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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么是发展性语言障碍？  

发展性语言障碍，亦有文献称为特殊语言障碍，是指

儿童的语言能力比一般同龄儿童显著较弱，而此障碍

并非因为疾病、智力障碍、大脑神经损伤、弱听、情

绪或环境因素等问题所引致。发展性语言障碍是其中

一种最常见的儿童发展障碍，儿童可能同时出现阅读

或学习问题。  

 

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比一般儿童较迟说出第

一个单字。研究指出，一般儿童平均在十一个月便懂

得说第一个单字。但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则平

均在一岁十一个月才开始说第一个单字。此外，很多

国外及本地的研究均显示，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学

前儿童所使用词汇的多样性不及一般儿童。他们理解

问题和复杂句子会出现困难。表达方面，他们倾向用

短而简单的句子，甚或语序混乱。发音问题、语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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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困难如无法维持话题、离题等亦十分常见。到学龄

阶段，他们或会未能明白较复杂的指令、难以复述事

件，并在讨论及进行汇报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困难。 

 

发展性语言障碍对儿童有甚么影响？  

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在语言理解或表达方面

表现较弱，因而影响他们日常与人沟通的能力和社交

方面的发展。由于口语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患有发

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因为语言问题，往往未能有效地

运用语言來学习和掌握知識，他们的学业成绩亦因而

受到影响。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有较大机会同

时出现讀写障碍的问题。此外，他们亦可能兼患其他

发展障碍，例如专注力不足、过度活跃症和动作协调

障碍。  

 

发展性语言障碍有多普遍？  

本港目前还没有发展性语言障碍正式统计数字，但根

据 2006 年卫生署及城巿大学进行的「香港儿童口语〔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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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能力量表」研究计划显示，本港患有发展性语言

障碍的学龄儿童约为百分之五，这结果与外国〔以英

语为母语的国家〕的研究结果百分之七的现患率相近。 

 

发展性语言障碍的成因是甚么？  

最新研究显示，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于发展性语言

障碍的成因及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生理方面：  

由于大脑负责语言功能的部分出现问题，因而影响儿

童学习语言的能力。另外，有研究指出成因与遗传基

因有关，而发展性语言障碍患者的家族成员有发展性

语言障碍的机会亦较大。  

 

语言处理系统方面：  

有学者提出发展性语言障碍患者在学习某些语言规

则出现困难，因而影响其学习语言的能力。此外，亦

有学者提出发展性语言障碍患者的语音记忆能力较

弱，影响其语言运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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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亦可能影响儿童的语言发展，但大部分学者

认为环境因素并非直接导致发展性语言障碍的成因。

以往有人认为双语学习会导致语言发展缓慢，然而研

究儿童双语学习的学者已经推翻这个假定。  

 

有甚么病症可能与发展性语言障碍混淆？  

不同的发展障碍，如发展迟缓、自闭症谱系障碍和听

障等也会令儿童的语言发展出现问题。因此，儿童必

须接受全面评估，包括儿童的口语能力、智力等才能

确诊。  

 

如何帮助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  

及早识别和治疗对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十分重

要。儿童须要接受全面评估，了解和分析语言障碍的成

因，并诊断是否有其他发展问题。言语治療师会为有发

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提供评估、诊断、治疗和跟进服务。

治疗的目的是提升儿童的语言能力，从而加强其社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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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力。他们会按儿童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表现制定治

疗目标，并会考虑各项因素，以订定治疗计划的次数和

形式（例如个别治疗、小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家

长的积极参与对治疗成效十分重要。家长学习治疗技巧，

并跟儿童进行家居训练，帮助儿童将学到的语言技巧应

用到日常生活中，以巩固儿童的语言能力。 

 

本港有甚么服务帮助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

童？  

医院管理局及社会福利署的学前儿童康复服务均有

提供言语治療服务予学前儿童。至于学龄儿童，则可

在学校接受校本言语治療服务。校本言语治療师会为

学校提供校本支持及专业咨询，并为学生、家长及教

师提供训練和辅导等。此外，本港亦有多间私营机构

提供私人言语治疗服务。  

 

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长大后情况如何？  

大多数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在接受训練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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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会有显著改善。但视乎患者语言障碍的严重

程度，部分儿童长大后仍有明显的语言及沟通问题。

此外，儿童亦有机会出现学习困难和读写障碍。其中

语言问题较严重的儿童有较大的机会出现情绪和行

为方面的问题，家长及老师需要多加留意，并为儿童

提供支持和协助。  

 

相关网页：  

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 http://www.fhs.gov.hk/ 

教育局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http://www.edb.gov.hk/serc 

一击通 http://oneclick.hku.hk 

甚么是特殊语言障碍（广东话版）  

RADL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

AEqa0aM-gw 

RADLD https://www.youtube.com/user/RALLI

campaign 

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https://www.asha.org 

Afasic https://www.afasic.org.uk/ 

Talking Point http://www.talkingpoint.org.uk/ 

The Hanen Centre http://www.han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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