互動方式，以幫助 HH 成

為較佳的交談對象，例如：放慢說話速度、善用溝通情境線索、簡化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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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結構、使用重複說策略。 

(2) 提升 HH 在交談時對別人的回應能力。 

◎ 以序列化方式說明已發生的事情、將話題與過去的經驗連結、與他

人交談時，與溝通物件建立共通的指涉、將別人開啟的話題維持下

去。 

(3) 讓 HH 瞭解交談是一相互付出的過程，必頇顧及溝通物件的需求。(即幫

助 HH 學習去注意交談對象所發出的社會及情緒線索) 

◎ 使用由卡通影片、電影、或短劇中所摘取的片段作為教材，並以角

色扮演活動進行教學。(A)選擇 HH 已看過的卡通影片、電影。(B)

請 HH 分析影片中主角的談話，角色扮演其中的場景，以提升其對

社會、情緒、情境線索的覺察能力。(C)請 HH 說出交談物件間訊息

交換的本質。(D)幫助 HH 瞭解影片中主角的個人觀點，並說出主角

們的想法與感覺。(E)請 HH 解讀交談夥伴們對彼此所說的話語的反

應。(F)請 HH 說明由主角們的交談中，可以知道哪些是語言透漏出

來的訊息，哪些是非語言訊息，哪些事情境提供的訊息。 

 

(4) 幫助 HH 發展具體的交談策略，讓別人樂於與其進行交談。 

◎ 策略：當別人引出一個話題後---------- 

    ＊ 提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分享相關經驗 → 提出問題  → 靜聽交談  

       物件的回應 → 針對交談物件的回應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分享相 

       關經驗 →靜聽交談物件的響應………….（迴圈） 

    ＊ 隨著語用能力的提升，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時，可以增加訊息內容。 

◎ 使用交談遊戲練習上述策略：(1)在盒子中放進幾則印製好的情境故

事、或新聞（不同主題）。(2)請 HH 抽出一篇新聞，讀完之後，想一下，

再說出兩件與該新聞或主題有關的事物。(3)問教師ㄧ個與該主題有關的

問題。(4)教師靜聽，再回應。 

上述活動可以改由教師抽題 →念讀→說出兩件與主題有關的事物→提

問→學生靜聽再回答。 

◎ 自發性自然產生的交談：如談論某個科目的上課情形、電腦遊戲、

露營、大賣場購物、麥當勞、大富翁遊戲、昨天晚上的新聞….任何

主題，可以是 HH 或教師開啟的話題。交談完後，教師會與 HH 一

起討論他們剛進行的交談，讓 HH 知道他是否獨佔談話空間，是否

說太多細節，沒有請教師發表看法，沒有回應教師的問話，或是沒

有注意教師的非語言線索（如打哈欠、看表、看別的地方等）。 

◎ 在交談練習時含括其他溝通物件：如其它教師、同儕。 

(5) 幫助 HH 瞭解與區辨別人的挑釁行為 

◎ 使用影帶或情境模擬、演出某個學生在校被嘲弄的情境（如：某個

學生孤零零站在角落，4 個同儕在嘲弄他）。誘導 HH 描述不同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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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動機。 

 

3. 類化至班級內 

   ◎ 合作學習： 

      (A) 將學生分派成幾個小組，彼此互相幫助，習得課程內容。 

      (B) 強調合作學習，學生共同完成作業與活動目標 

      (C) 有很多的語言使用、溝通機會。 

      © 優點：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認知成長、學業成尌與自尊 

         缺點：學習能力較差者容易被忽略掉 

      (D) 需要安排願意伸出雙手的小組成員，讓 HH 有機會將教師所教導的交 

          談技巧應用在學習情境中。 

 

 

＊＊＊  ＊＊＊＊＊  ＊＊＊＊＊   ＊＊＊ 

講義二   

               說話/語言的評量與分析及其在教學上的應用 

                                 錡寶香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一、前言 

1. 說話-語言障礙兒童的出現率在特殊需求兒童中都是佔居第二多的群體。 

2. 在公立學校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說話/語言障礙學生或兒童人數一直都維持

在 100 萬以上，威斯康辛州每年約有 50000 個說話/語言障礙學生被鑑定出來。 

3. 溝通障礙類別來看，在美國每 10 個人當中尌有 1 個是受溝通問題所苦惱（包

括說話、語言及聽覺障礙）。 

4. 說話-語言發展問題也常常是很多特殊需求兒童除了主障礙之外，所顯現出來

的附隨障礙。 

 

二、說話語言障礙對學業學習 社會-情緒 及職業發展的影響 

 

學業學習的影響 社會-情緒的影響 職業發展的影響 

 

1. 學業表現低於年級平

均表現 

2. 無法完成語言相關/為

1. 同學取笑其溝通問題 

2. 對自己的溝通問題感

到羞愧或挫折 

1. 無法理解或遵循口語

指示 

2. 對同事或上司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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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教學活動或作業

