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覺障礙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說明 

一、前言 

聽覺功能健全與否直接關係到個人口語能力的順利發展，間接影響個人情緒適應、心智能

力的發展。因此聽覺障礙者一直是特殊教育關心的對象之一。拜現代醫學及科技發展之賜，聽

覺障礙者只要及時就醫，配戴助聽器或其他的輔聽設備，及早接受特殊教育，還是可以順利的

發展語言溝通等各項能力。聽覺器官中由外觀可以看見的只有外耳部份，其餘皆埋於頭顱內。

因此要確定是否有聽覺障礙，必需接受聽力檢查。聽力檢查係由聽力檢查師執行。藉著電子聽

力檢查器，聽力檢查師可以查出受檢者對聲音的靈敏度，並據以判定是否對個人生活造成影

響，是否可以稱為聽覺障礙。 

 

通常 25 分貝(dB)以內的聽力損失對個人不會造成什麼影響。超過 25 分貝者即有不同程度

的影響。一般而言輕度聽覺障礙者，個人的說話沒有什麼問題，但語文發展可能比較慢。聲音

較小或是在較吵雜的環境中，輕度聽覺障礙者的聽取能力較差或沒有反應，但只要靠近音源或

擴大音源，即可清楚聽取。中度聽覺障礙，個人的說話會出現口齒不清的現象，例如：”飛機”

說成”ㄟㄧ”； ”謝”說成”ㄧㄝ”。戴上助聽器情形會較好，但還需要接受聽能訓練及說話訓練，

聽取及說話能力才會改善。說話及語文發展可能比較慢。中重度聽覺障礙，個人的說話會出現

構音及嗓音問題，詞彙發展很可能不足。重度聽覺障礙，除非聲音很大，否則對日常生活中之

聲音，反應相當遲鈍。個人的構音及說話的音質異常，句型能力很可能不足，配戴助聽器情形

會好些，但依舊需要接受聽能訓練及說話訓練，聽取及說話能力才會改善。極重度聽覺障礙或

聾，對聲音幾乎全無反應，但能知覺聲音造成的振動。因此重擊大鼓時，聾人會有反應。有時

飛機低空飛過時，聾人也有反應 。 

 

至於各種不同程度的聽覺障礙判定標準如何，國內耳鼻喉科醫學會、特殊教育施行細則（民

76）、身心障礙等級、美國 ANSI-1989 分類並不一致，彙整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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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聽覺障礙程度分類 
等級 耳鼻喉科醫學會 特殊教育 身心障礙等級 美國 ANSI-1989
正常 <25dB <25dB --- 10~15dB 
極輕微 --- --- --- 16~25dB 
輕度 26~40 dB25~39dB 55~69dB 26~40dB 
中度 41~70 dB40~59dB 70~89dB 41~55dB 
中重度 --- --- --- 56~70dB 
重度 71~90 dB60~89dB >90dB 71~90dB 

 極重度 >91dB >90dB --- >91dB 

 

