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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手語課程的建設與大學生手語翻譯員的培養- 

以廣州市高等院校中國手語培訓教學為例 
彭飛揚 

廣東廣州市殘疾人就業培訓服務中心、廣州市手語研究會 

 

摘要 

隨著殘疾人兩個服務體系建設的深入開展，政府對殘疾人的教育、就業、生活越來

越關注。社會對特殊教育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近幾年來，廣州的多所高等院校開設

了“中國手語”培訓課程，鼓勵大學生學習手語，考取“手語翻譯員”國家職業資格

證，擁有多一門的職業技能,為殘疾人、為聾人朋友服務，這是一件利國、利民、利己、

利人的好事，值得社會、政府、殘聯去廣泛關注和積極推進。本文從高等院校手語課程

建設的意義、手語課程的現狀、手語課程建設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大學生手語翻譯員培養

的方法四個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為手語課程在高等院校的持續發展有一點幫助和

借鑒意義。 

關鍵字：高等院校、手語、課程建設、大學生、手語翻譯員 

 

一、高等院校開設手語課程的意義 

（一）社會服務的意義 

中國有 200 多萬聾人，占所有殘疾人類別總人數的 25%。有句話是這麼說的：聾人

除了不能聽，不能說之外，他們什麼都會，什麼都能做！但，值得注意的是，聽和說是

人與人之間交流思想，協調合作的關鍵所在，正是因為不能聽，不能說，造成了聾人在

工作、學習、生活等方面的限制。因為殘障，聾人不可能開口說話，聽不到聲音，這是

無法避開的事實，但我們健全人學習手語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大學生在校期間選學手

語，多一門技能，將來進入社會、走上工作崗位，可以更好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和人生

價值。 

（二）豐富學校課程的意義  

課程設置是高等院校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各學校有自己的專業課、公修課、選修

課等。但如果在以上課程的基礎上，開發一些與時俱進的新學科、新課程供學生們額外

學習，可以開拓學生們的視野、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有利於學生的整體素質發展。“中

國手語”是一門新興的課程，因為其形象生動、表達簡潔、姿勢優美特點受到很多大學

生的喜歡，他們用學到的手語在校運會上表演手語歌，參加演講比賽、到社會上做志願

者，都會收到很好的效果。“手語”就成了高等院校的一個特色課程，是對其他課程的

有效補充。 

（三）學生技能發展的意義 

三年的大學生活，畢業時學生們都能拿到學歷證書，但能否順利就業？是擺在學生

們面前的一個難題。在就業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學生的知識結構與社會技能都需要進

一步的加強。為此，國家出台了"雙證結合"的教育模式，就是學生在高校學習期間，一

方面要取得學歷畢業證書，還需要考取相關的職業技能證書，從而促進就業。“手語翻

譯員”是一門新興的職業，醫院、銀行、商場、會議、公安、航空、車站、碼頭、旅遊、

展覽、電視媒體等等公共場所都會用到手語翻譯員，應該說這個職業有著比較廣闊的發

展前景，社會需求很迫切。所以，大學生，特別是將來從事視窗服務工作的大學生，能

在掌握自己本身專業的同時，考取手語翻譯員證，比別人多了一門技能，在面試時，受

到考官的認可度就會相對大些，在同等條件下，就被優先錄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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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院校中國手語課程設置與培訓教學的現狀 

（一）手語課程在各高校的基本情況   

目前，廣州有大概 20 所高等院校開設了各種形式的手語課程，有專業課、基礎課、

選修課和協會講座課。開設專業課的院校一般是特殊教育系的學生，如：華南師範大學

特教系；開設基礎課的有：廣州大學市政技術學院、民航職業學院等，學習物件一般為

社工專業、空乘專業、空保專業、會展專業的學生；開設選修課和講座課的有：廣東女

子學院、廣州番禺理工學院等多所高校，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高等院校把手語課程引