但可完成非語言相關/

為主的教學活動或作

業 

3. 無法理解口語指示 

 

3. 難於了解與解釋別人

的溝通意圖 

表現出不當的回應 

3. 無法正確回答問題或

問問題 或是不符合情

境要求 

 

 

 

三、語言障礙或語言學習問題 

1. 定義 

(1) 不正常的口語或書面語言的習得、理解或表達。語言障礙可能涉及（1）語

言的形式（音韻、構詞、語法系統），（2）語言的內容（語意系統），（3）語言在

溝通中的功能（語用系統）」（ASHA, 1993）。 

(2)教育部（民 88）所修訂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標準」

第六條，將語言障礙的定義修正為：「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力與同年齡者相較，

有顯著的偏差或遲緩現象，而造成溝通困難者」。 

 

2. 分類 

（1）以障礙名稱分類（錡寶香，民 2006） 

（A）特定型語言障礙：（1）在語言測驗上的得分需低於-1.25 個標準差，（2）在

非語文智力或操作量表的得分需在 85 分或以上，（3）需通過對話層次的

聽力檢查，且近期內無漿液性中耳炎，（4）未出現癲癇、腦性麻痺、腦傷

等神經損傷，（5）口腔構造正常，（6）口腔動作功能正常，（7）未出現社

會互動問題或是活動有限之現象。 

 

（B）語言學習障礙（language learning disabilities 或 language related learning 

disabilities）：識字（word recognition）與口語語言理解（listening 

comprehension）出現問題者，歸類為語言學習障礙。語言學習障礙者的

困難是橫跨口語及書面語言。 

 

（2）依據語言要素分類 

（A）語法障礙： 

（a）語句形成的問題 

（b）詞彙結合順序的問題 

（c）子句結合順序的問題 

（d）電報語 

（e）贅加詞彙語句 

（f）遺漏詞彙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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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語意障礙 

（a）詞彙有限：詞彙廣度與深度發展的問題 

（b）過度類化 

（c）語意錯誤 

（d）自創新詞 

（e）多義詞的理解 

（f）象徵性語言的理解 

（g）詞彙提取 

（h）語意組織連接 

 

（C）語言使用障礙-語用障礙 

     （a）交談問題：溝通意圖、語用前設、主動溝通或話題的開啟、話題的維 

          持或改變、結束話題、離題的反應、話題的相關性、聽者說者角色的 

          輪換、說話內容的修正或補充、非口語溝通線索的理解 

 

     （b）敘事困難（narrative） 

(1) 無法說出較完整的故事或事件描述 

(2) 說出來的內容顛三倒四缺乏組織 

(3) 敘事內容不會顧及前因後果、前後順序的邏輯關係，想到

什麼就說什麼 

(4) 缺乏前後一致性 

(5) 用詞或說出/造出的句子簡短又缺乏變化 

 

 

 

表一   不同階段語言障礙的致因與特徵 

 

不同階段語言障礙   致因   特徵 

學前階段的語言發展 

遲緩或障礙 

1. 成因不明確，如：特定 

  型語言障礙 

2. 可能是因主要障礙造成 

   如：唐氏症、腦性麻 

   痺、聽障 

 

1.詞彙發展遲緩 

2. 較晚出現兩個詞彙 

   的結合 

3. 較晚出現完整的句子 

4. 在語意、語法、語用方 

   面有障礙 

特教組長
螢光標示

特教組長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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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階段的語言發展 

遲緩或障礙 

1. 成因不明確，但可能與 

   學習障礙有關 

2. 學前階段可能有語言發 

   展遲緩現象 

 

1.在篇章層次的語言理解 

  及應用上有困難，如：  

  無法完整地說故事、適 

  切地解釋說明與描述。 

2. 後設語言能力的缺陷， 

   如：音韻覺識困難、 

   較難理解笑話、幽默、 

   與抽象語言 

3. 對學科中出現的抽象概 

  念較難理解，學科學習 

  出現困難 

4. 語言問題影響邏輯思 

  考、推論能力的發展。 

5.可能出現社會互動問題  

青少年階段的語言發展 

遲緩或障礙 

1. 成因不明確，但可能與 

   學習障礙有關 

2. 國小階段可能有語言發 

   展的問題 

 

 

1.與上述國小階段的語言 

  問題極為類似。 

2. 開始出現社會語言理解 

   與應用的困難，如： 

   同儕的俚語、青少年 

   次文化用語 

3. 對上課內容中大量使用 

   的抽象語言或是表徵 

   抽象概念的語言之理 

   解有問題 

4. 與代表權威的人士談話 

   出現問題，如：老闆、 

   上司、警察。  

 