由上表可以看出身心障礙等級分法簡單但其標準較嚴。其他者標準較寬，但彼此之間也非

完全一致。對於聽力損失介於兩個等級之間者，更是有差 1 分貝就差一級的事實。而無可置疑

的是聽力損失 1 分貝的差異根本沒有實質差異。聽力損失越重（分貝數值越大）當然對聽取的

影響越深，不過及早就醫、配戴適當聽輔儀器、接受特殊教育，充分發揮殘存聽力就有機會提

升聽覺功能。即使是重度聽障者也可能表現出類似中度聽障者的聽覺行為，相反的如果聽力損

失程度屬中度，但從來不積極訓練聽覺能力，其聽取能力可能類似重度者。因此從教育的觀點

而言，殘障程度不等於其日後的表現水準。也因為如此，在本鑑定原則鑑定基準中只訂定最低

標準，而不再分類。以下僅就鑑定原則鑑定基準中的名詞逐一說明。 

二、名詞釋義 

（一）先天原因：所謂先天原因係指出生前引起聽覺障礙的各種因素。一般可分為：遺傳（如

甲狀腺功能低下、Usher's 症候群、Waardenburg's 症候群）、小耳症、外聽道閉鎖、外聽

道狹窄、核黃疸症（父母親血型 Rh 因子不合引起）、唐氏症（亦罹患中耳積水）、母體

在懷孕期間罹患病毒性疾病，如懷孕期前三個月內感染德國麻疹、巨細胞病毒等、胎兒

出生時缺氧等。 

（二）後天原因：所謂後天原因係指出生以後引起聽覺障礙的各種因素。一般可分為：外耳炎、

外聽道阻塞（異物、耳垢）、耳膜穿孔、中耳炎、中耳積水、歐式管耳硬化症、藥物中

毒、腦血管病變、腦炎、頭部外傷、噪音、聽神經瘤、病毒性疾病感染，如腮腺炎、麻

疹、腦膜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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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聽覺器官：聽覺器官構造包括外耳（耳廓、外聽道）、中耳（耳膜、聽小骨、歐氏管）、

內耳（耳蝸、卵圓窗、正圓窗）、聽神經及聽中樞。 

（四）聽覺器官構造缺損：外耳部分的構造缺損有：小耳症、外聽道閉鎖、外聽道狹窄。中耳

部分的構造缺損有：耳膜穿孔、聽小骨斷裂、歐式管阻塞、耳硬化症等。內耳部分的構

造缺損有：耳蝸發育不全、毛細胞病變等。聽神經及聽中樞部分的問題為有聽神經瘤、

腦血管病變等。 

（五）聽覺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聽覺器官受損後會因受損程度及部位造成聽取上的問

題。所謂部分障礙是指或多或少還可以聽到（知道有聲音）或能分辨（瞭解語音內容）

一些聲音，還不致於對聲音一點反應也沒有。全部的障礙是完全沒有反應。 

（六）優耳：兩耳中聽覺較敏銳的一耳。 

（七）語音頻率：頻率是指每秒鐘聲音的週波數。目前語音頻率為：500 赫、1000 赫、2000

赫三個頻率。 

（八）聽閾聽覺越靈敏：人耳能聽到聲音的最小音量。通常以分貝為單位。聽閾值越小代表反

之則否。 

（九）語音頻率：人耳在 500 赫、1000 赫、2000 赫三個頻率聽閾的平均值。人有兩耳，每耳

各有其語音頻率聽 500 赫、1000 赫、2000 赫三個頻率聽閾的平均值。 

（十）純音聽力檢查：聽力檢查時所使用刺激音的種類，有純音、語音、叮噹聲等。純音聽力

檢查所使用的刺激音都是單一頻率的聲音。純音聽力檢查的目的在於精確的找出受檢者

耳朵能聽到聲音的最小音量。檢查的儀器通常是電子聽力檢查器，它可以穩定的產出聲

音，頻率範圍為：125 赫、250 赫、500 赫、1000 赫、2000 赫、3000 赫、4000 赫、6000

赫、8000 赫。音量範圍為：-10 分貝至 110 分貝。每 5 分貝為一單位。聽力檢查必須

在聽力檢查室（環境噪音小於 20dBSPL）中進行。聽力檢查師利用儀器查出受檢者對

每一頻率的聽閾。並據之分別計算兩耳的語音頻率聽閾，並由此判斷聽力是否正常。 

純音聽力檢查結果通常會記錄在聽力圖中。如圖一所示。縱座標表示音量(dBHL)，與一

般圖形不同的是，上面的數值較小，越向下數值越大。橫座標表示頻率(Hz)。從左至右分別從

低頻率到高頻率。「0」為記錄右耳純音聽閾（未經遮蔽）的符號，「x」為記錄左耳純音聽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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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遮蔽）的符號，「↓」代表在該數值點受檢者沒有反應，通常只會出現在各頻率最大音量處。

