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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語為歸依的聽障教育全溝通教學模式概要 

高珂娟 簡棟樑 

廣州市教育研究院 廣州市聾人學校 

 

摘要 

為提升聽障學生學習效能，從對聽障學習者學習機制的研究與分析入手，建構“以

書面語為歸依的聽障教育全溝通教學模式”，在繼承“以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模式”

研究與實踐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完善聽障教育教學模式與聽障學生學習模式研究。 

關鍵字：聽障學生、教學模式、全溝通、書面語    

 

對於聽障學生而言，無論其學習場景是在特殊學校還是融合教育環境中，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學習效率偏低的問題，其主要原因無非是聽障學生原發性的聽覺障礙以及繼發

性的言語與語言問題。建構更為有效的教學模式及學習模式，其出發點都應該是對聽障

學生學習機制的研究與探索。 

 

  一、聽障學習者 

   聽障學生作為學習者，具有獨特的群體特質以及認知規律。 

  （一）聽障者五個族群 

從溝通方式的角度而言，聽障者分為五個族群：手語族、口語族、唇語族、筆語族

和肢語族。目前主流是手語族、口語族和唇語族。手語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相

當系統的手勢語言（也就是手語）來交流，其主體是聾校畢業生。口語族能大致分辨聲

音，只靠口語來交流，不需要依賴讀唇，其主體是近聽族。唇語族是依賴讀唇來辨識對

話，主要使用口語來交流，其主體是普校聾生。1  

從中國特殊教育發展路徑及走向分析，口語族和唇語族將隨著早期康復事業的發展

逐步合併演化為口語族或手口族，這部分聽障者能比較好運用口語，基本解決了與主流

 

1唐無歡，中國聾人社會內部的群體狀況和身份認同，北極光，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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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溝通的問題；手語族隨著早期干預與康復人數也會減少，但由於導致聽覺障礙的原

因比較多元，例如中樞性聽障、耳蝸嚴重發育畸形等在目前科技條件下還難以進行有效

的聽覺補償與重建，也就無法有效的發展口語，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聽障者中還

是會有一定數量的手語族存在。 

  （二）手語及其語言學特徵 

手語是聽障者最重要的交際溝通工具，遊順釗先生在其著作《視覺語言學》中，系

統闡述了手語的詞法、句法和語法等現象，總結了其中的規律（1983）。手語是形義結

合的手勢-視覺溝通符號體系，是聽障者的語言。手語獨立於主流的有聲語言，但受其

影響。 

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手語進行分析，語言的要素在手語中均存在對應的要素：語音、

語彙和語法分別與手語中的語形、語彙和語法相對應。其中語形就是手語的“語音”，

手語中的手形、位置、運動、方向等四個特徵將每個不同的手勢語彙區別開來，起到了

和語音相同的作用。 

由此可見，手語與口語之間，手語與書面語之間並不是簡單的一種語言多種形式的

關係，而是一種高相關度的相互獨立的關係。 

（三）聽障學生的學習機制 

聽障學生的感知覺發展規律與普通學生基本相同，最大的差異在於聽障學生認知過

程中對視覺資訊的依賴更為強烈。在語言獲得的過程中，聽障學生的語言感知通道、語

言獲得途徑、語言資訊處理和語言發展規律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聽障學生的語言發展與認知 

聽障者多擅長於視覺與動覺認知，多採用直覺型認知策略。2 

從資訊獲取途徑分析，聽人的資訊 80%來自於視覺，聽障者的資訊 90%來自於視覺。

3而聽障學生的視覺認知卻發展較快，四年級時已經接近正常成人。4在視覺閱讀方面，

聽障學生在閱讀的視覺認知任務上落後於健聽兒童，大部分聽覺障礙兒童在高中畢業時

只能達到三年級或四年級的閱讀水準。5 

 
2 方俊明，感官殘疾人認知特點的系列實驗研究報告，中國特殊教育，2001 
3 教育部師範教育司，聾童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4 教育部師範教育司，聾童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5 Goldin-Meadow S,Mayberry R.How do profoundly deaf children learn?,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Pracic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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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運動覺屬於運動覺範疇，由於缺乏聽輸入經驗與聽回饋監控，聽障學生的語言