四、說話/語言資料蒐集方式 

     1. 面談          2. 問卷             3. 標準化測驗 

     4. 觀察          5. 使用儀器 

 

五、口語語言能力的評量 

                   

一、語意的評量 

（一）前言：語意主要是指語言中的意義系統，也是語言要素中所指稱的內容

（content）。此外，語意也強調語言與知識之間的關係，語意知識可視為

認知知識的一部份。也因此，語意的評量主要即在評量個體的概念或世界



 29 

知識，或是其使用詞彙、成語、諺語等表徵概念的能力。 

（二）語意評量的主要目的：（1）對詞彙意義的了解，（2）詞彙定義的能力，（3）

對同義詞的應用、理解能力，（4）對反義詞的應用、理解能力，（5）說出詞彙所

表徵概念之間的相似或相異關係，（6）詞彙誤用的偵測與更正的能力，（7）理解

與應用象徵性語言的能力。 

（三）評量方式： 

1. 聽詞指圖：本項施測方式為請兒童在聽到某個詞彙之後，由幾張圖片中選出

代表該詞彙的選項。國內目前最常使用的為畢保德圖畫測驗（陸莉，民 77）。

另外，測詴表達性詞彙能力，則是請兒童說出圖片的名稱；但目前國內並未有

此種類型的標準化評量工具。 

2. 詞彙定義：本項測詴方式為請兒童針對某個詞彙，提供適當的描述與解釋。 

3. 同義詞、反義詞的舉例：本項測詴方式為請兒童針對測詴題目提供相近意

義或相反意義的詞彙或成語。 

4. 類別關係判定：本項測詴方式為請學童針對一組詞彙，說出其中的關係，

例如：「馬鈴薯、芋頭、地瓜、蘿蔔」（都是根莖類食物）。另外，為了解

兒童的詞彙語意概念，也可變化上述的題目設計，改成請兒童找出不該和

其他詞彙放在一起的詞彙，例如：「書本、雜誌、報紙、時鐘」。 

5. 詞彙誤用的偵測與更正：本項測詴除了可以評量語意能力之外，也可用來

了解兒童的語意覺識能力。教師可設計語意錯誤、矛盾的語句，或是使用

錯誤詞彙的語句，讓兒童聽取之後，找出其錯誤之處並提供正確話語。例

如：「大象、乳牛都是家禽。」 

6. 象徵性語言的理解：語意也含括象徵性語言的層面，因此象徵性語言能力

的評量也是必要的一部分。其評量方式為發展明喻、隱喻、成語、諺語等

測詴題目，測詴兒童是否理解。例如：「有兩個學生在說他們老師很像一

部活字典。是什麼意思？」 

7. 自發性語言樣本中語意項目的分析：錡寶香（民 90）也指出蒐集兒童的

自發性語言樣本也可用來分析其語意能力，包括：總詞彙數、相異詞彙數、

校正後相異詞彙數、成語/諺語數等。 

 

二、語法的評量 

（一） 前言：語法是語言的形式（form）之一，主要是指將詞彙組成

意義單位的規則。語法能力則為將詞彙組合形成有意義的片

語、句子的能力。 

（二） 評量方式 

1. 語法理解 

(1) 聽話指圖的配對：本項測詴為語法理解的評量方式，施測時由施測者說出

一句話，再請受詴兒童由 3 或 4 張圖卡裡選出與該句話語符合的圖卡內容。 

(2) 聽話表演（acting out）：本項測詴方式為請兒童聽了某句話語之後，再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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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項動作。例如：聽到「小熊親小豬」這句話時，兒童會拿起小熊的玩偶

