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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覺障礙者
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
作者：徐婉慈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摘要
因研究者本身是先天聽覺障礙者，研究者讀高中時，在某機緣下而使右耳植
入人工電子耳，讓研究者親自認識人工電子耳，親身歷經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前
的徬徨與無助，以及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後的復健，而人工電子耳改變自己的人
生，研究者從小到大皆在普通班就學，到大學時第一次遇到許多聽覺障礙者，也
是第一次遇到很多聽障朋友們不願意開人工電子耳，因聽障朋友們皆對人工電子
耳充滿疑慮及擔憂手術風險性。
因此，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我國照顧聽覺障礙者的政策與思維、介紹人工電
子耳、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所得的社會福利補助與服務、聽覺障礙者植
入前的羅氏適應模式、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後的護理過程、人工電子耳的
優缺點等等，了解人工電子耳對聽覺障礙者日常生活的影響性，以及聽覺障礙者
對人工電子耳的建議及期許。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之方式，採取半結構性深入訪談，以植入人工電子耳聽覺
障礙者為研究參與者，搜尋相關文獻和彙整訪談大綱等等相關文件進行分析，整
理出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的羅氏模式與護理過程、人工電子耳補助、人工
電子耳對聽覺障礙者生活的影響等等進行探討及結論，希望能提供未來相關政策
建議。
本研究將探討以下內容：
一、我國政府照顧聽覺障礙者的思維。
二、縣市政府提供人工電子耳之社會福利。
三、人工電子耳的由來與植入的條件。
四、人工電子耳的優點與缺點。
五、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與解決問題。
六、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羅氏適應模式。
七、植入人工電子耳對聽覺障礙者社會適應的成效性。
八、聽覺障礙者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建議及期待。
期許本研究有助於未來想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同時想打破社會大
眾「聽覺障礙者戴上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聽見聲音代表一定聽懂」的錯誤認知。
關鍵詞：聽障生、人工電子耳、社會福利政策、質性研究、羅氏適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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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Roy’s Adaption Model to Examine Adaption Process
of Cochlear Implant on Hearing Impairments
Hsu Wan-Tzu

Abstract
The researcher herself is a hearing impairment. When studying in high school,
she received cochlear implantation on right ear by chance. Not only did she know
more about the cochlear implant, but she also experienced both a confusing and
helpless state before the implantation and a rehabilitation process afterward in person.
Cochlear implant has changed the life. Researcher studied in normal classes since
childhood, and she met several hearing impairments until university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new to her that many hearing-impaired friends refused to receive cochlear
implantation since they were doubtful and worried about the surgical risk.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upon following topics: domestic policy
and attitude toward hearing impairments, introduction to cochlear implant, social
welfare supports and services offered to those who received the implantation, the
Roy’s adaption model before the implantation, the nursing process after the
implantati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chlear implant and so on. It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which cochlear implant gives to hearing impairment’s
daily life, and it also gathers advice and expectations from the hearing impairments to
cochlear implant.
This research adopts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us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who received cochlear implantation. After
analyzing related references and interview materials, it discusses and concludes the
Roy’s adaption model and nursing process when receiving cochlear implantation,
cochlear implant subsidy and daily influences by cochlear implant to hearing
impairments, hoping to offer advice to future policy.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upon following issues:
1.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toward taking care of hearing impairments.
2. Social welfare of cochlear implant offered by county government.
3. The origin of cochlear implant and implantation qualification.
4.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chlear implant.
5. Hearing impairment’s concern of cochlear implantation and problem solutions.
ii

6. The Roy’s adaption model when receiving cochlear implantation.
7.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adaption after cochlear implantation.
8. Thoughts, advice and expectations from hearing impairments to cochlear
implant.
Hoping that this research helps those who want to receive cochlear implant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wants to dispel the public myth that “Once hearing
impairments wear hearing aid or cochlear implant, they could hear voice and thus they
must understand.”
Keywords:Hearing impairment, Cochlear implant, Social welfare, Qualitative
research, Roy’s adap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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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黑暗將使人更加珍惜光明，寂靜將使人更加喜愛聲音；
雖然這個世界充滿了苦難，但是也充滿了很多解決克服的方法。」
—Helen Keller, 1903
很感謝現代科技的進步，出現適合大人、孩童的人工電子耳這電子產品，使
聽覺障礙者可以透過聲音而享受這世界的美好，讓許多聽覺障礙者有機會重獲
「聲」命，同時，人工電子耳也是耳聾者唯一的救星，近年來，植入人工電子耳
的聽覺障礙者逐漸增加，人工電子耳的出現，帶給許多聽覺障礙者希望。
研究者一路求學中，未曾遇到聽覺障礙朋友們，直到大學時，認識了許多來
自不同縣市的聽覺障礙者，研究者發現到很多聽覺障礙者對人工電子耳充滿疑慮
與擔憂，有認識一位聽覺障礙者寧願繼續處於無聲世界，仍不願意植入人工電子
耳，因對人工電子耳手術充滿疑慮，因此研究者本身想探討這主題，希望能幫助
許多聽覺障礙者重新認識人工電子耳，同時也想讓社會大眾重新了解聽覺障礙與
人工電子耳，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
問題、第三節研究架構、第四節名詞解釋，從這四節中依序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的背景
研究者本身是先天聽覺障礙者，很感謝父母讓研究者從小到大皆在普通班求
學，研究者從小學到國中時，兩耳皆配戴助聽器與外界交流，但在高中求學期間
右耳因為某些原因而突發病變，研究者的右耳即使戴助聽器仍然聽不見，右耳內
總是傳來各種詭異聲音，父母帶研究者到處求醫，由於醫院皆查不出病因，甚至
出現一位醫生懷疑研究者是裝病，但研究者不可能拿自己重要的耳朵開玩笑，最
後父母帶研究者到台北馬偕醫院求醫，終於查出病因，可惜為時已晚，研究者的
右耳已成耳聾，醫生告知父母，研究者只有開人工電子耳手術才能讓耳聾的右耳
有機會聽見聲音，家人二話不說到處籌錢，真的很感謝父母的不放棄與疼愛，讓
研究者透過人工電子耳手術而重獲「聲」命，。
研究者於 2005 年 12 月 07 日正式配戴人工電子耳 Nucleus(參見圖 1-1)，購
買人工電子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費用、住院、復健課程等等約花將近一百萬，
帶給父母龐大的負擔，很感謝有政府提供補助，減輕家人負擔，很感謝林鴻清醫
生為研究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非常成功，雖然研究者正式配戴人工電子耳時，
聽見的第一聲是機器的聲音，聽不清楚且聽起來很吃力又刺耳，聽久了會出現頭
暈，但醫生說這需要時間讓大腦去適應，原本以為正式戴人工電子耳第一聲會很
清楚聽見這世界各種聲音，即使如此，對研究者來說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能夠成
功，透過人工電子耳開頻而聽到第一聲使研究者當下不自覺哭了一場，心中有種
無法形容的感動，很感謝父母的陪伴與疼愛，讓研究者順利重獲「聲」機，使研
1

究者下定決心，一生會報答父母，因此，研究者歷經漫長了復健時光，每天持續
練習聽力、語言，到大學時，研究者配戴人工電子耳所聽到的聲音越來越清楚，
享受這世界各種美妙的聲音。

圖 1-1 研究者 2005 年配戴舊人工電子耳 (圖形來源：研究者)
貳、研究者在臺東人工電子耳之申請情況
有關人工電子耳相關補助在臺東推動的情況，以研究者作為例子，藉以探討從申
請、配戴到實際使用的歷程作為個案參考。
一、研究者之實際申請
研究者本身在 2017 年考上三等教育行政身心障礙特考，分發到臺東某一所
學校工作，臺東政府社會處勞政單位有一位約用人員負責研究者這個案，都會主
動關心研究者工作是否遇到困難，給予研究者在公職路得可貴的溫暖，於 2018
年 12 月 22 日，研究者工作單位舉辦了校慶，這一天，天氣酷熱，汗流進了人工
電子耳，人工電子耳開始出現了微弱的雜音，研究者本來以為，暫時不戴耳機上
班，忍耐短暫無聲世界，花了一個星期將人工電子耳徹底除濕，研究者很希望人
工電子耳的雜音徹底消失，可惜，經過一星期後，人工電子耳的雜音不只仍在，
一天比一天更大聲，開始出現頭暈現象，因此，研究者請假找台北柯林公司和高
雄的柯林公司進行維修，當下得知皆無法維修，而這人工電子耳的產量及配備都
不生產，使研究者配戴有雜音的人工電子耳上班，最後於 2019 年 1 月 7 日人工
電子耳終於正式壞掉了，開始過沒有人工電子耳的生活，是研究者第二次體驗「無
聲世界」，歷經漫長的無聲世界，使研究者的生活和工作方面上都非常不方便，
與人相處常常出現被誤會的狀況，直到有一天，柯林公司張專員與研究者和家人
分享有最新款的電子耳 KANSO 即將上市，研究者跟家人們討論，決定買最新款
的 KANSO 電子耳 40 萬，在研究者與家人擔心如何支付人工電子耳昂貴費用時，
社會處勞政單位約用人員得知研究者人工電子耳壞掉時，她會先跟專業團隊到研
究者的工作場所，評估研究者工作的困境，教研究者如何查「身心障礙者輔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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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補助基準表」(參見表 1-1)，同時也教研究者如何去申請「人工電子耳語言處
理設備更新」之申請流程(參見圖 1-2)，提醒研究者到社會處網頁下載身障輔具
費用補助申請表，聽覺障礙者自行填寫申請表及備妥相關資料繳交給市公所審查，
收到核定函後才可購買輔具，購買輔具時要檢附相關資料進行申請請款，研究者
很感謝臺東政府社會處和市公所的幫忙，再次讓研究者第二次重獲「聲」命。
表 1-1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
最高補
助金額
（元）

補助項目

低收入戶

(單位：元)
中低收入戶

最高補
最高補助金
額之百分之
600,000 助金額
之全額
七十五
人工電子耳
最高補
最高補助金
語言處理設 100,000 助金額
額之百分之
備更新
之全額
七十五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社會處，2020 年)
人工電子耳

非低收
及非中低
收入戶
最高補助
金額之百
分之五十
最高補助
金額之百
分之五十

最低使用
年限

終身一次

10 年

申請人自己
對照「身心障
礙者輔具費
用補助基準

申請人自行檢具
申請表單、評估報

社會處收到
文件後 10 天

表」，檢查確
認有符合評
估規定。

告書到戶籍地公
所或輔具中心提
出申請。

內審核、函發
核定公文。

申請

核定

核銷

購買

申請人憑購買發票及規
定核銷表件送至戶籍地
公所，由公所轉送至政府
進行核銷審核，補助經費

憑核定公文之核定
項目至廠商購買輔
具，申請人須先行墊
付所有輔具費用。

撥付至申請人帳戶。

圖 1-2 輔具購買流程圖
(資料來源：社會處，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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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之實際使用狀況
柯林公司替研究者下單最新款 KANSO 人工電子耳(參見圖 1-3)， KANSO
人工電子耳是最小巧輕盈的一體機，而且 KANSO 人工電子耳不是耳掛式，可直
接吸在大腦皮膚上，KANSO 人工電子耳有八種顏色，研究者選擇了接近髮色的
黑色，藏在頭髮哩，外表看不出來，KANSO 人工電子耳具有隱密性，KANSO
人工電子耳可直接貼在植入器位置，貼在大腦皮膚上，頭髮一蓋住，外表完全看
不出研究者有戴人工電子耳，KANSO 人工電子耳有附髮夾，當研究者戴上
KANSO 人工電子耳時，髮夾可直接夾在頭髮裡(參見圖 1-4)，完全不用擔心
KANSO 人工電子耳何時掉下來而自己卻不知道，當研究者正式戴上 KANSO 人
工電子耳第一聲開頻時，第一頻聲音突然大聲起來，但那大聲不適感隨之而來皆
是機器的聲音，因之前處於太長無聲世界，使大腦習慣了無聲世界，所以第一聲
才會是機器的聲音，但對研究者來說，能再次聽見外在的聲音，即使是機器的聲
音，眼淚仍不自覺掉下來，心中滿滿感謝還是感謝。
聽力師說研究者配戴 KANSO 人工電子耳的機器聲音和雜音，是因為聽到太
多細微環境聲音，需要多次調頻就可改善，為了能聽得更清楚、聽得更好，研究
者花了十次專程北上，直到最一次調頻，當研究者透過 KANSO 人工電子耳聽到
的雜音、機器聲音都不見了，當下溫暖湧上心頭，聽到的聲音越來越清楚，有種
想哭的衝動。
聽力師為研究者在遠程助手遙控器裡輸入三種程式，KANSO 人工電子耳可
與遠程助手遙控器配對，使用遠程助手遙控器可進行調整 KANSO 人工電子耳聲
音的大小聲，讓研究者可自己決定配戴 KANSO 人工電子耳的音量，聽力師教研
究者可透過遠程助手遙控器裡，可觀察 KANSO 人工電子耳電池耗用情況及設定
等等細節，KANSO 人工電子耳裝上電池後即會自動開機，所以當研究者戴上
KANSO 人工電子耳可直接聽見聲音，按下 KANSO 人工電子耳按鈕或遠程助手
遙控器就可進行變換程式，讓研究者自行挑選聽起來舒適的聲音程式，當已貼在
大腦的 KANSO 人工電子耳快沒電或掉落時，遠程助手遙控器會馬上呼叫，提醒
研究者注意(參見圖 1-5)。
KANSO 人工電子耳配件中，有提供無線手機電話夾和無線微型麥克風 2 選
1，研究者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選擇了無線手機電話夾，柯林公司教研究者使用電
話夾跟 IPhone 手機進行藍芽配對，如此一來，無論是電話、聽音樂或看影片時，
皆只有研究者自己聽見聲音，就算把聲音開到最大聲，仍只有研究者自己聽見聲
音，完全不用擔心吵到周圍的人們，自己又可聽得很清楚，若研究者自己不想要
聽音樂時又要聽外在的聲音，完全由自己來決定把外在的聲音都關掉，只聽音樂
或影片的聲音，研究者可透過遠程助手遙控器檢查是否顯示藍芽圖案，若出現藍
芽圖案，代表只有研究者自己聽見電話或音樂的聲音，多虧無線手機電話夾的發
明，讓研究者可像普通人一樣在圖書館或任何公共場所，放心邊聽音樂邊看書，
當自己接聽電話時，因為電話夾讓研究者聽到手機的聲音，而且沒有多餘的雜音，
讓研究者聽對方講話時可清楚只有對方的聲音(參見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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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者 2019 年配戴新人工電子耳 (圖形來源：研究者)
KANSO 小小一體
機又輕盈，貼在大
腦皮膚它有附髮
夾，可夾住頭髮，
不用擔心 KANSO
掉落。
圖 1-4 研究者配戴 KANSO 人工電子耳(圖形來源：研究者)
遠 程 助 手遙 控 器 提
供 四 種 程式 由 自 己
挑選舒適的聲音，觀
察 配 件 使用 情 況 及
許多貼心功能。

圖 1-5 遠程助手遙控器(圖形來源：研究者)
無線手機電話
夾與 KANSO 配
對後，只有自己
可以清楚聽到
手機來電﹑撥放
音樂或影片的
聲音。
圖 1-6 電話夾(圖形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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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的動機
研究者從小雙耳配戴助聽器，助聽器只是將聲音放大傳入耳朵，由內耳來執
行並分析聲音，但是，聽得見不代表聽得懂，研究者常常出現「雖聽到聲音，但
聽不懂」的現象，研究者到高中時，右耳正式配戴人工電子耳，人工電子耳是取
代耳蝸的功能，可直接刺激聽覺神經，有了足夠的聽覺神經細胞存活，才能讓研
究者的耳朵達到聽力補償的作用，研究者覺得配戴人工電子耳聽得比配戴助聽器
還要清楚，人工電子耳有幫助自己可聽到自己說話的聲音，多虧有了人工電子耳，
使研究者講話越來越標準。
研究者從小一路求學皆在普通班，直到大學時第一次遇到許多聽覺障礙者，
發現有一些聽覺障礙者對人工電子耳不了解，有些聽覺障礙者即使想植入人工電
子耳，但因為某些擔憂或疑慮最後決定放棄，也認識一位聽覺障礙者的耳朵有成
功植入人工電子耳，但因某些原因，導致這位聽覺障礙者最後選擇無聲世界，研
究者出社會後，因為工作環境而認識一些聽覺障礙者的家長們，同時認識聽障的
孩童們，讓研究者漸漸了解到人工電子耳這電子產品對某些聽覺障礙者來說是希
望，但對某些聽覺障礙者來說是非常龐大的負擔及痛苦，因此，讓研究者決定研
究人工電子耳這方面，以聽覺障礙者個人的角度來探討人工電子耳，探討人工電
子耳對聽覺障礙者來說是否有益？透過人工電子耳這個媒介可了解臺灣政府在
聽覺障礙與人工電子耳這兩方面的政策與思維，同時探討聽覺障礙者在社會大眾
中得到哪些資源與補助，而人工電子耳是否有幫助聽覺障礙者順利適應社會。
近年來，我國政府漸漸重視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政府頒布的「特殊教育法」
、
「特殊教育施行細則」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等相關法規，提供聽覺障礙
者生活、就學、就業、醫療、心理輔導等等相關資源，也有提供植入人工電子耳
手術前的諮商、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的聽能復健等等相關資源，讓聽覺障礙者
能熟悉各項相關補助及服務，使聽覺障礙者得到實質的幫助，人工電子耳這電子
產品一直是聽覺障礙者重要輔具之一，因人工電子耳可幫助重度、極重度、耳聾
等等聽覺障礙者重新獲得聽覺的功能，只要透過適當的聽力和語言復健，而自己
願意持續努力練習聽與說，來增進自己聽取和溝通能力，是有助於聽覺障礙者回
到正常生活。
因此，此研究是以聽覺障礙者本身觀點來進行探討人工電子耳，希望能藉此
機會來了解臺灣政府照顧聽障者的政策與補助，同時了解聽覺障礙者在植入人工
電子耳前、植入人工電子耳過程、手術後復健過程、回歸到正常生活等等各階段
所面臨到的問題與解決，在訪談過程中可思考人工電子耳對聽覺障礙者是否有幫
助？還是遇到新的問題？而聽覺障礙者與家長們對人工電子耳有何期待或建議？
希望透過此研究能夠幫助聽覺障礙者認識人工電子耳，提供未來想植入人工電子
耳手術的聽覺障礙者，獲得更多的參考資訊與正面能量，同時也希望可透過此研
究挖掘出新的建議與發現，一來可讓社會大眾了解聽覺障礙者，二來能讓聽覺障
礙者參考更多人工電子耳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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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以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觀點進行探討，目的是想探討政府提
供聽覺障礙者人工電子耳哪些補助與服務的相關資訊，而聽覺障礙者決定植入人
工電子耳的動機為何？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適應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
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四大面向為何？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聽覺障礙者生活、
就學、就業是否有幫助？聽覺障礙者對人工電子耳有何期待？而研究目的、待答
問題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了解縣市政府提供人工電子耳的社會福利政策與資源。
二、了解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適應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
能、相互依賴等四大面向。
三、了解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的社會適應。
四、了解人工電子耳對聽覺障礙者生活、就學、就業的影響。
五、了解人工電子耳對聽覺障礙者的意義。
貳、待答問題
一、聽覺障礙者所處的縣市提供哪些人工電子耳相關補助福利服務?
二、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
依賴為何？
三、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的護理歷程為何？
四、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後的成效?
五、聽覺障礙者對配戴人工電子耳的優缺點以及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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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以羅氏適應模
式檢視聽覺障
礙者植入人工
電子耳之歷程

文獻回顧與探討

人工
電子耳

聽覺障礙者

臺灣提供
聽覺障礙
者社會福
利資源

聽覺障礙者
與臺灣聽障
教育歷史與
政策

研究結論與建議

羅氏適應
模式、理
論與應用

質性研究
資料蒐集
半結構式訪談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結果與分析

羅氏適應模式

生
理
需
求

自
我
概
念

角
色
功
能

聽覺障礙
者對人工
電子耳的
建議

人工電
子耳的
優缺點

圖 1-7 研究架構圖 (圖形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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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互
依
賴

對人工電子
耳新的期許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聽覺障礙者
根據我國政府頒布「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法規中第五條聽覺
障礙者定義，是指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異常，致以聽覺參與活動之能力受
到限制者，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個案(教育部，2013)。
二、人工電子耳歷程
指身為聽覺障礙者配戴助聽器後，發現對於自己的聽取能力和說話能力沒有
明顯改善或進步，聽覺障礙者經由醫師、聽力師等相關專業團隊人員評估後，適
合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完成復健歷程後，配戴人工電子耳使聽覺障礙者的聽取
能力和說話能力有良好的成效(林于倫，2014)。
三、羅氏適應模式
羅氏適應模式強調人是一個適應、開放的系統，人周圍的環境在不斷的交互
作用中，人接收各種環境的刺激，人會以生理和心理來調節次系統，來應付內在、
外在的模式，人必須要適應變動的環境，繼續對不斷改變的環境而做出反應，來
維持人的統整性進而達到最佳的適應(曹麗英，2015)，運用羅氏適應模式探討聽
覺障礙者在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等四大面向，以及了解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護理歷程，使聽覺障礙者學習適應植入人工電子耳
帶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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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內容分為共四節，第一節為聽覺障礙者之相關研究，想透過相關的文
獻進一步了解何謂聽覺障礙者的定義、分類、成因、特質，同時探討臺灣政府照
顧聽覺障礙者的思維、聽覺障礙教育的歷史、特殊需求等等；第二節為探討人工
電子耳之相關研究，透過相關文獻來了解人工電子耳的介紹、功用、優缺點、現
況與未來，同時了解臺灣政府提供人工電子耳之社會福利資源；第三節為人工電
子耳植入歷程相關研究，來了解有裝人工電子對聽覺障礙者來說是得到幫助還是
製造更多問題？聽覺障礙者選擇接受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中、後等等原因、遇到
的困境、解決的策略；第四節為探討羅氏適應模式，透過相關文獻了解其理論，
並以羅氏適應模式來探討聽覺障礙者「人、環境、健康、護理」相關概念，從這
四個章節中進行探討，建立清楚的界定。

第一節 聽覺障礙者的定義、特質與臺灣的聽障教育
壹、 聽覺障礙
耳朵，是我們人類身上重要的聽覺器官，同時也是我們人類生理上的重要平
衡器官之一，然而聽覺器官是人體中最複雜的器官，耳朵主要靠外耳、中耳、內
耳等三種管道來傳導聲音，可透過耳朵構造圖(參見圖 2-1)中了解聲音傳送路徑，
外耳的主要功能是收集聲波，而我們人類的耳廓會收集聲音和辨別方向，會將外
在的聲音進入耳道往中耳耳膜方向傳送，中耳的主要功能是擴大音壓，所以當聲
音傳到耳模時會讓耳膜產生物理震動，同時也帶動中耳的三塊相連的聽小骨震動，
聽小骨機械會將聲音放大，而三塊聽小骨的巧妙連結會使聲音有效進入內耳，透
過震動使內耳耳蝸的淋巴液移動而進行刺激聽覺毛細胞（睿聲助聽器網站，2019)，
內耳的主要功能是將聲波轉換為神經電脈衝，聽神經會傳達神經電脈衝至大腦的
聽覺中樞，因此人類的聽覺毛細胞可以透過聽覺神經，將信號傳送至大腦，而人
類的大腦可以再將聲音進行分析並理解，有助於人類聽見聲音，進而產生聽覺作
用。

圖 2-1 耳朵構造圖

(本圖取自睿聲助聽器網站，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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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類的耳朵任何一處如果出現問題，那麼有可能會造成聽力損失，因
為聽力是由耳朵所掌控（睿聲助聽器網站，2019)，而聽覺是人類對周圍空氣中
感受聲音的能力，如果人類無法透過聽覺能力來接收聲音訊息，或是無法清楚了
解聲音的內容，那麼有可能因為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
是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導致對聲音之聽取有困難者，而人類的聽覺器官
則會無法或是有困難地發揮聽覺正常的功能，因此，則稱為聽覺障礙或是聽力障
礙，簡稱「聽障」，由此可發現，人類的聽覺器官只要出現任何一個部位受到損
傷時，皆會影響人類的聽覺能力，有可能造成程度不均的聽覺障礙，因此，就算
聽覺障礙者的確有時候真的聽得到聲音，但是，有時候聽得見則不代表聽得懂，
因為聽覺障礙者仍可能出現「聽見聲音但卻無法辨識聲音的意義」此「聽不懂」
的現象。
臺灣衛生福利部於 2020 年 2 月公布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中，顯示臺灣於
2019 年底，身心障礙者統計總共 1,185,619 人，男性總共 660,978 人，女性總共
524,641 人(參見圖 2-2)，2021 年 05 月 31 日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網站發佈
資料中，顯示 2020 年身心障礙者總人口為 1,197,939 人，而聽覺障礙者總人口為
124,825 人，由此可見，身心障礙人數有上升趨勢，而臺灣政府頒布「特殊教育
法」
、
「特殊教育施行細則」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等相關法規中提供聽覺
障礙者生活、就學、就業、醫療、心理輔導等等相關資源，讓聽覺障礙者和能熟
悉各項相關補助及服務，使聽覺障礙者得到實質的幫助，目前我國有些社會大眾
對聽覺障者的特質與狀況一知半解或完全不瞭解，常會出現許多誤解以及疑問，
故本章節會以聽覺障礙的定義、成因、類別、特徵、身心特質、如何與聽覺障礙
者相處、聽覺障礙的教育歷史、臺灣照顧聽覺障礙者的思維等等進行詳細說明。

圖 2-2

臺灣身心障礙人口

(本圖取自衛生福利部，2021)

一、聽覺障礙者的定義
聽覺障礙是指人類個體無法以聽覺進行有效接受訊息，導致嚴重影響自己言
語的接收與表達，而聽覺障礙的界定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類，例如從醫療的觀
點來看，則是常以聽力損失程度來表示，若是從教育的觀點來看，則是注重個體
是否能以聽覺訊息來處理語言，我國臺灣於 2021 年 01 月 20 日修正公布《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簡稱身權法)中，提到身心障礙者是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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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
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
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1.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2.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3.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4.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5.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7.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

8.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聽覺障礙者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歸為「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
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依據教育部公布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中提到聽覺障礙係指由於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異常，致以聽覺參與活動之
能力受到限制者，前項所定聽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全國法
規資料庫，2013)：
1.

接受行為式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之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聽閾平均值，
六歲以下達二十一分貝以上者；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2.

聽力無法以前款行為式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

人類的聽覺器官只有外觀可以看見的外耳，不太容易從人類外表中可看出是
否有聽覺障礙，因此，需要由身為父母或教師可以從孩子的語言發展中，觀察孩
子對聲音的行為反應，來發現此孩子的聽力問題，一旦發現孩子有疑似聽覺障礙
的狀況時，建議到醫療單位接受聽力檢查，由鑑定醫師、鑑定人員等等專業團隊
來詳細的診斷，評估聽覺障礙的程度，而聽損程度則是依其所能感覺到的最小音
量而定，一般學術標準來說，正常聽力應該是能聽到 25 分貝以下的聲音，但是
若要在 25 到 40 分貝才聽得清楚則是輕度聽損，41 到 55 分貝之間才聽到聲音則
是中度聽損，56 到 70 分貝才聽得見則是屬於中重度聽損，71 到 90 分貝才聽得
見則是為重度聽損，91 分貝以上才聽得見則是為極重度聽損，因此，個體的聽
損程度不同，就會對其溝通能力、聽覺理解能力的影響範圍產生差異，而聽覺輔
具的選擇、聽語訓練也會依照個體的需求有所不同。
1.

輕度聽力損失：聽力損失在 26～40 分貝之間，此類聽覺障礙者需要觀察，
因可能出現聽覺障礙者難以聽到遠距離的聲音此狀況，可能需要調整聽覺障
礙者的座位，或是接受讀話訓練來進行改善，此類聽覺障礙者可配戴助聽器
(Hearing aids)，助聽器是一種精密電子擴音儀器，主要功用是將外在的聲音
擴大，來幫助那些聽力敏銳度有缺陷的此類聽覺障礙者，能夠充分地利用剩
餘聽力，但助聽器會出現難免造成失真現象，無法根治聽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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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度聽力損失：聽力損失在 41～55 分貝之間，此類聽覺障礙者仍需配戴助
聽 器或是接受 其他特 殊教育 的幫助 ，例如 讀唇、 及聽能 訓練(Auditory
training)、語言訓練等，聽能訓練是指將聽覺障礙者剩餘聽力發揮最大效能，
訓練聽覺障礙者去體驗、識別、闡釋和整合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的聲音，進
行提升聽覺障礙者說話和讀話的能力。

3.

中重度聽力損失：聽力損失在 56～70 分貝之間，此類聽覺障礙者難以理解
大聲的話，因此，在團體和教室當中討論對聽覺障礙者來說是有困難，聽覺
障礙者需要配戴助聽器，或是接受其他特殊教育的幫助，例如讀唇、聽能訓
練(Auditory training)、語言訓練、到資源班上課等等幫助。

4.

重度聽力損失：聽力損失在 71～90 分貝之間，此類聽覺障礙者一般只能聽
到近距離或是很大的聲音，在這樣情況下，聽母音會比較清楚，但聽子音可
能會比較差，因此，聽覺障礙者需要配戴個人助聽器、接受聽能訓練(Auditory
training)、特殊教育等等幫助。

5.

極重度聽力損失：聽力損失在 91 分貝以上，此類聽覺障礙者被稱為聾人，
此類聽覺障礙者可以透過感受「振動」來感覺到很大的聲音，對聽覺障礙者
來說，是依賴視覺而不是聽覺來處理訊息輸入的過程，大多數聽覺障礙者靠
綜合溝通法(Total communication)來與他人溝通，此類聽覺障礙者需要裝置
人工電子耳或是採用聾生式的特殊教育等等幫助。

臺灣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於2020年2月公布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
中，提到身心障礙證明申請的方式(參見圖2-3)，若聽覺障礙者自己目前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註記效期在2015年7月10日以前，在醫療鑑定部分，聽覺障礙者自己可
以透過「重新鑑定」或「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兩種方式進
行鑑定流程(參見圖2-4)，臺灣政府目的希望讓聽覺障礙者領取身心障礙手冊，享
有應有的權益與福利，接受公平的教育及就業。

圖 2-3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流程圖
(本圖取自衛生部，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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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鑑定流程圖
(本圖取自衛生部，2021 年)
根據臺灣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身心障礙者人數按縣市及類別分」中，可發現
到聽覺障礙者男性多於女性(參見表 2-1)，因此，對於聽覺障礙者的社會福利服
務則應需要得到重視。
表 2-1

2012 年到 2019 年聽覺障礙人口統計
聽覺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
年別
總人數
男性
2012 年
122,285
71,020
2013 年
122,348
70,774

聽覺障礙者
女性
51,265
51,574

2014 年

122,988

70,898

52,090

2015 年

122,906

70,539

52,367

2016 年

123,186

70,439

52,747

2017 年

122,835

69,854

52,981

2018 年

123,208

69,821

53,387

2019 年
124,435
70,31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更新時間為 2020 年 3 月 9 日)

54,174

二、聽覺的障礙與成因
以下障礙如依照發生時間來劃分，可分為先天性與後天性兩類，凡是出生時
或出生後不久就已發生的聽力障礙，統稱為「先天性」聽障、「後天性」聽障(參
見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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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聽覺的障礙與成因
(本圖取自明基健康生活網站，2020 年)
無論是先天或後天，對聽覺障礙者來說雖然不容易也是相當困難，但聽覺障
礙者仍試著努力克服它，並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與未來。
三、聽覺障礙者的類別
造成聽力損失的原因包含中耳炎、長期處於高噪音環境中、遺傳因素、疾病
或先天缺陷、意外或外力傷害、藥物傷害、聽覺器官自然老化等等，基於此，當
外耳、中耳、內耳聽神經及腦聽覺中樞的任何部位有病變時，都會造成聽力損失
程度(參見圖 2-6)，聽力損失若一直不處理的話會造成社交、情緒、精神等等影
響，因此徵求專業諮詢和處理方案極為重要，一般臨床醫療體系針對聽力損失將
分貝範圍區分，可透過觀察聽覺障礙者本身言語了解能力的困難狀況，了解其聽
損程度(參見圖 2-7)，然而聽覺障礙類別可分為傳導性聽覺障礙(又可稱傳音性聽
覺障礙) 與感覺神經性聽覺障礙(又可稱感音性聽覺障礙、感音性聽力損失、感
音型聽障)、中樞性聽覺障礙、混合性聽覺障礙等類別 (林寶貴，1994)。

圖 2-6 聽力損失程度
(本圖取自睿聲助聽器網站，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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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了解輕、中、重以及極重度聽損程度
(本圖取自 BenQ 醫療照護網，2020 年)
四、聽力損失的處理方法
聽力損失的原因和程度皆因人而異，從輕度、中度、重度及極重度聽力損失
中，皆會對溝通、聽力、日常生活、人際社交、學習環境、工作場所產生有不同
程度的影響，有研究指出，聽力損失與自己的情緒健康、生活質素有密切的關係，
那麼，有可能會因聽力損失而使自己變得孤立，若不處理則可能會使自己出現憂
鬱、憂傷、多疑、焦慮等等負面問題，因此，處理聽力損失的參考方法(睿聲助
聽器，2019)如下：
1.

藥物或手術治療：建議一旦發現突發性聽力損失的情況，請必須立刻看醫生
即時診斷及治療，透過藥物或手術治療，如果延誤診斷治療，就有可能會讓
自己的聽覺功能進一步被損壞。

2.

助聽器：如果發現藥物或手術治療等方法皆無法改善，可嘗試尋找合適的助
聽器，透過配戴合適的助聽器來幫助自己應付日常生活的需求，現代有嶄新
的高科技，加上專業的測試及驗配，同時有家人、朋友、健康聽力顧問的支
援，皆能幫助許多聽力損失的聽覺障礙者聽見聲音，聽覺障礙者需要許多時
間及耐心，抱著積極的態度，採取實際步驟來配戴助聽器，讓自己從助聽器
獲得最大的效益。

3.