進了校園。 

（二）課程標準不規範，教學內容欠統一 

因為各專業不同，培養目標不一樣，所以各個學校都沒有一個規範的課程標準，在

課時量、教學內容等方面也不盡相同。如果是專業課，課時一般在 100 學時以上，教學

內容包括手語的基礎知識、詞語、句子、文章等，學習結束後有考試要求。基礎課一般

以日常會話為主，結合一些專業手語開展教學，課時量一般為 60 個課時左右，結業考

核不作硬性要求，學生可以自由選擇。選修課和講座課一般是學生志願報名參加，教學

內容以手語歌、單詞、手語劇為主，手語興趣方面的東西更多些，沒有考核要求，課程

結束後，會以手語協會的名義組織手語歌比賽，更多的是宣傳性質。 

（三）師資力量薄弱，教材跟進滯後 

手語教學師資方面一般以聾人學校和殘聯的老師為主。目前，大多數高等院校沒有

自己本校的師資。就算有，也是通過簡單培訓後就上崗的，因為缺少專業知識和實踐教

學經驗，高等院校的老師普遍反映，教手語壓力非常大。所以，高等院校一般採用外聘

老師擔任教學任務。教材方面也是由主課老師根據學生的專業編寫一些簡單的講義供學

生學習，在品質和科學性方面都沒有保證。2013 年起，廣州市手語翻譯員的考試才有

了五級和四級的培訓教材，但也屬於內部教材。 

（四）教學形式單一，學生手語運用能力欠佳 

手語是一門語言，技能練習和與理論教學都非常重要，然而，更多的是實際運用，

技能性很強。高等院校的手語課，一般都是在教室裡進行，缺少實踐和實習方面的教學。

課堂裡老師講，學生跟著練，經驗豐富的老師會帶著學生做些手語遊戲，也算是豐富教

學形式了，而一般的老師都只限於理論教學。下課後，學生沒有交流的物件，沒有手語

運用的環境，所以，學得快也忘得快。學生們手語的應用能力比較差，達不到與聾人順

利溝通的目的。 

 

三、高等院校手語課程建設的幾點建議 

（一）規範手語課程標準，使教學有據可依 

建立規範的課程標準是保證教學過程順利實施和收到良好教學效果的保證。規範的

課程標準包括：課程制定的依據、作用、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學時分配、教學師資、

效果與評價、考核等部分。標準要以學生的專業和培養目標為前提，來安排教學內容、

選擇教材、確定師資。特別是以培養“手語翻譯員”為目標的學校，一定要參考《手語

翻譯員》職業資格國家標準來制定本校的培訓標準。這樣才能保證學生培訓後順利考取

職業資格證書。在本文的後面有附錄：《中國手語》課程標準（適用三年制高職航空物

流專業）供同行參考。 

（二）理論聯繫實際，多學多練，提升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 

高等院校的手語課程，學習對象是學生，這往往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對將來就業的

幫助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在教學內容方面既要有基礎理論知識，又要有實踐教學。讓

學生看到：學這個課程是真正對他有幫助的，而不是學校硬塞給他的，這樣，學生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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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動學習的意識。一般來說，45 分鐘一節課，30 分鐘授新課，可以教 30 個左右的單

詞和 20 個句子，用 10 分鐘的時間組織手語遊戲或對話練習，5 分鐘複習鞏固和討論。

一個單元的內容教完後，請一位聾人朋友來和學生用手語進行主題對話，開展一些實踐

活動。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手語知識和翻譯能力才會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三）創新培訓教材，加強師資培養，推動手語課程在高等院校的持續發展 

教材和師資是培訓教學的關鍵，由於中國的特殊教育發展緩慢，中國手語培訓教材

非常欠缺。《中國手語》上下冊，是中國權威的一套手語工具書，具有手語詞典的功能，

但裡面沒有句子和文章，過於複雜，不適合做學校的培訓教材。《手語教學》、《中國

手語研究》、《手語翻譯概論》等這些教材，理論知識占多數，實踐操作少，一般也不

選用。這種情況下，現採用的方法是由專業老師來編寫培訓教材，如：《民航系統手語

培訓教材》、《公檢法系統手語培訓教材》、《電信系統手語培訓教材》、《衛生系統

培訓教材》等等。教材一般分三個部分：理論知識、基礎手語和專業手語部分。從 2010

年起，考手語翻譯員職業資格的學生使用的是《手語翻譯員職業資格培訓教材》，目前

有五級和四級，三級和二級正在編寫之中。師資方面，鼓勵學校培養自己的師資，定期

和不定期參加手語的專業培訓和技能提升。建議把高等院校從事手語課程教學的老師列

入特殊教育行列，享受特殊教育專業津貼，鼓勵更多教師從事手語教學。 

 