親小豬。 

(3) 語法正確性的判斷：本項測詴可以了解兒童的語法理解及語法覺識能力，

其測詴方式為施測者說出語法結構錯誤或正確的語句，再請學童判斷該句

話聽起來是否怪異（或正確、錯誤），並加以更正。 

(4) 語句理解問題回答：本項測詴方式為施測者說出含有某個語法結構的語

句，再請兒童回答相關的問題。例如：「阿姨下個月將從台南搬到高雄。」，

「請問阿姨現在住在高雄嗎？」 

2. 語法表達 

(1) 句子仿說：本項測詴方式為聽話再照本模仿說出來；施測時兒童在聽完某

句話語之後，需要逐詞複述整個句子。本項測詴可以評量兒童語法能力的

假設為「兒童應該較能輕易地重述含括其已習得的語法結構的句子，而對

於那些含括其感到較大困難的語法結構的句子，則可能較無法輕易地仿

說。」另外，如果語句超過工作記憶負荷，兒童的認知系統也可能需要重

組句子，因此也會涉及語法的運作處理。 

(2) 語法完成：本項測詴方式為施測者先說出一句含有某個語法結構的語句做

為線索，再請兒童說出另一句。例如：「這是一朵花，那是        （一本

書）」。 

(3) 語句濃縮或句子結合：本項測詴方式為讓兒童在聽完幾句話語之後，將其

濃縮成為一個更精簡的語句。例如：「媽媽買了一件大衣。這是一件黑色的

大衣。這件大衣是 8000 元。→媽媽買了一件 8000 元的黑色大衣。」 

(4) 重組：本項測詴方式為請兒童根據所提供的詞彙，組合成為一個合乎語法

的句子。例如：「腳踏車」、「公共汽車」、「一輛」、「撞上」、「一部」可組成

「一輛公共汽車撞上一部腳踏車」。 

(5) 造句：本項測詴方式為兒童根據某個語法結構造出合乎語法的句子。例如：

「如果 → 如果我是總統，我一定會規定小學生放學回家不用做功課。」 

(6) 蒐集兒童自發性語言樣本：自發性語言樣本的蒐集方式包括：自然的交談

對話、看圖說故事、重述故事、自創故事、描述事件經驗、說明遊戲、競

賽的玩法、做完某項活動之後再詳述進行過程與細節等等。在蒐集完語言

樣本之後，可分析兒童口語表達內容的語法層面。錡寶香（民 90）曾列出

下列幾種語法的分析向度，包括：總句數、不同句型、平均句長（MLU-Mean 

Length of Utterance）、錯誤語句、連接詞/量詞/代名詞等錯誤使用等等。 

 

三、語用的評量 

（一）前言：語用所關注的焦點主要是溝通的功能（如：要求、拒絕）、溝通的

頻率、交談對話的技能、依不同溝通對象與溝通情境彈性調整溝通說話內容、方

式等層面。另外，語用的理論則特別強調溝通意圖、言語行為、語用前設、交談

組織、交談準則、自然的溝通情境等交互作用（Grice, 1975；Roth & Spe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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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二）語用評量目的：了解兒童使用語言與非語言在自然情境中與他人溝通的能

力。 

（三）語用能力評量較難以標準化測驗工具測詴之：由於溝通會在日常生活中不

同的社會互動情境產生，再加上談話表達的次數、開啟話題的次數、言談結構類

型等語用相關的向度，都會因溝通情境的不同而有差異，因此發展量化及標準化

的評量工具，建立可靠的常模也尌顯得較為困難。即使美國的語言障礙研究與實

務已發展至一定程度，但至今仍然只有非常少的標準化語用評量工具可供實務教

學者使用。其現有的評量工具是以說故事與話題討論的方式評量兒童的語用能

力。例如：在「Let’s talk」(Bray & Wiig, 1987)、「Test of Pragmatic Language」

(Phelps-Terasaki & Phelps-Gunn, 1992)兩個測驗中，測詴內容為不同的話題與社會

互動情境，用以誘發兒童的口語回應或解釋說明。兒童需要根據測詴內容回答問

題、提供訊息、向人問候、道別、提供更詳細的訊息、提出要求、表達自己的感

覺、開啟話題、結束話題等。 

（四）適當的語用評量方式：（1）使用交談對話的語言樣本似乎更能適切地評量

兒童的語用能力。（2）語用能力發展檢核表。 

 

七、口語表達或敘事分析 

(一) 口語表達蒐集方式或語言樣本的蒐集與分析 

1. 語言樣本類型： 

   (1) 交談對話： 

    (a) 自由對話 

    (b) 結構性的訪問 

   (2) 獨白陳述/敘事在口語表達的過程中，為了清楚地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我們必頇從已建立的語言知識系統中找到適當的詞彙，再依據語法規則結合它們

形成句子說出來。然而，語言的使用不只是在詞彙、句子的層面上運作而已，在

很多情境中，說話者必頇使用一句以上的話，方能清楚地表達個人的想法或事物

的狀態、關係﹝例如：告訴同學昨天發生什麼事或電視節目內容﹞。因此，為了

將敘說內容清晰呈現，說話者也尌必頇注意句子與句子之間意義的聯結，以及整

體訊息表達上的組織與序列安排，使得每一句話所傳達出來的概念要與前面那句

話有合乎邏輯的關係，而後一句話的意義則是建立在前一句話上面，建構成一前

後凝聚的述文(text)，而這也正是敘事能力（narratives）（錡寶香，民 88）。 

敘事是一種高層次的語言處理及認知運作歷程，需要應用很多相關的技能，

包括：(1)尋取/使用正確詞彙，在沒有足夠情境線索的支撐下將概念、想法表達

出來；(2)應用正確的語法知識將詞彙串連形成句子表達更廣、更完整的概念；（3）

使用明顯的篇章凝聚設計聯結句子與句子之間所傳達的意義，以及不同段落或插

曲情節之間的大單位意義。(4)提取/使用腳本表徵或基模中所儲存的世界知識做

為敘事之依據。而這些技能皆是交互運作的，因此對於語言能力不足、認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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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較有問題者，敘事自然會是一件困難之事。 