選用輔助聽力儀器：配戴助聽器不代表一定在任何環境中都能得到最佳的聽
力，因此，輔助聽力儀器可以單獨使用或配合助聽器使用，使自己的聽力達
到更好的效果，輔助聽力儀器可分為四大類別，包含無線調頻系統、電話輔
助裝置、生活輔助裝置(閃光門鈴或振動鬧鐘)、娛樂輔助裝置(電視或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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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聽覺障礙者的特徵
聽力損失不止對於對個案的聽取能力造成影響，也會影響個案的溝通、人際
適應、動作能力，聽覺障礙者會因為聽力損失程度、助聽器輔具配戴時間及功能
等等因素，而出現許多個別差異，特徵說明如下：
1. 聽取能力特徵：聽覺障礙者聽取能力有困難、噪音容忍度比一般人差，聽覺
障礙者可以透過助聽器、人工電子耳等等聽覺輔具來改善聽取能力，但聽取
能力是無法跟一般人一模一樣，在吵雜環境下，對聽覺障礙者來說，聽取能
力更加不利，所以有些聽覺障礙者不喜歡吵雜的環境。
2. 溝通能力特徵：聽覺障礙者最大的障礙，就是無法像一般人一樣能進行深入
且有意義的溝通，因聽覺障礙者缺乏聽覺回饋與說話的經驗，所以聽覺障礙
者不善長處理音質、音調、構音等方面的問題，即使接受口語訓練，聽覺障
礙者本身說話能力仍然受限，因語音、語法、語句的複雜度，加上抽象概念、
助詞等等語言知識的習得和應用，對聽覺障礙者來說仍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聽覺障礙者的說話能力（發音清晰度）會因為聽力損失程度不同而有所影響，
近年來聽障教育界積極推動「早期療育」的概念，是希望聽覺障礙者配戴助
聽器或人工電子耳時，能把握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期，接受聽的輸入刺激以及
反覆練習而學會了口語。
3. 學習成就特徵：聽覺障礙者的學業學習會受到語言能力的影響，聽覺障礙者
在閱讀能力方面，因缺乏適當的說話基礎與語言知識，而限制聽覺障礙者對
文字和語音處理的能力，影響聽覺障礙者的閱讀能力發展，因此在寫作能力
方面有可能出現文章簡短、文句顛倒、抽象詞彙不當使用等等問題，大多數
聽覺障礙者在學習過程中會遇到學業學習困難，一般而言，聽覺障礙學生的
學業成就會平均低於同年齡的聽力正常的學生。
4. 認知能力特徵：聽覺障礙者的認知能力一直是個頗受爭論的議題，一般學者
認為，聽覺障礙者智力的表現主要是受語言溝通能力與後天經驗的影響，即
使具有相同聽力損失的聽覺障礙者，也會因為個體本身的智力、學習動機、
學習策略而有所差異，進而影響聽覺障礙者本身的認知表現，因此，聽覺障
礙者的智力表現會受到語言溝通和後天經驗而影響，早期的研究多半認定聽
覺障礙者的心智能力不如聽力正常者，但 1970 年以後的研究報告宣稱，若
選擇適切之評量工具進行評估，施測過程確認學生充份理解作答方法，所得
到的研究結果顯示，聽覺障礙者之心智能力與聽力正常者並無明顯差異。
5. 人際適應能力特徵：到目前為止，沒有充份的研究報告顯示聽覺障礙者有特
定的人格特質，但聽覺障礙者的溝通能力與周遭親人，尤其是父母、教師、
朋友等等重要人物，對聽覺障礙者接納的態度皆是會影響聽覺障礙者人格發
展的重要因素，因聽覺障礙者會因為聽力損失而感受到孤單或是被排擠，人
際之間出現「溝通」的障礙，會深深影響聽覺障礙者的生活，如果聽覺障礙
者所處的環境是包容及接納的，那聽覺障礙者對自我的認同及正向行為會提
高許多。
6. 動作能力特徵：聽覺障礙者的體能、動作技巧皆與一般聽力正常人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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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聽覺障礙者的身心特質
無論先天或後天因素使自己聽力受損，無法正常接收周圍聲音訊息，聽覺障
礙對個體最直接的影響是溝通能力，因為語言接收方面的侷限，會影響語言表達
能力的發展，透過相關文獻整理聽覺障礙者的身心特質如下：
1.

聽覺障礙者的發音可能存有一部分的困難，很少有抑揚頓挫，大多是單調的
語調，會影響發音的清晰度。

2.

聽覺障礙者若從小就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也有接受聽力與口語訓練，
而聽覺障礙者本身有持續努力學習聽能、讀話、說話等等訓練，那麼，聽覺
障礙者有機會可依賴眼睛與輔具(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進行聽與讀唇語，了
解他人說話的內容。

3.

聽覺障礙者在聽取聲音時，可能會出現聽覺障礙者上身傾向說話者，或是聽
覺障礙者將一耳側向說話者的情形。

4.

聽覺障礙者在書寫和口語表達時所運用的詞彙、句型可能比較簡單，而聽覺
障礙者會依照自己聽力受損的程度，對自己身處的環境出現噪音或信號聲音
時，可能出現沒有反應或是反應遲鈍，透過眼睛「看到」別人的反應時才跟
著反應等等現象。

5.

在某些場合時，聽覺障礙者出席時保持沉默，不代表聽覺障礙者不想參與，
而是聽覺障礙者可能習慣依賴視覺來觀察周圍事務，努力讓自己接收到周圍
的訊息，因此有可能出現對周圍事件的發生及判斷時會有所誤差。

七、與聽覺障礙者相處
聽覺障礙者在成長的過程中，多少會遇到許多挫折，所以當聽覺障礙者面對
問題時，不太會主動去執行或協助，聽覺障礙者多少出現有過度依賴的情形，採
取被動或畏縮的行為模式，因為採取被動或畏縮的行為模式來依靠別人，缺乏積
極性行為，慢慢地，在人際關係方面開始出現問題（林寶貴，1994），聽覺障礙
者依賴視覺與輔具(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接收聲音訊息，進行理解他人說話內容，
但若正常人不知如何跟聽覺障礙者相處時，可能會出現誤解、雞同鴨講等等狀況，
因此，如何跟聽覺障礙者正確相處如下：
1.

聽覺障礙者是依賴眼睛進行「讀話」
，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進行「聽」，
因此，聽覺障礙者透過「讀」與「聽」才能理解他人說話的內容，若要跟聽
覺障礙者說話時，請面對聽覺障礙者，盡量保持口無任何遮蓋的狀況，讓聽
覺障礙者能清楚看見脣形和表情，有助於聽覺障礙者讀唇語，使聽覺障礙者
充分掌握談話內容，以便即時反應，加入對話。

2.

跟聽覺障礙者說話時，語音要清晰，保持適當的速度與音量，不用刻意誇大
唇語，不必過度放慢說話速度，談話時請保持嘴巴淨空，語句不宜太長，必
要時可以筆談來輔助。

3.

聽覺障礙者無論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多少對身處的環境產生的噪音有
敏感，聽起來刺耳或是過多的噪音，皆會影響聽覺障礙者的聽取聲音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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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聽覺障礙者與他人溝通時，有時可能出現聽錯談話內容、雞同鴨講、答非
所問等等現象，因此，請耐心向聽覺障礙者重複談話內容中重要的訊息。
4.

與聽覺障礙者進行溝通時，當聽覺障礙者聽不懂語句時，可以簡化句型，增
加手勢或肢體動作，在聽覺障礙者了解以後，再將句子敘述一次，而聽覺障
礙者習慣以視覺接受訊息或觀察，對其周圍事件的發生及判斷時會有所誤差，
此時，如果能願意主動將事件的來龍去脈詳盡的解說，則有助於聽覺障礙者
了解真相。

5.

聽覺障礙者會努力學習說話，但可能仍然說得不夠清楚，或是不標準，請宜
以最大之耐心、包容心，聆聽聽覺障礙者發言，請多多鼓勵聽覺障礙者講話，
增進其信心。

貳、 臺灣照顧聽覺障礙之思維
一、聽障教育之歷史
臺灣經過日本半世紀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重歸祖國懷抱，臺灣的特
殊教育是從盲教育開始的，多年以後才設立聾啞部收容聾啞人(林寶貴，1975)，
臺灣特殊教育起源於 1886 年前，英國有一位牧師甘雨霖在台南成立「訓盲院」，
臺灣的啟聰教育應於 1915 年臺南慈會院增設聾啞教育為始，臺灣聾啞教育之創
始起於前 1936 年，美國傳教士梅奈德女士在臺灣山東登洲府首創啟瘖學校，專
教盲聾啞兒童，至此臺灣的聾啞教育才算有了微薄的基礎，於 1945 年以前，臺
灣的啟聰教育就分別有臺南盲啞學校及臺北盲啞學校，臺灣特殊教育的發展已有
約一百二十餘年歷史，從對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欺負、漠視到接納、關懷及尊重，
可分為啟蒙植基、實驗推廣、法制建置、蓬勃發展、精緻轉型等等五個時期(吳
武典，2013)，臺灣在前 1953 年一位英國傳教士在北平創立書院教授盲生(林寶
貴，1975)，正是臺灣最早的特殊教育的開端，身心障礙者的教育全面化與適性
化，一直是臺灣特殊教育長久的奮鬥史，讓臺灣特殊教育從無到有，由有到好，
於 1961 年代開始，臺灣特殊教育的服務對象層面由盲聾教育擴大至智能障礙、
肢體障礙、資賦優異等等各領域，於 1968 年以前，臺灣區盲聾學生均同在一個
校地上課，但盲聾學生在同一校接受教育是不適宜，因此後來盲聾分校教學是一
個顯著的進步，使盲聾教育向前邁進一大步(金傳書，1979)，臺灣在法規方面，
於 1970 年在教育部訂定「特殊教育推行辦法」，於 1974 年頒訂「特殊教育兒童
鑑定及就學輔導標準」，於 1975 年頒訂「特殊學校教師登記辦法」，直至 1984
年正式公布「特殊教育法」後，臺灣特殊教育才有比較明確及周延的法令依據，
後來於 1997 年陸續修訂公布特殊教育法及相關子法，奠下臺灣國內特殊教育新
的里程碑，使特殊教育理念由「福利」轉變發展到「權利」，而特殊學生的安置
由「量」的擴充要求到「質」的提昇，則「最少限制環境」
、
「適性教學方法」
、
「無
障礙環境設施」等等相關專業服務成為臺灣特殊教育必要的措施。
臺灣早期盲聾教育學校稱為「盲啞學校」
，後來當盲聾分校時，盲校改為「啟
明學校」
，聾校改為「啟聰學校」
，已是世界各國的特殊教育中創舉，不但打破教
育者與受教者的心理障礙，也消除心裡的自卑，也富有鼓勵、啟發的教育意義(林
寶貴，2008)，臺灣的聽障教育追溯到日治時期，當時偏重手語教學，聽覺障礙
者一直是特殊的團體，聽覺障礙者的特殊學習需求與正常人不同，當時的特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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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採取隔離式，因為當時社會大眾認為聽覺障礙者在普通環境中無法達到一定的
學習標準，也會影響正常人的學習環境，因此要將聽覺障礙者必須隔離到特殊的
學習環境，透過臺灣聽覺障礙的歷史中，可發現到正常人不了解聽覺障礙者弱勢
文化，而聽覺障礙者得受到社會制定規則，正常人的「聽」與「說」理所當然學
會的行為及生活日常，卻對聽覺障礙者來說是一生不斷練習、不斷自我突破，自
古以來，臺灣偏重養護，並非特殊教育，於前 1936 年，多由宗教慈善團體，且
盲聾合一，於 1965 年起，出現口語實驗教學，打破凡聾必啞這觀念，使聽覺障
礙學生有機會學習讀唇與說話，不再完全依賴手語、筆談進行溝通，後來，盲聾
分校，則啟聰與啟明為臺灣特教中歷史最悠久，近年來特殊教育出現「回歸主流」
和「融合教育」的趨勢，不只是聽覺障礙者的議題，許多身心障礙者的議題也隨
著社會運動的熱潮再起，重新喚起臺灣社會的關注與重視，漸漸地，出現許多人
投入身障權益的爭取，使「無障礙環境」的概念漸漸普及，「帶好每位學生」並
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任何人都應該享有接受符合其能力發展的受教權（林貴美，
2001）。
近年來，臺灣的特殊教育在政府積極推動及民間普遍的重視下，各方面已經
有相當的進展，尤其盲聾教育在世界特殊教育的發展歷史上，是最先引起注意的，
盲聾教育也是特殊教育全領域中最需要特殊技術的一部門，因此聾教育比任何其
他特殊教育的教師更需要有特殊的訓練(林寶貴，1975)。
廣義來說，只要學生的學習有特別的需要，而針對這個需要提供給孩子的教
育就可以稱為特殊教育，就狹義來說，特殊教育還是有法定的對象存在的，在
1997 年新通過修訂的特殊教育法第三條就明白的指出特殊教育的對象有身心障
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二大類，而聽覺障礙者為第三類。
二、 臺灣提供聽覺障礙者之特殊需求
透過研究發現，聽覺障礙者的身心發展與聽力正常者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聽覺障礙者是因為聽覺感官能力受到限制，阻隔了聽覺障礙者與外界直接溝通的
管道，因此，聽覺障礙者需要增進具體生活經驗、有效溝通方式的訓練、適切聽
覺輔具的提供、特殊教育、無障礙環境、無障礙科技設施的應用等等特殊需求，
説明如下：
1.

特殊教育：一旦家長或老師發現孩子有聽力問題，就應立即接受聽力檢查，
確定是否為聽覺障礙，並儘早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務，才能增進其學習成效，
為了滿足聽覺障礙者特殊需求而提供的教育，即稱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的主
要精神是考量到每個聽覺障礙者個體內在及個體之間的個別差異，特殊教育
的終極目的是要讓所有聽覺障礙者能接受適性教育，因此，希望能藉此對於
其限制與優勢的瞭解，提供協助發揮最大學習效能的各項教育支持。

2.

溝通訓練：聽覺障礙者是最早成為特殊教育受教的對象，聽覺障礙者的教學
方法也最為特殊，聽覺障礙者的溝通訓練貴在與實際生活的結合，透過積極
傾聽、同理、接納的態度，並且適時適切地予以擴充與回應，因此，豐富的
語言刺激及循序漸進的訓練計畫，才是有效的幫助聽覺障礙者聽能復健，而
聽覺障礙者的溝通方式包含口語法(包括聽能訓練、讀話訓練、說話訓練)、
手語法、綜合溝通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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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聽覺輔具：在人類歷史中，人們自古就已在尋找藥物或其他治療手段來補償
聽力的損失，在電聲學沒有形成以前，人類試著使用自然的助聽裝置，例如
把手做成杯狀放在耳後、可掛在帽子邊緣的煙斗狀集聲器，於 1899 年出現
了第一個碳元素放大器，於 1902 年時開始發明第一個可配戴的碳元素助聽
器模型，而往後的十年期間，可看到電子學的進步與技術的改善，而出現了
真空電子管助聽器，直到 1952 年時出現電晶體進入商業性的應用，而設計
出第一台戴在頭部的助聽器，依序出現了髮夾式、眼鏡式、口袋式、耳掛式、
耳內式、耳道式助聽器，於 1960 年時貝爾實驗室開始研究數位電路應用在
助聽器，直到 1996 年生產出全數位的耳掛式、耳內式、耳道式助聽器，後
來，出現人工電子耳的生產，而人工電子耳已成為重度、極重度或全聾的聽
覺障礙者恢復聽力或獲得聽力的希望和選擇。

4.

生活科技輔具：現代科技的進步，讓聽覺障礙者除了助聽器、人工電子耳等
等聽覺輔具的改良與精進之外，也有出現個人電腦的普及，讓聽覺障礙者可
以藉由電腦的使用來達到溝通的目的，更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的搜尋，進而豐
富聽覺障礙者見聞經驗，而電腦可以作為輔助教學，有了鮮明的畫面與立即
呈現的視覺回饋效果，將會很快地吸引聽覺障礙者的學習動機與專注力，日
常生活用品中最常的是將聲音提示轉為視覺畫面、閃光或觸動功能，便於聽
障者所使用的，這些科技設備除了提供聽覺障礙者擁有無障礙的生活環境，
並協助聽覺障礙者在溝通、學習、生活、就業等方面的適應，更能增進聽覺
障礙者獨立生活的能力。

5.

增進具體生活經驗：一般來說，正常聽力的人類可以經由聽覺管道來學習周
遭許多事情，但聽覺障礙者對聲音的知覺能力不足，會影響聽覺障礙者溝通
的發展，有可能阻礙了聽覺障礙者的學習機會，因此，聽覺障礙者多半是依
賴視覺來認識這個世界，常常忽略了不在視線範圍的訊息，經年累月，聽障
者的學習經驗自然大不如正常聽力的同儕，為了彌補因聽覺障礙所流失的學
習經驗，家長和老師必需儘可能地運用聽障者所能明瞭的學習方式，提供實
際的經驗，把握學習機會，在學習過程中，讓聽覺障礙者親身使用各種感官
去體驗，透過看、聽、觸、嗅、或動手操作的多感官學習，有助於聽覺障礙
者更加對所學的事物有所認知，從中學習許多具體經驗，使聽覺障礙者能真
正對事物有所理解，這些具體經驗都會將是聽覺障礙者往後發展抽象觀念不
可或缺的基礎。

6.

安置模式：隨著特殊教育理念與哲思的發展，目前在臺灣特殊教育的安置模
式亦漸朝多元化、彈性化發展，常見的教育安置模式有普通班、自足式特殊
班、資源教室、特殊學校、在家教育，隨著時代變遷，安置的方式較多元，
並傾向以學生需求為前題考量，因此有更多學生安置普通班部份課程接受資
源教室協助或是特殊班級協助，或是接受特殊班級安置但部份時段回歸普通
班級等等方式。

7.

福利與資源：聽覺障礙者可享有的社會福利服務包括醫療復健、住院看護、
職業重建、教養及養護、健康保險、生活、教育、創業、生活輔具等多項補
助，聽覺障礙者者可透過政府福利服務，或是藉助聽障團體（機構）的福利
服務之提供，以自我心理調適、開拓人際關係，並提升自我本能，促進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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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正常發展，增進社會和諧。
三、 臺灣聽障教育之未來展望
從過去聽障教育發展的軌跡，展望今後聽障教育發展趨勢，可歸納以下有待
繼續努力與發展的課題：
1. 教育安置要依照聽覺障礙者程度而進行彈性服務。
2. 加強學前階段的啟聰教育，注重科技輔具的使用。
3. 適切的聽力解決方案，檢視聽覺輔具是否適合聽覺障礙者，幫助聽覺障礙者
穩健走在融合之路。
4. 臺灣特殊教育採取有效的回歸主流、融合教育，使聽覺障礙者回歸到普通班
就學。
5. 針對聽覺障礙者障礙程度與學習程度，進行調整課程、教材，尋找適合聽學
障礙者學習的能力。
1970 年代臺灣教育制度出現「回歸主流」趨勢，此趨勢成為特殊教育界急
速發展的新興運動(王振德，1985)，若要讓聽覺障礙者與正常人在同樣的學習環
境中接受平等教育，得改變傳統體制中將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分明切割(王振德，
1985)，盡可能將身心障者與正常者安置在一起接受平等的教育(王振德，1985)，
讓聽覺障礙者的需要被社會看見，使聽覺障礙者站在平等的位置，回歸主流趨勢
有助於聽覺障礙者發展適應社會的能力，根據臺灣教育部的法規規定，在融合教
育制度下，會依聽覺障礙者的狀況進行評估，提供合適的安置方式，因此，聽覺
障礙因為近年來特殊教育「回歸主流」、「融合教育」 趨勢下，漸漸重視口語溝
通，且加上科技的進步，有助於聽器和人工電子耳的效果越來越好，增進聽覺障
礙者學習口語能力與聽覺能力的進步，目的讓聽覺障礙者在良好的學習環境下，
能獲得應有的教育資源與權利，同時讓聽覺障礙者有做為人的尊嚴，擁有幸福的
權利，更要擁有充滿夢想與希望的未來。
現代處於知識豐富、科技日新月異的資訊時代，聽覺障礙者生長在資訊時代
中，可以說是優點，也可以說是缺點，優點的是聽覺障礙者生長在資訊與科技進
步的時代，更有機會享受資訊與科技帶來的恩惠與便利，例如電腦字幕看板、電
腦輔助教才教具、人工電子耳、助聽器、字幕化電視、聽輔儀、手機簡訊等等，
皆能幫助聽覺障礙者解決生活、學習、溝通、醫療等各方面的不便及困難，缺點
的是指聽覺障礙者接收訊息方面有障礙，而這障礙將會使聽覺障礙者可能跟不上
資訊，或是追趕得很辛苦，因此，接收訊息更不容易，深切期盼未來科技的進步，
無論是帶給聽覺障礙者或是其他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就學、就業、社會等各種面
向的福音，創造出「無障礙」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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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工電子耳介紹、福利資源與植入歷程之相關研究
壹、 人工電子耳之功能原理
人類，是透過耳朵來聆聽周圍的聲音，而耳朵各結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聲
音從外耳道進入後，造成鼓膜振動，經由聽骨鏈來增加聲波的壓力，傳至卵圓窗
並進入充滿液體的耳蝸內，刺激柯蒂氏器的毛細胞進而產生神經細胞的活化，再
把聲音轉換成神經訊號傳輸到大腦，由大腦解釋並將訊號轉成聽覺(科林助聽器，
2020)。
人類之所以能聽見聲音，是經由外耳、中耳、耳蝸、聽神經、腦部一連串傳
遞的過程而產生，耳蝸就像電話，將聲音轉換為神經訊號，讓人類能透過聽神經
這條電話線，由另一端的話筒接收，進入腦部成為人類所聽到的聲音（醫師衛教，
2019），大多數重度、極重度聽覺障礙者如果耳蝸出了問題，就如同故障的電話
無法撥打出去。
助聽器是將其麥克風蒐集到的聲音加以放大再傳入耳內，進而刺激耳內感音
器的細胞，由內耳來執行分析聲音，人類的耳朵內耳絨毛細胞所受損的程度，會
影響其對聲音解析的能力，如果人類耳朵內耳的絨毛細胞受損程度嚴重，將會使
助聽器無法提供足夠的補償，即使把助聽器的音量調到最大也無法有效地聽見聲
音，因此，人工電子耳的原理就是繞過受損的部分，以電極直接刺激聽神經，來
讓腦部接受產生聽覺。
感謝現在科技日新月異，創造出人工電子耳這電子裝置商品，人工電子耳
(cochlear implant,簡稱 CI)可稱「人工耳蝸」，人工電子耳是一種電子裝置，人工
電子耳是取代耳蝸的功能，可直接刺激聽覺神經，必須要有足夠的聽覺神經細胞
存活，才能達到聽力補償的作用，人工電子耳的構造(參見圖 2-8)包含體內裝置、
體外裝置兩部分，包含麥克風、語言處理器、導線、磁鐵的傳送器，目的是接收
外在的聲音，而體內裝置包含磁鐵的接受器/刺激器、電磁串，體內裝置則以手
術方式埋藏頭皮下，細長的電極串進入耳蝸，因此，人工電子耳的功能是來代替
已經受損的聽覺器官，目的把周圍的聲音轉換成電子信號，傳送到人類內耳的耳
蝸，進行刺激殘留的聽神經纖維，再由人類大腦產生聽覺(吳哲民，2004)，醫生
為聽障者成功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經由聽力師開頻，當聽障者所聽到的聲音
會開始經由麥克風接收語音訊號，用電流的方式將所收到的訊號傳送到語言處理
器，語言處理器收到的訊號以電磁波的方式發出訊號到大腦體內植入的接收器，
釋放出電流，刺激大腦特定的聲音頻道，完成聽障者所聽到的聲音傳送，經由人
工電子耳所聽到的聲音，跟一般人聽到的聲音並不一樣(林寶貴，1994)。
在人工電子耳發展歷史中，最為重要者為澳洲的 Cochlear 公司，於 1980 年
起開始被用於聽覺障礙兒童，後來，於 1985 年、1990 年分別推出適用於聽覺障
礙大人、聽覺障礙孩童的人工電子耳這電子產品，從初具雛形到現代日趨成熟，
人工電子耳的出現，讓許多聽覺障礙者有機會重獲「聲」命，也可讓從助聽器中
沒有得到實際幫助的聽覺障礙者們，再次重獲可用的聽力(吳哲民，2004)，同時
也是耳聾者唯一的救星，聽覺障礙者透過植入人工電子耳後，輔以術後聽能復健
和語言訓練後，就有機會重回了有聲世界，對許多全聾的聽覺障礙者來說，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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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人工電子耳而正常的學習成長，完全顛覆了過去對全聾的聽覺障礙者束手無策
的狀況，因此，一體成形的人工電子耳體外機，其優點為輕便、不影響配戴眼鏡，
又可隱藏在頭髮之下，故隱密性高，現今世界上主要的電子耳供應廠商有澳洲的
Nucleus、奧地利的 Mel-del 和美國 Clarion，因此，，讓重度、極重度、耳聾等
聽覺障礙者經過人工電子耳的植入手術，再次獲得聽取能力，至今臺灣各大醫學
中心均有能力從事此項手術，臺灣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逐漸增加，人工
電子耳這電子產品雖然未能完全彌補聽覺障礙者的聽覺損失，但對重度、極重度、
耳聾等聽覺障礙者來說，能劃破寂靜無聲的世界，重新獲得「聲」機，再次聽見
世界的聲音，人工電子耳這科技是帶來重要的福音，讓聽覺障礙者終生受用。

圖 2-8 人工電子耳的原理
(本圖取自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6 年)
貳、臺灣人工電子耳之社會福利政策與資源
我國臺灣政府有提供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聽能復健等等相關訊
息與資源，讓聽覺障礙者和家人能多瞭解人工電子耳的相關補助與服務，並能得
到實質的幫助，人工電子耳可幫助重度、極重度、耳聾者重新獲得聽覺的功能，
是非常重要的聽覺輔具，但聽覺障礙者本身要願意主動接受受聽力和語言相關訓
練，持續努力增進自己聽取和溝通能力，才能將人工電子耳發揮最大成效，因此，
透過臺灣政府給予實質的幫助加上聽覺障礙者本身不斷的努力，方能有助於聽覺
障礙者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人工電子耳需靠手術植入內耳來取代耳蝸的功能，將聲波轉換成電流來刺激
聽神經細胞，產生補償聽力的作用，但是，並非每位聽覺障礙者都適合植入人工
電子耳手術，因此，需要經過專業的醫療團隊的評估，目前在臺灣植入人工電子
耳手術器材、人工電子耳及周邊配件、平常需花維修保養，加上手術後接受聽能
與語言訓練等等各種費用，總共需大約花台幣八十萬到一百萬，對一般小家庭來
說，是一筆非常龐大的負擔，臺灣政府有提供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金，而衛生
福利部中央健保署於 2017 年 6 月 7 日公告人工電子耳納入健保給付項目，健保
對象限以未滿 18 歲聽覺障礙者使用，且須符合全民健康健保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 84038B 「人工電子耳手術 人工耳蝸植入術 」所訂適應症，每人終
身限申報植入體及聲音處理器各一組(健保署，2017)，由於之前臺灣沒有健保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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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對一些聽覺障礙者來說考量家庭經濟負擔，大多數為單側人工電子耳植入，
相信在健保補助後，雙側人工電子耳植入將成為趨勢，然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更新日期為 2020 年 11 月 05 日)提供資料「全國-人工電
子耳」
、
「全國-人工電子耳語言處理設備更新」
、
「全國醫療費用補助-人工電子耳
植入手術費用」等等資料，聽覺障礙者可依照本身需求自行申請並且通過審查，
就可獲得工電子耳相關補助金(參見表 2-2)。
表 2-2 全國人工電子耳、語言處理設備更新與植入手術費用相關補助一覽表
最高補 最低使
補助項目
補助對象
助金額 用年限
十八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有口語能
力且未曾接受全民健康保險人工電子
耳 給 付 者 之 優 耳 聽 力 劣 於 九 十 dB
HL，且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1.經配戴助聽器及聽能語言復健三個
月，效果不佳者，雙耳聽力劣於一百
一十 dB HL 者，不在此限。
終身
人工電子耳
2.感覺神經性聽力障礙病史在五年以 60 萬
一次
內，或感覺神經性聽力障礙病史超過
五年且持續配戴助聽器者；如因成效
不佳中斷配戴助聽器，中斷期間不得
超過五年。
3.如屬先天性聽覺障礙者，經電腦斷層
或核磁共振攝影確定至少具有一圈完
整耳蝸存在且無其他手術禁忌者。
裝置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其原裝
人工電子耳
置之人工電子耳語言處理設備機型因 10 萬
10 年
語言處理設備更新
原廠停產致原無法繼續使用者。
【醫療費用補助】 經身心障礙生活輔具補助辦法規範之
終身
人工電子耳植入手 評估方式，確認其需求，並提供輔具評 12 萬
一次
術費用
估報告書者。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2020 年）
很感謝臺灣有提供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的相關福利資源，因此，當聽
覺障礙者確定需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無論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前接受醫療，
或是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的聽力復健等等這些歷程，聽覺障礙者可依照本身需
求去申請相關的福利資源，加上本身要持續努力且不中斷聽與說的復健，方能發
揮人工電子耳最大成效性，同時心懷感謝及好好珍惜所擁有的相關福利資源：
一、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醫療費用。
二、醫療單位的補助。
三、地方縣市政府體制的補助。
四、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聽能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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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教育安置。
參、人工電子耳的優點與缺點
人工電子耳此技術研究發展於 1950 年代，最初是用單一電極(音頻)做傳導，
而現今已發展至利用多電極(多音頻)來傳導，科技的逐漸進步，提供聽覺障礙者
另一個選擇，可幫助聽覺障礙者接收外界各種不同的聲音，玲聽世界美妙的聲音、
增進本身社會生活能力及教育等等機會。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植入人工電子耳能讓許多聽覺障礙者增加了自信心，且
有助於聽覺障礙者在社交場合更加活耀及投入，也有一些報告指出，植人工電子
耳有助於聽覺障礙者增加了許多工作機會，同時也可改善聽覺障礙者與家庭、朋
友之間的關係，同時，聽覺能力、對聽覺的反應皆對聽覺障礙者的成長過程具有
正面影響，也會影響聽覺障礙者對日常及家庭生活的感覺。
透過人工電子耳取得聽覺訊息，能幫助聽覺障礙者在家庭和學校中，順利與
他人溝通，許多父母親指出，聽覺障礙者與人談話和語言的表現是同時產生的，
聽覺障礙者可利用人工電子耳植入所聽到的聲音進行對比，再進而修正自已的發
聲，因此，有許多植入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的聽覺障礙者，已經可以進入正常的
學校，接受更廣範圍的教育，使自己的未來可有更多的就學、就業機會，然而，
人工電子耳這產品有其優點當然也會有缺點(楊淑瑛，2018)，整理優缺點提供參
考如下：
一、人工電子耳的優點
1. 振興醫院人工電子耳手術成功率 100%：現在的人工電子耳手術已發展成
微創手術，已經被公認是一種相當安全、有效、信賴度高的耳科手術，不
用擔心性命問題。
2. 人工電子耳的比助聽器聽得更清楚：人工電子耳植入後，在正常狀況下，
聽力測驗會落在聽損 20~30 分貝之間，而配戴助聽器時落在 35~50 分貝之
間，由此可發現，配戴人工電子耳比配戴助聽器所聽見的聲音更清楚。
3. 日後不怕聽力退化：人類隨著年齡越來越大，將會使耳蝸逐漸退化造成聽
力損失，而人工電子耳可以取代耳蝸的功能，直接刺激聽覺神經。
4. 當助聽器使用效果不佳時，人工電子耳是最好的治療手段：當沒有藥物可
以治療時，聽力矯正的方法只有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這兩種方法，若
本身配戴助聽器成效非常不佳，則植入人工電子耳是可考慮的選擇。
5. 人工電子耳提供更多面向的助益：人工電子耳能幫助聽覺障礙者在口語理
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生活品質、生活安全、人際社交、工作能力等
等等各面向得到助益。
二、人工電子耳的缺點
1. 有可能會損失剩餘聽力：建議輕度、中度、重度等等聽覺障礙者想要植入人
工電子耳時，要謹慎思考，因為植入人工電子耳有可能會損失剩餘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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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評估全身麻醉的風險：為了確保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的麻醉安全，
聽覺障礙者請主動在手術前，詳細跟醫生說明自己的身體狀況、過去病史及
用藥情形，才能將麻醉的風險降至最低。
3. 經濟方面的考量：植入單耳費用因人而異，大約為 80～120 萬左右，聽覺障
礙者的單耳可以申請政府給予終身一次人工電子耳補助金 ，但第二耳就沒有
補助金，至於 18 歲以下的聽覺障礙者，單耳若符合人工電子耳健保給付條件，
則可以考慮。
4. 配戴效果因人而異：每一個聽覺障礙者配戴效果的狀況都會因人而異，有些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適應良好，有些聽覺障礙者聽到聲音會莫
名頭痛，也有些聽覺障礙者初期只聽得到ㄐㄐ聲或是機器的聲音，隔了一兩
週才開始聽到別的聲音，醫生僅能由檢查報告中看出一些東西，並無法完美
預期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將會出現哪些狀況。
5. 用人工電子耳和助聽器所聽到聲音不一樣：配戴助聽器和人工電子耳所聽到
的聲音確實是不一樣，因此，新舊聲音連結過程真的需要時間去適應，需聽
覺障礙者本身判斷配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聽到的各種聲音，以此類推的去
辨識各式各樣新舊的聲音。
6. 需要大量復健聽與說：人工電子耳不是萬能，初期還是會聽不懂周圍的聲音，
需要很多時間讓大腦透過人工電子耳去適應周圍的聲音，而復健的黃金時間
大約在半年到一年內，建議一定要安排時間大量復健聽與說，若本身是聾人
或嬰兒（完全沒聽過聲音）
，則有可能要約花一年到三年不等的時間，從零開
始，聽覺障礙者本身積極不中斷練習聽與說，會讓本身聽覺理解能力與溝通
能力進步。
肆、人工電子耳的現況與未來
科技的進步，出現人工電子耳這電子產品，人工電子耳是將聲音經由數位處
理後轉換成電流，透過植入內耳的電極進行刺激聽覺神經(梁家光，2004)，人工
電子耳是一種藉由外科手術植入耳蝸的電子裝置，包括體內植入部分和體外部分，
體外部分包含麥克風、語言處理器，體內植入部分包含刺激電極、植入器、接收
線圈，人工電子耳的裝置能放出電流並直接刺激剩餘的神經纖維進而產生聽覺，
人工電子耳可以讓無法透過其他方式獲得幫助的聾人，再次有機會重獲「聲」機
(梁家光，2004)，重返充滿希望的有聲世界，人工電子耳這電子產品是人類歷史
以來是最成功的神經功能替代品(梁家光，2004)。
人工電子耳商業化的產品以澳洲 Cochlear Corporation、美國 Advanced
Bionics 與奧地利 MED-EL 這三家為最主要的製造廠商，其他製造廠商也在持續
研發中，人工電子耳這電子產品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從原本的單頻道電極人工耳
蝸、到現今的雙耳式多頻道電極人工耳蝸，造福全世界超過三十萬的重度或極重
度聽覺障礙者，且半數以上為先天性失聰兒童(科林助聽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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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全球所有人工耳蝸皆因電極需置入耳蝸，手術風險高，且因價格昂貴造
成聽覺障礙者極大負擔，人工電子耳這電子產品仍有很多問題需要尋求解決，例
如：人工電子耳的使用者是否能恢復正常的音調分辨？因目前為止，人工電子耳
是透過刺激耳蝸來提供聽覺障礙者進行音調分辨，但效果不佳，聽覺障礙者配戴
人工電子耳處在噪音環境中，使用狀況不理想，如果能輸入更多語音的訊號，或
許能夠讓聽覺障礙者配戴人工電子耳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自如，從人工電子耳科技
的發展中，可看見人工電子耳的未來與侷限(梁家光，2004)，因此，如何讓全國
能有正確認知人工電子耳相關新知識，這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之一，人工電子
耳這電子產品仍有進步空間，期待未來人工電子耳出現更多新的變化。
伍、聽障者抉擇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考量因素
人類擁有五官，每一個感覺器官都很重要，包含了耳朵的聽覺，聽覺牽扯到
的不是只有聽力，也影響語言的發展，聾啞也是因失聰而無法說話，因此，聽覺
對於語言的發展非常重要，人類的耳朵包含外耳、中耳及內耳，在輕度到中度的
聽覺障礙者配戴助聽器可以有效的改善聽力，但當內耳幾乎喪失了所有功能而聽
神經尚完好時，人工電子耳(cochlear implant)就可以派上用場。
人工電子耳來已經成為重度到極重度聽覺障礙者重新獲得聽力的重要方法，
但不是每位聽覺障礙者都適合人工電子耳手術，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可能併發症包
括傷口的感染、顏面神經麻痺、乳突炎、腦膜炎、植入的體內機故障、體內機固
定失效、磁鐵位移、皮瓣壞死缺損、植入的接收-刺激器露出、電極束脫出、流
血、血腫、耳鳴、暈眩、中耳炎、膽脂瘤、味覺的改變等等，因此，手術前審慎
的評估和手術後的復健是人工電子耳手術成功的必要條件，另外人工電子耳對於
學語後失聰的人效果也較顯著。
聽覺障礙者就算只有殘存的聽力，有了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的輔助，皆能有
助於聽覺障礙者能聽到聲音，聽覺障礙者一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後，若另一耳仍有
剩餘聽力時，那麼，一耳配戴人工電子耳，另一耳佩戴助聽器，效果仍佳，有助
於聽覺障礙者在環境中辨別聲音的來源，聽覺障礙者接受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
要思考本身考量的因素，包含個人因素、家人的想法與支持、現有經濟狀態、輔
具、補助、手術後是否有風險、手術後聽力和語言復健是否順利等等各式各樣考
量因素，皆會影響聽覺障礙者是否抉擇接受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對於聽覺障礙
者來說，是一項非常困難的抉擇，因這會改變自己的未來，而且在植入人工電子
耳手術過程中，不同階段皆有不同的困境，那麼，聽覺障礙者面對不同階段的困
境時該如何去解決與適應？這些皆是聽覺障礙者想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時，依據自
己本身的需求及多方面考量因素，皆要謹慎思考
陸、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條件
不是每個聽覺障礙者都適合使用人工電子耳，必須經過專業團隊評估，確實
符合一些條件後，才能讓聽覺障礙者植入人電子耳，目前助聽器其實只是簡單的
將外在聲音的音量放大，對於完全失聰的聽覺障礙者來說，可能沒有太大幫助，
此時人工電子耳是另一個選擇，失聰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內耳外傷疾病或其他
的問題，而導致聽神經受傷，使聽覺障礙者突然或漸漸失去聽覺，而人工電子耳
可避開這些受了傷害或有疾病的那部份，直接刺激聽神經，使聽覺障礙者能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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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的聽力，這是一般助聽器所無法提供的，因此，不管是先天或後天的聽覺
障礙者，皆需要經術前評估，適合者都可藉著這項技術而重新聽到聲音。
配戴助聽器對有些聽覺障礙者來說，只是將聲音放大，無法清楚辨識度(參
見圖 2-9)，若聽覺障礙者發現自己配戴助聽器時仍沒有成效，開始影響到自己的
學習與生活時，則可考慮開人工電子耳手術，全民健康保險自 2017 年 7 月已將
人工耳蝸(人工電子耳)正式納入健保給付項目， 18 歲以下且雙耳聽力損失 90 分
貝以上的聽覺障礙者受惠，使有些原先擁有單耳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獲得
第二耳植入的機會，有研究顯示雙耳聆聽對重度聽損學童的學習更有助益，因此，
陸續出現家長為了自己的孩子(自費植入單側耳蝸)積極投入健保申請行列，而聽
覺障礙者可依照本身需求向政府相關單位進行申請人工電子耳補助，無論各縣市
提供人工電子耳相關補助，或是人工電子耳納入健保給付項目，皆能減輕聽覺障
礙者支付龐大費用的負擔。

圖 2-9 使用助聽器時聽力狀況
(本圖取自楊淑英的專用網頁，2018)
當自己的聽覺喪失，即使配戴助聽器仍沒有助益時，就應該考慮用人工電子
耳這選項，的確，不是每個聽覺障礙者都適合接受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而每次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成功率並非百分之百，每次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的成效也
會不一致，因聽覺障礙者個體間仍有差異性，但是，人工電子耳對於聽覺障礙者
的改善效果優於以往的聽覺輔具。
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條件會隨著科技、開刀技巧的進步而有所變化，目前植入
人工電子耳的條件(漫漫健康，2018)若有符合，則可進行評估是否願意接受人工
電子耳植入手術，以改善聽障問題：
1.