運動器官基本處於停滯發展狀態，就算是具備一定語言能力的聽障學生，其語言運動覺

的發展也偏於粗疏，例如對舌尖音與舌面音的區別，就很難獲得。 

綜合而言，聽覺障礙對聽障者的腦結構、個性等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聽覺障礙局

限了人的感知活動、縮小了知覺範圍。 

  2.唇讀(lip-reading, speech-reading)的心理機制 

唇讀（或看話）是指通過觀察說話者口型變化，識別其講話內容的活動過程。聽障

者因聽覺損傷導致視覺語言（唇讀與手語）成為他們中大多數人語言資訊輸入的基本方

式。聽障者視覺語言的皮層加工機制，已經確證視覺皮層感受區參與了認知加工，但聽

覺皮層參與與否仍然存在爭論（資訊傳輸接替模型和特定區域整合模型）。唇讀的皮層

啟動模式的不同可能與被試學習唇讀的時間以及方式有關。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支持

資訊接替模型，即感覺資訊通過一個普通的交流接替區域通往各自的大腦皮層。6 

3.手語與口語 

手語與口語具有共同的神經基礎。但手語與口語存在管道差異及表現形式差異。相

對口語而言，手語具有空間特性，通過手的形狀、位置、運動軌跡等，有可能在同一時

間呈現一個詞語的兩個詞素甚至兩個詞語。 

4.手語不同於手勢加工 

手語是具有語言特性的，從詞法而言，每個手語動作都是根據一定的造詞規則，對

其手形、手位及運動方向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從句法而言，表達一定意義的手語串出現

的時空順序及位置都有其內在的手語語法規則。而手勢是附著於有聲語言的輔助表達方

式，如果脫離了有聲語言所創設的語境，手勢雖然是非語言溝通的一種形式，但其本身

是沒有完整、準確的溝通功能的。 

5自然手語和文法手語 

依據手語的語法規則變化與適用場合，手語也分為自然手語和文法手語。自然手語

是指聽障者之間約定俗成所使用的手語；文法手語是聽障學生學習中所使用的手語。基

本上，自然手語與文法手語在詞法方面一致的，文法手語在大量使用自然手語手勢動作

的基礎上通過梳理同義詞、確定基本詞根等方式不斷完善和發展詞庫。在句法方面，文

 
6 方俊明，感官殘疾人認知特點的系列實驗研究報告，中國特殊教育，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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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手語強調按照主流語言的順序將手勢動作排列出來，而自然手語更強調通過手勢動作

傳達意義。自然手語表意功能強，文法手語與漢語言的關係更為緊密。 

 

二、全溝通教學模式 

  全溝通，又稱綜合溝通，是利用手語法、口語法、指語法、筆談及其他各種溝通方

法，讓聽障者在溝通的過程中，提升溝通效能，達到完全有效溝通的最終目的。7全溝通

認為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不需要固定使用一種溝通方法，其理念是提供多種語言資訊輸

入的途徑和靈活的表達機會，從而最大化地發展聽障者的溝通能力。 

  在全溝通教學模式中，手語處於接收資訊和表達資訊的核心位置，最能發揮聾人的

兩大主要感官——聽覺和視覺的協調作用，手語系統既是聽障者共同交流的重要接收方

式，也是重要表達方式。手語系統既包括正式手語（文法手語/規約手語），也包括自

然手語。除手語外，其他的溝通方法既包括聲音資訊的聽、說、文字轉換，也包括視覺

資訊的閱讀與書寫文字。 

（一）以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模式 

  以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模式，是著名聽障兒童康復專家簡棟樑老師經過四十餘

年的聽障學生教育教學實踐，於 2000年提出的，其代表性成果，為 2004公開發表的《以

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值得堅持和完善的聾教育模式》8。 

1.以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模式簡述 

  以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模式（以下簡稱“以口語為主導模式”）的教育願景是

“致力使聾人成為主流社會的一員，讓聾人能夠平等參與社會。”基於此，以口語為主

導模式對聽障教育目標的闡釋為“聾健之間在感情上必須相互接納，相互理解，在文化

素質上必須必須相互接近，掌握與使用共同的語言……” 

