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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弱聽？  

一般正常的聽覺閾限為 -10 至 25 分貝。假如耳朵只可

接收到 26 分貝或以上的音量便會界定為弱聽。弱聽

可按其程度分為五個不同的級別：輕度、中度、中重

度、重度及極度弱聽。假若聽力較佳的耳朵，其弱聽

程度為中度或以上，則會界定為顯著弱聽。  
 

弱聽可按其成因分為「傳導性」、「感音神經性」及「混

合性」。傳導性弱聽是外耳道或中耳腔受損所引起；

感音神經性弱聽則為耳蝸或聽覺神經受損導致；而混

合性弱聽則兩者兼備。弱聽可以是單耳或雙耳的。弱

聽的嚴重程度及成因因人而異，治療方法也有不同。  
 

弱聽對兒童有甚麼影響？  

聽覺：  

弱聽對兒童的影響因弱聽的程度和性質而不同。輕度

弱聽的兒童會難以察覺微弱的聲音和說話；中度弱聽

弱聽 

 



 

2 
 

 

 

的兒童雖然可以聆聽 3 至 5 英尺距離內的日常對話，

但是在嘈雜的環境中會出現聆聽困難；重度弱聽的兒

童只能接收 1 英尺內的聲音，對於說話和其他聲音亦

難以分辨；而極度弱聽的兒童一般對環境聲音沒有反

應，不能依靠聽覺作為主要的溝通方式。  
 

語言：  

弱聽會影響兒童在不同階段的語言發展，患有弱聽的

兒童能否運用口語溝通，要視乎弱聽何時開始及其嚴

重程度。以下的描述是針對一些弱聽程度比較嚴重，

及在嬰孩階段、口語尚未開始發展時所發病的情況：  
 

牙牙學語階段  

一般健聽的兒童在二至三個月大會開始有“咕咕”

的發聲，到大約六個月大便會有早期的子音和母音

的組合如“baba”“mama”。患有弱聽的兒童在這

些早期的語言發展階段，大多數會與健聽兒童的發

展相若。但由於聽覺問題，他們未能清晰地聽到自

己的發聲，所以兒童多數會在發出這些聲音後不久

便會停止發出這些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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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階段  

一般健聽的兒童大約一歲多開始說單字，然後單字

的數量會迅速增加。患有弱聽的兒童在學習詞彙的

速度則明顯較慢。他們在掌握一些較抽象的詞語，

例如表達時間及情緒的字眼亦會較弱。對於一些有

多重意思的詞語亦會較難理解。  
 

詞語組合∕語法學習  

一般健聽的兒童會在大約兩歲開始說兩個詞語的

組合，例如「食包」、「玩車車」。至於患有弱聽的

兒童，視乎其弱聽的程度，他們一般都會較遲才開

始出現詞語的組合。研究顯示，患有弱聽的兒童，

他們在語法方面的發展里程與健聽兒童相若，但其

發展速度則較緩慢。他們在掌握一些複雜的語句亦

會較為困難。在英文方面，由於弱聽的問題，令他

們難以聽到“ s”或“ ed”等尾音，因此他們亦較

難掌握這些音節的意思和用法。  
 

發音  

由於弱聽會影響接收及分析聲音的能力，患有弱聽

兒童的語音發展大多會受明顯影響。他們對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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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頻律的語音，例如“s”或“f”等通常會較難掌

握，亦有些會在聲調和聲線的控制方面出現困難。  
 

認知發展：  

患有弱聽的兒童認知能力並不一定有問題。然而，弱

聽會影響兒童的語言溝通及發展。欠缺穩固的第一語

言基礎（手語或口語）及互動學習經驗，會令兒童難

以吸收外界的知識，並窒礙其思考能力的發展，因而

未能盡展潛能。  
 

閱讀能力：  

很多研究指出，患有弱聽的兒童比健聽兒童的閱讀能

力遜色。在聽力受損的情況下，兒童早期的語音發展、

後期的詞彙及語法發展往往被延誤。他們的詞彙一般

較為貧乏、句子簡單、句式單一。在沒有聲音的情況

下，兒童無法在腦中把字句「讀出聲音來」，令閱讀

及理解文字變得十分困難。在香港，兒童一般在已學

習的廣東話詞彙及語法的基礎上學習漢語書面語。而

患有弱聽的兒童在欠缺流暢第一語言的情況下去學

習漢語書面語會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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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行為發展：  