兩側重度至極重度感音性聽損。

2.

聽覺障礙者及家人願積極配合並支持術後的聽能復健，且要有動機強且配合
度高。

3.

聽覺障礙者對人工電子耳有強烈意願、合理且正確的期待。

4.

聽覺障礙本身無手術風險、無不適合植入手術的生理或醫學因素（例如無法
全身麻醉）。

5.

聽覺障礙者的耳蝸高解析斷層圖中，沒有開刀之禁忌（例如耳蝸未完全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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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的效益有限（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的選配必須是適當的，
至少使用助聽器 3 至 6 個月以上適應期，但仍無法由一般助聽器獲得良好的
聽覺改善）。

因此，聽覺障礙者想知道自己是否合適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得交給專業醫
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等等相關專業團隊共同適當的評估，也會得到適當的建
議，而聽覺障礙者自己思考是否需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得多方面考量各種因
素以及手術後可能面臨到的適應問題，因為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並非手術單一的
過程，得歷經手術前的專業團隊進行評估、醫師進行手術、術後聽力師開頻、手
術後評估、聽能復健、持續追蹤等等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過程，有助於聽覺障
礙者聽取能力和說話能力(參見圖 2-10)。

圖 2-10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三個月的復健成效
(本圖取自楊淑英的專用網頁)
如上所言，對一些聽覺障礙者來說，助聽器功能只是讓聲音變大，對於完全
失聰聽覺障礙者來說，沒有太大幫助，因為對於聽損重度的聽覺障礙者而言，戴
助聽器時的感覺是勉強可聽到部份交談的聲音，對於高頻部份的聲音(如電話、
門鈴及ㄐ、ㄑ、ㄒ發音等）較無法察覺，聽到的聲音相較之下就不完整了，因此，
對於聽損程度更重的聽覺障礙者而言，配戴助聽器的幫助更是有限。
對每位人工電子耳植入者來說，聽到的外界聲音可能不盡相同，許多因素都
會影響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所聽到的聲音是怎樣的品質？早期的人工電
子耳時期，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描述聲音聽起來像是電子儀器聲音，如
同電腦所發出來的，也有一些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說那些聲音像是在水
中，說話不是很清楚，也有一些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說聲音聽起來很自
然，有如失聽之前所聽到的聲音一樣，隨著時代變遷，經由人工電子耳團隊的不
斷研發，近年來之進步，已使人工電子耳使用者聽到的聲音愈來愈接近清楚的聲
音，剛開頻時，仍有一段適應期，會覺得聽到的聲音聽起來不清楚，但是，過了
此適應期之後，所聽到的聲音會愈來愈接近清楚的聲音，然而，適應期的長短需
要視每位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是否有積極主動復健、本身復健情況、植
入前失聽的時間、及失聽前的溝通情況等等各因素而有所不同。
柒、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之評估
正常人的聽力是依賴於健全的內耳毛細胞，因內耳毛細胞的功能是在於能將
聲音的震動轉換成電能，因此，大多數聽覺障礙者的內耳毛細胞多少死亡或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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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聽覺障礙者的螺旋神經節細胞(即構成聽神經之神經元)有不同程度的保存，
人工電子耳功能是在於能跳過內耳毛細胞，直接利用植入耳蝸的電極，給予螺旋
神經節細胞電刺激，使聲音訊號轉至大腦皮質(劉殿楨，2004)，若聽覺障礙者經
配戴助聽器仍無法有效發展聽力語言，請把握聽力語言發展的關鍵期，應及早接
受人工耳蝸植入術 (臺大醫院健康電子報，2020)。
目前的治療新觀念是合併多科整合治療，配合專業團隊評估後，建立治療計
畫已達最達療效(臺大醫院健康電子報，2020)，因此，當有意願想植入人工電子
耳的聽覺障礙者，手術前得先經過專業的團隊的評估，專業的團隊有包含醫師、
聽力師、語言治療師、特教老師等等成員，專業的團隊會參考聽覺障礙者個人資
訊後給予專業的建議，讓聽覺障礙者了解自己植入的條件，同時也會評估術後成
效的依據，因為，每一位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都有可能呈現不同的
期望值、個別潛能、特殊需求(吳哲民，2004)，聽覺障礙者族群的確都具有聽力
嚴重受損這項共同障礙，但可能會影響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成敗的因素，
可能會不相同，影響的因素例如聽覺障礙者就醫年齡、聽覺障礙者的耳聾發生時
間、聽覺障礙者的病因和過程、聽覺障礙者的認知和教育程度、聽覺障礙者的語
言能力、聽覺障礙者的家庭財政狀況與支持程度等等，經由專業的醫療團隊透過
聽覺、醫學、心理、溝通能力、動機、期望等等各種面向，進行評估聽覺障礙者
是否適合植入電子耳，評估有包含聽力考量、耳科檢查、聽知覺技巧評估、語言
評估、教育安置評估、眼科評估等等各種評估，同時，預測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
電子耳後可能呈現哪些效果(吳哲民，2004)。
捌、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之復健歷程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並不像一般的手術，可以馬上看得到效果，
因此，聽覺障礙者手術成功後，戴上人工電子耳是無法立即聽得很清楚，人工電
子耳由耳內和耳外兩部分組成，耳內部分需要透過手術植入到耳蝸及頭部的肌肉
和顱骨之間，體內植入部分包括置於耳蝸內的電極串、耳蝸外地極以及固定在顳
骨上方的解碼器(decoder)；體外配戴的是線圈、耳掛式麥克風及語言處理器，手
術時間通常大約需要 2-4 小時，但手術時間的長短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有所不同，
在人工耳蝸植入手術完成後，在術後確定手術傷口癒合良好，聽力師即進行「開
頻」
，即對外在配備語言處理器(speech processor)進行一些設定之後，人工電子耳
才能真正開始運作，是正式將人工電子耳體外部分與體內部分連接，透過電腦軟
體進行根據聽覺障礙者對電流刺激產生的聽覺反應，這樣設定的過程稱作電流圖
(mapping)，因此，聽力師開頻後，聽覺障礙者要依照本身的時程或需要，回到
醫院接受外部設備的安裝和調試，目的讓聽覺障礙者配戴人工電子耳漸漸達到聲
音最理想的設定，手術後，不是戴上人工電子耳就能馬上聽清楚所有的聲音，更
不是能馬上聽懂別人所說的每一字每一句的意義，聽覺障礙者要將聽到的聲音適
應並進行訊號的轉換，等人工電子耳的聲音儲存在大腦裡，使聽覺障礙者理解聲
音的訊號，並且要積極復健聽能和語言，靠自己的努力，且不中斷的練習，讓自
己配戴人工電子耳漸漸發揮作用。
由於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逐漸成熟，確實可以影響許多聽覺障礙者選擇聽能
輔具，但在這社會文化中，很多人通常性概念認為當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
時，意味著馬上能獲得聽力，能夠開始清楚說話等等錯誤認知，加上商業化的宣
31

傳無形中加深人工電子耳過度神化的現象，產生「開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等於
「清楚能聽能說」的迷思，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確實能幫助聽覺障礙者獲得聲音
訊息，但若要將各種聲音訊號轉化為語言理解、語言表達，此過程如幼兒要從牙
牙學語逐步學習語辭、詞彙聽能理解，因此，當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成功後，如果聽覺障礙者自己簡化語言、聽力學習等等復健過程，那麼有可能會
使聽與說復健成效勢必不如預期，這樣不是會有點遺憾？
近年來，雖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之「語音辨識能力」有很大的進步，但在聽覺
障礙者個體之間的歧異仍大，造成歧異的原因需待查，例如有些聽覺障礙者在植
入後能毫無障礙的打電話，有些聽覺障礙者打電話仍有障礙，這是術前之評估無
法準確預測聽覺障礙者術後的表現，但，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仍需要專業醫
師及聽力學專家們啟動語言處理器內的電腦程序，根據聽覺障礙者對聲音的適應
程度，進行言語處理器中的程序調試，目的讓聽覺障礙者聽到的聲音更舒適，由
於聽覺障礙者對植入後聽到的聲音需要有一段適應期，所以需要定期到醫院來進
行言語處理器的調試，聽覺障礙者本身也要進行聽力及言語的訓練，對於語後聾
的聽覺障礙者，聽與說訓練通常可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對於語前聾的聽覺障
礙者，則可能需要 2-3 年的聽與說訓練，才能達到較為理想的效果，根據研究所
得知目前術後結果之可能因素：
1.

聽覺障礙時間的長短：聽覺障礙持續的時間越長越不利。

2.

聽覺障礙發生的時間：學語後失聰者比學語前失聰者為佳。

3.

植入人工電子耳之年齡：目前專家認為越早植入人工電子耳，效果越好。

我國有些社會大眾誤解已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馬上就可聽到聲音，一
定跟正常人一樣擁有完整清楚的聽取能力及標準的說話能力，其實聽覺障礙者接
受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只是把人工電子耳這電子產品裝進聽障生大腦內，手術
後經開頻時不可能立即聽得到聲音，也不可能立即理解他人意思及意見，聽覺障
礙者完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必須得接受聽能復健、語言治療等歷程，不斷
得練習，不斷得進步，才能讓聽覺障礙者漸漸具備充分的聽取能力和語言能力，
平均而言，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之開放性句型測驗結果的有 70 到 80%正確，而開
放性詞彙測驗之正確率約為 40%（劉殿楨，2004），聽覺障礙者不是接受植入人
工電子手術成功後就意味著馬上聽到聲音且聽得很清楚，而是需要經過長期的聽
能復健、語言訓練，同時更需要聽覺障礙者自身的努力、社會各方面給予的資源，
才能使人工電子耳達到聽能之最大效益，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得到
社會資源如下：
1.家人：當聽覺障礙者決定接受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一定會充滿無助與不安，
如果家人願意給予支持及陪伴，給予滿滿溫暖的正面能力，這對聽覺障礙者的
身心皆有幫助，也可讓聽覺障礙者有動力不斷練習聽能復健與語言訓練。
2.醫師：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師會給予術前的評估、檢查術後
手術傷口復原的狀況、觀察聽覺障礙者接受手術後是否引發其他生理上的問題，
也會關心聽覺障礙者身心狀態。
3.聽力師：當醫師評估聽覺障礙者是否合適接受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聽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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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協助術前評估，也會提供術後人工電子耳開頻、聽力復健以及後續追蹤。
4.語言治療師：幫助聽覺障礙者語言理解、語言表達、口腔功能等評估，根據評
估狀況而提供聽覺障礙者的語言發展訓練。
5.社工：協助聽覺障礙者申請相關社會福利資源和諮詢。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正式開始復健的起點，術後積極復健的配合度佔有重
要性，人工電子耳啟動之後，聽覺障礙者必須配合語言治療師、聽力治療師的教
導，聽覺障礙者才能開始辨識新的語音訊息以及學習口語，對於學語前失聰之幼
童，一般可能約要六個月以上之訓練才會顯現成果，目前臺灣有許多公私立的機
構能從事人工電子耳手術後的語音復健工作，加上聽力師的定期追蹤，方能使植
入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能得到完整且妥善之術後復健，聽覺障礙者的復健之
路其實相當艱辛，只要聽覺障礙者找到適合的聽覺輔具配戴，並且不放棄聽與說
訓練，效果都是可以樂觀預期的。

第三節 羅氏適應模式
壹、 理論
人類是心理、生理、社會性的動物，人類會重視自己的健康，有了健康會使
自己的人生是彩色，健康與疾病已經是人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環，人類會應用
先天與後天的心理、生理、社會性的機轉，去因應改變中的環境，為了適應環境
的改變，人類需做出積極的反應及適應，個體面臨的刺激及適應的能力皆會影響
個體適應的狀況，人類的適應程度是有一個範疇的，若刺激在範疇內是可引起積
極的反應，若刺激是在範疇外則會引起消極的反應(曹麗英，2015)，Roy 視人為
身心社會之複合體，馬斯洛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1908~1970)，認為人類是
許多基本需要的主宰者，這些需要會操縱他們的行為，直到每一個需要獲得滿足，
馬斯洛需要階層論(參見圖 2-11)以不同階層論來看人類之基本需要，而羅氏適應
模式則視人應為身、心、社會整體的評估，兩者理論的重點相同處係以對人的看
法均注重生理、心理及社會層面(曹麗英，2015)，兩者理論的比較及臨床應用實
例(參見表 2-3)。

圖 2-11 馬斯洛需要階層論
(本圖取自曹麗英，新編基本護理學：學理與技術，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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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馬斯洛需要階層論與羅氏適應模式之比較
馬斯洛需要階層
羅氏適應模式
生理需求的需要
生理性－身體適應模式
安全與安全感的需要
愛與歸屬感的需要
相互依賴適應模式
自尊的需要
自我概念－群體認同適應模式
自我實現的需要
角色功能適應模式
(資料來源：曹麗英，新編基本護理學：學理與技術，2015)
羅氏適應模式(Roy’s adaptation model)起源於 1963 年到 1966 年，此模式是
描述人類對壓力源所產生的壓力反應，以及調適現象，可以視為個人是不斷與內
在和外在環境進行互動的一個適應系統(參見圖 2-12)，因為環境中仍有許多的刺
激來源，皆可以威脅或是促進人類本身的獨特性，然而，引起人類適應反應有三
個刺激源(曹麗英，2015)。

【輸入】
內在刺激源
外在刺激源

【控制過程】
人
身心社會
身心調節

【適應模式】
生理功能
自我概念
角色依賴
相互依賴

【輸出】
適應
適應不良

回饋
圖 2-12 羅氏適應模式-人類適應系統
(本圖取自曹麗英，新編基本護理學：學理與技術，2015)
為了要因應這恆常變動的環境，人類必須要適應變化，而護理的目標是為了
幫助人類無論在生理、心理、社會各方面，達到最佳的適應，為了維持人的統整
性，得繼續對不斷改變的環境做出反應，而人類在適應過程中有四個適應模式，
如果調適良好，則人類本身能維持和增進健康；若適應不良，則產生無效反應的
結果，那麼人類有可能會生病或導致死亡，人的適應模式如下：
一、生理功能－身體適應模式（the physiological-physical mode）：人類會依據其
生理需要來適應其環境，此模式有五種生理需求及調適，包含氧氣、營養、
排泄、活動與休息及保護，此模式的調節媒介有四種複雜過程：感覺、液體
與電解質、神經功能及內分泌。
二、自我概念－群體認同適應模式（self-concept-group identity mode) ：人類根
據自身的自我概念來調適外界的刺激，此模式提到個人的心理及靈性特質，
主要強調心理統整的需要，了解自己及如何與社會互動，個人的心理及靈性
特質，個人概念是由個人內在知覺及他人知覺所形成，自我概念會隨時間改
變，並領導個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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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功能適應模式（role function mode) ：角色指社會對個人所期望的行為，
人類會依據自身在一個社會或團體中所在的位置，而執行其職責和功能，個
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有初級、次級及三級角色，初級角色像是年齡、性別所
扮演的角色，例如個案為正常的成年女性；次級角色，例如個案同時為一位
妻子、母親及教師；三級角色由從主要或次級角色延伸過來，此描述個人在
社會中的初級、二級及三級角色中，各自角色所執行社會所賦予的責任。
四、相互依賴適應模式（interdependence mode) ：指人類個體與重要他人和支持
系統的關係，而本身對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在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
係重點在於彼此是否給予、接受、尊敬和價值感優點，人與人相互往來所呈
現的情感需要，正是一種給予及接受愛、尊重及價值的因應機轉，這些給予
或接受行為的發生，是個人極其有意義的與他人間產生支持系統，同時也產
生情感相互間的依賴。
貳、 人工電子耳之四種適應模式
若發現經配戴助聽器仍無法有效發展聽力語言的聽覺障礙者，可藉由人工電
子耳這種電子聽覺輔助器，代替受損的聽覺器官，把握聽力語言發展的關鍵期，
重獲有用的聽覺能力，進而改善溝通能力，而人類是生理、心理、社會的生物，
想透過羅氏適應模式來了解聽覺障礙者在一種適應內在及外在環境刺激的狀態
下，能否以生理、心理進行調節活動，來維持四種適應模式，因此以羅氏適應模
式為基礎，希望能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評估及護理計畫，進而幫助聽覺障礙者適應
社會生活環境，朝向「身體、心理、心靈」全人的發展，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
子耳之身心社會適應說明如下：
一、 在「生理功能」調適方面：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會全身麻醉，
清醒後，病房護理師會說明進食與照護傷口，手術後第一次下床時，身邊
需要有人陪伴，若出現嚴重頭暈等不適狀況，不要勉強下床，應臥床休息
以確保安全，聽覺障礙者勿自行鬆綁頭上耳朵傷口處的包紮(臺大醫院健康
電子報，2020)，聽覺障礙者遵循專業醫護人員的教導，採取健康飲食、適
當休息與運動，依照醫師指示服藥，以促進恢復術後身體健康為首要原則，
二、 在「自我概念」調適方面：
1. 身體我：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是否介意自己的模樣(例如頭
髮被剃掉、整顆頭包紮)。
2. 人格我：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個性是否隨和開朗樂觀？還
是會很在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及態度？
3. 理想我：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對自己身體心理復原的要求，
是否期許自己復健的成效？
三、 在「角色功能」調適方面：檢視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自己
的初級角色、次級角色、三級角色為何？以及如何面對並加以解決自己擔
任初級、次級、三級角色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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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相互依賴」調適方面：檢視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自己
與最親密、最重要的人之間的相處模式，是否出現口角、衝突、感情較疏
離？或是願意分享、產生依賴、感情漸為親密？
參、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根據研究所示，以羅氏適應模式為基礎，而護理過程(曹麗英，2015)中總
共有六個步驟(參見圖 2-13)：
一、 第一層次評估：指檢視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行為之評估，了
解聽覺障礙者的生理功能、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四項適應模式
的行為反應。
二、第二層次評估：指影響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等等因素之評估，找出影
響聽覺障礙者不適行為之因素，並識別影響這些行為發生的主要刺激(又可
稱焦點刺激)、相關刺激(又可稱次要刺激)、剩餘刺激(又可稱殘餘刺激)。
1. 主要刺激(focal stimulus)：一個人直接面臨到且必須採取適應反應的「刺
激」或「變化」之程度，亦是促使一個人發生某種行為的因素。
2. 相關刺激(contextual stimulus)：是指存在的所有刺激，而這些刺激對主要
刺激所引發的行為也有影響。
3. 剩餘刺激(residual stimulus)：可能會影響行為，但其效果並不確定的因素。
三、診斷並確定問題：敘述適應行為、無效行為、最相關的影響因素，找出聽覺
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遇到的問題。
四、訂立護理目標：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如果出現適應無效的行
為，那麼就要設定目標，目的把無效的適應行為改變為適應良好的行為，並
且要維持與增強適應良好的行為。
五、護理的措施：選擇最有可能促使目標達成的護理措施來處理刺激，並且要持
續執行，目的是為了幫助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能達成適應良
好行為。
六、評價：評值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在護理過程中所發展出的適
應行為有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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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步驟】
第一層次的評估：每個適應模式的行為反應。

【第二個步驟】
第二層次的評估：主要、相關、剩餘刺激。

【第三個步驟】
診斷並確定問題：護理診斷是否無效的行為並確定問題。

【第四個步驟】
訂立護理目標：目標將無效行為改變成適應行為。

【第五個步驟】
護理的措施：以處理刺激的措施來促進適應行為。

【第六個步驟】
評價：護理措施對個體的適應行為有何成效。
圖 2-13 羅氏適應模式-護理過程圖
(本圖取自曹麗英，新編基本護理學：學理與技術，2015)
肆、 羅氏適應模式簡介「人、環境、健康、護理」的相關概念
一、 人
人類系統指的是個人與家庭、組織、社區及社會所產生出系統，視此個人或
群體有如一個整體，人類有思考及感受的能力，讓人與環境之間接受刺激進而不
斷的產生互動關係，並出現調適的反應，人類是護理的對象，所以人類接受護理
照顧，是一個活著、複雜的適應系統。
羅伊發展出「以適應的系統，統合護理的知識」，羅伊認為人是身心社會複
合體，同時也是一個開放的適應系統，此系統接收內外在環境的刺激，，適應模
式為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一個人有兩個基本內在過程
－生理調節、心理調節，因此，羅伊以系統、適應理論及人為身心社會之複合體
來解釋羅氏模式的基本概念(曹麗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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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境
指人類個體或群體接受內在和外在的刺激，包含所有能影響個人或群體進而
產生適應的反應，例如人、事、物和狀況，然而環境是環繞於人類內、外的世界，
這些環境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可以說是很大，也可以說是很小，可以是正向，同
樣也可以是負向。
三、 健康
指人類本身與環境經由互動關係中，所產生適應的反應，健康為生理、心理、
社會統整的過程或狀態，並達到個人生長、發育及自主的目標，然而健康和疾病
是持續不斷的關係，二者也可同時並存，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1974 年針對「健
康」下一個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定義，即「健康是一種生理上、心理上及社會上都
完全安寧、美好的狀態，而不僅僅只是沒有疾病或不虛弱而已」(曹麗英，2015)，
健康是個人成為一個整體人的過程，健康與疾病同在一連續線上(參見圖 2-14)，
兩者之間並沒有清楚的分界線，因此，健康並不是就可以完全脫離疾病、不愉快、
壓力或甚至死亡，健康只是代表有能力適當因應以上這些負面的情況。

圖 2-14 健康與疾病的連續線
(本圖取自曹麗英，新編基本護理學：學理與技術，2015)
四、 護理
護理的目標是運用護理過程，不斷的協助個體在其健康與疾病的連續線上執
行健康促進，使其達到身心社會的最佳健康狀態(曹麗英，2015)，護理著重在於
人類生命的過程及型式，是強調促進人類本身、家庭、群體和社會有如一整體，
為了達到健康的目標，進行護理判斷及評估，護理的目標是促進個人和群體的四
種適應模式，此四種模式影響到個人與群體的健康、生命活質及尊嚴，護理是為
了協助個人與群體增進其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和相互等等，依存四種
適應模式的適應反應與成效。
羅伊的理論由於包含許多的概念，這些概念的用字多來自其他學科，例如正
規因應機轉、認知因應機轉、自我概念等，因而比較不容易被了解，再加上有些
概念的意義相互重覆，更易造成讀者的混淆不清，羅伊解釋其理論源自數個中度
範圍理論，因此其理論的概念包含很廣泛，也因而可以應用在許多的狀況下，對
護理實務絕對是有貢獻，由於其概念的定義並未護理化，在應用此理論引導護理
實務或作為研究的概念架構時，應給予很確切的定義，雖然羅伊談到全人的重要
性，然而早期羅伊理論強調的是「生物精神社會適應方式」
，在 1999 年開始著重
在不只是生理和心理方面，並且也包括了靈性和人性學，羅伊的理論經過多年的
發展，目前多發展且應用在護理過程的定義及內容，因而增加使用在護理實務上
的方便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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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會採取質性研究中會以半結構的深度訪談來進行蒐集資料，進行資料
分析，希望能藉此透過與聽覺障礙者深度訪談中，能了解聽覺障礙者所做的抉擇、
因應與調適等等歷程，本章節分為三個章節，主要說明研究方式、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研究流程、研究限制、研究預測等等，並針對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分析進
行說明，最後則確保研究品質的方法與研究倫理加以討論。

第一節 質性取向
壹、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為了了解臺灣聽覺障礙者使用人工電子耳的狀況、歷程與成效，並對
人工電子耳相關補助、服務資源而提出檢討與建議，研究者將採取質性方式來蒐
集資料，本節將對「採取質性研究的理由」與「研究對象」詳加說明。
一、採取質性研究的理由
質性研究是一種發現之旅，主要目的在探索新的觀點、描述有興趣的現象、
產生的過程、解釋某個現象的理論，是一種過程和發現導向的研究（鈕文英，2007），
質性研究是以當事人的方向為出發，透過不斷的溝通、確認，以及了解當事人的
觀點，在研究的過程中不斷產生研究假設﹙楊孟麗、謝水南，2013﹚，對於聽覺
障礙者之手術結果、聽語學習、身心發展等等特質，皆為研究者親自訪談，除了
評估聽覺障礙者語言溝通表現之外，也會了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對聽覺障礙者、
家人在親職互動、經濟生活等等各方面的影響，相關資料會以質性研究方式加以
處理，本研究會選擇質性的方法進行，主要理由有兩點，說明如下：
1.

聽覺障礙者各方面的差異：每一位聽覺障礙者都來自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
生活環境，無論在個體間或個體內，彼此之間具有差異性，因此，研究者想
訪談少數的個案，作為更詳細、更細緻的探討，希望能從中發現新的觀點，
而且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所居住的地區，無論在醫療、教育、社會
等等方面所提供的資源與服務，有可能因為城鄉差異而有所影響，聽覺障礙
者在整個歷程中的觀點或許會不一樣，而每一位聽力師、醫師、語言治療師
等等專業人員，提供給聽覺障礙者的諮詢、服務、建議、資源、針對聽覺障
礙者所設計的介入策略等等，皆會不一樣，且聽覺障礙者在整個療育歷程中，
與各式各樣專業人員溝通，學習把適合自己的療育方案融入自己的生活情境
中，此療育模式也會有所差異，因此，研究者想針對這方面，進行更深入的
了解，並非是在探討變相間的關係，對研究者來說，質性研究的方法較為適
合，因此決定選擇質性訪談。

2.

資料蒐集的方式：訪談﹙interviewing﹚是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料非常
重要的方法之一﹙楊孟麗、謝水南，2013﹚
，研究者想利用質性訪談的方式，
希望能獲得某些關鍵的訊息，在訪談過程中，將以開放式的問句訪談為主，
若受訪者不了解研究者的題意時，研究者會重述或進行解釋；反之，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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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瞭解受訪者的表達時，可適時進行釐清或驗證，同時會適時鼓勵受訪者
踴躍表達看法，盡可能不要用引導式的問句來訪談，避免產生誤導的情形，
至於回答問題的先後順序，可依照受訪者的回答內容程度，來進行調整或變
化順序，並非完全照著訪談大綱而進行。
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而進行設計訪談大綱時，從回顧文獻資料中，探討聽覺
障礙者在進行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會有一些植入條件的限制和相關因素的考
量，而手術後或許有可能出現併發症、復健成效等等相關資訊，或許從訪談中得
到的資料，可能沒有比受訪者自我陳述的資料真實或有意義，但聽覺障礙者抉擇
是否植入人工電子耳裝置、進行手術與手術後的復健過程、所遇到的問題及如何
解決等等，皆是研究者無法親自觀察到的，因此都需要深入訪談，而在訪談過程
中會進行釐清彼此的想法，努力獲得有意義、真實的相關資料，因此，研究者想
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來瞭解受訪者任何情境的感受、思想和意圖來獲得訊息﹙楊
孟麗、謝水南，2013﹚，研究者想從聽覺障礙者深入訪談資料中，試著了解聽覺
障礙者在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中個人的觀點，且在不同階段中，聽覺障礙者面臨
到考量、情緒、資源、解決策略等等經歷，而研究者與受訪者在深入的訪談過程
中，隨時可以了解彼此的想法，研究者也可因此獲得建構或釐清存在心中的問
題。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之方式，研究者採取半結構的方式來設計訪談大綱，在訪
談的過程中會尊重受訪者的最大利益為原則，且透過深入性訪談來獲取相關的某
些關鍵訊息，研究者會訪談以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之聽覺障礙者，了解聽覺障礙
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歷程，因此，研究者需要設定選擇對象的條件標準，設定如
下：
一、 單耳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
二、 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
以上皆為訪談之對象，在訪談過程中，會訪問單耳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
礙者、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了解受訪者的想法、建議、取得人工
電子耳的社會福利，以及聽覺障礙者本身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研究者會搜
尋相關文獻，彙整訪談大綱等等相關文件進行整理並分析，透過研究的結果來全
面思考人工電子耳優缺點以及建議。
研究者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進行研究，並不是以隨機抽樣的方式來進行，因此
受訪者條件標準設定如下：
1. 經身心障礙鑑定標準，被鑑定為重度或極重度或耳聾等聽覺障礙者，而聽障
者已先配戴助聽器後，發現聽取能力和說話能力都沒有明顯進步，再經由醫
師及相關專業團隊人員評估，適合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
2. 聽覺障礙者(受訪者)同意參與本研究者之研究。
本研究的對象將以單耳/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聽障者所為研究來源，
將依設立的受訪者條件，選擇合乎條件的受訪者來進行訪談，因台灣地區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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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和教育等資源，會因為城鄉差距，有可能讓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
接受服務和品質而有所相異，同時，研究者想從訪談中挖掘更多面向的探討，以
及蒐集到更多元化的資料。
研究者依照研究主題及計畫，找到總共八位受訪者有意願參與此研究，分為
兩位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之聽覺障礙者 A、B(參見表 3-1)、兩位單耳植入人
工電子耳手術之聽覺障礙者 C、F(參見表 3-2)、兩位幼小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
障礙者 D、E(參見表 3-3)等等無健保給付之受訪者們，加上一位家長 a 的孩子們
有健保給付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a1、a2(參見表 3-4)、一位有健保給付植入人工
電子耳手術之聽覺障礙者 b(參見表 3-5)，透過單耳植入人工電子耳、雙耳植入人
工電子耳、有健保給付人工電子耳、自費、幼小植入電子耳等等條件，從中探討
各其優缺點及影響性，因此，找到七位聽覺障礙者會分享本身歷經植入前、植入
後、復健等過程，也找到一位家長會分享自己的兩位幼小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之
歷程，本章將資料整理分為四節，來描述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生理功能、
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四種適應模式。
表 3-1 雙耳植入電子耳之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A
B
性別
男
女
現在年齡
34 歲
42 歲
教育程度
碩士
大學
左耳：重度
左耳：重度
障礙程度
右耳：重度
右耳：極重度
左耳：人工電子耳
左耳：人工電子耳
聽覺輔具
右耳：人工電子耳
右耳：人工電子耳
左耳：34 歲
左耳：18 歲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右耳：34 歲
右耳：40 歲
主要溝通方式
口語、手語、筆談、讀唇語
口語、讀唇語
職業/目前狀態
全端開發工程師
服務業
(資料來源：研究者)
表 3-2 單耳植入電子耳之受訪者基本資料
C
F
編號
性別
女
女
現在年齡
39 歲
31 歲
教育程度
專科
大學
左耳：重度
左耳：重度
障礙程度
右耳：重度
右耳：重度
左耳：助聽器
左耳：人工電子耳
聽覺輔具
右耳：人工電子耳
右耳：助聽器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右耳：29 歲
左耳：29 歲
主要溝通方式
口語、唇語
口語、讀唇語
職業/目前狀態
非凡電視台/片庫影帶管理人員
衣服包裝作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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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
表 3-3 幼小植入電子耳之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D
E
性別
男
女
現在年齡
31 歲
28 歲
教育程度
高中（職）
大學
左耳：耳聾
左耳：重度
障礙程度
右耳：重度
右耳：重度
左耳：無聽覺輔具
左耳：人工電子耳
聽覺輔具
右耳：人工電子耳（到高中時電
右耳：助聽器
子耳壞了後，至今無聽覺輔具）
左耳：約 5 歲（植入失敗）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左耳：7-8 歲
右耳：約 6-7 歲
主要溝通方式
口語、手語、筆談、打字
口語
職業/目前狀態
學校助教一等專員
航空業
(資料來源：研究者)
表 3-4 家長 a 的孩子們 a1、a2 有健保給付植入電子耳之基本資料
編號
a1(大兒子）
a2(小女兒)
性別
男
女
現在年齡
11 歲
7歲
教育程度
國小
國小
左耳：重度
左耳：重度
障礙程度
右耳：重度
右耳：重度
左耳：人工電子耳(健保給
左耳：助聽器
付＋自付)
聽覺輔具
右耳：人工電子耳（健保
右耳：人工電子耳（補助＋
＋自付）
自付）
左耳：8 歲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右耳：5 歲
右耳：5 歲
主要溝通方式
口語
口語
職業/目前狀態
學生
學生
(資料來源：研究者)
表 3-5 單耳有健保給付植入電子耳之基本資料
編號
b
性別
20 歲
現在年齡
女
教育程度
大學生
左耳：極重度
障礙程度
右耳：極重度
左耳：助聽器
聽覺輔具
右耳：人工電子耳（健保＋自付）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左耳：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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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溝通方式
職業/目前狀態
(資料來源：研究者)

口語、綜合溝通法
學生

第二節 研究步驟、工具、資料分析
壹、 研究步驟
研究者設定本研究的步驟，一開始根據研究者的經驗及興趣，與指導教授
討論選定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而研究者會根據研究主題去尋找相關
的文獻回顧，並進行整理及探討，作為未來研究的佐證與參考，而在未來研究的
每一個過程中，研究者仍持續不斷的搜尋相關文獻，來尋求支持本研究的觀點，
之後選擇研究方法，設計受訪者的條件，思考如何尋找受訪者，根據以系統、適
應理論及人為身心社會之複合體解釋羅氏模式的基本概念，了解聽覺障礙者的壓
力源、個人與身心社會之間的調節，並且以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
互依賴等四大構面，進行設計訪談提綱的四大構面，來擬定半結構式的訪談大
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自 2017 年 7 月起將 18 歲以下聽覺障礙者植入
人工電子耳正式納入健保給付，立法院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三讀通過「民法」
修正案，將成年年齡由現行 20 歲下修至 18 歲，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施行(法源，
2020)，尋找此聽覺障礙者實為不容易，因 2017 年至今 2020 年期間植入人工電
子耳健保給付之聽覺障礙者為 18 歲以下，目前尋找健保給付人工電子耳的聽覺
障礙者有包含幼稚園到國小，發現不太容易尋找到 18 歲以下有使用健保給付人
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為了增加研究真實性，終於尋找到一位家長的兩位小孩
各自有使用健保給付人工電子耳、一位剛好是 18 歲年齡而使用健保給付的聽覺
障礙者本人，因此訪談大綱會設計兩份，一份訪問聽覺障礙者本人(參見表 3-6)，
一份訪問家長(參見表 3-7)，蒐集研究資料後進行分析，在研究的過程中若研究
者遇到不理解而需要釐清的部分時，會隨時重新訪談、蒐集，當資料分析完畢後
整理最後的結論來完成此研究(參見圖 3-1)。
表 3-6 訪談大綱-聽覺障礙者本人回答
(一)
1.
2.
3.
4.
5.