  關於以口語為主導模式的實施策略，主要是：聽力補償效果較好者，以聽為主，看

為輔；聽力補償效果欠佳者，以看為主，聽為輔。這種模式由於能充分利用各種感官的

作用，能讓不同聽力損失程度的聾生在授受過程中各取所“需”，因而，與“純口語”

或“純手語”相比，教學效果要好得多。但為了使我們的聾學生扎扎實實地學好漢語，

 

  7 林寶貴，溝通障礙理論與實務，心理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8 簡棟樑，以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值得堅持和完善的聾教育模式，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科學雜誌，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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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溝通”需要以口語為主導。……聾健之間交流唯書面語言最實用，而口語是書面語

的基礎。……所謂以口語為主導，對於教師來說，是在教學過程中以口語帶動其他輔助

載體；對於聾人來說，學前聾童側重形成口語習慣與意識，提高語言清晰度；學齡低年

級聾生側重於鞏固口語習慣，擴大辭彙量；學齡中年級聾生側重於促進言語內化，發展

抽象思維；學齡高年級聾生側重於使言語思維成為定勢。 

  關於以口語為主導模式的核心意義，主要是：讓聾生形成口語表達的習慣，利於語

言的輸出與輸入，使他們無論是接收或表達，都遵循著規範的語法結構，使交流更加順

暢；促進聾生外部語言的內化，建立起第二信號系統，發展他們的抽象思維。 

2.以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模式價值 

  以口語為主導的全溝通教學模式，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價值。 

  在理論層面，釐清了各種溝通方式的關係，將之從口語法階段的簡單主次關係整合

提升為口語與其他溝通方式有機融合的共生關係；明確了書面語是聽障學生與主流社會

溝通的主要工具，是他們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 

  在實踐層面，梳理了各學段聽障學生語言學習的目標；對聽覺言語水準不同的學生

如何實施該模式進行了闡釋。  

  （二）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 

  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是對以口語為主導全溝通教學模式的豐富與發

展。 

 1.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理論依據 

 基於前文對聽障者群體內部結構及各族群特點的分析，以及聽障者學習機制的研究

綜述，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建構在認知心理學對聽障者語言認知基礎研究

的成果以及現代學習理論對學習策略的研究成果之上。 

 （1）聽障者語言認知基礎研究 

  聽障者主要採用直覺型的認知策略，擅長視覺和動覺認知，在思維過程中，他們運

用非語言的動作思維和形象思維較多。9 

  在語詞記憶方面，聽障手語者的語形策略效率與健聽者的拼音策略效率相當，在學

校接受了“口語訓練”的聽障者雖然掌握了一定的語音策略，但他們實際的語音策略效

率僅相當於無關策略效率。總之，大量的認知實驗結果表明，使用手語的聽障者，視覺

 
9 方俊明/雷江華，基於聾人語言認知基礎的綜合語言教育模式構建，中國特殊教育，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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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像判斷、運動知覺、臉譜辨認、心理旋轉等方面有一定的優勢，能促進右腦的開發。