弱聽令兒童較少與人作語言溝通或交流，因此妨礙他

們與其照顧者及朋輩建立關係。當兒童漸漸長大時，

由於未能有效地與朋輩溝通，加上自我形象低落，亦

可能出現行為及情緒問題。  
 

體能：  

患有重度至極度弱聽的兒童可能會有平衡問題。在日

常生活中，走路、跑步、或在不平坦的路上，會較容

易跌倒；站立排隊時會給人站不定、周身郁的感覺；

有些更會從座椅上無故跌落地上。這些情況在黑暗的

環境下會更為嚴重。  
 

弱聽有多普遍？  

國際資料顯示，每 1000 名初生嬰兒中，就有 1 至 2

名出現顯著的弱聽問題。香港方面，根據「康復服務

中央檔案室」2014 年的資料顯示，每 1000 名 15 歲以

下的兒童就有 1.3 名登記患有顯著的弱聽問題。  
 

另外，衞生署轄下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的資料顯示，

每年約有 70 至 80 名顯著弱聽的新症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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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聽的成因是甚麼？  

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弱聽個案與遺傳因素有關，包

括基因突變、染色體異常，或其他遺傳性疾病等。研

究顯示許多基因與弱聽有關，大多數個案是隱性基因

遺傳。在香港，衞生署的醫學遺傳科可提供一些常見

的基因突變測試。  
 

非遺傳因素方面，由懷孕到兒童成長期間，許多因素

均可能影響聽覺系統，例如懷孕時胎兒受到感染、生

產過程缺氧、嚴重新生嬰兒黃疸症、腦膜炎、腦創傷

等。這些情況會導致耳蝸或聽覺神經受損，令兒童出

現「感音神經性弱聽」。另外，外耳道或中耳腔受到

感染或阻塞，例如嚴重的耳垢問題或分泌性中耳炎引

致中耳閉塞則會導致「傳導性弱聽」。  
 

有甚麼病症可能與弱聽混淆？  

一些常見的發展障礙，其表徵可能與弱聽相似。例如

自閉症譜系障礙、嚴重語言發展障礙、發展遲緩、智

力障礙及嚴重的行為問題，因此在診斷時必須考慮上

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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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病症可能與弱聽同時出現？  

患有弱聽的兒童可能同時兼患發展遲緩或智力障礙、

情緒行為問題、腦麻痺、視障問題等。而弱聽也可能

是不同種類的先天性綜合症的一部分。  
 

如何幫助患有弱聽的兒童？  

聽覺訓練：  

聽覺訓練旨在透過輔助儀器、安靜的聆聽環境及特別

設計的課程，使兒童盡量善用其剩餘聽力，以強化他

們的聽覺意識。透過日常生活的訓練及教育計劃，可

幫助兒童更有效地辨別聲音、促進語言發展、加強認

知及社交能力。  
 

語言及溝通訓練：  

弱聽會影響兒童的口語發展，因此患有弱聽的兒童一般

都需要接受語言及溝通訓練。一般來說，兒童愈早開始

接受訓練，效果愈顯著。但是，最終的成效亦取決於兒

童聽力受損的程度、何時開始配戴助聽器或接受人工耳

蝸移植、兒童的學習能力及家長的參與程度等因素。 
 



 

8 
 

 

 