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二) 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2.

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3.

請問您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遇到哪些困難嗎？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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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5.

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許為何？

6.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7.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8.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9.

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12.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1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14. 請問您知道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三) 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2.
3.
4.
5.
6.

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
過)

(四) 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
暈、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3. 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4. 請問您住院多久？
5. 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6. 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7.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8.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9.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10.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2.

(五)
1.
2.
3.
4.
5.

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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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例如：使用狀況、保養、
維修)
11. 請問您對「現在」的自己戴人工電子有擔憂或期待嗎？
7.
8.
9.
10.

(六) 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2. 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3.
4.
5.
6.

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七)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1.
2.
3.
4.

生理功能：
自我概念：
角色功能：
相互依賴：

第二層次評估

1. 主要刺激：

(影響因素評估)

2. 相關刺激：
3. 剩餘刺激：

診斷問題
訂立護理目標
護理的措施
評價
(資料來源：研究者)
表 3-7 訪談大綱-家長代替幼小聽覺障礙者回答
(一) 意識孩子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孩子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2.
3.
4.
5.
6.
7.

請問您是否接受孩子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請問您覺得家人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請問您覺得學校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請問您覺得社會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請問您覺得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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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9.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裝人工電子耳會遇到哪些困難？
10.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能得到哪些幫助？
(二) 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資訊？

2.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3.

請問您想為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4.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前，遇到哪些問題？

5.

請問您的孩子如何解決植入人工電子耳前所遇到的問題？

6.

請問家人支持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

7.

請問家人反對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

8.

請問家人對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期許為何？

9.

請問您為孩子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10. 請問您為孩子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約花多少錢？
11. 請問您為孩子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12. 請問您為孩子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若無補助請跳過)
13. 請問您為孩子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若無補助請跳過)
14.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為孩子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若無補助請
跳過)
15.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您的孩子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16. 請問您當下有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擔憂為何？
17. 請問您當下有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18.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評估為何？
19.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聽力師評估為何？
20. 請問您知道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三)
1.
2.
3.
4.
5.

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請問您面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請問您面對孩子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大概花多久時間？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嗎?
請問您的孩子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

6.

跳過)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
跳過)

(四) 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孩子本身對人工電子耳感受為何？
2.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身體狀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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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 (例

如：頭暈、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4. 請問您的孩子面對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5. 請問您的孩子面對內心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6. 請問您的孩子住院多久？
7. 請問您的孩子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您的孩子進行開頻
的動作。
8.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9.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10.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的反應？
11.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的心情？
12.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13.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14.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戴人工電子耳有擔憂嗎?為什麼?
15.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戴人工電子耳有期待嗎?為什麼?
(五)
1.
2.
3.
4.
5.
6.

孩子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請問您的孩子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請問您為孩子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請問您的孩子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還是有補助？
請問您的孩子復健過程中是屬於□積極□被動？
請問您的孩子復健過程中聽與說程度為何？

7.
8.
9.
10.

請問您的孩子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請問您的孩子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請問您覺得孩子上完復健課程有何成效？
請問您覺得孩子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
況、保養、維修)

(六)
1.
2.
3.
4.

孩子回歸日常生活「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生活環境有何優缺點？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學業環境有何優缺點？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就業環境有何優缺點？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人際關係有何優缺點？

5.
6.
7.
8.
9.
10.

請問您覺得人工電子耳帶給孩子優缺點為何？
請問您對現在的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請問您對未來的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請問您想對植入人工電子耳孩子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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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1.
2.
3.
4.

第二層次評估
(影響因素評估)

生理功能：
自我概念：
角色功能：
相互依賴：

1. 主要刺激：
2. 相關刺激：
3. 剩餘刺激：

診斷問題
訂立護理目標
護理的措施
評價
(資料來源：研究者)

生理需求
選研究主題

設計訪談大綱
自我概念

文獻探討
角色功能
選研究方法
相互依賴
選研究對象
蒐集訪談資料

資料編碼與分析

結論
圖 3-1 研究步驟圖
(圖形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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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工具
研究者會閱讀相關的文獻，了解過去的研究，初步分析架構，設計訪談核心
主題而形成的訪談大綱，本研究訪談資料所使用訪談文本(參見圖 3-2)有研究主
題、文獻資料、研究邀請函與同意書、訪談大綱、羅氏適應模式、護理過程、受
訪者確認訪談內容之簽名、結論與建議等等，在進行研究前，研究者會對受訪者
說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價值、訪談的時間、訪談的方式，並取得受訪者的同意
及簽署研究同意書，為了確實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會將其資料以代碼來取代，每
次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將訪談內容對照訪談大綱問題一一整理，作為日後資料
分析之參考。

結論
與
建議

受訪者確
認訪談內
容之簽名

研究
主題

訪談文本

護理歷程

文獻
資料

研究邀請函
和同意書

訪談大綱

羅氏
適應模式

圖 3-2 訪談文本的連續線
(圖形來源：研究者)
參、 資料整理與分析
整理和分析資料是指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將所獲得的原始資料進行編碼與
分析，最後用集中或是濃縮的方式而表現出來，對資料進行有意義的解釋，將手
中現有的資料打散，並重組而濃縮的一個過程﹙陳向明，2002﹚，而資料的整理
和分析也是研究者對資料的一種加工過程，因此，當研究者蒐集所有的資料之後，
最重要的是要對所有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整理並分析，步驟如下：
一、轉錄：要先取得受訪者同意訪談，待訪談結束後，將受訪者訪談的原始訪談
內容檔案，原封不動地轉換成書面的文字檔案，且要將受訪者分享的所有事
情，都要當成有用的資料，因為這些資料也許當下不重要，但在爾後分析中，
或許會發現這不重要的資料卻是重要的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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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原始資料：分析資料的第一步，是認真的閱讀原始資料，進而了解資料
的內容，觀察其中的意義及相關關係(陳向明，2002)，因此，在閱讀時，研
究者不要有先前的假設或判斷，避免出現觀點偏離的現象，要確實完全由資
料來說話，在閱讀原始資料時，要根據研究的主題，尋找與主題有關聯性的
內容並進行分類概念。
三、資料引用：編碼原始資料後，要進行歸納與整理，將整理出來的觀點引用到
研究結果。

第三節 研究限制、預測、品質與倫理
壹、 研究的限制
過去，當聽覺障礙者想要植入人工電子耳前，光聽到龐大費用時，就會往往
不知如何是好，雖有些可透過社福機構獲得補助，但自己仍要自費數十萬元，負
擔依然很沉重，因此，各縣市會給予聽覺障礙者人工電子耳相關補助，健保署自
106 年將人工電子耳正式納入健保給付，使許多聽覺障礙者受惠，可有機會改善
聽覺障礙者的聽覺表現、語言能力、溝通技巧、進而提升聽覺障礙者的學習能力
及人際關係等生活品質，研究者想尋找單耳植入人工電子耳、雙耳植入人工電子
耳、成年植入人工電子耳、幼兒植入人工電子耳、自付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健
保給付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等等受訪者條件，但實際找時發現若要符合受訪者條
件是很困難的事情，無論尋找或是訪談，皆受到許多限制，研究的限制如下：
1. 蒐集資料的限制：尋找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研究者想分為是健保
給付、自付，而政府自 106 年 7 月起，公告人工電子耳手術正式納入健保給
付，若以受訪者植入年齡，來尋找有健保給付之聽覺障礙者，發現實為不容
易，因此透過大學認識的聽障朋友們和教授的幫忙，協助研究者尋找，最後
找到符合單耳、雙耳、幼小、成年、自付、健保給付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等
等受訪者條件。
2. 訪談內容的限制：2019 年 12 月起中國湖北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群聚，疫
情初期個案多與武漢華南海鮮城活動史有關，中國官方於 2020 年 1 月 9 日公
布其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公布此為一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此疫情隨後迅速在中國
其他省市與世界各地擴散，並證實可有效人傳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20)，研究者視疫情等狀況，且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為了維護研究者和受訪者彼此的安全性，進行調整訪談方式，考量到研究者
與受訪者彼此是聽覺障礙者，為了確保訪談內容真實性且彼此能舒適訪談，
決定採取 Line 一對一訪談，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將訪談內容整理好並轉錄
為文字檔，訪談文字檔案會給受訪者檢查是否正確真實，受訪者確定正確真
實後並親自簽名，訪談過程中視受訪者是否願誠實或有所隱瞞。
3. 研究範圍的限制：植入人工電子耳之受訪者居住的生活縣市，得視疫情等狀
況而調整，且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得維護彼此的安
全性，加上受訪者必須考量到自身的工作、養家等等私人因素，不便於面對
面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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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的預測
研究者想訪談受訪者對象為單耳/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聽覺障礙者，
進而了解單耳與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各優缺點、健保給付與自付的差異性、幼耳
植入和成年植入後的復健成效，取得受訪者同意參與此研究，受訪者在分享本身
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的訊息過程中，有可能會加入其家人、醫師、語言治療師、
聽力師、病友團體等等對話內容為輔助作用，以增加此研究的豐富性與完整性。
研究者會依照受訪者提供的訪談資料內容中，分類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
耳的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等四大面向，聽障者植入人工
電子耳前所考量的因素有可能分為本身因素、家庭經濟因素、家人支持因素、植
入性手術風險因素等等各種因素來陳述，探討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的羅氏適應
模式之護理過程，依照受訪者提供的訪談資料內容中，了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後是否出現其他的風險性或併發性、在復健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解決策略，最
後依受訪者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回歸正常生活的適應狀態與問題、人工電子耳
的成效性等等來進行探討，希望透過受訪者分享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能
讓社會大眾了解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過程中的心情，以及在生理需求、自
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這四方面遇到哪些困境，並打破「聽覺障礙者戴
上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就一定馬上聽懂」的迷思。
參、 研究品質與倫理
一、研究的品質
在質性研究過程中，多少會有研究者的主觀看法，或是可能出現存在某些偏
見，因此，為了確保研究的品質，它需要以可信性、可靠性、可驗證性和確切性
等指標來檢視並確保研究的品質，而在研究過程中獲得受訪者提供寶貴的分享及
訊息時，研究者要確實嚴格遵行研究的論理，確實保護好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及基
本權益，方可讓自己的研究順利進行，因此，研究者要遵行以下研究品質與論理，
來確保受訪者的基本權益(鈕文英，2006)：
1.

可信性：若想要提升質性研究的品質，就需要夠長的時間來投入研究並蒐集
資料，並且要持續觀察現場中所發生的現象，採取多元的方法來蒐集資料﹙紐
文英，2006﹚，研究者將以不同層面的方式，目的來確保研究的可信性，研
究者每次進行訪談時，一定會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在訪談過程中，會鼓勵受
訪者是否能提供相關訊息的證明文件，例如如照片或文件等，目的希望可增
加訪談內容資料的豐富性，更提升了蒐集原始資料的真實性。

2.

可靠性：研究者要找一位協同分析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都會和協
同分析者進行討論，這樣可避免研究者出現自主的價值觀偏見，從研究計畫
階段中，研究者和協同分析者共同討論研究的可行性、蒐集資料、編碼分析
及陳述，並且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隨時與受訪者進行澄清與確認，目的
要讓原始資料有完整性、真實性，避免產生誤解的機率。

3.

可驗證性：資料的分析與編碼的內容都要來自於訪談時的原始資料，除了研
究者自行進行分析之外，也必須透過協同分析者的協助和審核，這樣一來，
可以避免資料的獨斷性，又可以確保資料的中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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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切性：研究者要對每一位受訪者一視同仁，不會因為從他人得知受訪者的
背景資料，而產生崇尚或是輕視受訪者，在質性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都會
讓受訪者自行表達出自己的想法，研究者不會以自己的想法去推測，保有原
始資料的真實性，在資料編碼時，研究者也會在同一時間把所有的資料分析
完，這樣能避免研究者在不同的情境時，會因為有不同的心思，卻造成資料
分析的落差。

二、研究的倫理
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受訪者提供寶貴的訊息，這樣才能讓此研究順利進行，
因此，研究者一定要保護受訪者的基本權益，並嚴格遵行研究倫理，研究過程中，
一定要經過受訪者同意後才能進行研究，必須要尊重受訪者、不傷害受訪者的生
理、心理狀況(楊孟麗、謝永南，2013)，在此，研究者也會遵守以下幾點研究倫
理，以確保受訪者的基本權益：
1.

知後同意：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要透過書面和口頭方式，確實告知受訪者
此研究的動機、目的、訪談的方式、研究用途等等，取得受訪者同意並簽名，
此研究才可開始進行。

2.

尊重受訪者的基本權益原則：研究者要以受訪者的生活習慣來決定合適訪談
的時間和地點，減少受訪者的困擾與不便，訪談後所得到的原始檔案要將完
成的書面資料給受訪者檢視，若發現不符合受訪者者真實情況，研究者要尊
重受訪者的意見而進行修改，隨時檢視書面資料是否符合受訪者的真實情況，
並請受訪者檢查訪談內容確實真實後，請受訪者親自簽名。

3.

保密原則：無論是研究過程中或完成研究，研究者不可以將受訪者提供的訊
息、基本資料、訪談原始檔等等外洩，不可讓受訪者受到額外的傷害或負擔，
研究者完成訪談原始檔所得到的結果，要轉交並告知受訪者，讓受訪者確認
及修正，取得受訪者同意後，尊重受訪者的意願，方可公開此研究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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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是探討聽覺障礙者自我意識以及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過程中，聽覺障礙
者面臨身體、心裡、社會、生活等等改變所引發的護理問題，研究者取得受訪者
的同意下進行訪談，會保存一對一訪談打字檔案，將訪談內容整理成資料文本，
研究者透過訪談而進行收集資料，並運用羅氏適應模式針對植入人工電子耳的受
訪者在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等四大模式，了解植入人工
電子耳過程中所遇到的考量因素、因應策略，透過評估、診斷問題、確立目標、
護理。
根據訪談與資料進行結果分析，探討聽覺障礙者自身的羅氏模式與護理過程，
研究者將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之歷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植入人
工電子耳前之適應模式、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護理過程、回歸日常生活之評價等
等歷程，檢視受訪者歷經植入人工電子耳中如何面對自身的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角色扮演、相互依賴等等問題，能否坦然接受治療及復健，自己尋找合適調適方
式來減輕身心不適，並提升自我照顧能力，進而成功適應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
的新生活，其詳述如下：

第一節 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羅氏適應模式
一、 生理需求模式
聽覺障礙者根據其生理需要來適應其環境，檢視聽覺障礙者會自己配戴助
聽器效果不佳、耳朵的聽力狀況、自己處於環境中所得的不適，進而考量是否需
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此需求，來滿足自身生理需求，改善自己的不適。
■ A (自付，男性，34 歲，雙耳植入：左耳 34 歲/右耳 34 歲)
A 居住在桃園市，是一位雙耳重度聽覺障礙者，擔任程式設計師，A 當學生
時期是戴助聽器，跟同學之間相處以口語溝通，有時會以筆談為輔助，偶爾會申
請手語翻譯協助溝通，A 於 2020 年 3 月底發現助聽器聽到的聲音變小聲，出現
耳鳴和眩暈症狀，這時覺得除了開電子耳應該有其它選項可選，那時有找資料與
家人討論，加上醫生有說明若 A 進行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則有 70%機率可讓
耳鳴消失，最後 A 決定開人工電子耳手術，有擔心若同時植入雙耳是否會因用
太多麻醉而傷到自己，但醫生有說明手術時麻醉會將點滴一滴滴地打進去，風險
比較小，因此讓 A 很放心也期待開電子耳手術後聽到新聲音，又能改善耳鳴。
■ B (自付，女性，42 歲，雙耳植入：左耳 18 歲/右耳 40 歲)
B 居住在新北市，是一位雙耳極重度聽覺障礙者，目前服務業，平日溝通方
式是口語，以聽為主，讀唇語為輔，B 時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戴口袋型助聽器，那
時 B 知道自己聽力有受損，覺得耳朵不方便，戴助聽器聽大的聲音時覺得很不
舒服，有時因為聽不好，考聽寫時錯了幾個字被老師打，當下覺得不甘心，B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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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擁有，但 B 從來不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接受
自己耳朵的缺陷，B 覺得因為本身聽不見所以時常提醒自己要懂得珍惜不算平凡
的日常。
■ C (自付，女性，39 歲，單耳植入：右耳 29 歲)
C 居住在臺北市，是一位雙耳重度聽覺障礙者，目前擔任片庫影帶管理人員，
平日溝通方式是口語，偏聽比較多，C 是在國小三年級時，老師上課會特別安排
C 坐前面，加上與同學互動沒有很好，才感覺到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當下心情覺
得有特權真好，但又覺得一直被同學看很不舒服，國小時因為老師態度有差別，
意識到自己跟一般人不一樣，但 C 覺得自己只是聽不清楚，從來不覺得自己思
考邏輯與一般人不一樣。
■ D (自付，男性，31 歲，幼小雙耳植入：左耳約 5 歲/右耳約 6-7 歲)
D 居住在臺北市，是一位左耳耳聾、右耳重度聽覺障礙者，D 目前擔任學校
助教一等專員，平日常用溝通方式有手語、筆談、比手畫腳、打字，跟一般人口
語溝通會採取關鍵字，D 分享自己大概約 5 歲時，在臺灣醫院進行左耳植入人工
電子耳手術，因當時臺灣沒有補助，得自付，但植入電子耳手術失敗，失敗原因
不知道且無賠償，D 的家人對臺灣手術失去信心，因此在約 6 到 7 歲的 D，家人
帶 D 到美國自付，讓 D 進行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手術很成功。
D 分享他小時候右耳一直戴人工電子耳時，是同時使用聽和讀唇語，但直到
讀高中時，右耳配戴人工電子耳因為太舊而壞掉了，當下有去詢問新的人工電子
耳價錢，但覺得太貴了，加上現在以融入聽障團體，於是沒打算買新的人工電子
耳，後來 D 雙耳無聽覺輔具，聽不見別人說話，當下只能盡量讀唇語，D 覺得
自己有健康身體，過自己想過生活，就已很滿足。
■ E (自付，女性，28 歲，幼小單耳植入：左耳 7-8 歲)
E 居住在桃園市，是一位雙耳重度聽覺障礙者，目前職業為航空業，平日溝
通方式是口語，靠聽和讀唇語，E 讀幼稚園時意識到自己是聽覺障礙者，但當下
很快接受這事實，從未覺得自己跟一般人不同。
■ F (自付，女性，31 歲，單耳植入：左耳 29 歲)
F 居住在新北市，目前擔任衣服包裝作業員，平日溝通方式是口語，以聽為
主，讀唇語為輔，F 分享自己未滿 1 歲時就已經發高燒導致聽力受損，直到 6 歲
時才開始戴助聽器，小時候的雙耳是中度聽損，聽力不嚴重，後來的聽力變得越
來越嚴重，現在是雙耳重度聽覺障礙者， F 覺得自己跟一般人差異在於只是耳
朵缺陷，其他沒有不一樣。
■ a 的兩位小孩有植入人工電子耳，因兩位小孩幼小，由父親 a 回答問題。
○ a1(健保給付+自付，男性，11 歲，雙耳植入：左耳 8 歲/右耳 5 歲)
○ a2(健保給付+自付，女性， 7 歲，單耳植入：右耳 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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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老婆是一對聽障父母，a 自己有戴助聽器，可分得出不同情境的聲音，
但仍需要讀唇語溝通，a 的老婆戴助聽器只聽到風聲，a 的老婆有時會戴助聽器，
溝通方面得靠讀唇語，因此配戴助聽器對 a 的老婆來說沒有效果，後來就不愛戴
助聽器，a 分享大兒子 a1 出生時做新生兒聽力檢查時發現的，後來查出是前庭
導水管擴大症導致聽覺受損，為了讓大兒子 a1 聽見聲音，因此自付讓五歲的大
兒子 a1 左耳進行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而小女兒 a2 出生時新生兒聽力檢查沒問題，且嬰兒時期聽覺表現正常，但
後來聽覺表現逐漸退步，檢查後發現是前庭導水管擴大症導致聽覺受損，a 剛開
始覺得很難過，擔心孩子們跟父母一樣會過得辛苦，後來轉念想，自己都可以走
過來，相信孩子們也可以的，a 跟老婆覺得夫妻年紀大了，而且電子耳花費開銷
很大，不需要開人工電子耳，加上得知有提供 18 歲以下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
子耳手術健保給付，a 跟老婆希望把人工電子耳金錢與資源都集中在兩位小孩身
上，於是決定幫 8 歲大兒子 a1(參見圖 4-1)、5 歲小女兒 a2(參見圖 4-2)進行植入
人工電子耳手術健保給付，孩子們都接受早期療育，所以現在聽力表現都不錯，
目前大兒子 11 歲，雙耳重度聽覺障礙者，就讀國小五年級，小女兒 7 歲，雙耳
重度聽覺障礙者，就讀國小一年級，兩位小孩日常配戴人工電子耳時，溝通方式
是口語，偏聽比較多，而沒戴人工電子耳時，是讀唇語加上比手畫腳而進行溝通。

圖 4-1 a1 大兒子雙耳配戴人工電子耳
資料來源：a 父親受訪者提供

圖 4-2

a2 小女兒左耳配戴助聽器、右耳配戴人工電子耳
資料來源：a 父親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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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健保給付+自付，女性，20 歲，單耳植入：左耳 18 歲)
b 分享小時候戴助聽器時，滿依賴讀唇語，但聽起來很吃力，當時 b 四分之
一不接受自己有聽覺障礙，因覺得他人輕易達成的事情而自己卻難以做到，尤其
別人可能輕易聽懂他人的話，且不需要刻意傾聽就能聽懂，而自己無法能馬上聽
懂，加上自己的口音聽起來不像台灣人，而外觀配戴助聽器特別顯眼，在講話方
面因為音調或構音異常，與人溝通互動方面會特別需要讀唇語或筆談，因此，讓
b 有時候覺得自己和別人差異很大，就會產生沮喪感。
二、 自我概念模式
聽覺障礙者會根據自身的自我懷疑、自我肯定來調適外界的刺激，在特地的
時間裡，對自己所擁有的信念和感受。
■ A (自付，男性，34 歲，雙耳植入：左耳 34 歲/右耳 34 歲)
A 讀幼稚園時到台北的惠美聽力語言訓練中心上課時，A 的父母有告知他因
耳朵聽不到，所以要戴助聽器，這時 A 有意識到自己跟別的小朋友不太一樣，
但小時天真，沒有想那麼多，直到讀小學兩三年級時，因每晚父母會教 A 練習
說話或聽簡單的字詞，這時會覺得自己為什麼是聽覺障礙者，A 覺得一般人怎麼
講話速度快且一聽就懂，但聽覺障礙者卻聽得很吃力又無法理解，得依賴讀唇語
來理解談話內容。
■ B (自付，女性，42 歲，雙耳植入：左耳 18 歲/右耳 40 歲)
B 曾經遇過沒耐心的人，像 B 的爸爸本身也不是很有耐心的人，但 B 知道
爸爸很愛 B，所以當爸爸不耐煩時，B 不會覺得受傷，改請媽媽再覆述幾遍就好
了，因此，當 B 遇到外人的不耐煩時，會相信他們不是故意的，所以沒必要覺
得受傷，應該要把心思和精力花在那些願意給予友善協助的人身上，所以當自己
聽不懂時，會主動告訴對方自己是聽覺障礙者，請對方再說一次或者說慢一點。
■ C (自付，女性，39 歲，單耳植入：右耳 29 歲)
C 覺得自己接受早期療育，有助於自己的聽跟說能力有所進步，但 C 覺得戴
助聽器時會聽不到自己的聲音，會很擔心自己的音量會不會吵到別人，因此常常
會注意自己音量，C 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障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程
度都不一樣，皆有被當不一樣的看待，C 希望是處於相對同理的環境。
■ D (自付，男性，31 歲，幼小雙耳植入：左耳約 5 歲/右耳約 6-7 歲)
D 在國小時，自然知道自己是聽覺障礙者，因看大家都很自在聊天，而無法
理解自己為何不能順暢聊天、無法立刻聽懂，當下心情無法接受，但國小老師會
請同學坐在 D 旁邊，協助 D 理解上課內容，後來 D 慢慢接受這現象，D 覺得只
要自己有健康手腳、眼睛就已很知足，D 覺得自己跟一般人都是一樣，只有聽不
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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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自付，女性，28 歲，幼小單耳植入：左耳 7-8 歲)
E 待在同理環境下長大，一路上沒有什麼挫折， E 覺得家人教育方式可決
定聽覺障礙者所處的環境，而家人、學校、政府、社會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
處模式是一種環環相扣，皆會影響聽覺障礙者對自己的看法，檢視自己失去什麼，
而擁有什麼。
■ F (自付，女性，31 歲，單耳植入：左耳 29 歲)
F 分享以前戴助聽器的時候，家人在 F 背後叫名字，因為叫了很多次，F 就
是沒有聽到，直到家人大聲的拍桌子時，F 才有反應，F 的公司同事也是在背後
名字，F 也沒聽到，需同事拍拍肩膀或是大聲的拍桌子的方式，F 才能知道背後
有人叫他名子，讓 F 覺得無論學校、社會、政府，皆沒有很重視聽覺障礙者的需
求，F 覺得雖戴助聽器成效不佳，因此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準備住院當天，
護理師有跟Ｆ說要開刀的左耳旁邊頭髮要剃掉 5 公分，Ｆ當下雖無法接受，但最
後只好接受剃掉左耳頭髮 5 公分。
■ a 的兩位小孩有植入人工電子耳，因兩位小孩幼小，由父親 a 回答問題。
○ a1(健保給付+自付，男性，11 歲，雙耳植入：左耳 8 歲/右耳 5 歲)
○ a2(健保給付+自付，女性， 7 歲，單耳植入：右耳 5 歲)
a 的孩子們就讀的學校是台北市的聽障重點學校，因此有安排安置，特教班
老師與班導師會密切配合，而學校也會盡量幫忙，例如申請聽覺輔具，a 覺得社
會是千百種人的組合，每個人的想法也不盡相同，有些人會體諒、包容或尊重，
有些人就不會，所以 a 覺得很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接觸到的人都對 a 全家滿
好的，與以前比起來，社會對待聽覺障礙者是更加友好，a 常常會跟孩子們說：
「都是一家人，彼此之間都會包容，只要提出困難，都可以找家人幫忙，例如幫
忙打電話、幫忙和別人溝通。」，a 常常會讓孩子們正視自己的耳朵，去包容去
接納獨一無二的耳朵。
■ b (健保給付+自付，女性，20 歲，單耳植入：左耳 18 歲)
對極重度聽覺障礙的 b 而言，助聽器的效益可能不大，b 覺得無論家人、學
校、社會、政府，看 b 的眼光有所不同，家人把 b 當一般人看待，而學校把 b
當特教生看待，至於社會大眾、政府會在無形中對 b 貼上標籤，讓 b 去正視自己
的身體我、人格我、理想我，尋找屬於自己的信念。
三、 角色功能模式
聽覺障礙者依據自身在一個社會、團體中所在的位置，了解自己的初級角色、
次級角色、三級角色等等各其重要性，並且執行其職責和功能，例如家庭、工作、
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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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付，男性，34 歲，雙耳植入：左耳 34 歲/右耳 34 歲)
A 是 34 歲程式工程師，雙耳重度聽覺障礙者，原本 10 年前左耳平均損失 93
分貝，右耳平均損失 100 分貝，於西元 2020 年 7 月 14 日診斷出左耳平均損失
112 分貝，右耳平均損失 120 分貝，影響自己的生活、家庭與工作，於是 A 上網
查「八德身心障礙福利中心」了解人工電子耳輔助的部份，也從桃園聲暉群組中
理事長發訊息得知手術費補助，因此，想像未來的自己能聽到美好的聲音，且可
跟老婆、父母、別人溝通方面能對答如流，而自己可做好兒子、老公、上班族的
角色，因此，A 決定於西元 2020 年 10 月 15 日進行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 B (自付，女性，42 歲，雙耳植入：左耳 18 歲/右耳 40 歲)
Ｂ是 42 歲上班族成熟女性，同時也是女兒喜愛的母親，B 雙耳皆極重度，
Ｂ分享當時左耳是因完全聽不到，因此想賭看看能不能透過植入人工電子耳來聽
到聲音，於是 B 在 18 歲時，自付進行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讓家人能放心。
出社會後，Ｂ因為工作的關係，知道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只有開啟 13 個電
極，加上身體因素，每個月偶爾出現幾次電子耳的音量會大小聲，Ｂ有問過人工
電子耳的原廠，得知有少數電子耳使用者內分泌變化會牽連聽力，影響自己的溝
通及人際關係，加上單耳（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長時間專注聽，聽久了會很容
易累。
因此，Ｂ不讓自己只單靠左耳聆聽而感到疲勞，同時也想讓右耳聽得更好，
希望未來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自己，能做好女兒、母親、上班族的角色，於是
B 自己上網到政府官網找人工電子耳相關補助資料，一一查詢並收集起來，選擇
在 40 歲進行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 C (自付，女性，39 歲，單耳植入：右耳 29 歲)
Ｃ是 39 歲開朗女性，是家中長女，雙耳重度聽覺障礙，擔任片庫影帶管理
人員，C 分享於 2010 年時，右耳配戴助聽器的效果不佳，全都靠讀唇語努力理
解談話內容，使溝通方面上出現很大的障礙，與母親溝通常常出現雞同鴨講狀況，
使 C 產生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但 2010 年人工電子耳的資訊不是那麼的完整，資訊大多都是靠醫院囑附，
而Ｃ當下有兩件擔心的事情，錢是首要最擔心的事情，因若要執行右耳植入人工
電子耳手術，購買人工電子耳和手術費用總共要 80 萬，對 C 和家人來說是龐大
的費用，C 積極尋找人工電子耳補助訊息及進行申請，最後得到社會局會補助
20 萬，振興醫院補助 10 萬，因此自付 50 萬，得靠貸款和家人的幫忙來支付 50
萬，再來是擔心術後效果，Ｃ擔心術後復健效果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佳，會影響自
己在職場上的溝通，但有家人支持，加上當時右耳的狀況已經很差，因此，C 想
給自己耳朵聽更好的機會，同時希望能改善母女之間感情、職場的溝通，於是 C
決定在 29 歲時進行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參見圖 4-3)，。

58

圖 4-3 Ｃ右耳配戴人工電子耳
資料來源：c 受訪者提供
■ D (自付，男性，31 歲，幼小雙耳植入：左耳約 5 歲/右耳約 6-7 歲)
D 是 31 歲穩重男性，擔任學校助教一等專員，約 5 歲時在臺灣進行左耳植
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但手術失敗，Ｄ的父母不信任臺灣醫療技術，於是帶約 6
到 7 歲左右的Ｄ到美國，進行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手術成功後繼續在美國
進行人工電子耳調頻並復健，後來 D 回臺灣後有繼續復健，但因太晚學說話，
所以發音一直不標準，Ｄ直到高中時，因人工電子耳壞掉了，Ｄ覺得雖雙耳聽不
見聲音，但在聽障團體中的自己很快樂，朋友之間都比手語進行溝通，D 很喜歡
自己的角色，很舒適也自在。
■ E (自付，女性，28 歲，幼小單耳植入：左耳 7-8 歲)
Ｅ是 28 歲漂亮女性，職業為航空業，雙耳皆重度聽覺障礙，Ｅ分享是國小
老師告訴她家人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訊息，而家人想讓幼小的Ｅ能聽得更
清楚、更多的聲音，於是在Ｅ約 7 到 8 歲時進行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E 覺
得無論自己是女兒或是學生，皆處於同理環境中長大。
■ F (自付，女性，31 歲，單耳植入：左耳 29 歲)
Ｆ是 31 歲女性，是一位喜愛聽音樂的女性，雙耳皆為重度聽覺障礙，Ｆ從
小一直配戴助聽器，直到出社會後，擔任衣服包裝作業員，因為工作的關係出現
耳鳴症狀，而這症狀持續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Ｆ配戴助聽器的聲音一直都聽不
清楚，Ｆ找聽力師進行聽力檢查，聽力師告知Ｆ的聽力損失很嚴重，請Ｆ到大醫
院找專業的耳科權威醫師進行聽力檢查及評估，最後醫師跟Ｆ說要開人工電子耳
手術，Ｆ於家人討論，決定於 2019 年 8 月中旬進行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希望能改善自己在職場上的溝通及人際關係。
■ a 的兩位小孩有植入人工電子耳，因兩位小孩幼小，由父親 a 回答問題。
○ a1(健保給付+自付，男性，11 歲，雙耳植入：左耳 8 歲/右耳 5 歲)
○ a2(健保給付+自付，女性， 7 歲，單耳植入：右耳 5 歲)
a 為了把握兩位孩子的黃金時期，讓兩位孩子們打好聽語基礎，a 上網查詢、
詢問人工電子耳公司、詢問聽力師等等蒐集人工電子耳相關訊息，時時刻刻陪在
孩子們身邊，當孩子害怕做儀器檢查、害怕打針抽血時，a 會扮演慈祥父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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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孩子們的情緒，使孩子內心滿滿溫暖與安心，a 身為父親會陪孩子們一起面對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之歷程，身為老公會與老婆用心細心照顧兩位孩子們，身為
一家之主，會一肩扛起家中的經濟。
■ b (健保給付+自付，女性，20 歲，單耳植入：左耳 18 歲)
b 分享左耳以前配戴助聽器時，聽得不清楚，影響自己的學習、人際互動，
使 b 感到受挫，使 b 產生想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只是家人對於植入人工電子
耳手術的擔憂已成為阻力，家人擔心手術會不會失敗？會不會傷及顏面神經？b
不想讓家人過多的擔心，也為了自己，開始上網查資料，同時詢問有植入人工電
子耳經驗的聽障朋友、聽語專業人員、醫院，當時得知政府有宣導 18 歲以下有
人工電子耳健保的訊息，因此 b 想把握這能減輕家中經濟負擔的機會，加上自己
想要能聽得更好，即使自己跟家人擔心手術的風險以及術後是否有後遺症，但最
後還是決定趕上 18 歲那年進行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健保給付(參見圖 4-4)。