聽障者的視覺性語言加工過程與視覺空間認知、語言加工模組、空間認知加工模組之間

存在一定的共用部分。在漢字識別方面，有別於健聽兒童通過字音和字義儲存已識別漢

字，聽障兒童是通過字音、字義、字形等方式儲存已識別漢字，並且三者均沒有佔據優

勢。在語篇理解方面，聽障學生的字詞解碼、句子表徵、局部連貫與整體連貫（含背景

資訊啟動與資訊間整合兩個環節）等加工活動均與健聽學生有顯著差異，尤其是相關資

訊啟動和無關資訊抑制方面，體現出文本閱讀的困難。10這說明對於大多數聽障者而言，

手語還是非常重要的思維工具，他們的思維與溝通是建立在手語之上的，教學模式應建

立在對學習者思維方式、認知方式的認同順應與發展改進之上。 

 （2）學習理論關於學習策略的論述 

  所謂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就是學習者為了提高學習的效果和效率，

有目的、有意識地制定的有關學習過程的複雜方案。進入大學的聽障學生在選用學習策

略時經常選擇元認知策略、社交策略和認知策略，而對情感策略、補償策略和記憶策略

的選擇頻率則較低。11具體到語言學習中，聽障者通常使用手語幫助記憶詞語或綜合使

用手語和口語輔助記憶詞語及句子，可見手語對聽障學生書面語的形成與發展是有重要

作用的，在聽障者的學習策略與學習方法選擇中，手語作為聽障者第一語言的功能與作

用是不可替代的。 

  2.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教學目標 

正如本文對聽障教育基本價值是盡可能消

除健聾之間的障礙，給聽障學生以學習和選

擇的自由，書面語水準的提升與發展是該模

式的核心教學目標，在此基礎上，以書面語

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的教學目標體系

為： 

 

 

圖 1：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教

學目標體系 

 

 
10 方俊明/雷江華，基於聾人語言認知基礎的綜合語言教育模式構建，中國特殊教育，2007.5 

 
11 呂會華，聾人大學生漢語學習策略調查研究，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科學雜誌，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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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標體系中，處於核心位置的是“回歸主流”，意即我們對聽覺障礙學生實施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將他們送回主流社會，使得他們有能力與主流人群一樣擁有主宰自己

人生的能力和享受幸福生活的能力，能獲得平等的生存權和自由的選擇權。圍繞著回歸

主流，聽障學生需要具備相應的信念、知識與能力，在第三個層級，是對自然、社會的

尊重和正確的身份認同；以及應付主流社會生活的一般知識與學校系統學習中的學科知

識；聽障學生還需具備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勞動能力以及起碼的學習能力。在第四層級，

是多元文化、聽能管理、溝通能力等十八種各學科共有的教育教學目標。 

  整個目標體系涵蓋了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中全部課程與學科的教育

教學宗旨。 

3.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操作程式 

 

圖 2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操作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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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實現條件 

  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其核心價值是建立在以學習者為中心基礎上的

教育思想與實踐方式變革，鑒於此，其對教與學雙方地位、角色與活動的關注遠遠大於

對周遭物化條件的關注。 

（1）教師 

  教師角色意識與教學行動的轉變，是實現以書面語為歸依全溝通教學模式的關鍵所

在。 

  首先，教師要將著眼點從課堂教學中分出相當大一部分來關注課前的準備，在課前

對學生和教學內容進行有效分析與組織；其次，教師要提升與聽障學生溝通的能力，尤

其是使用自然手語的能力；再次，教師要在課堂教學中改變按既定套路授課的思維，關

注學生活動，關注學生回饋資訊，隨時調適教學內容與形式；最後，教師要在教學設計

中關注教學內容之間的邏輯關係與各種內在聯繫，適時進行先學引導與重現延伸。 

  在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實踐過程中，教師所面臨的最艱巨的挑戰就是

要大幅度提升自己使用自然手語的能力，並將之與口語等溝通方式在書面語的統領下有

機整合起來。 

（2）聽障學生 

  聽障學生作為學習者，長期以來處在教學活動中的被動一方，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

性沒有獲得充分地調動，學習的特質也沒有得到充分地研究與尊重。 

  在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中，聽障學生可以在課堂中有規定地使用他們

的第一語言—自然手語，通過將學習第一語言的的經驗進行有效遷移來學習書面語為突

破口的第二語言—漢語言。自然手語作為幫助他們跨越認知障礙的重要手段而在課堂中

使用，在通過自然手語完成認知活動任務後，運用文法手語和其他溝通方式形成書面語。 

（3）課程與教材 

  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中，依然堅信聽障學生的基本發展規律與學習規

律是與健聽學生保持一致的，區別之處在於思維與學習的方法體系。無論是基於理論的

剖析還是多年的實踐，聽障學生能夠適應與普通學生基本一致的課程，學習與普通學生

基本一致的教材都是得到證實的。但於此同時，在課程架構和教學內容、教學手段等方

面因應聽障學生的學習特質進行適當調整也是聽障學生教育的應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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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建議聾校基礎教育段的課程劃分領域，注