 

2. 語言表達樣本或敘事蒐集方式 

(a)看圖說故事；(b)聽故事－重述故事；(c) 評量者先說出一句話或幾句話，讓兒

童接續完成一個故事 (d)評量者先說一個故事，再請兒童重述剛剛聽到的故事；

(e)請小朋友描述其剛經歷過的事件 (f)看錄影帶，再陳述影片中的內容 (g)評量

者與小朋友一起做完某個活動後，再請其描述製作過程或如何進行該活動 (h)請

兒童說明如何玩一樣他所熟悉的遊戲 

 

3. 如何蒐集：（1）在正式蒐集語言樣本之前，先與兒童建立正向、溫馨、和善

的關係。（2）盡量不要打斷兒童的話語。（3）給予兒童等待與思考的時間，不要

因為兒童沒有說話，尌急著幫他/她說或是給予口頭提示。（4）選擇兒童會感到

興趣的交談主題或誘發語言樣本的材料，並且要以兒童為中心，由其主導談話內

容或改變話題。（5）選擇不同的溝通情境（如：治療室、遊樂場、家中）。（6）

變化溝通類型（如：交談對話、敘事、圖卡描述或回答問題）。（7）使用優質的

錄音或錄影設備。（8）避免使用答案為「是」或「不是」的問題，或是盡量不要

提問答案可能很簡短的問題（如：妳爸爸的車子是什麼顏色？）。（9）使用陳述

性、開放性的誘發語（如：「說說妳家養的小狗的事情」、「再多說一點」等），而

非「誰」、「什麼」等誘發問句。 

主題獲得語言樣本：（1）告訴我妳最喜歡的電影（或電視節目）。（2）妳最

喜歡玩的電動玩具是什麼？要怎麼玩呢？（3）告訴我妳最喜歡的書是哪一本？

（4）告訴我你都和你的朋友玩些什麼遊戲？要怎麼玩呢？（5）說說你星期日做

的事情。（7）說說看你最喜歡去哪裡玩？玩些什麼啊？怎麼玩呢？（9）妳最喜

歡和媽媽一起做什麼事情？（10）我從來沒有吃過漢堡（或 pizza）耶，告訴我

漢堡（或 pizza）是什麼？告訴我貓和魚一樣和不一樣的地方。（14）告訴我老師

和牙醫不同的地方。（15）告訴我，要怎麼做炒飯。（16）妳說一說「龜兔賽跑」

的故事給我聽。（17）說說妳的臥房。（18）如果妳是總統，妳會做什麼事情呢？

（19）妳有沒有發過脾氣？那一次發脾氣是為了什麼事情呢？（20）我們來許願，

妳可以有 3 個願望喔。說說看妳要許什麼願望。（21）妳去百貨公司都做些什麼

事情呢？ 

 

 

 

 

 

 

 

4. 敘事分析（質的層面）表格 

特教組長
螢光標示

特教組長
螢光標示

特教組長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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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層面   分析/計量細目 計分 例子 

  語意 1. 詞彙的應用是否正確、適

當？ 

2. 是否使用較高深、較難的詞

彙？ 

3. 是否正確、適當地使用成

語？ 

4. 是否正確、適當地使用諺

語？ 

 

        

 

 

 

 

 

 

 

  語法 1. 整篇敘事語言樣本是否只

使用簡單句？ 

2. 整篇敘事語言樣本是否適

當地使用多子句的複合

句？ 

3. 整篇敘事語言樣本是否適

當地使用含有連接詞的複

雜句？ 

 

        

 

 

 

 

 

 

語言錯誤

分析 

1. 詞彙錯用現象為何？ 

2. 成語與諺語錯用現象為

何？ 

3. 是否出現詞序顛倒或子句

顛倒之句子？ 

4. 是否出現前後子句關係混

淆不清之句子？ 

5. 是否出現連接詞應用錯誤

之句子？ 

6. 是否出現量詞應用錯誤之

句子？ 

7. 是否出現代名詞應用錯誤

之句子？ 

        

 

 

 

 

 

 

 

 

 

 

迷走語分

析 

1. 是否過度使用贅詞，例如：

「結果」、「後來」、「於是」、

「然後」？ 

2. 是否常常不當或贅加地使

用「這個」、「那個」、「這」、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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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常常不當或贅加地使

用「嗯」、「阿」、「尌是」、 

「ㄜ」等無意義語詞？ 

4. 在述說的話語中是否常常

不當地重複詞彙？ 

5. 在述說的話語中是否常常

不當地重複短語或句子？ 

6. 敘事流暢性是否較低，常常

出現迷走語的不流暢現

象，例如：說了放棄重

新說。 

 

 

 

 