圖 4-4

b 受訪者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
資料來源：b 受訪者提供

四、 相互依賴模式
聽覺障礙者會自身根據耳朵的需求，主動尋求社會資源或支持系統幫忙，依
據其相互依賴系統來適應自身與他人的關係，珍惜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人事物。
■ A (自付，男性，34 歲，雙耳植入：左耳 34 歲/右耳 34 歲)
A 會向醫生尋求幫助，了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之相關訊息，A 的家人很
支持 A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並且提供經濟上的幫忙，而身心障礙福利中心社
工有教Ａ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補助之流程，首先到要準備接受手術的醫院找醫生
開診斷證明書，同時請聽力師、語言治療師寫評估報告書，將正本文件齊全後，
才能送到區公所審核，當時大約 1 個月內就能知道審核已通過，手術結束後一週
再向醫生要已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診斷證明書，再補送區公所進行申請補助，大約
1 個月內審核通過，就能收到補助金。
Ａ的雙耳皆選擇美樂迪牌子，具有充電式的人工電子耳，第一耳（左耳）需
花費 109 萬，但左耳有得社會局補助 30 萬，左耳購買人工電子耳只需花 79 萬，
第二耳（右耳）需花 92.5 萬，因此雙耳購買人工電子耳總共花了 171.5 萬，且手
術費 6 萬扣掉衛生局補助 2 萬後花了 4 萬，所以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加上購
買人工電子耳，總共花了 175.5 萬，但Ａ有申請國泰終身醫療保檢理賠 20 萬，
最後只花 155.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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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自付，女性，42 歲，雙耳植入：左耳 18 歲/右耳 40 歲)
Ｂ分享 20 年前是人工電子耳剛引進臺灣時，當時評估很保守又小心，但父
母希望Ｂ可以聽見聲音，於是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需自付約 70 多萬，沒有補助，
後來因為有辦人工電子耳成果發表會，成效很好，引起政府社會關注，陸續出現
人工電子耳的補助，22 年後家人看 B 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後成效佳，都很支持
Ｂ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自付需花 90 多萬，當時自己要先在醫院評估，評
估完後拿診斷證明書，通知新北市輔具中心說自己要開人工電子耳手術，等輔具
中心說Ｂ的第二耳確定可以申請補助，就把診斷書傳真給輔具中心，隔週就會寄
核准公文通知已通過社會局的補助 30 萬元整。
■ C (自付，女性，39 歲，單耳植入：右耳 29 歲)
Ｃ分享以前自己戴助聽器，都沒聽到聲音，辨識度超差，所以Ｃ認為植入人工電
子耳手術基本上只要是好的，都值得一試，因未來生活是靠自己自理，家人不見
得能永遠在身邊，而家人也希望Ｃ能藉由人工電子耳能聽得更清楚，支持Ｃ進行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但需自付約花 80 萬，當初 C 有向台北市社會局申請補助
20 萬，而 OO 醫院也有補助 10 萬，因此得自己貸款和家人的幫忙來支付 50 萬，
手術前醫生有提醒盡量不要感冒，加上醫師看Ｃ口語能力還不錯，且已達到可以
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條件，因此很快就決定手術日期。
■ D (自付，男性，31 歲，幼小雙耳植入：左耳約 5 歲/右耳約 6-7 歲)
Ｄ分享自己的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皆為家人自付，當時無論是左耳或是
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需約 100 萬台幣，因此 D 的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
術已讓家人自付總共 200 萬台幣，因家人只希望Ｄ能早日聽見聲音。
■ E (自付，女性，28 歲，幼小單耳植入：左耳 7-8 歲)
家人目的希望能讓Ｅ可以過跟一般人一樣的日子，同時也能讓 E 生活上有
所方便，於是家人有到社會局、勞動局詢問人工電子耳相關補助的訊息，將約
7-8 歲的Ｅ進行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參見圖 4-5)。
於西元 2020 年，媽媽帶Ｅ到市公所申請進行人工電子耳汰舊換新，選美樂
蒂牌子人工電子耳需要 10 萬，申請到補助金為 6 萬，因此得自付 4 萬，使Ｅ很
期待更換新的人工電子耳，聽力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圖 4 -5

E 受訪者左耳戴人工電子耳

資料來源：E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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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自付，女性，31 歲，單耳植入：左耳 29 歲)
Ｆ的家人一開始很反對Ｆ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因家人擔心手術風險性加上
經濟不足，因此由專業的醫師向家人解釋及建議後，家人才願意讓Ｆ進行左耳植
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參見圖 4-6)
媽媽陪同 F 一起詢問人工電子耳補助金相關訊息，向社會局、衛生局、醫院
進行申請補助金，社會局補助 30 萬、衛生局補助約 5 到 6 萬、醫院基金會補助
約 70 到 80 萬，因此Ｆ和家人自付需約 10 萬，Ｆ分享每一家的醫院補助是不一
樣，需要多打聽各醫院的補助訊息。

圖 4-6

F 受訪者左耳戴人工電子耳；右耳戴助聽器
資料來源：F 受訪者提供

■ a 的兩位小孩有植入人工電子耳，因兩位小孩幼小，須由父親 a 回答問題。
○ a1(健保給付+自付，男性，11 歲，雙耳植入：左耳 8 歲/右耳 5 歲)
○ a2(健保給付+自付，女性， 7 歲，單耳植入：右耳 5 歲)
a 曾目睹其他小朋友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耳朵的聽力幫助很大，因此很希
望自己的孩子們能透過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幫助，都可以聽見聲音，因此 a 為
孩子們挑選美樂迪牌子充電式人工電子耳，因這樣才能同時維修保養，充電式的
優點是充飽後可以連續使用 8 小時左右，又可重複使用，響應環保，但缺點是充
電器(參見圖 4-7)的電池很貴，若外出旅行的話，帶充電器會佔行李的空間，

圖 4-7

a1 和 a2 戴人工電子耳的充電器
資料來源；a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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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大兒子 a1 第一次是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需自付花 90 萬，有申請
到台北政府社會局補助 30 萬，OO 醫院補助 30 萬，自付 30 萬，a2 第二次是左
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剛好遇到健保已開辦，醫院會協助處理健保補助事宜，
因此最後自付 12 萬，a 的小女兒 a2 第一次是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一樣是
申請健保，最後自付 8 萬，a1 跟 a2 同樣申請健保但自付的價錢不一樣，是因為
a1 跟 a2 在不同醫院進行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公私立醫院健保給付會不同，手
術前會主動告知醫生孩子們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醫生評估孩子們的耳蝸完整可
以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因此對孩子們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完全沒有擔憂，反而
更期待孩子們都能聽得到聲音，因為孩子們是重度聽力障礙，希望能透過人工電
子耳來改善聽力。
■ b (健保給付+自付，女性，20 歲，單耳植入：左耳 18 歲)
b 看到新聞有報導 18 歲以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下有健保給付訊息，
加上身邊人們會耳口相傳，因此趁自己是剛好是 18 歲以下，就決定左耳植入人
工電子耳手術，醫院和社工局會協助送申請文件，有了健保給付，自付只需花十
萬左右，減輕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昂貴費用的負擔，進行術前評估時，聽力師有
分享若自己的聽力過重，可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需求，加上醫生有告知 b 的內
耳構造正常，則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成功機率會較高，因此 b 完全不會害怕手
術失敗。
透過與受訪者訪談內容中，整理受訪者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適應模式(參
見圖 4-8)，了解自身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等四種模式，
了解受訪者植入人工電子耳前所遇到的考量因素、家庭經濟因素、自我需求、角
色責任、決定手術之原因、因應策略：
1.

生理需求：受訪者配戴助聽器時若出現身心不適感(例如耳鳴、頭暈等等症
狀)，且配戴助聽器時漸漸聽不到聲音，影響自身的聽覺理解能力、口語表
達能力、口語清晰程度，要及時就醫，尋找問題，最後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
手術此選擇，有些受訪者幼小配戴人工電子耳，長大後配戴人工電子耳老舊
而故障，得知新的人工電子耳費用昂貴，會仔細思考自身的需求，是否得需
要人工電子耳來改善自身的生活。

2.

自我概念：受訪者無論配戴助聽器或是人工電子耳的外表，有時會吸引他人
異樣眼光，受訪者本身有時覺得不舒服，有些受訪者即使配戴助聽器仍聽不
懂，影響了自己的學習、人際關係，使受訪者知道有些事情不是光靠努力就
可以擁有，但從未覺得自己與他人不同，學習肯定自己、接受自己耳朵的缺
陷，且透過身體自我、個人自我來考量自己是否需要植入人工電子耳。

3.

角色功能：受訪者會考量自身的初級角色，了解自己當下的年齡、性別所扮
演的角色，例如成年女性，再去考量次級角色，例如自己是一位妻子也是母
親的角色，進而延伸三級角色是短暫也可自我選擇，例如住院的病人，透過
初級、次級、三級各角色了解其意義性，根據自身角色期待與角色衝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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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慮本身是否需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此選擇。
4.

相互依賴：受訪者處身於同理心環境中，透過與家人、專業醫療團隊、親朋
好友、周圍的人們之間相互往來所呈現的情感需要及支持系統，有助於某些
受訪者了解早期療育、補助資訊等等訊息，進而考量自己是否需要植入人工
電子耳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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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自我
●個人自我

●角色認知
●角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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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衝突

●早期療育
●家人支持
●補助資訊
●同理心環境
●專業醫療團隊

圖 4-8 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適應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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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護理過程
一、 評估
羅氏適應模式的評估分為兩層次評估，第一層次評估是指有系統地探討聽覺
障礙者的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四大模式，了解聽覺障礙者
身心社會的適應情況，而第二層次評估是指診斷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歷程中遇到的問題，了解其不適應行為的影響因素。
■ A (自付，男性，34 歲，雙耳植入：左耳 34 歲/右耳 34 歲)
A 在手術前一天有參加術前說明會，了解人工電子耳手術相關訊息，學習術
後傷口照護，於西元 2020 年 10 月 15 日同一天開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早
上開左耳，下午開右耳，手術過程中非常順利，術後有出現頭暈想吐症狀，左耳
壓著傷口會有點痛，自己的外表曾被說好像「天線寶寶」(參見圖 4-9)，A 一開
始差點不想見人，但後來轉換念頭，可讓身邊的人知道自己有戴人工電子耳，就
不會介意了，Ａ分享當雙耳戴人工電子耳進行開頻的那一刻，右耳所聽到的聲音
很小聲，左耳則是出現耳鳴，總是聽到咚咚聲，醫生說明是因為大腦還在適應周
圍的聲音，因此往後讓大腦耳朵適應各種聲音，經過第二次開頻後，雙耳能聽到
低中高頻的聲音，A 覺得左耳聽到的低頻聲比右耳好。

圖 4-9

A 受訪者手術後的模樣

資料來源：A 受訪者提供
■ B (自付，女性，42 歲，雙耳植入：左耳 18 歲/右耳 40 歲)
B 分享臺灣剛引進人工電子耳時，評估非常保守又小心，當時 B 的左耳是完
全聽不到，父母想賭賭看能不能讓 B 聽見聲音，因此決定自付讓 B 的左耳植入
人工電子耳手術，左耳植入成功後，只有左耳戴人工電子耳聆聽，右耳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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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助聽器，直到 40 歲時，Ｂ覺得只靠單耳戴人工戴子耳長時間聆聽，聽久了會
覺得很累，產生想讓右耳能聽得更好的念頭，B 開始向電子耳專員、醫院的聽力
師進行諮詢，了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成效，期待自己雙耳能聽得更好。
B 分享第一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在耳朵周圍 3 到 5 公分剃頭髮，手
術後傷口很大，大概 15 公分，術後身體很虛弱，住院一周後就出院回家休息，
一個月後開頻，但第二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時，因傷口會很小，不需要剃頭髮，當
時在手術室時，耳朵會被裝進電極，當下會測試電極的反應，手術完第二天就戴
上人工電子耳，聲音處理會經過一個一個調電流量進行開頻，B 覺得現在雙耳戴
人工電子耳(參見圖 4-10)比以前單耳戴人工電子耳聆聽較輕鬆許多。

圖 4-10

B 受訪者雙耳戴人工電子耳，隱藏性功能佳。
資料來源：B 受訪者提供

■ C (自付，女性，39 歲，單耳植入：右耳 29 歲)
C 會主動向醫院諮詢，了解人工電子耳的相關訊息，確定右耳植入人工電子
耳手術(參見圖 4-11)，手術前Ｃ到醫院樓下的美容院將頭髮編髮，方便植入人工
電子耳，當自己走進手術房時，內心充滿擔心，會恐慌到不想面對，害怕術後會
不會仍聽不見，幸好有母親陪伴，讓 C 有安全感，C 進行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
術需約花四個小時，而手術過程很順利。
住院第一天，右耳被包了很大包紮，當下覺得疼痛、很重、頭暈，頭都歪了
一邊，所以需常常睡覺或是常跟家人訴苦等等來調適身心不適，住院第二天就被
醫生下床走一走，住院第三天就拆了右耳包紮後進行開頻，剛開頻時當下心情很
緊張，第一次開頻時要讓電流跑的瞬間超痛，開頻的第一聲是機器聲音，周圍傳
來的聲音沒有高低起伏，後來聽得太累了，所以有暫停先回病房休息，隔天再繼
續開，住院一個星期就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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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C 受訪者右耳配戴人工電子耳

資料來源：C 受訪者提供
■ D (自付，男性，31 歲，幼小雙耳植入：左耳約 5 歲/右耳約 6-7 歲)
家人帶 6 到 7 歲的 D 到美國進行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術後Ｄ只是覺
得右耳被包很大包，傷口部位很癢，進行開頻第一聲時會有點痛，很不習慣聽到
各種不同聲音，有時覺得聲音太吵，沒有聲音比較舒適，使幼小的Ｄ很不想戴人
工電子耳，進行溝通時，是同時使用聽和讀唇語，若沒有讀唇語輔助，就完全無
法理解對方講什麼，例如接聽電話，每次當同學講話時，D 自己都無法馬上理解
談話內容，直到高中時，右耳戴人工電子耳因為老舊而壞了，D 當時有到處諮詢
及尋找購買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訊息，得知購買人工電子耳的價錢昂貴，即使有政
府給予補助，仍覺得價錢昂貴，而自己家庭經濟狀況無法負擔，當時 D 覺得自
己已經融入聽覺障礙團體，就沒有打算要再買新的人工電子耳，因此，現在的 D
雙耳沒有戴任何聽覺輔具，雖完全聽不見，但會以讀唇語、手語、筆談等等方式
與他人溝通，依然可過自己喜歡的日常生活。
■ E (自付，女性，28 歲，幼小單耳植入：左耳 7-8 歲)
Ｅ記得幼小時左耳進行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術後自己有頭暈、發脾氣、身
體很虛弱等等狀況，因此很需要吃藥多睡多休息，調適身心不適感，住院一個星
期，出院後約等一個月後才能進行開頻，因為傷口很大，需要一個月復原期，進
行開頻的一瞬間覺得很不舒服，因為很刺耳，之後需要多次調頻，調頻到自己聽
起來舒適的聲音。
■ F (自付，女性，31 歲，單耳植入：左耳 29 歲)
Ｆ進行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很順利，術後Ｆ醒來時出現耳朵很痛、
耳鳴、暈眩、昏睡等等狀況，需吃止痛藥多休息來調適身心不適感，住院四天就
可出院了，在家休養第 24 天，耳朵的傷口剛好完全癒合(參見圖 4-12)，傷口癒
合後才可進行開頻，開頻的一瞬間，Ｆ覺得聽到的聲音很奇怪，也無法分辨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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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聲音，且出現耳鳴的症狀，需多次調頻，加上每天要練習聽各種聲音，讓
大腦適應周圍環境的聲音，雖一開始Ｆ覺得聲音太吵，一度想拿掉人工電子耳，
但Ｆ鼓勵自己要忍耐身心不適感，去聆聽周圍環境的聲音，約花 1 到 2 個月後，
耳鳴的症狀慢慢消失，而大腦耳朵也漸漸適應周圍環境的聲音。

圖 4-12

F 受訪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之傷口癒合
資料來源：F 受訪者提供

■ a 的兩位小孩有植入人工電子耳，因兩位小孩幼小，須由父親 a 回答問題。
○ a1(健保給付+自付，男性，11 歲，雙耳植入：左耳 8 歲/右耳 5 歲)
○ a2(健保給付+自付，女性， 7 歲，單耳植入：右耳 5 歲)
a 分享大兒子 a1 六個半月就早產，生出來才兩個手掌大，住在保溫箱四個
半月，一開始還要用鼻胃管餵奶，四個小時就要拍痰，那時候小兒科醫生說聽不
到的問題先不要擔心，之後看耳鼻喉科找出原因，後來檢查發現是前庭導水管擴
大導致 a1 中度聽損，a1 原本戴助聽器仍可以聽見聲音，到了幼兒園時剛開始都
還交得到朋友，後來定期檢查時發現 a1 的聽能往下掉，使 a1 在幼兒園因為聽不
到別人說話而人際關係受挫，因此 a 和老婆決定自費讓大兒子 a1 進行右耳植入
人工電子耳手術，大兒子 a1 在健保給付下進行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並且讓大
兒子 a1 接受一連串的聽能復健，發現大兒子 a1 接受聽與說訓練三個月後有得到
改善，同時也讓大兒子 a1 在學校跟同學的相處也恢復正常。
因為有了大兒子 a1 早產的經驗，因此希望老婆懷小女兒 a2 時特別避免走
動，但還是在八個半月時早產，不過醫師說小女兒 a2 的健康狀況相當好，出生
時也通過聽力篩檢，然而大概在小女兒 a2 兩歲時，有一次撞到頭而使小女兒 a2
出現頭暈症狀，竟需要臥床三四天才恢復正常，後續又跌倒了幾次，a 察覺到不
對勁就決定帶小女兒 a2 去檢查，發現小女兒 a2 與大兒子 a1 一樣是前庭導水管
擴大，因為小女兒 a2 的聽力從輕度時已開始做聽能訓練，後來當小女兒 a2 讀大
班時聽力從輕度掉到重度，於是 a 和老婆決定在健保給付下讓小女兒 a2 進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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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術後進行了大概三個月的聽能訓練，小女兒 a2 的人際
跟溝通表現得到改善，對 a 和老婆來說，只要孩子們能夠平安快樂長大比較重要。
■ b (健保給付+自付，女性，20 歲，單耳植入：左耳 18 歲)
B 在手術前有剃掉左耳旁邊一小部份頭髮，進行三小時手術過程順利又成功，
術後醒來時不小心動到右耳傷口的部位，瞬間很痛，隨之而來出現頭暈及耳鳴症
狀，需得多休息來適應身心不適，b 開刀隔一天一早即進行開頻，開頻前 b 非常
期待，b 開頻聽到第一聲是電流的聲音，但聽不清楚，需多次調頻及常常聆聽周
遭的聲音，讓大腦耳朵適應周圍環境的聲音，住院五天後出院。
二、 診斷問題
檢視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身心的不適、開頻的初期、自身聽與
說的狀況、復健歷程等等所遇到的問題，了解其自身不適應行為的影響因素。
■ A (自付，男性，34 歲，雙耳植入：左耳 34 歲/右耳 34 歲)
A 覺得跟別人溝通有點困難，因要邊聽邊讀唇語，用大腦理解談話內容，所
以接聽電話、對方戴口罩講話時，聽覺理解能力有困難，而在聽力方面是可以聽
到ㄒ、ㄑ、ㄕ、ㄙ之類的氣音，但ㄚ、ㄨ、ㄝ、ㄧ、ㄥ、ㄢ等等母音是可以分辨
但偶爾會混淆，子音部份例如ㄊ、ㄏ，看電視時雖有聽聲音但仍需要看字幕，才
能理解電視在講什麼，Ａ覺得練習聽聲音時，比較難的是在造句上聽出某關鍵字，
也是練習中重要的地方，嘗試將聽到的聲音與大腦連接起來，並知道是什麼字詞，
例如：造句是聖誕節禮物，練習的關鍵字是「禮物」，順便聽新的或複習的字詞
「聖誕節」。
因Ａ現在已經是成人，不像三歲內或左右的兒童，正值黃金語言學習期，對
於大腦之聽覺語言可塑性高，且學習效果這麼好，因此自己要做心理準備，別抱
太大的期望，多往好的方面去想，例如：聽到歌手唱歌與樂器演奏的音樂時，覺
得筆其他音樂很好聽，就多聽這個放鬆一下。因此要努力學習分辨母音和子音，
且需要加強聽懂談話內容的字音及詞彙。
■ B (自付，女性，42 歲，雙耳植入：左耳 18 歲/右耳 40 歲)
B 覺得處於吵雜環境中聽得很吃力，偶爾會有聽不懂的時候，也有發現到自
己有咬字不標準的狀況，需要持續練習聽以及加強咬字發音標準，以前是有部分
醫院有提供聽語復健，可是自己的時間不好配合，因此只靠自己進行聽與復健。
■ C (自付，女性，39 歲，單耳植入：右耳 29 歲)
C 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一年期間內，C 完全不敢接聽任何電話，只敢接聽家
人電話，因與家人對話是重複、簡單、重點字詞，例如：「要不要回家吃飯？」
「你在哪裡？」等等簡單字詞，因接聽家人以外的電話時，無法看到對方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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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單靠「聽」，會因為分不清氣音以及陌生字彙，可能會出現「聽不懂」或是
「雞同鴨講」狀況，現在疫情關係，大家都戴口罩，進行溝通時無法讀唇語，聽
覺理解能力有困難。
■ D (自付，男性，31 歲，幼小雙耳植入：左耳約 5 歲/右耳約 6-7 歲)
D 讀到高中時右耳戴人工電耳因為老舊而壞了，詢問新的人工電子耳價錢，
發現太貴了，決定不購買新的人工電子耳，之後雙耳無配戴任何輔具，因此會因
雙耳完全聽不到，所以反應會比較慢，與他人溝通方面上有時會聽不懂、只讀唇
語效果比較不佳。
■ E (自付，女性，28 歲，幼小單耳植入：左耳 7-8 歲)
E 覺得困難點在於接聽電話有困難，加上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若對方有戴
口罩時，自己聽起來會很吃力，因看不到對方嘴型，若簡單的詞就容易聽懂，可
是若太複雜或字彙陌生時會聽不懂，需要請對方打字、筆談、開視訊通話。
■ F (自付，女性，31 歲，單耳植入：左耳 29 歲)
F 手術後有去參加聽語復健課程，語言治療師遮住嘴巴，語言治療師說什麼，
F 聽到什麼要寫下來或是講出來，練習聽句子，但復健過程中覺得很沮喪，因一
直覺得自己聽得不好，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都要戴上口罩保護彼此健康安
全，當對方戴口罩講話時，只要對方講話速度講慢一點，或是靠近一點、講大聲
一點，F 大概可以聽懂對方講什麼，但若談話內容是長句就有點困難，因為只單
靠左耳戴人工電子耳聆聽，加上無法讀唇語，會出現遺漏掉一些字詞或是沒聽清
楚對方說什麼。
■ a 的兩位小孩有植入人工電子耳，因兩位小孩幼小，須由父親 a 回答問題。
○ a1(健保給付+自付，男性，11 歲，雙耳植入：左耳 8 歲/右耳 5 歲)
○ a2(健保給付+自付，女性， 7 歲，單耳植入：右耳 5 歲)
無論是雙耳戴人工電子耳的大兒子 a1 或是單耳戴人工電子耳的小女兒 a2，
這兩位孩子們學注音比較有困難，a 父親分享說當孩子們覺得復健過程太累時，
a 會常買點心飲料來鼓勵努力的兩位孩子們。
當聽損的孩子們上小學後，開始要面對國語的挑戰－「注音符號」，因此需
要更多的學習資源，a 以自身經驗分享，因為 a 自己是聽障人士，a 小時候在啟
聰學校時，是把每個國字的注音背起來，並且有老師教導發音，但現在孩子就讀
普通小學，會跟 a 過去學習方式不一樣，常需要考「注音聽寫」，這對 a 的聽損
孩子們來說是一個挑戰，因為 a 自己聽不清楚自己的發音，所以協助小孩練習小
一注音時遇到很大的困難，而孩子常常反應「聽不懂」爸爸唸的注音，因此只好
讓聽力正常的爺爺奶奶幫忙教，但效果似乎有限。
■ b (健保給付+自付，女性，20 歲，單耳植入：左耳 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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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 b 覺得在聽方面中困難點在於語言治療師重
複兩個音ㄓ、ㄕ的差異，自己目前無法分辨這捲舌音和不捲舌音，聽起來容易混
淆，而在說話的方面困難點在於暫時沒有達到正確的構音方式，請家人協助復健
有困難，因彼此的時間無法配合，加上彼此不太有耐心，只好自行到台中柯林上
復健課程、多和朋友們聊天等等練習聽與說的方式，自己可透過聽語復健過程中，
檢視自己的進步情形以及待加強之處，期許自己在聽與說這兩方面可以接近一般
人。
三、 執行護理措施
運用適應模式評估，診斷並找出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不適的問
題，訂立護理目標，設計護理措施，協助改善聽覺障礙者自身不適的行為。
■ A (自付，男性，34 歲，雙耳植入：左耳 34 歲/右耳 34 歲)
手術前，Ａ有詢問過朋友關於復健課的訊息，加上因為醫生建議的，大概出
院兩週後開始上復健課，透過多次調頻後，能調頻到自己理想的聲音，希望能透
過練習而分辨出母音和子音，目前配合聽力師建議的方式，按照復健課程給的作
業（參見圖 4-13）進行練習，同時每天要跟家人練習對話，會請家人唸文章錄音
(參見圖 4-14)，A 透過錄音檔進行練習聽，努力聽懂家人唸的文章，平常練習若
聽不懂錄音檔時，家人會告訴 A 答案，或是再翻開文件夾看答案，了解錄音檔
中的文章短句或字詞，目前聽一個字比較難聽懂，需要聽兩個字以上才能聽懂上
下文是什麼，透過與家人對話，練習聆聽分辨男生聲音與女生聲音，則在安靜的
環境中練習聽語復健，效果比較佳。

圖 4-13 復健課程給 A 受訪者其中之一作業
提供者；A 受訪者提供

71

圖 4-14

A 受訪者聽家人唸文章錄音檔進行聽能復健
資料來源：A 受訪者提供

■ B (自付，女性，42 歲，雙耳植入：左耳 18 歲/右耳 40 歲)
B 第一耳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成功後，並沒有參加復健課程，因當時只
有部分醫院有提供聽語復健，但自己的時間上無法配合，只能靠自己練習多說話
多聽，使自己聽與說逐漸進步，至於人際關係，因當下自己為了植入人工電子耳
手術而剃光頭，一位光頭女孩子又聽不懂，所以同學們不太敢和Ｂ講話，但Ｂ在
課業方面上很認真，就會出現同學來向Ｂ請教功課，漸漸的，認識很多同學。
當Ｂ確定第二耳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電子專員會在手術前、開頻交
貨時都會告知復健課程相關的訊息，因此手術成功後，Ｂ有參加十堂聽語課程進
行復健，且Ｂ可自己預約排課，方便了許多，上復健課前會先做一次完整的評估，
評估完後填問卷，寫自己想要加強的部分是哪些？同時也可了解自己哪些發音比
較弱，Ｂ會利用瑣碎的時間持續練習聽與說，想要證明自己 20 年聽不見聲音，
但因為植入人工電子耳而使耳朵的聽力有良好成效。
■ C (自付，女性，39 歲，單耳植入：右耳 29 歲)
Ｃ在ＯＯ醫院進行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醫生和聽力師有告知要勤復
健才能讓人工電子耳有所成效，加上ＯＯ醫院有與婦聯會合作，所以Ｃ當時有預
設心理狀態，告訴自己要勤復健，一出院後馬上去上聽語復健課程，每次上課前
都會做一個測試，了解自己的聽與說的進度，語言治療師會遮嘴巴，讓Ｃ練習分
辨母音和子音，復健過程中，開頻帶來的機器聲音會慢慢消失，而大腦跟配戴人
工電子耳的耳朵漸漸能清楚分辨周圍環境的聲音，三個月復健課程期間，多虧妹
妹一路陪伴，分擔Ｃ復健過程的喜怒哀樂，有了妹妹同甘共苦及堅持，使Ｃ即使
結束復健課程，回到日常生活、工作，仍持續練習聽與說，從未放棄的念頭，有
了妹妹的鞭策，逼Ｃ除了接聽家人電話以外，要勇敢接聽其他人電話，若遇到聽
不懂時，要勇敢向對方說明自己是聽覺障礙者，請對方慢慢說，再講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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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自付，男性，31 歲，幼小雙耳植入：左耳約 5 歲/右耳約 6-7 歲)
Ｄ分享幼小時在美國進行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成功後，大概花一個月時
間調頻，在美國有參與復健，回臺灣後也有參加復健課程，媽媽和老師每天都會
逼Ｄ復健，但因太晚學習說話，Ｄ的發音比較不標準。
Ｄ直到高中時，右耳戴人工電子耳因為老舊而壞掉了，因新的人工電子耳昂
貴，使Ｄ決定進入無聲世界，Ｄ因為雙耳完全聽不見，而使自己反應慢半拍，因
此Ｄ得提醒自己需多多注意，若遇到溝通不便時，會想辦法找替代方式來溝通，
例如用手機打字、筆談等等寫關鍵字或簡單詞語來溝通。
■ E (自付，女性，28 歲，幼小單耳植入：左耳 7-8 歲)
媽媽會帶幼小的Ｅ去學習聽與說，雖復健過程中覺得很辛苦，但不排斥上聽
語練習，Ｅ覺得與他人溝通時，仍需要讀唇語作為輔助，而自己接聽電話時，因
為無法讀唇語，當下會請對方是否願意開視訊溝通，或是請別人幫忙接聽電話，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當別人戴口罩進行談話時，Ｅ看不到對方嘴型，Ｅ會請對
方打字、筆談或是講簡單關鍵字詞。
■ F (自付，女性，31 歲，單耳植入：左耳 29 歲)
Ｆ的問題在於發音不標準、聆聽長句很吃力，且無法分辨母音和子音，復健
過程中出現沮喪及難過，因此，語言治療師會安排上音樂課，讓Ｆ透過音樂而放
鬆心情，勤練習分辨母音和子音、咬字發音，當語言治療師遮住嘴巴時，請Ｆ聆
聽語言治療師講話，並說出答案。
■ a 的兩位小孩有植入人工電子耳，因兩位小孩幼小，須由父親 a 回答問題。
○ a1(健保給付+自付，男性，11 歲，雙耳植入：左耳 8 歲/右耳 5 歲)
○ a2(健保給付+自付，女性， 7 歲，單耳植入：右耳 5 歲)
a 分享他的大兒子 a1 二歲時會去婦聯會進行早期療育，有事先安排好大兒
子 a1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在婦聯會上聽語復健課程，一週一次，一次 1~2
小時，後來 a 的太太認識一位理事長，理事長當時有成立蒲公英聽語協會，因希
望能解決孩子學注音的難題，於是大兒子 a1 從國小一年級就去蒲公英聽語協會
上課，參加每週免費的課輔班，此資源對聽障的家庭來說很重要，因孩子們來這
邊上課可認識同年齡聽障小朋友們，結交朋友一起玩一起學習，在功課方面，孩
子們可在蒲公英聽與協會得到一對一的方式上課，剛上課時，大兒子 a1 注音符
號考試考 60 分，例如大兒子會把車「ㄔㄜ」子寫成「ㄔㄦ」子，對聽覺障礙的
大兒子 a1 來說，由於聽不清楚，導致學注音有困難，多虧蒲公英聽與協會提供
一對一的方式上課，且每次上課時，課輔老師都會有耐心、細心的教導，使大兒
子 a1 學注音符號逐漸進步，後來注音符號考試有時得 90 分，有時考到 100 分，
後來在蒲公英聽語協會有上英文課，哥哥的英文有進步現象，直到前段時間，因
師資、志工的資源不足，所以沒有繼續上英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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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健保給付+自付，女性，20 歲，單耳植入：左耳 18 歲)
b 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自己希望可分辨有無捲舌音，因此有詢問同
樣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朋友復健相關訊息，得知科林植入電子耳者用戶的方案，有
積極參加十堂聽語復健課程，一堂一小時，與聽語教師預約固定時間，大約花半
年時間進行聽語復健，而自己會主動和他人多說多聽，使自己聽與說都逐漸進步，
因為可聽到自己講話的聲音，所以可控制發音的準確度，若復健過程中遇到身心
適應不佳時，會尋求醫師診斷，有時會透過休閒娛樂來發洩心中的壓力，自己會
自我檢視聽語的進步情形以及待加強之處，並且自我進行調整，積極復健是希望
未來能聽得更好。
透過與受訪者訪談內容中，整理受訪者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護理過程(參見
圖 4-15)，了解聽覺障礙者手術過程、術後的身心狀況、傷口照護、開頻及使用
輔具以及復健過程，進而評估、診斷問題、設立護理目標、執行護理措施。
1.

評估：受訪者依自己需求而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會在手術前參加術前
說明會，了解人工電子耳手術、傷口照護、開頻、術後復健等等相關訊息，
且需要有人在旁陪伴，給予心靈上的支持。

2.

診斷問題：
(1) 人工電子耳開頻時所聽到的聲音則因人而異，有受訪者聽到的是耳鳴聲，
有受訪者聽到的是機器聲音，也有受訪者覺得開頻第一聲瞬間超痛，大多
數受訪者透過人工電子耳開頻所聽到各種不同聲音，當下不習慣也不舒適，
可能會出現頭暈、耳朵痛、耳鳴等等不適感。
(2) 有受訪者得邊讀唇語邊聽，若對方戴口罩講話，或是接聽電話，則有可能
因為看不到嘴型，單單只靠聽，會特別吃力辛苦，有可能出現雞同鴨講、
誤解意思的狀況，看電視時有時仍需要看字幕進行理解。
(3) 有些母音(例如ㄜㄝㄣㄥㄦ)與子音(例如ㄊㄏㄓㄕㄔㄓ)聽起來很難分辨及
聽不清楚，對受訪者聽與說訓練初期時會有困難，影響本身的聽覺理解能
力與咬字發音。

3.