有些兒童可能在配戴助聽器後口語發展仍不理想。所

以，除了口語訓練外，治療師亦會考慮使用其他溝通

模式幫助兒童溝通。現時在香港，聽覺復康大多會採

用綜合溝通法作為復康的基本理念，但近年亦會應用

手口語雙語發展這個概念。此外，聽覺口語法及口手

標音法在一些西方國家都有被應用。以下是針對弱聽

兒童復康訓練的方法：  
 

綜合溝通法  

這個理念是讓兒童學習聆聽、分辨聲音、口語發音、

口語理解及口語表達；但亦會同時學習手語及唇讀

幫助溝通及學習。綜合溝通法會鼓勵弱聽兒童在溝

通時同時使用口語、手語、唇讀及書寫。  
 

手口語雙語發展  

這個理念是弱聽兒童應該同時學習運用手語及口

語作溝通之用。他們可通過同時學習及運用手語和

口語，來充分發展其認知、語言和社交能力。研究

顯示，弱聽兒童透過手語學習獲得第一語言，不但

沒有阻礙他們的口語能力的發展，反而能促進他們

的口語和語文能力。由於語言發展有關鍵時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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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雙語運用在兒童早期發展，聽力仍然有限時尤

其重要。香港有幼稚園、小學及中學以這個理念訓

練弱聽兒童。在上課時，老師會同時使用口語及手

語幫助兒童學習。  
 

聽覺口語法  

大部分弱聽兒童的家長都是健聽的；另外，隨著科

技的進步，助聽器或人工耳蝸一般都可以很有效地

幫助提升弱聽兒童的聽力。因此，大部分家長都會

希望訓練其孩子學習口語作為溝通的主要途徑。聽

覺口語法的基本理念是弱聽兒童可以練習利用剩

餘聽力學習口語作為唯一的溝通方法。這個訓練方

法不會鼓勵學習唇讀。家長亦需要學習如何調較環

境因素，鼓勵弱聽兒童從留意日常的聲音及聽覺刺

激去學習口語理解及表達。  
 

學習方面的對策：  

儘早讓兒童發展流暢的第一語言，能幫助兒童建立靈活

的思考能力，投入互動學習和社交溝通，並能促進入學

後書面語的發展（包括閱讀理解及寫作）。閱讀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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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需要利用跟題目有關的已有知識，從「上而下」去理

解內容。同時，透過對字、詞、句等書面語法的認識，

從「下而上」去理解文章並學習新的概念。另外，透過

有趣的學習活動提升兒童的閱讀動機、閱讀不同的圖書

系列、運用多感官方法輔助字詞學習，能促進語法學習

並豐富背景知識，並有效提升兒童的閱讀能力。 
 

醫藥治療：  

可針對導致弱聽的不同原因而進行相關治療，例如清

除耳垢、使用抗生素治療中耳炎、利用導管清除中耳

積液等。至於因遺傳或先天性綜合症導致的弱聽，則

需接受遺傳輔導服務及相關的醫藥治療。  
 

助聽器及其他輔助儀器：  

很多科學文獻同時指出，愈早使用助聽儀器，愈有利

弱聽兒童的語言發展；而雙耳配戴助聽器比單耳配戴

更為有效地接收外界聲音。因此患有弱聽的兒童應儘

早考慮配戴合適的助聽儀器。事實上即使有了先進的

助聽器，亦不能完全恢復兒童的聽力，兒童必須接受

相關的聽覺訓練才能有效地增強聽覺及語言發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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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雜環境下要更理想地接收聲源，可透過無線調頻系

統配合助聽器同時使用，以減低噪音之影響。  
 

人工耳蝸及聽性腦幹植入：  

假若患者的感音神經性弱聽相當嚴重，而配戴助聽器的

效果不理想，則可考慮接受人工耳蝸手術。此手術將外

置的聲音接收及處理器，連接植入於內耳的電子裝置，

直接刺激聽覺神經以接收聲音。若人工耳蝸效果亦不理

想，或患者缺乏耳蝸，則可考慮接受聽性腦幹植入手術。

聽性腦幹植入的外置儀器與人工耳蝸的相若，不同的是

內裏的電子裝置連接於腦幹，直接刺激腦幹內的耳蝸核

子。弱聽兒童接受人工耳蝸或腦幹植入手術後，同樣需

要接受有關聽覺及語言的復康訓練。  
 

為家長及孩子提供輔導：  

在診斷時為家長提供心理輔導，並教導他們與兒童溝

通的技巧相當重要。此外，透過鼓勵兒童多用助聽器、

提供語言刺激、參加家長支援小組、課室座位安排、

定期覆診檢查聽力等，均可有效幫助弱聽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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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有甚麼服務幫助患有弱聽的兒童？ 