「A」代表配戴助聽器後所做的聽力檢查結果。 

 
（十一）自覺性聽力檢查：受檢者在接受聽力檢查時，聽見聲音後必須有所反應通常是按鈕或

舉手，好讓聽力檢查師知道受檢者聽到了聲音，這種反應方式的聽力檢查稱為自覺性

聽力檢查。這種方式必須受檢者合作，依照聽力檢查師的指示行事，如果受檢者不瞭

解聽力檢查師的說明，如：年紀太小、語言能力太差、自閉症者等就無法以此聽力檢

查判定聽力狀況。 

（十二）他覺性聽力檢查：在聽力檢查的過程中，受檢者不需要反應是否聽到聲音的檢查方式。

目前常用的有：聽阻聽力檢查（檢查中耳功能）、耳音傳射檢查（檢查內耳功能）、腦

幹聽力檢查（檢查聽性腦幹功能）。這些適用於不合作的受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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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定程序 

聽覺障礙學生的鑑定可以分為以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與未持有兩類說明。依據本鑑定原則

鑑定基準第二條規定，各類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鑑輔會）負責相關事宜。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聽覺障礙學

生直接向所屬地方政府鑑輔會登記，鑑輔會根據多元評量原則收集個案資料並綜合研判。鑑輔

委員認為必要時會要求學生再次接受聽力檢查，否則不需要再次接受聽力檢查。 

未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其鑑定程序可分為篩選或轉介、聽力檢查、綜合判斷等步驟，說

明如下： 

（一） 篩選與轉介。重度或極重度聽覺障障幼兒或學生很容易被發現，即時就醫確定為聽覺

障礙，但是輕中度聽覺障礙者偶爾聽得見，偶爾聽不見，因而導致的學不好或其他不被

接受的行為，但是父母或老師不容易覺察出問題是出在聽覺。聽覺障礙以外的其他身心

障礙學生也有可能兼具聽覺問題，以下是疑似聽覺障礙者的行為特徵、外觀或抱怨，提

供教師及父母參考： 

1. 行為特徵 

（1） 特殊姿勢。學生在聽別人說話時會將聽力較好的耳朵轉向說話者，或身體向前

傾，希望縮短與說話者間的距離。尤其在較吵的環境下，以上情形更明顯。 

（2） 答非所問。別人問話時學生可以回應，但總是答非所問。聽寫成績不佳。 

（3） 發音不正確。學生說不清楚通常也分不清楚含有ㄓ、ㄔ、ㄕ、ㄖ、ㄗ、ㄘ、ㄙ等

音的詞彙。 

（4） 說話時的音質單調、無抑揚頓，好像外國人學說國語的情形。通常較難正確的說

出國語中的二聲、三聲 。 

（5） 學生的智力與其學業表現不一致。通常較難。學生的智力尤其以操作性智力測驗

評量時結果不錯，學生也不是不用功，但其學習表現卻與之有明顯差異。 

（6） 與別人交談時，特別注意說話者的面部表情，聽課時表情緊張。 

（7） 對突然出現的強大聲音沒有反應或反應遲鈍。總是看到別人的反應，才跟著注意

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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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聽講、聽故事時，注意力不能持久、沒有興趣、而且容易疲倦。老師常常認為剛