執行護理措施：受訪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成功後，需要一段傷口復原期間
進行休息，之後進行人工電子耳多次開頻，且勤加多聆聽周圍各種不同聲音，
讓大腦漸漸去適應及辨識聲音，參加聽能訓練、讀話訓練、說話訓練等等，
透過聽能訓練能讓自己認識聲音、學習噪音分辨、語言ㄓ音韻分辨、在吵雜
的環境中分辨自己所需的訊息等等，透過說話訓練能讓自己了解語言之存在、
發音練習等等，在勤練聽與說復健過程中，需要家人給予支持與陪伴，自己
則要適當休息，不要操之過急，莫忘自己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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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身心狀況
●學習傷口照護
●人工電子耳開頻

●咬字發音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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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分辨母子音、有無捲舌音

●溝通訓練
●讀話訓練
●聽能訓練

圖 4-15 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

第三節 回歸日常生活之評價
檢視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回到自身日常生回活中，體驗耳朵
戴人工電子耳帶來新的影響，探討聽覺障礙者在聽覺能力、口語能力、人際關係
等等各方面的改變，了解聽覺障礙者對人工電子耳的評價、建議以及期待。
■ A (自付，男性，34 歲，雙耳植入：左耳 34 歲/右耳 34 歲)
Ａ目前留職停薪復健中，日常主要溝通方式是口語，以聽與讀唇語同時並用，
但若碰到聽障朋友會口手語並用，A 覺得配戴助聽器與配戴人工電子耳效果差滿
多，以前 A 戴助聽器時一直無法理解為何自己聽不懂對方說什麼，現在配戴人
工電子耳時，聆聽父母老婆的聲音中，感覺氣音或其他字音皆聽得清楚，覺得雙
耳戴人工電子耳(參見圖 4-16)所聽到的聲音，比以前雙耳戴助聽器還要清楚，對
生活方面帶來許多方便，能聽到很多細節的聲音，可聽到以前戴助聽器時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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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頻聲音。
與同事聊天時可清楚聽見談話聲音，但需邊聽邊讀唇語，若家人戴口罩講話，
聽懂機率不高，要聽 2~5 遍以上才聽懂日常生活對話，例如：客廳電燈關掉，大
門鎖起來，Ａ覺得無論自己雙耳戴人工電子耳、只有左耳戴人工電子耳、只有右
耳戴人工電子耳，聽到的聲音都是不一樣的，原本單耳帶人工電子耳聆聽時，聽
起來會比較小聲，但當雙耳戴人工電子耳聆聽時，感覺聽聲音比較有立體感，雙
耳配戴人工電子耳有助於兩耳的聲音做腦融合，學習效果比較好，開車時能聽到
警示聲音，例如可以聽到打方向燈聲音、倒車聲音、靠近障礙物之蜂鳴聲等等，
自己會持續努力復健，希望總有一天會突然聽得懂別人說的話，而自己有機會可
跟客戶當面溝通且非常順利。
Ａ知道自己的充電式人工電子耳本身很貴，所以外出時都要小心，例如當自
己運動慢跑時，會把人工電子耳拿下來保管好，即使雙耳聽不見仍繼續運動，因
Ａ知道流汗若弄濕人工電子耳則會壞掉，雖然人工電子耳有髮夾夾住頭髮，但還
是會擔心人工電子耳聲音處理器自己會掉下來，而不小心弄丟了人工電子耳，Ａ
每晚會用充電盤(參見圖 4-17)將人工電子耳進行除濕兼充電，充電式的優點是不
用換電池非常環保，缺點是怕哪天晚上忘記充電，因此外出時得帶迷你電池盒(參
見圖 4-18)以備之需，且充電式本身的電池是密封式，若充電器壞掉或是電池壽
命縮減，得需由專家來抽換，希望未來人工電子耳的價格能不能降價親民點，而
一體式人工電子耳能夠比較不容易掉落，同時希望健保給付能讓 18 歲以上的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圖 4-16 A 受訪者雙耳戴的人工電子耳
資料來源：A 受訪者提供

圖 4-17 A 受訪者的充電器
資料來源：A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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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A 受訪者的迷你電池盒
資料來源：A 受訪者提供
■ B (自付，女性，42 歲，雙耳植入：左耳 18 歲/右耳 40 歲)
Ｂ覺得以前單耳戴 freedom 人工電子耳時，一耳要做兩耳工作的感覺，而且
單耳戴人工電子耳需專注聆聽，聽久後會容易疲勞，會造成大腦來不及消化，對
接收到的訊息記憶會減少，在吵雜環境中容易被噪音蓋掉，所以現在戴 kanso 人
工電子耳，有升級的感覺，雙耳聽力習慣以後，若使用單耳戴人工電子耳聆聽聲
音，會感覺不一樣，有點不習慣，缺點是要多一筆耗材或升級費用，希望未來人
工電子耳更小化。
Ｂ覺得現在現在人工電子耳的資源與資訊越來越多，帶給聽覺障礙者的選擇
也變多，要好好珍惜「有機會聽得好」帶給自己生活的幫助，能得人工電子耳相
關補助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希望社會能對聽覺障礙者有同理心、多一份耐心，共
同營造聽障友善環境，對Ｂ來說，如果沒有人工電子耳，自己是處於無聲世界，
這樣每天讀唇語會讀到眼紅，然後可能只能接受到一點點訊息，因此很感謝有人
工電子耳這輔具，讓Ｂ能有勇氣去挑戰生活各種項目，雖然昂貴，但願意理財規
劃好好存錢購買人工電子耳，同時會積極做好聽語復健，使聽力得到改善，而自
己有很多事情想做想學，正在一一實現中，並努力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除了
對自己好點之外，莫忘初衷要樂意助人。
■ C (自付，女性，39 歲，單耳植入：右耳 29 歲)
Ｃ分享回到日常生活後會有一段碰撞期，基本上是需要時間來適應，包含接
聽電話，光接聽電話就花了Ｃ五年時間來克服，多虧有妹妹逼Ｃ練習接聽電話，
現在Ｃ能有勇敢接聽電話，也能大概聽懂 8 成 5，Ｃ覺得右耳戴人工電子耳的成
效比以前戴助聽器佳，助聽器跟人工電子耳所聽到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因助聽器
只是把聲音放大，而人工電子耳聲音處理比較精緻點。
C 因為人工電子耳的關係而第一次聽到自己聲音，多虧人工電子耳有助於人
際關係變好，溝通也漸漸順利，因此要好好珍惜人工電子耳，所以睡覺、洗澡時
要拿掉人工電子耳，將人工電子耳進行除濕，Ｃ覺得若自己想要怎麼樣的溝通就
必須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不用羨慕別人接聽電話，自己需要時間練習，累積下來，
自己會漸漸進步，期許自己能有更大的勇氣，去面對未知的未來，有時可能遇到
沒同理心的人，Ｃ覺得沒有關係，自己要先有良好的態度，Ｃ希望社會能多點同
理，人與人之間就會少點阻礙，同時也希望政府能讓 18 歲以上的聽覺障礙者植
入人工電子耳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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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自付，男性，31 歲，幼小雙耳植入：左耳約 5 歲/右耳約 6-7 歲)
Ｄ覺得戴有線人工電子耳的確帶來幫助，只是運動時很不方便，因有線人工
電子耳得裝在身體液下，雖現在有線人工電子耳老舊壞掉，但新的人工電子耳昂
貴，即使有政府補助 6 萬，但需自付 30 萬，自己經濟狀況上買不起，因此希望
未來人工電子耳價格能便宜點，或是政府補助能更多一點。
■ E (自付，女性，28 歲，幼小單耳植入：左耳 7-8 歲)
Ｅ覺得戴人工電子耳對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可讓自己早日與世界溝通，當自
己確定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自己要多做功課多做準備，也要了解人工電子
耳、手術、補助、復健等等相關訊息，而自己要持續練習聽與說，這樣才能將人
工電子耳發揮更大的作用唯一擔心的事是，植入大腦的人工電子耳何時會壞掉？
是否能使用到老？因為若大腦裡壞了，就得在另耳重新植入人工電子耳，而自己
最後悔的事是更換人工電子耳時，因為家人想省錢，所以沒有選擇最新款的藍芽
的人工電子耳，因雖自己可以通過視訊接聽電話，但視訊跟談話聲音會慢一拍，
得將手機音量調大聲，覺得很不方便，以後遇到得更換人工電子耳時，真的不要
省錢，選擇最符合自己需求的人工電子耳，同時希望未來人工電子耳可以更迷你、
政府補助能多一點。
■ F (自付，女性，31 歲，單耳植入：左耳 29 歲)
Ｆ覺得戴人工電子耳的自己講話有比以前更清楚，人工電子耳是能造福聽覺
障礙者的科技，但並非每個聽覺障礙者適合植入人工電子耳，仍需要醫師等專業
醫療團隊評估，人工電子耳並非萬能，不是手術成功後開頻就能馬上聽得很清楚，
仍需要自己積極聽語復健，才能有良好成效，Ｆ分享現在戴人工電子耳所聽到周
圍環境的聲音，是以前戴助聽器時所沒有聽到的聲音，例如：腳步聲、水聲、車
子打方向燈等等，Ｆ很開心自己左耳有植入人工電子耳，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想
過讓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但得考量自己經濟狀況，因此很希望政府能為
18 歲以上的聽覺障礙者提供人工電子耳健保給付，同時也希望社會大眾能對聽
覺障礙者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同理心，請理解聽覺障礙者聽到聲音不代表能馬上
聽懂及理解。
■ a 的兩位小孩有植入人工電子耳，因兩位小孩幼小，須由父親 a 回答問題。
○ a1(健保給付+自付，男性，11 歲，雙耳植入：左耳 8 歲/右耳 5 歲)
○ a2(健保給付+自付，女性， 7 歲，單耳植入：右耳 5 歲)
a 分享孩子們植入人工電子耳以前，與班上同學互動不佳，當孩子植入人
工電子耳後，有改善人際關係，交到好多朋友，現在都會幫父母翻譯別人說什麼，
也會協助幫忙接聽電話，且孩子們上課時能聽懂老師說什麼，孩子們的聽說有明
顯進步，助聽器和人工電子耳這兩者的聽覺清晰程度差很多，植入人工電子耳一
定會對聽覺障礙者有幫助，至於效果則因人而異，則後續要考量維修保養，雖政
府有提供人工電子耳耗材的補助，但沒有語言處理器的升級補助，是不小的開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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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覺得蒲公英聽語協會幫助大兒子 a1 和小女兒 a2 很多，提供一對一課後課
業幫助，使孩子們無論是學英文或是學注音皆有進步，a 其實對孩子們課業的要
求不高，只希望孩子們能夠活潑快樂，且在未來的日子裡，孩子們能成為勤奮、
願意正面解決困難的大人。
■ b (健保給付+自付，女性，20 歲，單耳植入：左耳 18 歲)
ｂ覺得戴人工電子耳的優點是在多種情境之下，聽起來較有真實感，與人溝
通更順暢，至於缺點是人工電子耳的麥克風仍會吸收許多聲音，以至於在吵鬧環
境中會聽不太清楚，聽久了會感到煩躁，建議人工電子耳能提升降噪功能、充電
的方便性，而外觀能更隱密或更美觀、功能性更多元且輕易操作，植入人工電子
耳前得考量自己的經濟狀況以及自己是否在術後能積極復健，因植入人工電子耳
後不是馬上就可以聽得清楚，得必須定期復健且不能中斷，自己若積極練習聽與
說，那努力的成果絕對不會辜負自己，並且會對自己未來人生有所幫助，b 很感
謝自己勇敢做了左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決定，讓自己更有自信、更能自在學習。
透過與受訪者訪談內容中，整理受訪者回歸日常生活之評價(參見圖
4-19)，了解聽覺障礙者回歸日常生活後，人工電子耳帶來的影響、成效，以及
聽覺障礙者個人的建議與期待。
1.

影響：
(1) 受訪者發現配戴人工電子耳比配戴助聽器所聽到的聲音還要清楚，像是氣
音、母音、子音大多數有聽清楚，但仍需要讀唇語作為輔助，且自己能聽
到自己講話的聲音，有大大增加自己聽懂別人說什麼的機率，不像配戴助
聽器時大多數聽不懂，配戴人工電子耳比配戴助聽器時接聽電話，聽懂機
率較高。
(2) 雙耳配戴人工電子耳聽到的聲音比單耳配戴人工電子耳聽到的聲音更有
立體感，且雙耳配戴人工電子耳有助於兩耳的聲音進行腦結合，增進自己
的學習效果佳。
(3) 改善本身人際關係，且增進自己生活的便利，例如可聽到車子打方向的聲
音、倒車的聲音、水聲等等。

2.

建議：
(1) 人工電子耳本身昂貴，外出時要小心，別弄丟人工電子耳，若運動時配戴
人工電子耳很不方便，因要小心別讓人工電子耳碰到流汗，人工電子耳本
身怕水怕摔。
(2) 雖政府有提供人工電子耳相關補助，但扣除補助金後，人工電子耳手術後
續復健費用、維修保養費用等等，仍是不小的開銷，希望人工電子耳耗材
費用、維修保養費用不要太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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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望未來健保能開放給 18 歲以上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3.

期待：
(1) 人工電子耳能提升降噪功能、充電的方便性，而外觀能更隱密或更美觀、
功能性更多元且輕易操作。
(2) 希望透過勤加練習聽與說，能大大增進聽覺理解能力、口語清晰的進步，
更希望有天能完全聽懂電話的聲音，不用擔心一接聽陌生人打來電話時出
現聽不懂的狀況。
(3) 希望社會大眾能理解聽覺障礙者聽與說的不便，不在聽覺障礙者背後講話，
請面對面講話，不需過度誇大嘴型與表情，漸漸建立同理心、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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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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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聽覺障礙者術後回歸日常生活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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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的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藉由羅氏適應模式探討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
歷程，檢視聽覺障礙者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四大模式，
了解植入前自身的考量因素、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的原因、因應策略，再探討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之護理過程，了解術後的評估、診斷身心不適的
問題、執行護理目標與措施，最後檢視聽覺障礙者術後回歸日常生活中，人工電
子耳帶給自己的影響性、成效性、建議以及期待。
壹、 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適應模式
研究者經透過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四種適應模式中，
整理聽覺障礙者植入前所考量的因素、因應的策略，其詳述如下：
一、 考量的因素
（一）自身因素
有些聽覺障礙者意識到自己的聽覺能力因為某些因素，導致自身聽力持續衰
退，也有些聽覺障礙者本身覺得配戴助聽器成效不佳，使自己聽覺理解、口語表
達、言語清晰程度皆沒有明顯的進步，影響了自身的工作或生活環境，為了解決
自身的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等等的不適行為，進而考量自
己是否需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二）輔具因素
聽覺障礙者會因為自身長期配戴助聽器，使自己聽覺能力和口語表達方面成
效受到限制，當聽覺障礙者初次面對人工電子耳時，會充滿了許多疑問，會考量
到人工電子耳是否容易損壞？是否需要定期更換？而購買人工電子耳、植入人工
電子耳手術費用、術後保養維護等等費用，是否會影響自己或家庭的經濟？
（三）經濟因素
對聽覺障礙者來說，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是一項昂貴的醫療負擔，除了植入
體、體外配件的器材費、手術費、住院、復健課程以及後續的耗材費用，皆是一
筆龐大的支出費用，因此，聽覺障礙者得考量自己與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能支
付這一筆龐大的費用，是否會影響自己與家庭的生計與生活品質。
（四）家人因素
當聽覺障礙者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通常會擔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
子耳手術過程中是否平安順利？也對手術的成功率充滿疑惑，擔心術後會不會有
副作用？而家人是否願意陪聽覺障礙者面對手術、復健過程，因此，家人的支持
或反對，皆會影響聽覺障礙者的決定是否要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五）醫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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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是一項侵入性的治療，聽覺障礙者得考量到手術的過程、
術後是否會出現其他相關的併發症症、開頻的電極運作功能、術後復健的成效性
等等因素。
二、 因應的策略
（一）自身的輔具需求
聽覺障礙者會因為自己配戴助聽器成效不佳，影響自己的聽覺理解能力、口
語表達清晰，為了試圖提升自己的發展和相關能力，無其他可選擇之下，而決定
選擇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為自己的未來人生多一份機會，同時要讓自己保持正
向樂觀心態，相信只要自己術後積極復健，不怕辛苦也不要放棄練習聽與說的機
會，有了人工電子耳的輔助，會改善自己的聽覺理解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帶給
自身生活的便利。
（二）經濟與補助資訊
聽覺障礙者除了自己籌湊之外，有些聽覺障礙者獲得家人同意後適時伸出援
手帶來經濟上的支柱，18 歲以下聽覺障礙者可參考醫療健保支付植入人工電子
耳手術，至於不符合健保給付標準的聽覺障礙者可自行去了解人工電子耳相關補
助，並自己進行申請，因此，聽覺障礙者可透過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服務，讓
自身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三）家人支持與陪伴
家中長輩的見解與認知，或許不是當代醫療的主流觀點，有可能與正確資訊
有所落差，因此，需聽覺障礙者跟家人共同了解最新的醫療技術、人工電子耳的
成效性、復健課程等等相關訊息，了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帶給聽覺障礙者的益
處，而家人陪伴與支持是支撐聽覺障礙者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歷程中最大的幫
助，且有助於聽覺障礙者積極復健，使聽覺障礙者的聽與說有明顯的進步。
（四）遵照醫療的建議
目前國內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醫療技術已成熟，事實上，人工電子耳並不
適用於所有的聽覺障礙者，主要用在雙耳有重度或極重度聽力受損之聽覺障礙者，
因此，聽覺障礙者要主動告知醫院自身過去病史與身體狀況，並遵循醫院術前完
整的評估，進而確定自身是否適合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而聽覺障礙者要諮詢並
了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術後傷口照顧、復健課程等等相關訊息，使未來的自
己配戴人工電子耳能發揮最大的成效性。
貳、 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護理過程
研究者整理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之護理過程，發現評估、診斷
問題以及執行護理措施等等，其結論詳述如下：
一、 術後身心之狀況
聽覺障礙者術後醒來會出現頭暈、傷口部位痛、想吐等等現象，也出
現情緒不穩定的現象，若傷口出現異常的情形，聽覺障礙者會先尋找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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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護理師或醫師處理傷口狀況，避免引發其他症狀，有些聽覺障礙者覺得
耳朵傷口有異物感或是很癢，會不自覺想抓獲去觸摸，此不當的行為要制
止，而醫院會教導如何傷口照顧，。
二、 後續輔具之使用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會進行開頻電擊測試，有些人覺
得很痛，有些人覺得很刺耳，有些人覺得聽到聲音是機器聲音，因此開頻
第一聲皆因人而異，若在開頻過程中，聽覺障礙者對開頻的電極出現異常
或是對聲音感應不靈敏，皆會接受專業人員的建議，擇日再進行測試，只
要相信專員人員的建議，經過過渡期，即能解決，而聽覺障礙者明白人工
電子耳已是自己重要的輔具，會定期保養維修人工電子耳，延長人工電子
耳使用壽命。
三、 聽語復健之成效
植入人工電子耳後，聽覺障礙者通常需要 3 個月至 3 年不等的復健期，
原因在於電子耳是以電訊號來刺激聽覺神經，需要時間讓大腦適應聲音，
有些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後，樂意接受自己的輔具，接受聽語復健，
使自己的聽覺理解能力與語言表達、語言清晰度有所進步，也有些聽覺障
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在聽與復健過程中，覺得自己與眾不同，而出現不
適的現象。
參、 回歸日常生活之評價
一、 影響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仍不中
斷聽語復健，使自己透過復健使人工電子耳漸漸發揮最大作用，聽覺障礙
者覺得戴人工電子耳所聽到的聲音，是以前戴的助聽器所聽到的聲音完全
不同，聽得更清楚、更清晰，進而影響了自己的人際關係、口語溝通、聽
覺理解能力等等皆有良好的成效。
二、 期待
聽覺障礙者覺得人工電子耳帶給自己有良好的影響與成效，有意願想
開第二耳植入人工電子耳，但因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費用昂貴，即使有政
府提供補助，但扣掉補助後的金額依然昂貴，而臺灣提供健保給付只提供
18 歲以下的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因此，希望未來能開放給
18 歲以上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健保給付，讓更多的聽覺障礙
者能有機會重獲「聲」機。
三、 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
當聽覺障礙者無法用藥物改善聽力時，便需要借助聽覺輔具的幫忙，
也就是常見的助聽器及人工電子耳，如果聽覺障礙者配戴聽覺輔具都無法
改善聽力的效果，這樣類型的聽覺障礙，可能對週遭環境反應、與人際溝
通只能依賴手語、唇語辨識與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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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助聽器：助聽器是一個聲音的擴大器，將聲音放大傳入耳朵，執行聲音分
析的工作仍是由內耳來擔任，助聽器可以幫助聽覺障礙者聽得比較大聲或
比較清楚一點。
(二) 人工電子耳是一種電子裝置，必須經由手術將電極植入內耳耳蝸來取代耳
蝸的功能，將聲波轉換成電流後，直接刺激聽神經細胞，而達到聽力補償
的作用，人工電子耳需先動手術開刀，在耳蝸內植入電極束，代替受損或
喪失功能的聽神經細胞，將接收到的聲音訊息轉換成電流，刺激神經纖維
群、傳向大腦，體驗到聲音，但本身若是聽神經病變、耳蝸畸型或是有其
他非聽力因素導致語言學習不良，就不適合植入人工電子耳。
無論助聽器或是人工電子耳，皆可以幫助聽覺障礙者改善聽力，但迄
今仍不能使聽覺障礙者一舉跨越鴻溝而成為聽力完全正常的人。

第二節 研究的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的結果，提供一些建議給予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之聽覺障礙者、
醫療單位、政府單位，做為臨床和實務上的參考。
一、給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建議
聽覺障礙者需思考現實中種種的考量因素，進而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手
術，但植入人工電子耳後開頻時不代表馬上聽得懂、聽得更清楚，需要在植
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後，要確實積極進行聽語復健課程，即使回到日常生活，
仍要確實複習聽語復健課程內容，將此運用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即使遇到溝
通困難，接聽電話有障礙，仍不中斷聽語練習，聽覺障礙者要將自己在復健
課程中所學的內容，確實重複練習，以便能精熟，使自己有所成長，增進自
己的聽覺理解能力、口語表達、口語清晰度，使自己未來於不同情境中能有
合適的表現，使自己配戴人工電子耳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社會大眾與聽覺
障礙者的世界沒有誰一樣，也沒有誰不一樣的。
二、給家長建議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中，需要家長一路陪伴與支持，家長若
能願意盡其所能幫助聽覺障礙者聽語復健，協助聽覺障礙者將所學聽語復健
課程內容與生活結合，因聽覺障礙者生活大多數仍是以家庭和社區生活為主，
若只是單靠治療師短時間的介入是不夠的，若有家長介入與幫助，協助聽覺
障礙者將所學的聽語課程內容確實重複到精熟，活運用於不同的生活情境中，
讓聽覺障礙者有所成長，有助於聽覺障礙者在溝通能力、聽覺理解能力、人
際關係等等，且有家人支持，是帶給聽覺障礙者心裡上的溫暖與自我肯定。
三、給醫療單位建議
當聽覺障礙者為自己抉擇是否要進行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自己會蒐
集各種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資訊，也會詢問各方的意見，但各方的訊息有可能
與資訊有所衝突，醫療單位是專業的地方，可考慮提供時間地點開放給聽覺
障礙者諮詢，讓聽覺障礙者吸收到的是非常正確的訊息，明確告知植入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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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項、術後傷口照顧、簡易輔具故障排除方式、後續的復健課程，減少誤
會的產生，而聽覺障礙者有了明確的資訊，給予自己心理建設，就可自行去
面對及解決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歷程中所遇到的問題。
四、給社會大眾建議
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會因為耳朵體外配件緣故，外表與其他
人有稍微不同，因為旁人異樣眼光，使聽覺障礙者感覺自己與眾不同，可能
會出現不願配戴人工電子耳或是不適應社會大眾的現象，希望相關單位能舉
辦加強人工電子耳方面的特教宣導，讓社會大眾對於聽覺障礙者與人工電子
耳正確的認知，使社會大眾願意同理心、尊重、接納聽覺障礙者，因疫情最
初在 2019 年末於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被發現，隨後在 2020 年初迅速擴散
至全球多國，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成為數十年來全世界最嚴重的公
共健康危機，進行全世界防疫，疫情持續延燒，而口罩成為不可或缺的必需
品，當人們都戴上口罩進行溝通時，對聽覺障礙者來說，看不到嘴形，單靠
聽進行聽覺理解能力有困難，因此，感謝蒲公英廳與協會理事長四處奔走，
找到願意製作透明口罩的台灣康匠廠商(參見圖 5-1)，若社會大眾戴上透明
口罩，有助於聽覺障礙者進行無障礙溝通。

圖 5-1 透明口罩
資料來源：台灣康匠網站，2020 年。
五、健保給付與自付
聽覺障礙者無論是購買人工電子耳輔具、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費用以其
後續耗材用等等，皆是一筆昂貴的負擔，而我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自
2017 年 7 月起將人工電子耳正式納入健保，以未滿 18 歲雙耳聽力損失大於
90 分貝為給付對象，，目前人工電子耳一組約百萬元，納入給付後，預估
第 1 年約有 153 位聽覺障礙者受惠，第 2～3 年後人數分別減為 150～104
名，若以一組 60 萬元估算，第 1～第 3 年健保財務支出為 9000 至 6000 多
萬，但每人終身限申報植入體及聲音處理器各一組，不包含平時電池等耗材
(健康醫療網，2017)。
減輕 18 歲以下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昂貴費用負擔，但 18
歲以上聽覺障礙者若沒有健保給付，即使有現階段各縣市政府提供補助的標
準（參見表 5-1）
，但扣除政府給予補助金後，仍是聽覺障礙者無法負擔的昂
貴價錢，這樣有可能讓有潛能的聽覺障礙者因為經濟因素，而失去了植入人
工電子耳手術機會，進而影響自身的人際關係、口語溝通、聽覺理解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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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常生活，若政府若能提高補助標準，或是提供 18 歲以上聽覺障礙者植
入人工電子耳健保給付，相信能造福更多聽覺障礙者。
表 5-1 醫療費用補助

(單位：元)

補助項目

所屬縣（市）
政府

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費用

全國

最高金額

最低使用年限

終身一次
120,00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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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7%BD%B2
聽力小宇宙，2016，認識人工電子耳，2016 年 01 月 26 日，取自
http://focus.uho.com.tw/hearinghealth/hearing_hurt_detail.asp?id=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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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究的邀請函】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我是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本身是聽覺障
礙者，右耳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配戴助聽器，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論
文題目為「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本研
究使用深度訪談，訪談目的是想了解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的動機、手術、
復健及回到日常生活等等歷程，希望能透過此研究來了解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
子耳歷程中所遇到的困境與幫助，進而從研究結果中整理出人工電子耳的優缺點、
聽覺障礙者醫療福利政策、聽覺障礙者對人工電子耳的建議及期待，提升聽覺障
礙者使用人工電子耳的福利資源及滿意度。
受訪者條件：
1. 單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
2. 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
若您符合以上本研究所邀請的主要對象，婉慈在此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究，
婉慈相信有您的參與，會使本研究更加豐富與充實，具有價值性的研究，在進行
深度訪談之前，婉慈會給予您一份研究同意書，取得您簽名同意參與，亦會給您
一份訪談大綱，讓您了解本研究，若您願意參與本研究，和婉慈分享自身植入人
工電子耳之歷程，懇請您將下面基本資料影印後填寫，寫完後請掃描或拍照以
E-mail 方式寄到婉慈的信箱：
，若有任何問題隨時歡迎與婉慈討
論，在此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究，有您參與本研究是婉慈的榮幸，感謝您！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姓名：
Line：

手機號碼：
E-mail：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柯志昌 博士
研 究 生：徐婉慈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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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的同意書】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很感謝您有意願參與本研究，本研究論文題目為「以羅氏適應模式
檢視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旨在於了解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
電子耳之動機、手術、復健、回到日常生活之歷程，期盼藉由本研究提出聽覺障
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能供給社會大眾、相關單位以及未來有意願植入人
工電子耳的聽覺障礙者作為參考，以提升人工電子耳品質及滿意度。
在進行深度訪談之前，懇請閱讀以下關於您的權利及需要協助之相關事項，
研究者事先告知您的權益並且取得您同意，方可進行後續研究工作，相關事項說
明如下：
一、 本研究將透過深度訪談方式進行：在進行深度訪談之前，您可以選擇您習
慣的溝通方式(可依照當下武漢肺炎疫情狀況進行調整訪談方式，保護彼此
的安全)，分享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
二、 當進行訪談時，受訪者者可選擇以 Line 訪談、筆記、視訊、錄音、錄影、
拍照等適合之方式記 錄訪談內容與過程：訪談過程中若以 Line、筆電或
平板打字、筆談、視訊錄音等方式進行訪談，研究者將藉此保留訪談內容
的電子檔和紙本資料，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
資料，研究者將以代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您的隱私。
三、 若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者擁有隨時終止或退出本研究的權利：若在訪談
過程中，有讓您感到不舒服或疑問，懇請隨時表達出來，您擁有隨時終止
或退出本研究的權利，研究者會完全尊重您的意願，研究者會將研究過程
中關於您的任何資料完全予以銷毀。
四、 研究者會完全盡保密原則：在研究過程中，您所分享植入人電子耳之歷程，
研究者會盡保密原則，絕對不洩漏，以維護您的權益，研究者會妥善保存
研究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您給予的研究資料及結果僅供本人論文研究使
用，絕不用於其他用途。
五、 研究成果將呈現於任何學術期刊論文、學術會議論文、專書、記者會、論
文發表：希望能透過多種發表方式來呈現本研究結果，提供社會大眾、相
關單位及未來有意願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覺障礙者作為參考。
若您同意以上五項並願意接受訪談，亦願意將訪談內容作為本研究後續分析
使用，懇請您在訪談同意書上簽名，簽完名後請掃描或拍照以 E-mail 方式寄到
婉慈的信箱：
，研究者會在同意書上共同簽名，以示對上述
說明負責，感謝您！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並清楚且願意接上以上權利、義務。
受訪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祝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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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

徐婉慈

研究生

附件三
【訪談大綱-聽覺障礙者本人回答】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研究之注意事項
1. 研究者自我介紹
2. 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 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 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尊重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 受訪者編碼代號：
2. 年齡：

歲

3. 性別：□ 男

□ 女

4. 居住地：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耳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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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耳聾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於

□左耳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歲)
歲)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請填寫)

三、 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意
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
代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 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2. 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3. 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4. 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5.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二) 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2.

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3.

請問您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遇到哪些困難嗎？如何解決？

4.

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5.

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許為何？

6.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7.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8.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9.

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12.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1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14. 請問您知道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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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2. 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5. 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6.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
過)
(四) 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2. 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
3.
4.

暈、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請問您住院多久？

5.
6.
7.
8.
9.
10.

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五)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2.
3.
4.
5.
6.
7.
8.
9.
10.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11. 請問您對「現在」的自己戴人工電子有擔憂或期待嗎？
(六)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2. 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3. 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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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5.
6.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1. 生理功能：

2. 自我概念：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3. 角色功能：

4. 相互依賴：

1. 主要刺激：
第二層次評估

2. 相關刺激：

(影響因素評估)
3. 剩餘刺激：

診斷問題
訂立護理目標
護理的措施
評價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97

附件四
【訪談大綱-家長代替幼小聽覺障礙者回答】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研究之注意事項
1.研究者自我介紹
2.向研究參與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研究參與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被研究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文字、錄
影、錄音、拍照) 。
二、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1. 家長/代理人姓名：
2. 年齡：

歲

3. 性別：□ 男

□ 女

4. 與受訪者之間關係：
5. 居住地：
6.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博士

7. 職業/目前狀態：
(由於受訪者年紀太小，需家長/代理人陪同協助回答以下問題)
1. 受訪者姓名：
2. 年齡：
3. 性別：□ 男

歲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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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住地：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耳聾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耳聾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於

□左耳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歲)
歲)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請填寫)

三、 正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
意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代
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意識孩子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孩子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2.
3.
4.
5.
6.
7.
8.
9.
10.

請問您是否接受孩子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請問您覺得家人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請問您覺得學校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請問您覺得社會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請問您覺得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裝人工電子耳會遇到哪些困難？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能得到哪些幫助？

(二)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資訊？

2.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3.

請問您想為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4.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前，遇到哪些問題？

5.

請問您的孩子如何解決植入人工電子耳前所遇到的問題？

6.

請問家人支持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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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家人反對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

8.

請問家人對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期許為何？

9.

請問您為孩子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10. 請問您為孩子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約花多少錢？
11. 請問您為孩子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12. 請問您為孩子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若無補助請跳過)
13. 請問您為孩子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若無補助請跳過)
14.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為孩子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若無補助請
跳過)
15.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您的孩子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16. 請問您當下有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擔憂為何？
17. 請問您當下有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18.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評估為何？
19.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聽力師評估為何？
20. 請問您知道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三)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2. 請問您面對孩子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3.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大概花多久時間？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嗎?
5. 請問您的孩子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
6.

跳過)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
跳過)

(四)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孩子本身對人工電子耳感受為何？
2.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身體狀況為何？
3.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 (例
如：頭暈、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4. 請問您的孩子面對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5. 請問您的孩子面對內心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請問您的孩子住院多久？
請問您的孩子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您的孩子進行開頻的
動作。
8.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9.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10.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的反應？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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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的心情？
12.
13.
14.
15.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戴人工電子耳有擔憂嗎?為什麼?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戴人工電子耳有期待嗎?為什麼?

(五)孩子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的孩子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2.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3. 請問您為孩子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4. 請問您的孩子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還是有補助？
5. 請問您的孩子復健過程中是屬於□積極□被動？
6.
7.
8.

請問您的孩子復健過程中聽與說程度為何？
請問您的孩子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請問您的孩子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9. 請問您覺得孩子上完復健課程有何成效？
10. 請問您覺得孩子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六)回歸日常生活「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生活環境有何優缺點？
2.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學業環境有何優缺點？
3.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就業環境有何優缺點？
4.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人際關係有何優缺點？
5.
6.
7.
8.
9.
10.

請問您覺得人工電子耳帶給孩子優缺點為何？
請問您對現在的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請問您對未來的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請問您想對植入人工電子耳孩子說什麼？

(七)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1.

生理功能：

2.

自我概念：

3.

角色功能：

(行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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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次評估

4.

相互依賴：

1.

主要刺激：

2.

相關刺激：

3.

剩餘刺激：

(影響因素評估)

診斷問題

訂立護理目標

護理的措施

評價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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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8 位受訪者邀請函和同意書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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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8 位受訪者訪談內容】

訪談大綱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研究之注意事項
1. 研究者自我介紹
2. 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 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尊重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
2021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晚上 8 點到 10 點 10 分
2021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晚上 8 點到 9 點 50 分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

受訪者編碼代號：A

2.

年齡：

3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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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3.

性別：■ 男

4.