四、高等院校大學生手語翻譯員的培養 

（一）學好理論知識，練好基本功，具備良好的素質 

理論是實踐的基礎，要成為一名手語翻譯員，首先得掌握一定的理論知識，如：手

語的概念、特點、聾人文化等等，其次是要學習相關政策、法律、法規方面的知識，因

為在手語翻譯中常常是全科翻譯，不僅僅是片面的。再有就是手語翻譯員要有勤學苦練

的精神，每天練、時時練，自己練、同學之間相互練、和聾人一起練，練好基本功。一

名優秀的手語翻譯員，一定要具備耳快（聽聲音快）、手快（翻譯動作快）、腦快（反

應快）、表情快等基本技能。如果平時不多訓練，翻譯中就可能出現差錯，出現翻譯不

準確、不真實，有時甚至造成不良的後果。 

（二）掌握翻譯技巧，營造語言交流環境，做聾人的好朋友 

手語是聾人的語言，就像漢語一樣，有它的特點和規律，學過手語的人都知道，聾

人的自然手語和健全人的手勢漢語有較大的區別，自然手語是聾人天生習來的，過於簡

單和不統一，聾人喜歡用自然手語。手勢漢語是根據漢語翻譯來的，相對自然手語來說，

複雜些，聾人不喜歡，但使用範圍廣，動作統一規範，健全人能學。在這種情況下，如

何處理好兩者之間的矛盾，就需要手語翻譯員使用一定的翻譯技巧。最好的方法就是，

多去有聾人的環境，主動與聾人對話，主動向他們學習，因為手語就是為他們服務的，

取之於聾人用之於聾人。 

（三）遵守職業道德，熱心公益事業，做合格的手語翻譯員 

  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職業道德，這是社會賦予職業人員的責任以及從業者本身應

履行的職責。手語也不例外，有人將手語翻譯員的職業道德總結為“十大守則”，如：

要為當事人保密；客觀忠實地翻譯；要尊重聽障者；要忠於職守等等。我們都要去嚴格

遵守，翻譯的過程只是一個轉換的過程，每個翻譯人員都要遵守職業道德。除此之外，

還要培養手語翻譯員的愛心，耐心、細心和奉獻精神，從心裡接受聾人，全心全意為聾

人服務。做一名合格的手語翻譯人員。 

（四）爭取政策扶持，促進大學生手語翻譯員的持續發展 

優先聘用-就業保障政策的扶持。目前，學習手語課程的學生一般以社工、空中乘

務、空中安全保衛、物流、會展等專業的學生為主。因為這些學生將來就業的單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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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視窗服務單位。如果學生在畢業前考取手語翻譯員職業資格證，面試時就有可能被

優先求取，這將鼓勵更多的大學生學習手語。近兩年來，應聘到南方航空公司的大學畢

業生，就要求有手語翻譯員證，這也是民航學院每年有上百人考手語翻譯員證的原因。

我們希望公安、民政、銀行、殘聯等單位也能儘快開發一些崗位對手語翻譯員優先錄取，

這將大大推動手語翻譯員職業資格的發展。 

經濟補貼-特殊崗位津貼的扶持。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對特殊教育工作空前重視，

國家、省、市都正式公布了多個殘疾人事業發展綱要和特殊教育提升計畫。一些政策檔

中也指出：從事特殊教育和手語翻譯的人才可以享受特殊教育津貼，津貼為個人基本工

資的 30%左右。雖然目前沒有在社會各行各業都落實，但我們還是期盼將來從事手語翻

譯的人多了，政府就會更加重視起來，從而制定相關的政策。 

技能提升---翻譯員繼續教育的扶持。大學生在學校學習了手語，可是如果離開了

學校後，可能會因為工作環境的改變，忽略了手語，也可能因為找不到繼續學習的機會，

他們的手語技能就會慢慢減化。所以，我們應該在社會上成立一些手語培訓機構，供學

生們繼續學習，廣州有手語研究會，有聾人協會，這些都是很好的學習陣地。還可以開

展電視教學、網路教學等形式，為大學生手語翻譯員免費提供繼續學習的機會，幫助他

們提升技能，能盡可能地保持對手語的學習和為聾人服務的熱情。 

 