 

 

 

 

 

敘說風格 

 

 

1. 敘說內容是否組織紊亂，零

零散散？ 

2. 敘說內容是否出現較多語

詞、語句錯誤？ 

3. 敘說內容是否平淡不吸引

人，似乎只是將圖畫內容看

圖造句說出？ 

        

提供的訊

息 

 

 

1. 提供的訊息是否較不清楚

也較不明確？ 

2. 是否常常遺漏重要與必要

的訊息，聽者頇自行補上相

關訊息？ 

3. 敘說內容是否常常跳過很

多的細節？ 

         

插曲情節

之 

間的連貫 

 

 

1. 不同插曲情節之間是否缺

乏適當的連貫，情節轉換之

處，並未交代前後延續之關

係？ 

2. 事否未使用適當的語句告

知聽者其敘說重點/內容已

轉變？ 

 

        

新的人、

事、物出現

之介紹 

 

新的人、事、物出現時，是否

使用適當的描述來介紹其登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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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順序 

 

 

故事中事件發生的順序是否敘

說正確、合理？ 

        

人物、事件 

前後指稱

關係 

 

 

主角或插曲事件角色的指稱在

前後述文是否都一致？ 

 

        

主題的維

持與延續 

是否能顧及敘說內容中主題的

維持，不會加入與敘事主題無

關的訊息？ 

         

連接詞的

應用 

 

 

1. 是否使用較少連接詞說明

敘事的開始與結束、敘說重

點的轉變、事件發生順序的

變化？ 

2. 是否較無法使用連接詞說

明插曲事件的邏輯關係、因

果關係或反意關係？ 

         

因果關係 

 

 

敘說內容中因果關係的說明是

否清楚明確？ 

 

         

空間/時間

的 

交代 

 

 

敘說內容中空間/時間的交代

是否出現錯誤敘說的現象？ 

         

 

心理狀態

的描述 

 

 

敘說內容中是否缺乏主角內心

情緒、感覺的描述，也缺乏內

心計畫某行為或或行動等的說

明？ 

         

 

5. 小二學童敘事舉例：紅氣球故事：  

    小朋友生日時候，小朋友是為了一個蛋糕，巧克力。長方形的、長方形的禮

物裡面尌是玩具、玩具啊！還有什麼尌是玩具的禮，尌是（停頓）尌是劍，還這

個也是書，腳踏車。我綁（停頓）。他吹了很大的氣球會飛，綁著很緊很緊。然

後呢，騎著腳踏車，他跟姐姐抱著說：「我好高興！」他用力騎騎騎騎到很遠那

邊去求救飛走了，飛走飛到氣球翻去家。然後呢，這個大ㄉㄧˋ喔？紫色笨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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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氣球弄破撞ㄋㄚ ㄋㄜ˙。」橘色說：「好啊！」他們相碰撞，撞到一ㄒ

ㄧㄢˋ，撞到頭，還有撞到嘴巴，跟喉嚨。 

    這一個火車沒有流汗，火車要快速跑，飆衝的很滿飛尌先、尌、不要超、快

速尌、尌倒下來，繩子斷了，一垮下來。飆超快速這樣不能火車尌會變ㄓㄢˋ。 

    車子開了一大片說：「你要來賽跑嗎？」你、氣球說：「好啊！」然後兩個都

一起賽跑，撞了這一個木頭，然後呢，叫別人來修，自己修。 

    螃蟹看到，風一吹，尌夾到這個（拉長音）夾到氣球的這個（拉長音）螃蟹

的手。然後螃蟹飛、飛，氣球飛，飛到很、很高那裡尌掉下來。碰！（作出東西

掉落的聲音）碰到水那裡。 

    牛跟他、跟綿羊跟氣球賽跑，賽到（停頓），綿羊豬豬撞到。弄到氣球風，

弄到、他弄到尌弄住了。 

    然後呢恐龍，氣球說：「快點幫我嘛！」ㄉㄧ、這一個氣球說：「快點幫我，

我的樹葉被繩子弄到了。」然後呢，這一個恐龍說：「好啊！」他尌把樹葉弄下

來，然後呢氣球說：「謝謝囉！」 

    然後呢，氣球看到了（拉長音）這一個（停頓），看到氣球搖來搖去弄到這

一個（拉長音）、一個（拉長音）、什麼啊？（停頓）弄到頭，弄住。然後呢小朋

友很開心，開心地（停頓）、開心地（停頓），氣球回來了。然後呢，他、他快快

回家。尌完了。 

 

 

 

 

1.  ( 1988)

 

2.  ( 1992)

 

3. 1993

 

4. 1997

 

5. 2002b

 

6. 

2005  

7.  (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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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2006)

 

9. 2008

3 6

 

10. 2009

6 12 11 

 

 

 

   

    

1988   

1.

125  

2.