居住地：桃園市蘆竹區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程式設計師,也有稱為軟體工程師，現在的職稱是全端開發
工程師，目前留職停薪復健中。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左耳

34

歲

■右耳

34

歲

(備註：2020 年 10 月 15 日同一天開雙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A：日常主要以口語為主，碰到聽障朋友會口手語並用。
Q：同時聽與讀唇語嗎？
A：對，我平常跟家人都是以聽和讀唇語溝通。
Q：我想請問一下你家人是聽障還是聽人？
A：家人們全都是聽人。
Q：老婆也是聽人嗎？
A：是的。
Q：你是先天嗎？
A：後天。
三、 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意
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A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
代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A：意識到自己是聽障者應該是在從我唸幼稚園時知道的吧？
Q：幼稚園？怎麼感受到的？
A：因為幼稚園時到台北的惠美聽力語言訓練中心上課，我爸媽也有在我小時

候告訴我你是聽不到所以戴助聽器，跟別的小朋友不一樣大概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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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A：小時候那麼天真，沒有想這麼多，不過到了小學兩三年級會覺得自己為

什麼有聽障，會哀怨著。
3.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A：我覺得一般人怎麼講話速度快且一聽就 ok,但我們聽障者卻聽得很吃力甚

至無法理解，只能看唇語溝通等等。
Q：是碰到什麼事情，讓你有哀怨？
A：應該是每天晚上為何要被爸媽教我練習說話，或聽簡單的字詞。
4.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A：學校方面，在學生時期戴助聽器跟同學是以口語溝通，有時會以筆談輔

助；政府方面，跟窗口一樣需要口語溝通，也有偶爾申請手語翻譯協助溝通。
5.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A：不一樣，差滿多的。
Q：怎麼說？
A：以前戴助聽器不知道為何別人說我老婆的聲音好聽，覺得戴助聽器聽老婆

的聲音是介於男生和女生間，從戴人工電子耳後發現老婆的聲音怎麼特別，
有嗲聲...。
Q：助聽器讓你只能聽出男生女生，但聽不出好不好聽？
A：對。
Q：那你戴助聽器時，聽到自己聲音嗎？
A：聽得到。
Q：聽得很清楚？
A：以前戴助聽器聽自己的聲音，也算清楚，應該只聽到低頻聲音，但一直想

不通為何聽不懂一些人在講什麼。
Q：那你戴助聽器時有人說你講話很大聲嗎？
A：好像有。
Q：那現在戴人工電子呢？
A：現在戴人工電子耳覺得自己講的聲音怎麼那麼大聲，聽爸媽老婆的聲音，

感覺氣音或其他字音聽的清楚，但對別人的話就不一定聽得懂。
Q：挖~很棒ㄟ。
(二)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A：上網查「八德身心障礙福利中心」，這是人工電子耳輔助的部份；而手

術費補助是從桃園聲暉群組中理事長發訊息得知。
2.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A：去年 7 月 14 診斷出左耳平均損失 112 分貝，右耳平均損失 120 分貝，原
本 10 年前左耳平均損失 93 分貝，右耳平均損失 100 分貝。
Q：聽力越來越嚴重，醫生有說為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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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醫生說不出來，不過有中醫說是突發性耳聾。
Q：突發性？
A：大概去年 3 月底發現聽起來怎麼覺得小聲，到了 4 月初戴助聽器突然聽
不到，每禮拜去看中醫針灸 3 次以及利用下班後的晚上去外面慢跑約 2～3

次。
Q：會不會是因太累？
A：是的，過去工作太累積壓勞累所致。
Q：當下看醫生有找到原因嗎？
A：一樣找不到原因，但跟工作太累有關係。
Q：您的身心障礙證明左右耳程度是？
A：手冊是重度。
Q：你左右耳分別是哪年（你幾歲）開人工電子耳？
A：去年(2020 年)10 月 15 開人工電子耳。
Q：左右耳同時開？
A：是的，同一天開，早上開左耳，下午開右耳，早上 8 點進手術房，在恢
復室醒來已經是晚上 8 點。
補充：當初腦耳鳴和眩暈，台中慈 O 醫院的耳鼻喉科醫生叫吳 OO 醫生，
最後幫我開刀的是中 O 大附設醫院陳 OO 醫生。
3.請問當您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遇到哪些困難嗎？如何解決？
A：那時，我有腦耳鳴加眩暈，還在繼續上班，也有考慮有沒有除了人工電

子耳以外的選項可選。
Q：後來呢？
A：跟老婆商量後再跟爸媽討論，我們一起上網蒐集資料、找書、問醫生、
問朋友，最後台中慈濟的耳鼻喉科醫生(我忘記叫什麼，等等查)、中醫大
附設醫院陳光超醫生有說明植入人工電子耳有 70%的機率可以讓耳鳴消

失，我和家人們最後的決定只有植入人工電子耳的選項。
Q：醫生有說為什麼你耳鳴嗎？
A：西醫耳皮喉科沒有說，大概只有工作壓力和聽力下降的緣故，最後中醫

師說我是突發性耳聾。
4.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A：我期待的是能改善耳鳴及順便聽到新聲音可以跟人溝通，擔憂的是同時
植入雙耳會不會要用很多麻醉劑傷到自己，後來陳 OO 醫生說，手術時麻醉

會點滴一滴滴的打進去，風險比較小，讓我和家人們放心。我爸媽也說他們
會提供經濟幫忙，不用擔心。
5.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許為何？
A：支持，因為已經腦耳鳴和眩暈困擾 6 個月多了，且戴助聽器只能聽到一
點點聲音，OOOO 大學附設醫院陳 OO 醫生有分享為 81 位病人雙耳手術成

功率百分百且沒有併發症，他已經是有名的醫生了，現在是副院長，且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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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讓我父母放心。
6.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Q：你雙耳是什麼牌子，各多少錢？
A：synchrony(第一耳) / rondo2(第二耳)
第一耳 109 萬
第二耳 92.5 萬
第一耳：109-30（社會局補助）=79 萬
加上第二耳：79+92.5=171.5 萬
牌子是美樂迪 MED-EL。
A：請問妳的右耳使用的 Kanso 就是科林代理的對嗎?
Q：對。
A：我查了一下，它是一體式，我也是用一體式的 Rondo2
Q：雙耳都是 Rondo2 嗎？
A：是的，因此我朋友叫我「天線寶寶」。
Q：為什麼？
A：因為左右都有小小圓圓的東西。
Q：它沒有提供髮夾嗎？
A：有提供髮夾。
Q：Rondo2 是充電式嗎？
A：是的。
Q：你覺得充電式優點跟缺電是什麼？
A：充電式的優點是不用換電池，但缺點是要每天記得充電，若忘記就得外

接迷你電池盒。
Q：迷你電池盒長什麼樣子？

A：

。

Q：光買 rondo2 電子耳就是 92.5 萬？？
A：應該是 OO 大附設醫院的陳 OO 是首創微創手術又是副院長比較貴，比
長 O 貴了 20 幾萬，但我看過價目表，一體式比耳掛式貴 1 萬。
Q：那我好好存錢，開第二耳時選充電式。
A：可是那很貴且要重新訓練另ㄧ側，當時，我爸媽是有詢問另外的陳冠華

醫生，也就是陳光超的徒弟，陳冠華醫生表示雙耳是可以把兩耳的聲音做腦
融合那樣，讓學習效果比較好。
7.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Q：那一天開雙耳手術總共花你多少錢？
A：第一耳：109-30（社會局補助）=79 萬，加上第二耳：79(第一耳+92.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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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耳)=171.5 萬，手術費 6 萬-2 萬 （衛生局補助）=4 萬，一共 171.5+4
=175.5 萬，
175.5 萬-國泰終身醫療保險理賠 20 萬=155.5 萬。
Q：光買 rondo2 電子耳就是 92.5 萬？？因為我的 Kanso 單價 40 萬。
A：應該是 OOO 附設醫院的陳 OO 是首創微創手術又是副院長比較貴，比
OO 貴了 20 幾萬，但我看過價目表，一體式比耳掛式貴 1 萬。
Q：那我好好存錢，開第二耳選充電式。
A：可是那很貴且要重新訓練另ㄧ側，當時，我爸媽是有詢問另外的陳冠華
醫生，也就是陳 O 超的徒弟，陳 O 華醫生表示雙耳是可以把兩耳的聲音做

腦融合那樣，讓學習效果比較好。
Q：你的第一耳 109 萬跟第二耳 92.5 萬會不會包含手術的錢、住院的錢？會
不會有可能單買應該不會那麽貴？
A：手術的錢是另外計算，我爸也跟區公所專員打電話給衛生局討價還價希
望全額輔助手術費 6 萬或更高，最後只認定補助 2 萬。
8.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Q：雙耳自付嗎？還是有申請補助？家人贊助？
A：是的，雙耳自付，也有申請政府補助 30 萬，加上家人贊助。
9.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Q：你是如何知道有補助？如何申請？大概多久才知道已通過可拿到補助
金？
A：上網查的，申請方面，OO 身心障礙福利中心社工有告知我流程，首先

到要準備接受手術的醫院找醫生開診斷證明書、還有找聽力師、語言治療師
寫評估報告書，正本文件齊全，才送到 OO 區公所審核，當時大約 1 個月內
知道已通過審核通過，不過要等手術完後一週再向醫生開已植入的診斷證明
書，再補送區公所申請補助，大約 1 個月內審核通過補助就下來了。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A：30（社會局補助）；2 萬 （衛生局補助）。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A：社會局補助 在手術前一個月送審，等約兩個禮拜後通知審核通過後開
始預約手術，開始手術後一個月內再送審，一個月後通知匯款，總共約 3

個月。
12.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A：有。
13.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A：中醫大附設醫院陳光超醫生有說明植入人工電子耳有 70%的機率可以讓

耳鳴消失，我和家人們最後的決定只有植入人工電子耳的選項。
14.請問醫生護士有告知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嗎？
A：有，手術日前一天到醫院報到出席術前說明會，包括術後傷口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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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A：醫生。
2.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A：一種複雜的心情吧！我一直叫家人們要吃飯不用擔心我呵呵，我那時就
放心的交給手術技術好的陳 OO 醫師就好，一直告訴自己別緊張。
3.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A：同一天開，早上開左耳，下午開右耳，早上 8 點進手術房，在恢復室醒
來已經是晚上 8 點。
4.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A：有，我爸媽及老婆。
5.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A：沒有。
6.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A：沒有狀況。
(四)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A：一種複雜的心情吧！

我一直叫家人們要吃飯不用擔心我呵呵。

2.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暈、
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A：沒有併發症，術後有頭暈和想吐，吐出的應該是麻藥，剛醒來回到病房

我想上廁所發現腳站起來怎麼那麼吃力。
Q：你醒來完全沒想哭或發脾氣嗎？沒有覺得雙耳很痛？
A：沒有想哭，只有覺得左耳壓著傷口會有點痛，右耳還好。
3.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Q：當時的您怎麼去調適身心不適？
A：站起來走動，讓胃吐出麻藥，大概隔天早上就吐完且走路不會吃力。
4.請問您住院多久？
A：第一天報住院手續與術前說明會，第二天手術，第三天辦理出院。
5.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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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天報住院手續與術前說明會，第二天手術，第三天辦理出院。
6.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A：開頻時本來會擔心人工電子耳對聽神經反應剩 30％的右耳沒幫助，左耳

就不會擔心。
Q：為什麼左耳不會擔心？
A：聽力惡化戴助聽器時，左耳聽的比右耳好，又覺得左耳耳鳴那側的聽覺

神經比較敏感。
Q：期待是？
A：手術成功後對人工電子耳「開頻」的期待是能重新聽到大部分的聲音，

不過開頻時，發現怎麼是咚咚噗通聲，後來才知道是大腦還在適應那團新聲
音，要過好幾天才會把聲音慢慢分解。
7.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A：左耳聽到咚咚的感覺，右耳感覺只有一點聲音但像電刺激大腦，在手術
前的聽力檢查時有做過聽神經反應檢查，右耳的聽神經剩 30％。
Q：所以第一聲算不清楚嗎？
A：不清楚，應該是還沒完全分解的聲音。
8.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A：好久沒聽到聲音的興奮感覺，因為當時已經只聽到一點聲音 6 個月以上

了。
9.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A：成效是可以聽音樂，看電視看字幕聽聲音。
Q：都比戴助聽器時還清楚嗎？
A：是的，比助聽器聽到很多細節的聲音。
10.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A：我想ㄧ下，應該是還要邊聽邊看唇型，困難是跟別人溝通時，聽講話聲

要用腦力聽，仍需要看唇型理解，需要加強聽懂講話聲的字音及詞彙是什麼？
聽電視機看字幕覺得講話聲好快，只聽出部份字音。
Q：用腦力聽是指？？
A：用腦力聽是指用力聽然後在想在講什麼。
Q：我也是！！尤其接電話，我覺得很大挑戰。
A：嗯嗯，我到現在還沒嘗試接電話。
(五)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A：因為醫生建議的，大概出院兩週後開始上復健課。
Q：你是去哪裡上復健課？
A：OOOO 大學附設醫院 OO 分院，在 OO。
2.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A：一開始手術前，有詢問過我朋友關於復健課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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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A：沒有。
4.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A：復健課程每上課一個月繳費，但好像三百元左右。
Q：復健課程上多久呢？
A：目前上三個月多了。
Q：復健師評估你聽與說的程度來決定你上多久嗎？
A：這個該怎麼說，應該是我跟幫我上課的老師約時間，上幾堂課看聽力

狀況怎麼樣。
Q：你復健課程是半年時間嗎？
A：不，應該一年以上。
Q：每天都去上課嗎？
A：每禮拜上課一次。
Q：自付嗎？
A：算是自付，每個月繳費一次。
Q：多少錢？
A：300 多元。
5.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6.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A：現在右耳聽的有進步，可以一邊看文章一邊聽家人唸文章句子的錄音檔

分辨。
Q：左耳呢？
A：左耳也可以，但正在適應調頻後的聲音。
7.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A：有遇到困難或挫敗。
Q：怎麼困難？
A：練習聽家人遮口唸到一半發現怎麼聽不懂，後來發現應該是自己聽太

累以至於聽不清楚或感覺大腦混沌，於是我爸媽找到秘訣就是發現我聽
錯或聽不懂大概 5 遍以上，就不遮口告訴我答案是什麼，或是讓我先休
息幾分鐘後再繼續練習。
Q：你怎麼調適？
A：我會告訴家人我聽累了，需要休息，去家門外面的花園走一走做體操，

或是挑有空的時間上健身房或去池塘公園慢跑，復健要多練習，聽懂機率會
增加。
A：妳有聽過某人的聲音比較嗲嗎？
Q：有，怎麼呢？
A：因為目前我聽這個覺得比較不容易抓出，要聽好幾遍才聽出。
Q：是聽力師給您的作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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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聽力師傳給我文字檔，我再請我家人幫我唸並錄音，重複聽到聽懂。
8.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A：因為花這麼大筆錢開刀裝人工電子耳，希望能讓人工電子耳發揮最大功

能。
9.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A：復健課程帶給我的成效應該是 3 成上課，7 成回家練習才能做到成效，

上課應該像是了解我怎麼聽得出哪些字詞，然後告訴我怎麼練習之類的回家
作業。
10.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A：偶爾會想這麼辛苦，但想到為了家人們及半年後要重返職場，聽到許多

不同聲音難能可貴，就要繼續練習。
Q：平日溝通方式是什麼？
A：平日跟家人們用口語溝通，職場上用電腦工具如 Msn,skype,企業通訊軟

體打字輔助溝通，遇到聽障朋友用手口語並用。
Q：是那種可把課堂上講的轉成字幕嗎？
A：對，可是我覺得語音辨識都不準，除非對方講慢一點或收音好一點。
Q：那我上網下載試試看。
Q：你有看到透明口罩的新聞嗎？
A：有！覺得方便！真的有切中我的需求。
Q：你會買嗎？
A：會買，但要看場合，遇到聽障朋友或是認識的誰要用到，一般人好像很

少遇到聽障朋友，除非麥當勞的主管知道有聽障顧客，一定叫店員戴透明口
罩。
Q：若主管這樣做，我會覺得很感動。
Q：你有定期到哪裡保養人工電子耳嗎？
A：目前還沒有到六個月，到時候會到美樂迪台北店保養。
Q：一個月一次保養？
A：專員有說每半年保養一次。
11.請問您對「現在」的自己戴人工電子有擔憂或期待嗎？
A：現在是順其自然，希望有一天聽別人講話可以突然聽的懂。
(六)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A：生活方面，對開車聽到警示聲如方向燈、倒車及靠近障礙物之蜂鳴聲很

方便，聽貓一直叫知道貓需要什麼，工作和人際方面，我覺得樣本還不夠，
休息期間有回公司一趟跟同事聊天，覺得可以清楚聽見同事的講話聲，但都
是一邊看唇語一邊聽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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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沒有缺點？
A：缺點是人工電子耳很貴，出去都要小心，像是運動慢跑要先拿下來保管

好。
Q：那你運動不就聽不到聲音？
A：因怕流汗弄濕聲音處理器，也怕一體式聲音處理器會掉下來，雖然有髮

夾但還不放心。
Q：這樣不是很危險？萬一後面有壞人或有車？
A：我大都是到健身房健身及人少的青埔棒球場運動公園、池塘慢跑。
Q：那你每晚有用除濕嗎？

A：有用充電盤除濕，充電兼除濕。
Q：你覺得充電有優缺點嗎？
A：充電的優點是環保且不用換電池，缺點是沒辦法抽換電池。
Q：為什麼沒辦法抽換電池？需要專家來換嗎？
A：因為是密封式，要由專家來換。
Q：原來如此～是什麼樣情況下要給專家抽換電池？
A：等充電式電池壽命縮短或壞了。
Q：你覺得你雙耳戴電子耳比以前雙耳戴助聽器的成效如何？
A：好很多！

Q：怎麼說？接聽電話都沒問題？
A：還沒到可以接聽電話的地步啦，就是可以聽到以前戴助聽器聽不到的高

頻聲，還有雙耳戴電子耳建立起立體感，從今年元旦發現五月天歌聲很好
聽！
Q：真到假的！？好難以想像喔，立體感感覺很棒欸，因我只有單耳戴人工
電子耳，感覺雙耳電子耳比單耳電子耳成效比較好的樣子？
A：但是目前還是要一邊聽一邊讀唇，看電視仍依賴字幕聽哪字音，電子耳

有幫助我掌握對方說話的節奏或大概的字音是什麼。
Q：聽懂機率比較高嗎？？
A：看我家人戴口罩講話，聽懂機率還不高，要聽 2～5 遍以上才聽懂日常

生活對話，例如：客廳電燈關掉，大門鎖起來。
A：我要補充一下，雙耳、左耳及右耳三者聽起來不一樣。
Q：我以爲右耳單聽跟左耳單聽聽起來一樣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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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覺得可能是左耳平均聽損 114 分貝還有殘存聽力，電極深入耳鍋最底

部做電流刺激造成跟右耳不一樣的聲音。當時做評估時，我有問過陳 OO 醫
師，只有一點耳鍋毛細胞，對於人工電子耳的植入體是否有幫助，結果陳
OO 醫師說你右耳的耳鍋毛細胞已經壞光光了，所以用人工耳蝸取，左耳就
像有把低頻的聲音放進去感覺，右耳好像沒有把低頻的聲音放進去的感覺。
2.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A：需要的建議就是價格能不能降價親民一點。
3.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A：有，我的期待是一體式比較不容易掉下來，但看起來好像只有耳掛式不

容易掉。
4.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A：家人→感謝爸爸退休時平日每天白天幫我練習，媽媽假日時幫我練習，
老婆在下班後或假日時幫我練習；親朋好友→謝謝堂弟妹們及表弟妹們等親
戚們跟我聊聊；社會→希望社會上更多人了解聽障朋友們戴助聽器及人工電

子耳時碰到的困難；政府→稅收夠多的話可以提供關於人工電子耳健保給付
及提高輔助費用。
Q：你覺得我們聽障者的困難是什麼？
A：戴口罩不看唇語沒辦法聽得懂。
Q：你說健保給付是希望給 18 歲以上有人工電子健保嗎？
A：是的。
Q：你覺得為什麼政府只給 18 歲以下有健保人工電子耳？
A：我覺得應該是 18 歲以下還是學生，而 18 歲以上大概已經出社會有工作

賺錢，或者是幼兒學習效果比較好。
5.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A：有建議的是最好要考慮到有人可以幫你復健，不然花了一大筆錢植入人

工電子耳就白費了。
Q：植入成功後若沒復健，成效不佳？
A：我覺得光靠自己復健是沒辦法的，因為電視機或網路影片的講話速度快，

需要聽慢一點的句子及詞彙。
6.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A：「要相信你自己持續努力，總有一天會突然聽的懂別人說的話」，希望有

一天有機會可以跟客戶當面溝通的很好。
(八)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1.生理功能：
【植入前】
A：從 2020 年 3 月底感覺到左耳戴助聽器聲音比往常

小聲點，我那時還以為是助聽器耳膜管破掉，到助聽
器公司維修後，雖然聽起來較接近平常聽到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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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清明連假時，發現聲音逐漸消失，緊張到助聽
器公司做聽力檢查，發現低頻的部份掉下來，掉到約
100 分貝左右。接著伴隨耳鳴、眩暈來臨，過了一週後，
發現戴助聽器的左耳忽然聽不到聲音，經中醫針灸救
回部份聲音。接著跑醫院耳鼻喉科做聽力檢查，過了
兩個月多後，由於大部分的聲音消失到沒辦法像以前
那樣可以聽環境聲音，同時也希望解決耳鳴問題，因
此考慮人工電子耳選項。
【植入後】
A：比較特別的是，雖然電子耳的聲音跟聽覺記憶中

助聽器的聲音有很大的落差，但是可以聽到高頻
如鳥叫聲、汽車方向燈的聲音、汽車倒車時的蜂
鳴聲。
2.自我概念：
(1) 身體我：
【植入後】
A：同一天植入雙耳，記得在開頻的那一刻，聽損較重

的右耳本來只聽到比較小聲的聲音，耳鳴那側的左耳
聽到咚咚聲，在約三天後耳鳴就消失了，本來擔心右
耳聽的不好，但後來經過回家適應各種聲音與二次調
頻後，右耳能聽到各種低中高頻的聲音，左耳也是，
不過感覺低頻聲比右耳好，目前從第二次調頻後的聽
力圖來看，左耳的低中高頻皆在 40 分貝左右，右耳的
低中高頻皆在 40 分貝內。
Q：雙耳沒有很大包嗎？
A：有，我找照片給妳。

Q：你看到這樣的自己外表有何想法?
A：有人說我像天線寶寶。
Q：那你自己覺得呢?
A：覺得自己好像天線寶寶，只能苦笑。
Q：為什麼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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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差點不想見人，後來就當作助聽器換成這樣就習慣。
Q：我發現你頭髮沒有遮住人工電子耳，旁人看電子耳
得滿清楚，你會介意這樣的外表嗎？
A：不會介意，大概可以讓旁人知道我是戴那種東西聽。
(2) 人格我：
Q：你覺得面對植入人工電子的你是怎麼樣的個性？
A：一樣是樂觀吧！
(3) 理想我：
Q：那你有想像植入人工電子耳後的你會是怎麼樣的人
或怎麼樣的生活嗎？
A：開刀前有想像，我有想像過自己會聽到每好的聲音

以及可以跟別人對答如流且好溝通的人，不過開完刀
後復健的過程就覺得跟以前的想像不一樣，需要再復
健聽懂。
3.角色功能：
(1) 第一角色：三十四歲工程師
Q：你說你是 34 歲工程師，你現在是請假休養中嗎？
A：是的，留職停薪半年。
Q：這半年是進行開刀和復健嗎？？
A：是的。
(2) 第二角色：兒子、老公
(3) 第三角色：住院病人
4.相互依賴：
每天與身邊的人對話練習，有助於自己聽與說的復
健，旁人的支持與陪伴占重要性。
Q：這半年中你接觸到的人有誰？
A：有中醫師、鄰居、台中娘家及台南老家的親戚，爺

爺說的台語式國語我怎麼聽不懂。
Q：我也是聽不懂！哈哈哈哈哈
第二層次評估
(影響因素評估)

Q：你現在階段遇到的問題是？
A：跟別人溝通時，聽講話聲要用腦力聽，仍需要看唇

型理解；困難是跟別人溝通時，聽講話聲要用腦力聽，
仍需要看唇型理解，遇到的問題也是除了家人、老婆
外的親戚或別人講的話還是需要看唇型輔助。
1.主要刺激：
A：開頻時，右耳聽到的聲音比較小聲，左耳聽到咚咚

聲。
2.相關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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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耳鳴。
3.剩餘刺激：
A：需要努力學習分辨母音和子音。
診斷問題

1.開頻時左右耳聽到的聲音不理想。
A：聽力方面，可以聽到ㄒ、ㄑ、ㄕ、ㄙ之類的氣音，

母音例如ㄚ、ㄨ、ㄝ、ㄧ、ㄥ、ㄢ還可以分辨但偶爾
會搞混，但子音部份例如ㄊ、ㄏ也正在努力學習分辨。
A：原本單耳左右耳在聽家人唸的文章時，會有差別或
覺的比較小聲，但在雙耳聽時，覺的有立體感。在與
家人練習聽文章短句、字詞時，在家人遮口的情況下，
要在看得到文章的前提下，可以聽出哪短句並指出，
字詞也是要在看得到白紙上寫的時，知道家人唸什
麼。目前聽一個字比較難聽懂，還是要聽兩個字以上
來聽懂上下文是什麼。
2.與人溝通無法完全靠「聽」則聽懂，需讀唇語輔助。
A：遇到的問題也是除了家人、老婆外的親戚或別人講

的話還是需要看唇型輔助。
訂立護理目標

1. 調頻理想的聲音，可將子音(例如：ㄊ、ㄏ)聽得更清楚。
2. 上完復健課，自己也要不斷練習聽與說。
Q：你有想過怎麼解決嗎？或是有人提供何方法解決？
A：有想過，但還是按照目前復健課程給的作業去練

習，也有聽手機的錄音檔練習。
Q：練習聽錄音檔講什麼嗎？
A：對，我傳給你。

Q：喔喔 是家人錄音唸給你聽，你不可以看，要先聽，
再告訴家人，由家人告訴你答案？
A：但我還是需要看，另外一個檔案是不要看，平常

練習時，聽不懂時家人會告訴我答案，若是錄音檔，
自己聽不懂再翻開文件夾看答案。
護理的措施

1. 配合聽力師建議的練習方式。
2. 每天跟家人們練習對話。
A：每天跟家人們對話練習的時間比較多，時間也比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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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課的聽力師多，對家人的的聲音比較熟悉也比較
容易聽懂。雖然對外面別人的聲音不熟悉且比較不容
易聽懂，但至少有家人的男女聲都要練習聽，這樣跟
外面別人可以慢慢練習聽懂。順便一提，吵雜的聲音
容易干擾到正在聽的我，因此需要安靜的環境讓我聽
清楚聽懂。
評價

戴人工電子耳的成效比戴助聽成效佳。
A：練習聽聲音，比較難的是在造句上聽出某關鍵字，

也是練習中重要的地方，嘗試將聽到的聲音與大腦連
接起來，並知道是什麼字詞，例如：造句是聖誕節禮
物，練習的關鍵字是「禮物」，順便聽新的或複習的字
詞「聖誕節」。我現在已經是成人，不像三歲內或左右
的兒童，正值黃金語言學習期，對於大腦之聽覺語言
可塑性高，且學習效果這麼好，還是要做心理準備，
別抱太大的期望，多往好的方面去想，例如：聽到五
月天唱歌與樂器演奏的音樂時，覺得筆其他音樂很好
聽，就多聽這個放鬆一下。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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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研究之注意事項
1.研究者自我介紹
2.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以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
2021 年 1 月 27 日晚上 8 點到 9 點 15 分
2021 年 3 月 28 日早上 7 點到 8 點 25 分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受訪者編碼代號：B
2.年齡：

42

3.性別：□ 男

歲
■ 女

4.居住地：新北市板橋區
5.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博士

6.職業/目前狀態：服務業,就業中
7.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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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8.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左耳

18

右耳

40

歲
歲

10.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備註：聽為主，讀唇語為輔。
B：完全聽也可以，只是可以讀唇時我還是會讀..比較輕鬆。
三、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意
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B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
代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B：我國小三年級開始戴助聽器， 那時才知道聽力有受損了，當時我的助聽
器是口袋型的 ，我就常常把它放口袋 XD
Q：你當下有排斥嗎？
B：我沒想那邊，但是有因為聽不好，考聽寫時錯了幾個字被老師打覺得不

甘心。
Q：有同學亂鬧你的口袋型嗎？
B：沒有耶，你看我們以前多單純..XD
Q：真的。
2 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B：接受喔，因為聽不到更提醒自己要懂得珍惜， 才知道有些事情不是努

力就可以擁有，而且也因此有不算平凡的日常。
3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B：沒有覺得不一樣，只是耳朵不方便。
4 請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Q：以你親身體驗~你一路走來體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障者態度
或相處模式為何？
B：有遇過沒耐心的，像我爸本身也不是很有耐心的人，但是我知道他很愛

我，所以他不耐煩時我不會覺得受傷，改請我媽再覆述幾遍就好了，換個角
色，外人的不耐煩，我相信他們不是刻意的，沒必要覺得受傷，把心思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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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花在那些願意友善協助的人身上，是我的面對態度和方法，如果有機會熟
識，我會分享聽障的經驗讓他們了解，相處模式~其實一開始都是把我當聽
常者，如果我有聽不懂的，我會主動告知自己是聽障或耳朵一好，你可以再
說一次或者說慢一點嗎？通常都會樂意配合的。
5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Q：你之前有戴過助聽器嗎？若有的話你覺得助聽器跟電子耳有何不同?
B：我戴助聽器是 15 歲以前的事了，10 歲開始戴，助聽器對大的聲音很不

舒服，電子耳倒是可以透過閾值設定，讓大的聲音可以聽到又不會不舒服，
但是如果毛細胞沒死亡太嚴重的話，戴助聽器聽音樂覺得比電子耳更有旋
律。
(二)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B：我自己上網查的，加上早期科林官網是我在維護的，裡面的資訊包括補
助資訊.我也是一一查詢收集起來，找政府官網，不要找部落格那種。
2 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B：左耳是因為完全聽不到，開電子耳只是想賭看看能不能聽到聲音，右耳
是想聽得更好，還有第一耳(左耳)覺得聽久了還是會累。
3 請問您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遇到哪些困難嗎？如何解決？
4 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B：我因為在這行業工作，知道第一耳只有開啟 13 個電極，加上我身體因
素,每個月偶有幾次電子耳會大小聲，發生的當下會影響我的溝通，加上單

耳長時間專注聽，會很容易累，這點大家應該都有感覺。
Q：會大小聲？
B：我有問過原廠，有少數電子耳的用戶內分泌變化會牽連聽力，我第一耳
是在 OO 醫院黃 OO 醫生開的，第二耳是在 OO 醫院陳 OO 醫生開的。
5 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許為何？
B：我家人很支持我，因為有看到我的成效。
6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B：我都是澳洲 cochlear(電子耳公司)。
Q：你雙耳都是 KANSO 嗎?
B：我左耳 N6 右耳 kanso。
7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B：20 年前我記得 70 多萬， 20 年後 90 多萬(開第二耳有八折)，若你第一
耳有社會局補助，那你若去中醫大找陳 OO 醫生開要準備 100 萬左右喔。
8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B：第一耳時社會局還沒有補助喔，因為我們成效很好有辦成果發表會，
王 O O 才開始捐贈，然後社會局也慢慢跟進，我第二耳有申請社會局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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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補助。
9 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B：我在醫院評估完之後，拿了診斷證明書就打電話給新北輔具中心，告知

要開電子耳，而且我沒有申請過電子耳補助，所以有請他確認我第二耳可以
申請，然後電話講完後，把診斷書傳真給他們，隔周就寄核准公文給我了。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B：我申請到社會局的補助 30 萬元。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B：核銷送件後好像一個多月入帳的 我沒有特別留意時間。
12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B：有的，醫生也會問診，然後理接著作檢查評估。
1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B：我是電子耳剛引進台灣時開的，當時評估比現在還保守又小心，成功率

沒講太多，而且我完全沒聽到，我爸媽只想要我可以聽到，就開了。
Q：你左耳戴電子耳時，右耳是帶助聽器嗎？
B：右耳沒戴任何輔具，右耳的部份.醫生說會成功，但是因為 22 年沒聽到

聲音，擔心我聽辨會不太好，適應會比較辛苦，後來覺得這決定是對的，因
為我現在聽得比以前輕鬆很多。
14 請問您知道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B：就不要感冒就可以了。
(三)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B：我比較有疑慮的是時隔多年才手術的成效，因此我諮詢的對象是電子耳

專員和醫院的聽力師跟醫師。
2 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B：期待吧，希望能聽得好。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B：我第二耳開刀只花三天，第一天住院第二天手術第三天開頻回家 ，第
五天上班，陳 OO 醫生開的都是第二天開頻， 傷口小，還不用剃頭髮。
Q：我那時被剃一半，我哭超慘。
B：我第一耳還全剃光頭呢！ 哈哈哈。
Q：未來聽障有福了。
B：沒錯。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5 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B：很順利。
6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四)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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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B：手術剛醒的時候都是累累的，但是我第二耳手術醒來第一件事是問「有

反應吧？」
Q：「有反應」是怕失敗嗎？
B：因為現在手術室裡放電極進去就會馬上測電極的反應。
Q：不是要出院後才開頻喔？
B：這是當下測，我們還是在全麻所以聽不到的，但軟體會測出來，這可以

讓家長早點安心，現在愈來愈進步了。
Q：若測得很 ok，就是開頻的意思嗎？
B：這不算開頻喔！ 隔天戴上聲音處理器一個個調電流量才算開頻，手術

完第二天。
2 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暈、
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B：第一耳的傷口很大，大概十五公分,身體比較虛..住院一周出院後就在家

休息，一個月開頻，台中 OO 醫院也是第二天開機，但是他們也要剃頭髮，
大概耳朵周圍 3-5 公分。
Q：你第二耳完全欸不用包那～～麼大包對吧？
B：第一天有包，第二天早上就拆了，再去洗頭然後開機，不過目前只有陳
OO 醫生那邊可以這樣喔。
Q：真的比以前好多欸，看來醫生很重要欸。
B：他們技術其實都不錯，但我後來選他也是希望可以早日回歸工作。
Q：很有責任感。
3 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B：沒有不適耶，第一天頭會有點暈，但當天晚上就下床走動了，第二耳手

術後的二三天身體還是會虛虛的，但不影響生活，不過我知道有些人術後暈
得很厲害，像大前庭的人比較容易暈。
Q：住院過程中心情有不開心、憂鬱等等負面嗎？
B：那倒是沒有，因為我都沒期待過..我第一耳時完全沒期待.是爸媽要我去
開才去開，結果知道要剃光頭時有點不想開 XD
Q：那你住院過程中怎麼調適身心？
B：第一耳時我還是學生，不會想太多，就是躺著給人家照顧，看電視看漫
畫，吃好吃的..。
Q：那第二耳沒有任何不適？
B：第二耳時其實也沒想什麼..但是我因為住到單人病房，很豪華..窗外風景

很棒，所以很像在度假。
4 請問您住院多久？
B：周三報到周四手術周五開頻，住三天兩夜後出院。
5 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127

B：第二天早上拆紗布-洗頭-開頻。
6 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B：有擔心聽不到聲音，因為 23 年沒聽到了。
7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B：聽力師說話聲。
8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B：滿驚喜的，因為沒像 23 年前第一耳那樣只聽到鴨子叫聲，還聽到醫院

廣播聲，只是沒聽懂。
9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B：成效我覺得還算滿意，各別訓練後已可聽得不錯，雙耳一起聽又更好了。

→圖片取自受訪者提供。
10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B：吵雜環境雖然比以前單耳聽得好，還是有些吃力，若是重要的交談~我

會拿出迷你麥來輔助。

→圖片取自受訪者提供。
(五)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B：第一耳沒有第二耳有，現在 OO 公司開電子耳都會送十堂聽語課，上完
陳 OO 醫生的團隊也有幫我再上一陣子。
Q：哇✨✨✨太棒的服務了吧。
B：一定要進步的呀。
Q：真的！而且滿滿安心欸。
B：那麼心動，明天幫你預約 OOO。
Q：請稍等，我荷包不夠，哈哈。
B：哈哈哈開玩笑的啦。
Q：那你第一耳沒上復健，怎麼(練習)聽與說？
B：那以前根本沒有聽語的資源，不過醫生說我多說話多聽就會進步了，靠
著我的長舌..真的有進步。
Q：哈哈哈哈哈哈哈，長舌很大功勞欸！
B：對阿，而且看過那麼多電子耳用戶.長舌真的大多進步很快。
Q：那你第一耳練習過程中，有被人取笑或被模仿講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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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取笑是沒有，但是同學不太敢和我說話，因我剃光頭..那年代不流行光

頭更何況還是個女的，然後又聽不懂。
Q：那你第一耳練習過程中，有被人取笑或被模仿講話嗎？
B：眼前是先把功課顧好，然後先主動和室友說明我的情況，然後慢慢的認

識了同班的女生，我很認真寫作業，同學就會來跟我借，然後又認識更多人
了。
2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B：電子耳專員在手術前及開頻交貨時都會告知。
3 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B：以前是只有部分醫院有提供聽語復健，而且時間不好配合，很多人都自

己練習，現在廠商都有送課程，開完直接去預約排課，方便很多。
4 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B：看個人，如果想再上，第一次有優惠半價買一期(10 堂)。
5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B：我算積極的吧，我只要坐車或下班時間就會一直練習聽，也有一個心態
是想證明 20 年沒聽到也是可以有成效的。
Q：太強了。
6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B：上課前會作一次完整的評估喔！評估完會填問卷，寫你想加強的部份是

哪些？然後會告知我們哪些音比較弱。
Q：第二耳上十堂課，一堂是多久？
B：一堂一小時，一周一堂，不過你如果在台東...可能要去高雄上耶 XD
7 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B：聽力有聽不懂的時候，就持續練習，後來發現自己也有一些音咬字不標

準，也有透過聽語課練習這部份。
8 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B：很願意，可以讓自己更進步的事情，都很樂於嚐試。
9 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B：成效在最近大家都戴口罩時有顯示出來，聽得比較輕鬆。
Q：第二耳嗎？
B：二耳一起聽。
備註：疫情最初在 2019 年 12 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被發現，隨
後在 2020 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成為數
十年來全世界最嚴重的公共健康危機，進行全世界防疫。
10 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B：我很依賴電子耳，使用 25 年後，也換了幾次電子耳聲音處理器，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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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除濕，而且大部分在辦公室工作，所以很少有受潮故障的情況。
11. 請問您對「現在」的自己戴人工電子有擔憂或期待嗎？
(六)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B：缺點是要多一筆耗材或升級費用吧。
Q：什麼意思？升級？
B：有點像是以前我們一耳要做兩耳的工作，一直是超支狀態，比如 freedom
升 kanso，不過目前兩耳聽力習慣了以後，如果再單獨用一耳聽時，會覺得

和以前不太一樣。

→freedom 人工電子耳。
→圖片取自受訪者提供。

→kanso 人工電子耳。
→圖片取自 Cochlear 官網
B：然後我就叫我女兒把一個耳朵蒙住，問她感受..她說和兩耳一起聽不太

一樣..就覺得那我現在有更像正常耳的感受了 XD
Q：你覺得充電式跟用電池優缺點為何？
B：充電式是環保，但是如果出遠門過夜就要帶充電座，或者你在外面電池

突然沒電了，很難在外面找到可以替代的充電電池，鈕扣電池就補足了充電
電池不便的地方。
Q：請問單耳的困難及優缺點？雙耳的困難及優缺點？
B：單耳的困難及優缺點是單耳在專注聽較久之後容易疲勞，也會因此造成