結語 

手語是聾人的語言，學好手語，我們就能走進聾人的世界，理解他們的心情，懂得

他們的情感，就能讓聾人朋友們與健全人溝通無障礙，就能讓聾人朋友共用中國改革開

放帶來的偉大成果。作為培養人才的高等院校，要充分利用資源在課程建設和人才培養

方面多想辦法。讓我們攜起手來，為培養更多更優秀的手語翻譯人才而努力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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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中國手語》課程標準 

（適用三年制高職航空物流專業） 

    制訂人：                               審定人:  

一、制訂課程標準的依據 

本標準依據航空物流教學標準中的人才培養規格要求和對《中國手語》課程教學

目標要求而制訂。用於指導《中國手語》課程建設與課程教學。 

二、課程的性質與作用 

《中國手語》是航空物流專業的一門（基礎）課程。它是一門服務於殘疾（聾人）

群體，幫助業務人員提高業務溝通能力，體現社會和諧，共建無障礙交流的特殊課程，

具有較強的綜合性與實踐性。本課程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學生具備手語溝通的基本能力。 

三、課程的目標 

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和訓練，使學生具備以下知識-能力-素質： 

1．掌握手語的基本知識。 

2．能用手語與聾人進行簡單溝通，必要時能從事手語、口語的傳譯工作。 

3．培養自學能力、促進社會交往、溝通與團隊協作能力，增強工作能力和可持續

發展能力。 

4．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服務他人的思想意識，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素質。 

四、課程的教學內容與建議學時 

序號 學習內容 學時 建議教學形式 備註 

1 基礎知識 8 面授與練習 必學 

2 詞語教學 20 面授與練習 必學 

3 常用會話教學 20 面授與練習 必學 

4 

航空物流專業手語

教學 

14 面授與練習 必學 

5 文章的聽譯和手譯 20 面授、練習、實踐活動 

考手語翻譯員

證的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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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聾人文化、翻譯技巧 4---8 面授與實踐 必學 

7 實踐活動 10 與聾人面對面交流 必學 

8 考核 4--8 

學期考核或國家職業資格

鑒定 

 

合計 76---120   

五、教學基本條件 

1.教學團隊的基本要求 

（1）團隊規模：專業教師 1 名，聾人輔導教師 5 人左右（含實訓指導教師）。 

（2）教師專業背景與能力要求：系統掌握手語知識，有一定有管理、教學和組織能力，

掌握一定的教學方法與藝術，有較豐富的教學經驗。 

（3）課程負責人：熟悉管理工作和高職教育規律、實踐經驗豐富、教學效果好、具有

中級及以上職稱的“雙師”教師。 

2.教學硬體環境基本要求 

序號 名稱 基本配置要求 場地/ m2 功能說明 

1 面授課 多媒體教室 普通 現場教學 

2 實踐課 課室、外場等 普通 實踐課、交流課教學 

 

3.教學資源基本要求 

(1)教材：《中國手語培訓教材》 

(2)相關輔導書《中國手語詞彙》 

(3) 實踐課環境（聾人組織、聾人個人）。 

六、效果與評價 

1．知識能力方面：通過學習，讓學生掌握 800 個常用手語單詞和 100 個專業單詞的手

勢打法，800 句日常用語的手勢表達。 

2、翻譯技巧方面：具備用手語與聾人進行簡單溝通的能力。 

3、綜合素質方面：培養學生熱愛手語、關心殘疾人的優秀品質。 

4、建設校外學生手語實訓基地，為學生實踐活動提供硬體和軟體。聘請相關單位手語

專業人員作為專業顧問和兼職教師，促進教學效果。 

七、考核與鑒定 

課程結束後，學生參加期末考試，成績作為畢業必考成績，學生自主選擇是否參加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手語翻譯員”職業資格鑒定，獲取職業資格證，證書全國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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