 

(

)

 

 

1992  

 

1.  

2.  

3. 20

  

1994  

 

45 45

 

 

 

1997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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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2b   

 

1.  

2.  

3.  

4.   

2005  

 

1.  

2.  

3.

 

 

 ( , 

2006) 

 

1. 

4  (40

) 

2. 40

 

3. 

 

 

 (

, 2006) 

1. 3

(1)

 

(G3-4)

24 (2) 

 

(G5-6)

26 (3)

 (G7-9)

30  

2. 

 

1. 

 

2.  

3.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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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3 6

 

1.

 

2.

 

3.

 

4.

 

 

2009  

6 12 

11 

 

1.

 

2.

 

3.

 

4.

 

 

 

 

 

附件一：特定型語言障礙檢核表 

資料來源：錡寶香（2008）。特定型語言障礙檢核表之編製。測驗學刊，55 (2)，

247-286。 

 

     特定型語言障礙檢核表    

                          設計者：錡寶香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學校：                                      年級、班級：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 女 

填寫者：                                    填寫日期：                   

【填答說明】 

敬愛的老師： 

    本檢核表主要的功能為篩選語言障礙學童之用。麻煩根據您對班上某位同學的觀察

勾出符合該生的情況。例如：「12. 使用量詞不正確，如：一個貓、一個水、一件電燈

特教組長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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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在您的觀察中，該名同學只偶而出現類似量詞使用錯誤的現象，則只要在偶而

下面勾選。 

    本檢核表所使用的三個選項：「很少」代表幾乎沒有或是出現 1、2 次，「偶而」則

代表有時候會出現，出現次數略高於「很少」，但還不至於引起您的注意；「經常」則指 

常出現也引起教師的注意。 

    另外，本檢核表所列例子只是為方便教師參考，並非要找出說出一樣話語的學生。

列出這些例子，主要是希望老師可以從例子中找出出現類似語言行為的學童。 

 

 

語言問題類型             題目 很少 偶而 經常 

語言相關 

學習問題 
1. 說話時，發音不正確。 □ □ □ 

 2. 學科表現很差，成績很差。 □ □ □ 

 3. 讀寫方面有很大的困難。 □ □ □ 

 4. 學習注音符號或拼音有困難。 □ □ □ 

     

     

語意問題 5. 說出來的詞彙有用詞不恰當或贅加情形。 

  如：我們要去買騎腳踏車。我們去買放風 

  箏。我拿一個蓋蓋章給你。這是一個打球。 

  阿姨家有打電腦。 

□ □ □ 

 6. 說話省略詞彙。如：「哥哥和弟弟在洗澡」，

說成「哥弟洗澡」。又如：小明車掉(小明的腳

踏車掉了)。 

□ □ □ 

 7. 使用的短語或片語不恰當。如：遮住不久 

  時候。上翻休息 (即：飛到天空休息之意)。 
□ □ □ 

 8. 教新的詞彙或概念時，較難理解該詞彙或 

  該概念之意。 
□ □ □ 

 9. 對於非字面語言的理解、或是成語理解有 

   困難，如：「師：老師都已經跟你說過幾百 

   次了，你還是忘記了。學生：那有幾百次， 

   只有兩次。」/學習「綁手綁腳」之義，以 

   為是要把手腳綁起來。 

□ □ □ 

 10. 比喻性形容詞使用不當，如：大野狼肚子 

   很大，比大樹還大。如：小熊跌下去了， 

   好像一個飛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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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問題 11. 句子結構不成熟，缺乏變化。如：只使用 

   簡單句型，缺乏複句結構，句子簡短。例： 

  「她在玩玩具。 她想要睡覺。她尌很害怕。」 

□ □ □ 

 12. 使用量詞不正確，如：一個貓、一個水、 

   一件電燈等等。 
□ □ □ 

 13. 詞序不正確。如：「兔子地上倒在睡著 

   了。」、「貓咪害羞我，因為他在笑我。」、 

 「嚇得沒有很死。」、「我書包，老師在桌上。」 

□ □ □ 

 14. 代名詞的應用不正確。如： □ □ □ 

 15.「被」字句誤用。如：「媽媽尌被去洗碗。」、 

  「他尌被掉河。」 
□ □ □ 

 16. 說話或作文成品中的句子很少用連接 

   詞。如：較少用於是、而且、不過、雖然、 

   但是等等。 

□ □ □ 

 17. 描述事情或說故事時，出現類似電報語的

現象。如：「紅汽球，沙灘，尌飛下去。」 
□ □ □ 

     

     