開始上課時學生還算專心，上課上到一半就開始分心。 

（9） 別人問話之後常要求重覆，或常常問「你說什麼？」。 

2. 外觀 

（1）外耳畸形。學生耳殼的形狀或大小與同儕相較有明顯的差異，有時甚至看不到外

耳殼或外聽道。 

（2）耳朵流膿或水。從外耳可以看到由內流出的濃液，有時還有些臭味。  

（3）用嘴巴呼吸。學生經常用嘴巴呼吸，所以嘴巴常是開的。 

3. 學生的抱怨 

（1）學生經常說自己的耳朵痛，不舒服。 

（2）學生表示有耳鳴情形，或者表示耳朵有聲音。 

（3）即使在安靜的環境中學生還是經常說「聽不清楚」別人說的話 

（4）學生表示有「噁心、頭痛」的情形。 

（二） 聽力檢查。當懷疑學生有聽力問題時，首先應該到可以做聽力檢查的耳鼻喉科就診。

醫師會根據求診者的主訴安排純音聽力檢查、語音聽力檢查、中耳功能檢查及必要的特

殊聽力檢查。純音聽力檢查的目的在於瞭解求診者聽覺靈敏度。醫師或聽力檢查師根據

求診者的配合度或進行自覺性或他覺性聽力檢查。 

檢查結果若為正常，證明求診者聽力沒有問題，醫師或聽力檢查師會根據其求診原因轉

介其他相關科別繼續探究。檢查結果如果發現聽力不在正常範圍，醫師會根據查出的原

因做進一步的醫療處理。如果聽力損失的原因是可以治癒的，醫師會予以治療。如果聽

覺器官或功能不能恢復，使其聽力在正常範圍，醫師會再建議聽覺障礙者配戴助聽器並

接受聽能訓練。求診者可依此聽力檢查證明申請身心障礙手冊或向鑑輔會申請登記為聽

覺障礙學生。 

（三） 綜合判定。聽力檢查結果優耳語音聽閾超過 25 分貝，或醫師以他覺式聽力檢查方法

判定為聽覺障礙者，即是聽覺障礙根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之規定，鑑輔會根

據聽力檢查資料認定學生是聽覺障礙後，還必須彙整其他相關資料議決學生的教育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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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並且以書面方式提出該名學生所需要的復健服務（聽障生需要聽語復健）、安置

場所環境及設備的改良（聽障生需要傳真機等遠距溝通設備）、教育輔助器材（調頻式

助聽器）等。 

（四） 評量工具。自覺性聽力檢查工具為電動聽力檢查計。他覺性聽力檢查工具為：聽阻聽

力檢查計（檢查中耳功能）、耳音傳射檢查計（檢查內耳功能）、腦幹聽力檢查計（檢查

聽性腦幹功能）。雖然這些儀器的廠牌甚多，各醫院採購者不一。但都具備評量功能，

且定期校正。聽力檢查需要安靜的環境，通常都是在聽力檢查室（具備隔音效果）中進

行。 

（五） 評量者。聽力檢查是一項專業，通常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耳科醫師或聽力檢查師（聽力

學家）擔任是項工作。 

四、綜合研判 

聽力檢查可以得到求診者雙耳的聽閾，並由數值判定是否為聽覺障礙。尤其是對於自覺性

聽力檢查的結果，應該和求診者的主訴或說話表現相互對照。看看彼此之間是否有矛盾之處。

有時候求診者沒有完全瞭解檢查方法，做出的結果可能並非其真正聽力。 

 

確定為聽覺障礙者後，還需要進行配戴助聽器或植入人工電子耳所必要的相關檢查。待醫

師或聽力檢查師根據這些結果建議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後，必須再次檢查以確定助聽器的

合適性。配戴合適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之後，聽障者即需要開始接受聽能訓練。 

聽覺障礙者除了聽力障礙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特殊教育需求，則需要完整的特殊教育評估。在

這些評量過程中，評量者以測驗當作收集資料的方法時，需要考慮測驗的作業要求是否適合聽

障者進行，例如以「聽、說」方式進行者就對聽覺障礙學生不利，另外因為聽障造成的語言或

語文能力低落，也使得許多文字式的測驗工具不適合聽覺障礙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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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 