及早識別：  

醫院管理局的初生嬰兒部透過自動聽性腦幹反應測

試，為全港初生嬰兒進行普及聽力檢查計劃。而衞生

署轄下家庭健康服務也可透過使用耳聲發射測試為

嬰兒檢查聽力。至於衞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則為自

願參加健康檢查的中小學生提供聽力測試。  
 

診斷服務：  

醫院管理局的耳鼻喉專科、衞生署轄下兒童體能智力

測驗服務及學生健康服務均有提供弱聽診斷服務。  
 

醫藥治療及輔助儀器：  

醫院管理局會為弱聽兒童提供手術及醫藥治療。自 1995

年起，三間人工耳蝸內植中心相繼成立，它們分別設於

瑪麗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及伊利沙伯醫院。現時弱聽

兒童一般於一歲便可接受人工耳蝸手術。另外，本港醫

院、教育局、非政府機構及私人機構，亦有提供語言訓

練、聽覺訓練或是手語雙語發展服務。至於助聽器及其

他輔助儀器，則可於教育局或私家診所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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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訓練：  

本港有特殊幼兒中心和早期教育及訓練中心，專為六

歲以下患有明顯弱聽的兒童提供學前訓練計劃。教師

會透過不同的學習情境，生活化的活動，運用聽覺、

口語、手語幫助幼兒在自然的環境中學習。家長可以

透過參與教學的過程中獲得指導，把兒童的學習目標

融入於日常的生活經驗當中。另外，其他特殊幼兒中

心或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亦會為弱聽的兒童

提供認知、體能、社交及情緒控制等全面的訓練。  
 

特殊學校：  

本港有專為弱聽學童而設的特殊學校，老師受過特

殊教育的專業訓練，會因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調適

課程。上課時，老師會採用綜合溝通法以協助弱聽

學童在最少障礙的環境中學習，使其口語、手語及

書面語三方面都得到均衡發展，在學校中亦有持續

的聽覺及語言訓練，幫助他們更容易融入健聽人士

的世界。  
 

近年趨勢顯示，越來越多患有弱聽的兒童入讀主流學

校。透過政府給予主流學校的額外撥款及教育支援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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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由特殊學校所提供的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

幫助弱聽學童達到更佳的學習效果。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同時學習及運用手語和口語，對於有嚴重弱聽的兒童

來說，相信能讓他們充分發展認知、語言和社交潛

能。   
 

在本港，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硏究中心自 2006

年起推行手語口語並行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至今除了設有嬰兒手語班、手語雙語中文閲讀班、家

長手語班外，更於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推行手語雙語

共融教育計劃。  
 

家長支援及訓練：  

香港聾人福利促進會、人工耳蝸內植中心、特殊學校

及衞生署的兒童體能智力測驗服務等多個政府及非

政府機構，均設有家長資源中心、支援小組及家長培

訓計劃，為患有弱聽人士的家庭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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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弱聽的兒童長大後情況如何？  

綜合來說，弱聽兒童的發展，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

包括弱聽的性質與程度、發病及確診年齡、開始使用

聽力輔助儀器的年齡、個別兒童的發展特徵、心理社

交狀況，以及所接受的教育及訓練等。及早診斷和適

當的治療及訓練是達致理想效果的重要因素。  
 

 

相關網頁：  

香港教育局（普通學校支援）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

special/support/wsa/index.html 

香港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聽覺障礙）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

special/resources/serc/hi.html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

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do

wnload/hi_c.pdf 

香港醫院管理局 http://www.ha.org.hk/visitor/ 

社會福利署 http://www.swd.gov.hk 

社會福利署（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組）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

ubsvc/page_rehab/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http://www.cslds.org/v3/?la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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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協進會 http://www.hongkongdeaf.org.hk/ 

宣美語言及聽覺訓練中心 http://www.suenmeicentre.com/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http://www.deaf.org.hk/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聯青聾人中

心 

http://ymd.ymca.org.hk/zh-hant/ 

香港聽障人士家長協會 http://www.facebook.com/hkp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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