敘事困難 18. 述說的內容較長時，無法完成。如：無法 

   完整地敘述事情、經驗或故事。 
□ □ □ 

 19. 說話或寫作時語焉不詳，如：又有一個汽 

   車那邊的馬路上。小寶尌被送到汽球又被 

   吹走了。 

□ □ □ 

 20. 使用口語描述時(如：說故事、敘述事件經 

   驗)、無法抓住重點、相關細節。 
□ □ □ 

 21. 需要述說故事時，常常簡化，省略故事內 

   容。 
□ □ □ 

 22. 述說故事時，常常缺乏情節或是前後文不 

   一致。 
□ □ □ 

 23. 述說故事或敘述經驗時，常常說得模糊不

清，使聽者無法理解。 
□ □ □ 

 24. 述說時，內容會跳來跳去，很沒有組織。 □ □ □ 

 25. 述說時，遺漏重要部分。 □ □ □ 

 26. 敘述較長的內容時，一直重複使用相同的 

   連接詞。如：然後…..然後….然後。可是….. 

   可是。因為……因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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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尋取困難 27. 說話、造句或作文，以語意上有相近類別 

   關係之詞彙替代：如：以「老虎」替代「獅 

   子」。以「蘋果」替代「橘子」。 

□ □ □ 

 28. 說話、造句或作文，以近似的同義詞替代， 

   如：「偷溜」替代「逃避」。「腳壞了」替代

「腳受傷了」。 

□ □ □ 

 29. 說話、造句或作文，以語音接近的詞彙替 

   代正確的詞彙，如：「ㄒㄧㄤㄒㄧㄤ向榮」 

   替代「欣欣向榮」。如：「芝麻」替代「姿 

   勢」。 

□ □ □ 

 30. 當所說的詞彙是多音節時，常說錯或漏掉

某些音/音節，或是顛倒音節。如：無電

線（無線電）。橡擦（橡皮擦）。 

□ □ □ 

 31. 說話、造句或作文，以類似的詞彙替代正

確的詞彙，如：「清楚」替代「清醒」。「卡

片」替代「底片。」 

□ □ □ 

 32. 無法說出某個詞彙，以繞著說的方式來說 

明該詞彙，如：尌是放線的（針）。尌是在

上面洗東西的（水槽）。 

□ □ □ 

 33. 常常說了一半尌放棄，然後再重新說出話

語。如：「我媽媽的….. 我媽媽的腳沒有

那個爪子。 」、「他尌……他用麵粉…. 用

在……然後他看見好像沒有爪子尌那個

開門。」 

□ □ □ 

     

     

聽知覺/聽覺記

憶問題 
34. 在聽從單一動作的指示方面有困難。 □ □ □ 

 35. 在記憶、覆述以口語呈現的訊息上有困 

   難。 
□ □ □ 

 36. 在與人交談時，好像會注意談論的內容， 

   但問他交談內容，卻不記得剛剛談過的事。 
□ □ □ 

 37. 難以記住指令、聽過的上課內容細節，

如：故事主角的名字、地方。 
□ □ □ 

 38. 教師指示學生作活動時，會先看別人怎麼 

   做再跟著做。 
□ □ □ 

 39. 難以做出有多重步驟指令的行為或活動。 □ □ □ 

 40. 當老師指示同學做活動時，只能記住一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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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或是只記得老師最後說出來的部

分。 

 41. 難以記住電話號碼、地址、歌詞、童謠或 

   九九乘法表。 
□ □ □ 

 42. 在吵雜的環境下，無法專心聽別人說話。 □ □ □ 

 43. 無法長時間聆聽別人說話。 □ □ □ 

     

     

聽覺理解問題 44. 提出來的問題常詞不達意、意思模糊、不 

   切題意與主題無關。 
□ □ □ 

 45. 提出來的問題雜亂無組織。 □ □ □ 

 46. 與人交談時，提出來的看法與正在談論的 

   主題無關。 
□ □ □ 

 47. 與人交談時常常離題，不知在說什麼。 □ □ □ 

 48. 說話、造句或作文成品有錯誤時，經過教 

   師的訂正、解釋，仍然搞不清楚為什麼錯。 
□ □ □ 

 49. 錯誤解釋別人的話語。 □ □ □ 

 50. 不了解教師的指令，需要不斷解釋，甚至

示範該如何做。 
□ □ □ 

 51. 與人討論電視/電影/電玩等時，常提出不

相干的問題或意見。 
□ □ □ 

     

     

人際溝通問題 52. 是別人嘲笑的對象。 □ □ □ 

 53. 逃避加入討論活動或團體遊戲。 □ □ □ 

 54. 說自己很笨。 □ □ □ 

 55. 很少與老師或同學說話，常常很沉默。 □ □ □ 

 56. 缺乏朋友，常常一個人自己玩或到處晃

晃。 
□ □ □ 

 57. 無法理解別人的非口語暗示（ㄧ些動作、 

   手勢）。如：某人和他說話時眼睛不斷看別 

   人或看外面，但他卻仍然繼續說，不知別 

   人想結束話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