（一）王生今年九歲，老師告訴他的父母，當在王生右後方叫他時，王生不是沒反應，就是轉

錯邊。老師懷疑他的耳朵有問題，請父母帶去醫院檢查。以下是王生的聽力檢查結果。

從聽力圖可以看出王生左耳的語音聽閾平均值是（15 + 15 + 10）÷3 = 13dB。右耳的語

音聽閾平均值是（50 + 55 + 55）÷3 = 53 dB。他的左耳正常。右耳超過 25dB 達到聽覺

障礙標準。醫師再根據中耳功能檢查結果，診斷王生右耳的問題是先天性耳小骨異常所

引起。不過因為王生的左耳是優耳，優耳正常不能稱為聽覺障礙學生。因此王生是單耳

有問題，雖然並非特殊教育對象，但是醫師還是建議王生配戴助聽器，在班級中的座位

最好在老師的右側，這樣聽取比較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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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謝生今年 13 歲，最近經常抱怨上課時聽不清楚老師的聲音，下課時同學在稍遠的地方

叫他，他也聽不到。因此父母決定帶他到醫院檢查。以下是謝生的聽力檢查結果。從聽

力圖可以看出謝生左耳、右耳的語音聽閾平均值都是（55 + 55 + 55）÷3 =55dB。都超

過乃 25dB，是聽覺障礙。醫師再根據中耳功能檢查結果，診斷謝生雙耳的問題是感覺

神經性聽覺障礙。建議謝生配戴助聽器，並接受聽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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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生今年 3 歲，但是會說的詞彙很少，只會三、四個字的短句。說話也不清楚，經常以

手勢表達意思。父母擔心她的聽覺有問題，帶她到醫院檢查。以下是李生的聽力檢查結

果。從聽力圖可以看出李生左耳的語音聽閾平均值是（85 + 90+ 80）÷3 =85dB，右耳的

語音聽閾平均值是（85 + 80 + 75）÷3 = 80dB。都超過 25dB，是聽覺障礙。醫師再根據

中耳功能檢查結果，診斷李生雙耳的問題是感覺神經聽覺障礙。建議李生配戴助聽器，

並接受聽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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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吳生今年 7 歲，幾乎不說話，都以手勢表達意思。但是打雷、放鞭炮時會偶有反應。以

下是吳生的聽力檢查結果。從聽力圖可以看出吳生左耳的語音聽閾平均值是（95 + 100 

+ 120）÷3 =105dB，右耳的語音聽閾平均值是（85 + 110 + 120）÷3 = 105dB 。都超過

25dB，是聽覺障礙。醫師再根據中耳功能檢查結果，診斷吳生雙耳的問題是感覺神經

性聽覺障礙，但肇因不明。建議吳生配戴助聽器，並接受聽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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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莊生今年 4 歲，說話非常不清楚，常常是以手勢表達意思。飛機飛過、打雷、放鞭炮、

馬達的聲音都有反應。以下是莊生的聽力檢查結果。從聽力圖可以看出莊生左耳的語音

聽閾平均值是（65 + 80 + 85）÷3 = 77dB，右耳的語音聽閡平均值是（65 + 90 + 85）÷3 

= 80dB。都超過 25dB，是聽覺障礙。醫師再根據中耳功能檢查結果，診斷莊生雙耳的

左耳是感覺神經性聽覺障礙，右耳為混合性聽覺障礙，且有中耳積水。中耳部份醫師替

她裝了幫助積水外流的導管，除此之外建議莊生配戴助聽器，並接受聽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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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趙生今年 2 歲，幾乎不說話。常常是以手勢表達意思。與人對話時總是盯著說話者的

臉。父母擔心小豪耳朵有問題，帶到醫院檢查。由於趙生太小，又無法以口語溝通，因

此醫師決定進行腦幹聽力檢查（ABR）。以下是趙生 ABR 的檢查結果。從圖中可以看

出趙生左耳對 103ndB 的響聲都沒有反應。右耳情形相當，是聽覺障礙。醫師診斷他是

先天性感覺神經性聽覺障礙，建議及早配戴助聽器或植入人工電子耳，並接受聽能訓練。 

 

張蓓莉（2000）主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說明手冊（pp.39‐53）。台

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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