重各領域教與學溝通手段的深入梳理與教與學內容的不斷系統化。分領域統整有利於聽

障學生認知整體發展，有利於促進各地區為數不多的聾人學校教與學研究工作的開展與

教與學研究成果的更有效利用及落實。 

 

表 1 聾校以書面語為歸依課程領域 

領域 

 

語言 數學 人文與

社會 

體育與

健康 

科學 

技術 

綜合 

實踐 

藝術 

 

學 

 

科 

語文 數學 思想 

政治 

體育與

健康 

資訊 

技術 

學科整

合活動 

美術 

溝通與

交往 

社會 心理健 

康教育 

科學 見習與

實習 

美工 

英語 歷史 青春期

教育 

勞動與

職業技

術 

社團 

活動 

律動 

就業 

指導 

在教學中，無論是哪個課程領域，都應充分重視自然手語在學習中的地位和作用，

幫助學生解決認知問題時，要儘量運用自然手語剖析事物內在規律，但在引領學生形成

學科概念，掌握事實性知識的過程中，要注重借助文法手語形成書面語和口語。 

（4）教學環境 

  關於教學環境的營造，基於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模式需求，環境需要滿足教學

活動中對無障礙溝通、多元學習、資源提供等需求。 

  聽障學生無障礙學習環境的營造，應至少從聽覺言語和視覺溝通兩個維度入手： 

   表 2 聽障學生無障礙學習環境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聽 

覺 

言 

語 

社區噪音 學校周邊無明顯雜訊源 

教室聲學 

牆面地面吸音處理 

教室及公共場所設無線調頻設備刷頻器 

教室無明顯雜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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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輔具 
每生配戴最適的助聽器或人工耳蝸 

每班配置無線調頻系統 

聽能管理 

建立聽覺檔案，並定期維護更新資料 

建立每日聽覺檢查制度，並定期回饋 

建立聽覺檢測及輔具保養制度 

視 

覺 

溝 

通 

可視化環境 

液晶投影屏 

教學及集會、活動中的即時字幕顯示系統（含隱蔽

字幕） 

壁報、閱讀展示欄等 

活動前後的海報、總結等文字索引展示 

日常學習生活視覺提示 

無死角環境 

教室中以主講者為中心的圓弧設計 

透明的電梯 

保持公共場所的通透 

5.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教學評價 

  從總體思路而言，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是繼承和完善了以口語為主導

的全溝通教學模式。 

  首先，兩者均以全溝通作為基本的設計思想與要素；其次，兩者的最終目的均為提

升聽障學生的書面語水準；最後，兩者的價值導向均為讓聽障學生最大限度融入主流社

會。 

  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繼承了以口語為主導全溝通教學模式中對聽障

學生與主流社會關係的認識——回歸主流；繼承了以口語為主導全溝通教學模式中對聽

障學生與主流社會最主要的溝通方式溝通方式——書面語；繼承了以口語為主導全溝通

教學模式中全溝通的理念。 

  在傳承的基礎上，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進一步揭示了對聽障學生學習

機制的認識，並在此基礎上明確了全溝通教學模式的最終落腳點。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131 

 

三、反思及展望 

經過多年實踐，“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的指導思想趨於成熟，操作

模式比較完整，具有較強的理論與實踐價值，但在如何進一步增強適應性，以便因應聽

障學生多元化學習訴求靈活調適；如何進一步強化科學性，使聽障學生認知與書面語形

成之間更為順暢有效；如何進一步提升操作性，使幾種溝通手段之間結合更為緊密，對

教學與學習活動的貢獻更大；以及如何更好運用心理學與醫學的研究成果，持續地用腦

科學研究等最新成果改進豐富完善該模式。 

“以書面語為歸依的全溝通教學模式”的緣起與成熟來自於對聽障孩子享受自由教

育生活的教育理想追求，並最終以聽障孩子教育品質的提升作為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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