大腦來不及消化，對接收到的訊息記憶很短少，吵雜環境聲音容易被噪音蓋
掉，雙耳與單耳相較，以上所述都成為了優點若要說缺點，就是耗材花費會
更多。
2 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B：我覺得現在因為資源很多，資訊很多，選擇也很多，然後大家在選擇的
當下會一直計較補助多少..忘了聽得好帶給我們生活上的幫助是很有價值的
一件事..應該要開心，感恩。
3 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B：補助如果多，當然是很好的事，也很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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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很希望未來能發明充電式電子耳說 XD
B：充電式電子耳現在有喔，kanso 第二代可以充電了.但台灣還沒上市再等
一年吧，耳掛式的電子耳在 freedom 那代就有充電電池了。
Q：哇~我覺得充電比交環保欸 XD
B：沒錯。
B：只是總有技術上需要克服，我左耳是 N6 用充電電池右耳是 kanso 和你

一樣的，未來希望電子耳更小化。
4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B：希望大家可以對聽損朋友有同理心，多些耐心，共同營造聽障友善環境,。
5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B：如果今天沒有電子耳，我的世界是完全無聲的，我每天要讀唇讀到眼紅，

然後還只能接收到一點點資訊而己，我真的很感恩有這輔具,讓我有勇氣去
挑戰各種項目，雖然他價格很高,但是平時我也有針對這塊存錢.以便遇到狀
況時可以用上，所以我覺得要開電子耳的朋友們，除了好好配合聽語復健外，
也要有理財規劃，別人可能是買房買車，但我們要多一項買耗材或主機。
6 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B：聽力改善後有很多想做想學的，正在一一實現，成為想成為的自己，

除了對自己好點，莫忘初衷樂意助人，是我一直以來的信念。
(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生理功能】
B：左耳是因為完全聽不到，開電子耳只是想賭看看能
不能聽到聲音，右耳是想聽得更好，還有第一耳(左耳)

覺得聽久了還是會累。
【自我概念】
B：如果今天沒有電子耳，我的世界是完全無聲的，我

每天要讀唇讀到眼紅，然後還只能接收到一點點資訊
而己，我真的很感恩有這輔具,讓我有勇氣去挑戰各種
項目，雖然他價格很高,但是平時我也有針對這塊存錢.
以便遇到狀況時可以用上，所以我覺得要開電子耳的
朋友們，除了好好配合聽語復健外，也要有理財規劃，
別人可能是買房買車，但我們要多一項買耗材或主機。
【角色功能】
B：我因為在這行業工作，知道第一耳只有開啟 13 個
電極，加上我身體因素,每個月偶有幾次電子耳會大小

聲，發生的當下會影響我的溝通，加上單耳長時間專
注聽，會很容易累，這點大家應該都有感覺。
Q：會大小聲？
B：我有問過原廠，有少數電子耳的用戶內分泌變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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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連聽力，我第一耳是在 OO 醫院黃 OO 醫生開的，第
二耳是在 OO 醫院陳 OO 醫生開的。
B：然後我就叫我女兒把一個耳朵蒙住，問她感受..她
說和兩耳一起聽不太一樣..就覺得那我現在有更像正
常耳的感受了 XD
【相互依賴】
B：我是電子耳剛引進台灣時開的，當時評估比現在還

保守又小心，成功率沒講太多，而且完全沒聽到，我
爸媽只想要我可以聽到，就開了。
Q：你左耳戴電子耳時，右耳是帶助聽器嗎？
B：右耳沒戴任何輔具，右耳的部份.醫生說會成功，但

第二層次評估
(影響因素評估)
診斷問題

訂立護理目標
護理的措施

是因為 22 年沒聽到聲音，擔心我聽辨會不太好，適應
會比較辛苦，後來覺得這決定是對的，因為我現在聽
得比以前輕鬆很多。
B：聽力有聽不懂的時候，就持續練習，後來發現自己也有
一些音咬字不標準，也有透過聽語課練習這部份。
B：以前是只有部分醫院有提供聽語復健，而且時間不好配
合，很多人都自己練習。
B：聽力有聽不懂的時候，就持續練習，後來發現自己也有
一些音咬字不標準。
【不放棄練習聽與說，使雙耳能逐漸進步】
B：現在廠商都有送課程，開完直接去預約排課，方便很多。
B：有透過聽語課練習這部份。

評價

【雙耳植入電子耳的成效比單耳植入電子耳佳】
B：單耳的困難及優缺點是單耳在專注聽較久之後容易疲

勞，也會因此造成大腦來不及消化，對接收到的訊息記憶
很短少，吵雜環境聲音容易被噪音蓋掉，雙耳與單耳相較，
以上所述都成為了優點若要說缺點，就是耗材花費會更多。
B：聽力改善後有很多想做想學的，正在一一實現，成為想
成為的自己，除了對自己好點，莫忘初衷樂意助人，是我
一直以來的信念。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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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研究之注意事項
1.研究者自我介紹
2.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尊重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
2021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晚上 8 點到 9 點 00 分
2021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晚上 8 點到 9 點 20 分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 受訪者編碼代號：C
2 年齡：

39

3 性別：□ 男

歲
■ 女

4 居住地： 台北市內湖區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非凡電視台/片庫影帶管理人員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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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人工電子耳(kanso)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左耳

歲

■右耳

29 歲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偏聽比較多)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四、 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意
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C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為受訪者。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
代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C：國小吧，正確來說，小三。
Q：怎麼意識到呢？
C：老師上課會特別安排，才感覺到我是被需要，坐前面之類的，或者同學

互動沒有很好。
Q：同學對妳不一樣眼光嗎？
C：當下沒有，之後就有感覺到了。
Q：那當下你心情感受是什麼？
C：一半一半，一半覺得那麼好哦，被特權，一半覺得好像不太對，同學都

一直看我之類的。
Q：你的聽障是先天嗎？還是後天？
C：這個我沒有去做確認，近期會抽血檢查。
Q：抽血檢查？
C：嗯啊，近可以做基因，看是先天還是後天，因為我弟弟也有聽損，我妹

沒有。
Q：父母妹妹呢？
C：父母妹妹是聽人。
Q：那您何時發現您聽障？
C：一歲半，自己一直都知道自己的狀況。
2 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Q：你得知你耳朵跟大家不一樣時心情如何？
C：沒什麼感覺耶，小時候一直都是這樣子。
Q：完全不覺得你跟一般人沒有不同？
C：會啊，多少都會，不會好像有點太自以為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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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怎麼說？
C：我記得國小滿自卑的，因為老師態度有差別，所以會意識到自己的不一

樣。
Q：老師態度真的影響很大欸。
C：如果說慢慢重拾信心，應該是高中後。
Q：為什麼？
C：因為國中有被排擠啊。
3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C：頂多就覺得聽不清楚而己，但不覺得思考邏輯不一樣啊。
4 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Q：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障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C：我覺得程度不一樣。
Q：怎麼說？
C：有的早療聽跟說都滿好的，雖然在小細節上還是會注意一點，但不完全

要把他當不一樣的看待，而是針對程度去打造一個相對的同理。
5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C：不一樣耶，聲音處理方式不一樣，電子耳好像比較精緻一點。
Q：哪個比較能幫助妳聽清楚？
C：電子耳成效比較大。
Q：我覺得戴助聽器真的很難聽到自己聲音。
C：對，所以都會壓，聽不到自己的聲音，會擔心自己的聲音會吵到別人。
Q：我是到開電子耳才第一次聽到自己聲音欸，你也是嗎？
C：對啊，你應該要去推廣健保 18 歲以上的。
(二)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C：99 年那時候資訊不是那麼的完全，大多都是醫院囑附。
2 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C：右耳助聽器己無法幫助我聽說，在溝通上面會有很大的障礙，所以打聽

研究之下才決定。
Q：妳右耳原本也是重度嗎？
C：嗯是哦。
3 請問當您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遇到哪些問題？如何解決？
C：錢 XD
C：1 錢是首要擔心的一件事，2 是術後效果。
Q：你右耳開人工電子耳手術、電子耳本身都要花多少錢？
C：11 年前 80 萬，社會局 20 振興 10，自備 50。
Q：振興是什麼？
C：振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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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0 萬是包含手術跟電子耳本身嗎？
C：對哦，可能有多，但我忘記正確數字。
Q：後來怎麼解決？
C：貸款跟家人幫忙。
Q：你提到第 2 點是擔心術後效果不佳嗎？
C：對啊，怕復建效果沒有達到預期，也擔心在職場上無法溝通。
Q：怎麼克服擔心？
C：一種豁出去的概念，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大家都是豁出去再說。
Q：家人支持原因？
C：相信醫生吧，因為其實沒當時的狀況更差了，做了或許就是一個機會。
4 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C：期待聽得見，一開始，我對電子耳不太了解，為什麼會去做，是因為我

媽的關係。
Q：媽媽？
C：對啊，他覺得我聽的太差了，是她去某一個活動才知道電子耳的狀況，

回家才跟我討論。
Q：妳那時戴助聽器常常跟媽媽雞同鴨講嗎？
C：對，幾乎都讀唇了。
5 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許為何？
C：基本上只要是好的，都值得一試，都拿錢出來了還不試嗎? 哈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聽不太到，家人覺得受不了吧，死馬當活馬醫吧怎樣都要試試看，
應該是希望我聽的更清楚吧，畢竟未來生活也是要自理，家人也不見得在身
邊。
6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C： kanso，30 萬，現在更新處理器是 5 萬的樣子，還有職再輔助，也是 5

萬。
Q：是到哪裡申請？
C：勞動局。
7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C：那時候手術費用要 80 萬，當初台北市補助是 20 萬，開刀用掉了。
8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C：要貸款跟家人幫忙，基本補助都有。
Q：補助多少錢？
C：當初台北市補助是 20 萬。
9 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C：小 OO 幫忙的，10 年前也沒有那麼難申請，現在比較難。
Q：為什麼？
C：因為以前開刀的人很少，很多規定比較模糊地帶，現在比較多人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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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健保的關係吧。
Q：你覺得政府為什不也讓 18 歲以上有健保電子耳？
C：我覺得啦，年齡階層固定了，比較會注重小孩子未來教育，如果聾人開
電子耳的話，他會改變他的生活圈嗎?
Q：會吧。
C：我覺得不會耶，那是一個習慣問題，有時候跨出去那個線很難，如果他

沒有強大的意志力改變，其實很容易回到原點，所以現在的醫院就是為什麼
要說心理評估。
Q：你怎知道？
C：因為我最近有認識一個要開電子耳的，我才知道現在都要做心理評估。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C：當初台北市補助是 20 萬。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C：我記得社會局的好像是術後拿到的耶。
Q：那振興醫院補助呢？
C：振興婦聯會的部份好像直接扣除的樣子。
12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C：嗯有，不要感冒。
1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C：OO 醫院/陳 OO 醫師他看我口語能力還不錯，很快就決定手術日期，看
到我說是 100%。
Q：很棒欸。
C：他對我滿有信心的。
Q：那聽力師其他專業人員評估?
C：己達到可以植入的條件了，我連助聽器的聲音都沒聽到，辨識度超差的。
14 請問您知道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C：避免感冒。
Q：自己上網查嗎？
C：醫生有告知，術前有開藥叫我回家吃，類似抗氧的發泡。
Q：你吃了會身體感覺如何？
C：沒感覺啊，就照喝。
Q：手術「前一天」吃喔？
C：我記得一個禮拜前。
(三)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C：沒有耶，我生活圈都沒有聽損電子耳的例子，都是跟醫院諮詢。
Q：你周圍的人都是聽人嗎？
C：對哦，除了我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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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父母跟妹妹都是聽人？
C：對哦。
Q：你是先天嗎？
C：沒有去做檢測，但 7 成是吧。
2 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C：很擔心啊。
Q：為什麼？
C：怕聽不到，生死一瞬間，真的就是硬著頭皮了。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C：3 個小時半~4 個小時，早上進去，下午出來吧，黃昏的樣子，昏昏沉沉

的，聽說做四個小時。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C：我媽。
5 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C：應該是沒有，是順利的。
6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四)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C：暈，頭很重，我忍痛度滿高的，但暈滿久的是事實，一直在睡覺，睡了

二天被醫生叫下床走路。
Q：醫生沒說為什麼暈嗎？
C：麻醉的關係。
Q：你動手術時右耳剃髮嗎？
C：沒有耶，是編髮，醫院樓下的美容院編的。
Q：這樣可植入喔？
C：可以，陳 OO 醫生滿行的 XD
Q：綁辮子的編髮嗎？
C：對啊，跟黑人頭差不多。
Q：我那時還給我剃髮喔，哭爆了我。
2 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暈、
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C：還行，除了有頭暈的狀況，大致上都還好。
Q：那你手術後，你右耳有包紮嗎？
C：有，半顆頭。
Q：你看到外表的你，有什麼想法或感受嗎？
C：蠢，就真的很蠢啊，不知道在幹嘛。
Q：那怎麼調整心情面對你的外表？
C：也不用什麼調整啦，三天就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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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C：跟我妹訴苦。
4 請問您住院多久？
C：5 天，一個禮拜差不多吧，第三天就拆了。
Q：耳朵被包很大包，當下會不會覺得很重很痛？
C：沒錯，滿重的，頭都歪一邊，頭有點頭是真的啦，基本我滿耐痛，頭暈
不想下床而已，第四天還在暈…被醫生叫下床去走路代謝。
Q：拆後耳朵是完全聽不見嗎？
C：對啊。
Q：到第五天就好多嗎？
C：應該吧。
5 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C：我是還在住院的時候開頻的。
6 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C：緊張吧。
Q：為什麼？
C：不知道結果怎麼樣啊。
7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C：機器聲。
8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C：我開頻第一次頭很痛耶。
Q：會讓你一聽就痛？
C：它不是都會要跑電流一次嗎? 那真的痛到爆，很想打人的那種。
Q：你機器聲大概多久才慢慢復原正常？
C：其實我有暫停。
Q：怎麼暫停？
C：先回病房休息，太累了，隔天再繼續。
Q：是妳手術成功後住院第三天拆掉後馬上開頻喔？
C：嗯啊，我是還在住院的時候開頻的。
Q：那你要怎麼克服機器聲？
C：嗯每天就聽一下一下吧，不舒服就拿下，休息一下再戴上去。
Q：家人朋友能明白你聽到是機器聲嗎？
C：我會說是烏鴉叫，全部人的聲音沒有高低起伏。
9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C：滿好的啊，全每天都很依賴它。
Q：怎麼說？
C：可以幫助我聽啊，接聽電話、聽音樂、跟他人溝通。
Q：都完全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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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嗯嗯，可以 90%吧，比助聽器成效好太多。
Q：你戴助聽器常常聽不懂？
C：類似，戴助聽器只是把「聲音」放大，辨識度超差。
10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Q：你是復健時發現接聽電話都聽不懂嗎？
C：嗯嗯啊，我記得我接聽電話是開完刀一年的事了，中間我完全不敢，我

只接聽我家人的。
Q：是因分不清氣音或字彙陌生嗎？
C：對，因為沒有明確知道對方的目的。
Q：接聽家人都「聽懂」？
C：對啊，家人永遠都會問妳那些事啊，妳要不要回家吃飯之類的 XD
(五)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2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3 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4 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5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6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Q：那你有印象機器聲何時會結束？讓你能分辨清楚周圍聲音。
C：上課的第一週吧。
Q：上課？
C：復健課。
Q：你出院後就馬上復健喔？
C：對啊，OO 醫院跟婦聯會合作，我一出院一個禮拜內就去上課。
Q：哇✨✨✨很棒喔！這樣真的很方便欸！
C：對啊，就在旁邊而已，OO 醫院當時也沒有所謂的語言治療師，當初就

有打預防針說要靠復健，預設心理狀況很重要，時間多長是沒有說，但就是
要努力，現在他們都會有特別針對心理，還好當初醫生跟聽力師有特別跟我
說。
7 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C：我的復健期那麼快就在三個月，大部份都是我妹幫我做復健，幾乎每天，

她苦我也苦，撐不過就一起哭，一起暴走就這樣哈哈哈。
Q：同甘共苦的概念。
C：因為照顧者壓力也很大，我一直對她很好，幫她顧小孩哈哈哈哈哈。
8 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C：繼續複健，我做完三個月就結束課程了，直接畢業，接下來就靠自己在

生活 工作上去做練習。
Q：你復健途中不會想說要放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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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會啊，所以身邊的人要堅持，其實教學方式都是一成不變，回去上課就

問老師有沒有方式，老師會建議。
Q：時間由復健師決定嗎？
C：會以我有空為主，他們作業方式都這樣。
Q：時當你復健畢業時，復健師有說你的聽與說程度如何嗎？
C：有啊，我們會做一個考核，會大概跟你講個進度，上課前也會小測試。
Q：不合格會怎樣嗎？
C：不會啊，再繼續加強。
9 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Q：你聽到都是很清楚嗎？
C：當時聽懂八成。
Q：那現在呢？
C：現在哦~ 9 成。
10 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C：很 ok 啊。
11 請問您對「現在」的自己戴人工電子有擔憂或期待嗎？
C：一開始有給長 O 吳 OO 評估，他跟我說我有可能聽不好，我就不開了。
Q：那後來怎決定要開了？
C：陳 OO 醫師有給我信心啊，醫生的正向很重要。
(六)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C：回到日常生活也會有碰撞期，基本上也是需要適應時間，包含聽電話。
Q：怎麼說？
C：光聽電話我就克服了五年，本來不敢，還是我妹逼我的。
Q：現在聽電話完全 ok?
C：嗯是的，可以聽懂 8 成 5。
Q：好強哦！
C：你加油！這真的需要時間。
Q：我會努力的！你覺得電子耳比戴助聽器成效如何？
C：不錯！幫助滿大的！我現在拿掉一邊都覺得怪~己經融合在一起了，我

洗澡都會把電子耳除溼，我覺得這方式也滿好的，獨立聽助聽器的聲音也算
有幫忙。
Q：妳覺得現在的妳戴電子耳對妳生活、就業、人際關係有何幫助或困難？
C：沒有困難，幫助滿多的，人際關係變好，溝通變順利，接聽電話 8 成，
開會的話，可能變 7 成五，戴口罩可能變 7 成。
Q：對方戴口罩時，聽真的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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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對啊，對方還好都會站在我右邊。
Q：妳會想開第二耳嗎？
C：當然啊，沒錢。
Q：妳覺得開第二耳大概要花多少錢？
C：130(萬)吧，我是想給陳 OO 醫師開。
2 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C：開放 18 歲以上的成人!!!!
Q：我也期待!!!
C：我覺得要有配套方式，譬如，有開過一耳的，有正常社交活動的那種，
第二耳半價也行，我覺得評估很重要，因 130 萬太貴。
3 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C：其實不用我們說，就會有人去搶商機了，隨著科技的進步，大家需求變

多，廠商會幫大家的需求期待變成實現。
4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C：多點同理，人與人之間就會少點阻礙。
5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C：想怎麼樣的溝通就必須要多大的努力，不要羨慕別人能聽電話，這些背

後也是要時間練習的累積。
Q：若妳未來遇到完全沒想過要開電子耳的聽障者，妳會鼓勵/建議他去開
嗎？
C：不會耶，他要有動機才行，說點小故事好了，我弟也是聽損，他以前也

是排斥開人工電子耳，他覺得他戴助聽器就可以了。
Q：二耳戴助聽器就聽得很清楚嗎？
C：確實，他二耳不超過 90，所以不需要開(人工電子耳)，但我們都有前庭

的問題，他聽力會有波動，最近他聽力掉下來了。
Q：這樣依然沒想開電子耳嗎？
C：有，有一邊掉到 90 以上，他才會開始想到人工電子耳，有動機才會去

了解，前面幾年他聽力掉過一次，陳光超跟他說，你遲早都要開的，他氣的
要死。
Q：為什麼要生氣？
C：他覺得他戴助聽器就很好了，為什麼要叫他開?
Q：那最後他確定要開嗎？
C：還沒決定好，這週六看聽力狀況，我是建議我弟說，如果決定要開現在
就開，因為我們還有 40 年要活，現在轉換的好，後面也順了，弟弟的擔心

卡在錢。
6 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C：我一直都是這樣告訴自己「期許自己能有更大的勇氣去面對未來生活的

一切」。
142

Q：若遇到沒同理心的人呢？
C：沒關係啊，其實不期望別人應該要對你怎樣，你自己要 hold 住，如果你

態度有先出來的話，我覺得別人會看到你的態度，我覺得我們自己本身的態
度很重要。
Q：百分百認同啊！！！！
C：那天有人問我說，國家隊研發的透明口罩你敢一個人戴嗎？其實我不會

耶哈哈哈哈。
Q：為什麼？
C：是一個社會認同心態，我覺得我會怕，被標上標籤。
Q：怕異樣眼光嗎？
C：其實我會覺得大家接受度不高，我不會想做那麼衝突大家的視線，社會

認同度太低。
Q：那(透明)口罩有通過嗎？
C：有，要上市了，上週四才辦記者會，但是，康匠很聰明。
Q：怎麼說？
C：他會用不同的角度去做行銷，他不會把口罩針對成是聽損使用的，因為

他有想到社會接受度不高，設計微笑口罩，以微笑來拉近人之間的距離，我
跟你說~聽損者本人跟家屬是不同的心態。
Q：怎麼說？
C：家屬是會覺得我應該要戴，我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女兒是聽損，讓

他們知道我女兒是要同理對待，但我本人不覺得我會想要，因為我本來就不
是渴望需要幫助的人。
Q：我懂你意思，家人的立場覺得我們要戴，這樣別人一看到就知怎麼幫我
們，但我們本人覺得這樣被標籤「我們跟別人不一樣」，昭告天下的感覺，
而他們無法理解我們為什麼不想戴。
C：對，那天我很老實的說出我不會想戴，有一個媽媽覺得為什麼，他有立

場堅持。
(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自我概念】
身體我：
C：還行，除了有頭暈的狀況，大致上都還好。
Q：那你手術後，你右耳有包紮嗎？
C：有，半顆頭。
Q：你看到外表的你，有什麼想法或感受嗎？
C：蠢，就真的很蠢啊，不知道在幹嘛。
Q：那怎麼調整心情面對你的外表？
C：也不用什麼調整啦，三天就拆了。
人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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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術前後有壓力嗎？
C：手術前會恐慌不想面對，手術後會覺得沒後路，只

好積極的要去復健，復健時挫折感很重，每天都想瞪
死我妹。
Q：你怎麼解決壓力？
C：手術前會一直跟家人對話，手術後還是一直跟家人
對話，復健就…還是一樣。
Q：家人真的很重要。
C：基本是，我媽佔前大部份，復健是完全靠我妹，我

手術後一個禮拜就開始上課，每週一次都是我媽陪我
去，每天就給我妹復健。
理想我：
C：我真正想過未來的自己是復健期三個月結束後，聽

得很好。
Q：想像自己耳朵都聽得有進步？
C：因為覺得越聽越好，相對的就帶來了自信，不是想

像，是有實質的進步。
Q：跟你戴助聽器的溝通不一樣嗎？
C：不太一樣。
Q：怎麼說？
C：我左耳的助聽器雖然可以聽，但準確率還不及電子

耳來的高，聽不懂機率比較高，但唯一慶幸的，我二
邊融合的很好，只要拿掉一邊，我就會覺得少了一個
聲音。
Q：那你左耳不會想要植入人工電子耳囉？
C：現在會，但沒錢。
第二層次評估
(影響因素評估)

1.主要刺激：害怕接聽電話。
2.相關刺激：因怕聽不懂電話。
3.剩餘刺激：分不清氣音、陌生字彙。
Q：你是復健時發現接聽電話都聽不懂嗎？
C：嗯嗯啊，我記得我接聽電話是開完刀一年的事了，

中間我完全不敢，我只接聽我家人的。
Q：是因分不清氣音或字彙陌生嗎？
C：對，因為沒有明確知道對方的目的。
Q：接聽家人都「聽懂」？
C：對啊，家人永遠都會問妳那些事啊，妳要不要回家
吃飯之類的 XD
診斷問題

因接聽電話無法讀唇語，若只靠「聽」
，會因為分不清氣音
144

以及陌生字彙，可能會出現「聽不懂」或是「雞同鴨講」
狀況。
訂立護理目標
護理的措施

勇於接聽電話，聽懂對方講什麼。
Q：後來怎麼敢接家人以外的人電話？因妹妹瞪你嗎？
C：對，哈哈哈哈哈哈哈 XD
Q：那當你正式跨一步接聽別人電話時，怎麼克服「電
話聽不懂」狀況？
C：真的就是順其自然耶，就很努力聽 XD 如果當初對

方一開始講話太快的話，我請他講慢一點，就這樣。
Q：你妹妹幫你復健是怎麼復健？
C：母子音，一個一個練，遮口跟背後都來。
評價

C：以前都是過渡期啊，現在是習慣了，雖然聽到陌

生的聲音不習慣，還是會盡力聽。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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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 研究之注意事項
1.研究者自我介紹
2.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尊重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
202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晚上 8 點到 9 點 40 分
202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晚上 8 點半到 10 點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 受訪者編碼代號：D
2 年齡：

31

3 性別：■ 男

歲
□ 女

4 居住地：臺北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學校助教一等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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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中度□重度■耳聾
(植入電子耳手術失敗，完全聽不到)
右耳□輕度□中度■重度□耳聾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D：左耳

好像是 5
歲，在臺灣醫院開手術，植入電子耳失敗(失敗原因
不知道且無賠償無補償)，自付(因當時臺灣無補助)。
右耳

6-7

歲，在美國開刀，植入電子耳成功，自付。

備註：受訪者現在左右耳■無聽覺輔具
D：右耳沒戴人工電子耳，因太老舊而壞掉了，因太貴，加上已融入聽障團體，

沒打算要購買新的人工電子耳。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 ■口語(跟一般人溝通採取講關鍵字，打字、賴或筆談)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其他：比手畫腳

D：小時候我右耳有戴人工電子耳，是同時使用聽和讀唇語，高中的時候右耳

戴人工電子耳壞了，聽不見當然無法聽，只能盡量看嘴巴。
三、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意
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a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
代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 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D：好像是國小。
Q：老師告訴你？
D：我自己知道，一直看同學講話，我自己無法，就自然知道自己是聽障，

同學跟同學聊聊，我都無法。
Q：國小老師同學對你態度有不一樣還是ㄧ視同仁？
D：我記得老師叫同學協助我，所以坐我旁邊。
2 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D：當然無法接受，想說為啥不能跟同學可以聽到聊天。
Q：你到幾歲欣然接受？
D：也許慢慢習慣就可接受了，就像無所謂，有手有腳有眼就好啊，可以出

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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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D：一樣而已，只聽不見而已，人就人。
4 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5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二) 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D：我電子耳壞了就會想買新的就開始找，問了才知道多少錢不買，反正我

活得很好啊。
2 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3 請問您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遇到哪些困難嗎？如何解決？
4 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5 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許為何？
D：希望我能聽到聲音。
6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7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D：左 100，右 100。
Q：都是花 100 萬台幣？
D：我是聽媽說的
8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D：左右耳自付，因為我小時候 政府沒有那種補助)
9 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12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D：這我不清楚，我很健康哈哈，左耳在臺灣動手術，好像是 5 歲，失敗，

失敗原因不知道，我還小，沒問仔細，算失敗，不能戴。
Q：那他們有做什麼賠償？或補償嗎？
D：聽說沒有
Q：右耳是幾歲？哪年開？
D：6-7 歲，美國開刀(我親戚剛好是住美國，借住一年) 。
Q：左耳失敗了真的不能再進行第二次手術嗎？
D：不知道，也許我家人不信醫生，不能再進行。
1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D：我還小~不知道欸。
14 請問您知道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嗎？
(三) 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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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D：進去手術 當然會怕怕。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5 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6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四) 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左耳在台灣開手術)
D：醒來就哭很大，喊媽媽，醒來後我看到爸媽就開心到哭...。
(右耳在美國開手術)
D：後來知道開刀手術成功，台灣開手術有哭，美國開手術醒來沒哭，因為

我很勇敢阿。
2 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暈、
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受訪者約 5 歲，左耳在臺灣植入人工電子耳)
Q：你手術後醒來就知道失敗嗎？
D：NO，我小，不知道失敗啥意思。
Q：有人跟你分享手術失敗嗎？
D：沒，自己長大自然知道。
(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
Q：你在美國手術後，身體有出現併發症或不舒服嗎？
D：沒有喔，只知道我頭很癢，想抓，包很大 我都無法抓...癢到不行了。
Q：你住院多久才能拆掉右耳那一大包？
D：忘記，大概 2-3 個月，不太確定拉，我還小，忘記了。
3 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4 請問您住院多久？
5 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6 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7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8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備註：問題 7 和 8 一起回答。
Q：你記得你右耳開頻第一聲是什麼嗎？
D：不習慣。
Q：為什麼？
D：因為第一次聽到聲音阿，一開始有點痛。
Q：痛多久？
D：只有聽到聲音，不習慣，要慢慢習慣聲音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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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D：聽到不同聲音。
Q：你喜歡這樣聲音世界嗎？？
D：這我不知道怎回答。
Q：沒關係，想說什麼都可以。
D：比如我睡覺 沒聲音更好，也許北聰很吵到我不想戴了，真夠吵 (笑臉)。
10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D：缺點是沒辦法抓好控制好聲音，我只能看嘴巴配聲音才能看懂，不看嘴

巴專心聽，我無法，就像打電話也無法。
Q：真的，看不到嘴巴，很難聽懂，希望未來能發明邊講電話邊出現字幕。
D：有洛以方便。
Q：有洛是什麼？
D：洛以指可以幫你翻譯打電話。
Q：有這東西嗎？
D：有喔。
Q：在哪裡看到？
D：https://a11y-staging.d8ai.ai/#/home

比手語翻譯，打字翻譯也可。
(五) 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D：當然有。
Q：復健課上多久？
D：不記得欸，大概一個月，好像是幫我調聲音。
Q：你的復健課是回台灣台北上課嗎？
D：不是欸，是美國調。
Q：在美國上復健課？
D：對阿，後來回台灣也有復健課，我不知道為啥太晚學說話，我發聲不準，

就這樣。
2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3 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4 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5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A：我還小不懂事，只想玩玩，長大後有學說話，有時說很清楚有時說不清

楚，是被媽逼。
Q：自己學習聽和說嗎?
A：不是欸，是媽和老師。
Q：你那時大概幾歲？
A：大概 8-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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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7 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8 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9 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10 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六) 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D：不錯阿，同學一定好奇我電子耳是啥!?會問「還借我裝看看」。
(優點)
D：有幫助可以聽到阿，也可回頭，不用別人跑過去叫你。
(缺點)
D：是運動不方便，因我是有線的電子耳，還要裝身體。

→有線電子耳
Q：那不就要一直用手拿著？
D：不用辣，裝身上就可，運動當然不方便 XD 這是很舊的。
Q：裝在身體哪裡？
D：腋下下面。
D：我沒裝過無線電子耳。

→無線電子耳
2 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D：太貴，聲音=貴，希望賣便宜一點辣，原本 36 萬 有補助 6 萬 還是一樣

貴。
3 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D：呃...沒有期待欸，因為買不起阿 XD 買不起不想期待了。
4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D：補助多一點。
5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D：這要看人啊，如果沒聽過聲音想知道就去開吧，不能逼人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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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七) 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受訪者左耳 5 歲植入電子耳失敗，右耳 6-7 歲植入電子耳成
功，直到高三的時候，右耳配戴人工電子耳正式故障。
D：我自己知道，一直看同學講話，我自己無法，就自然知

道自己是聽障，同學跟同學聊聊，我都無法。
D ：小時候我右耳有戴人工電子耳，是同時使用聽和讀唇

語，高中的時候右耳戴人工電子耳壞了，聽不見當然無法
聽，只能盡量看嘴巴。
第二層次評估
(影響因素評估)

D：右耳沒戴人工電子耳，因太老舊而壞掉了，我電子耳壞

了就會想買新的就開始找，問了才知道多少錢不買，因太
貴，加上已融入聽障團體，沒打算要購買新的人工電子耳，
反正我活得很好啊。
Q：因為錢的關係，使你正式決定不購買電子耳，請問現在

診斷問題

的你雙耳沒戴助聽器也沒有帶人工電子耳這段期間，有遇
到哪些問題?
D：有遇到外面聽不見聲音所以會反應慢，溝通的話有時聽

不懂。
訂立護理目標
護理的措施

評價

解決受訪者在無聲世界遇到的溝通困難、反應慢。
D：遇到外面聽不見聲音使我的反應慢，就要多注意囉，若
遇到溝通的話~有時聽不懂時~所以要用手機打字或筆談或

簡單詞語才能搞定囉。
D：現在慢慢習慣就可接受了，就像無所謂，有手有腳有眼
就好啊，有手腳可做，過開心就好。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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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訪談大綱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 研究之注意事項
1.研究者自我介紹
2.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尊重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
2021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晚上 7 點到 8 點
202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晚上 8 點到 9 點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 受訪者編碼代號：E
2 年齡：

28

3 性別：□ 男

歲
■ 女

4 居住地：桃園市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航空業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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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左耳

7-8

歲

□右耳

歲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Q：全都靠聽嗎？
E：靠聽+唇語。
三、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意
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a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
代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E：幼稚園。
2 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E：接受。
3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E：不同。
4 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E：家人、學校、政府、社會對聽障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是一種環環相扣

式，家人教育方式會讓聽損兒產生怎麼樣的環境，基本上我待在比較正
常的環境長大所以一路上沒有什麼挫折，一路感受到同理環境。
5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E：電子耳可以聽到更多的聲音，助聽器有限。
Q：助聽器有限是指？
E：兩個感覺不一樣，因為不同牌子。
Q：那妳比較喜歡電子耳還是助聽器？
E：兩個都喜歡，因為戴習慣。
(二)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E：老師告訴家人。
2 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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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為了聽得更多的聲音。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前，遇到哪些問題？如何解決？
E：沒有。
4 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E：很平常心換新，有希望可以更好。
5 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許為何？
E：贊成，希望我生活上方便，希望我可以跟一般人過日子。
6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E：美樂蒂，大概 10 萬，現在的電子耳 我去年才換的。
Q：有申請補助嗎？
E：有補助 6 萬，自己貼 4 萬。
Q：補助是去哪裡申請？
E：公所喔。
Q：申請過程中妳覺得很複雜嗎？
E：都是我媽媽在處理。
Q：你說你是去年換掉電子耳，是故障嗎？
E：是更新電子耳，汰舊換新。

7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E：不清楚，是我家人處理。
8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9 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E：找社會局、勞動局。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E：6 萬。
Q：您知道我們的人工電子耳納入健保嗎？
E：知道喔，現在 18 歲以下都可以納入健保了。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E：一個月。
12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E：有，聽覺障礙。
1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E：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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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請問您知道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E：注意身體狀況。
(三)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E：電子耳公司。
2 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E：不清楚。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5 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6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四)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E：不習慣、虛弱、暈眩。
2 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暈、
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E：頭暈、發脾氣、很虛弱。
3 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E：多休息早點睡吃藥，內心多調適。
4 請問您住院多久？
Q：請問你還記得你 7-8 歲植入電子耳手術～住院多久嗎？
E：一個禮拜。
5 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Q：住院一個禮拜～出院後開頻嗎？
E：出院後好像等一個月後開頻，因為以前傷口很大 要復原期一個月。
6 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7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備註：問題 6 和 7 一起回答。
E：有不一樣的聲音，開竅聲音。
8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E：還好，那時候不想開頻，覺得調頻很辛苦。
Q：為什麼？
E：很不舒服。
Q：怎麼樣的不舒服？
E：一開始很刺耳，要一直條到自己滿意。
9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E：比以前好很多。
10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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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無。
(五)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2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3 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備註：問題 1、2、3 一起回答。
E：目前小時候是媽媽帶我去學習說話。
4 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5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E：不排斥復健，願意學習，想讓自己更好，都是我再配合，很好配合。
6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E：有比以前好很多。
7 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E：復健過程中覺得很辛苦，在家裡休養幾個月，找一個正常的朋友來幫忙

學習。
8 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Q：請問你現在有持續練習聽與說嗎？
E：我現在沒有在學習聽跟說了，但我覺得 還是要靠唇語。
9 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E：成效就對生活上更方便，沒有障礙。
Q：沒有障礙是指？
E：我想想喔～沒有障礙，如果大家都拿下來口罩，真的沒有障礙。
10 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E：為了讓聽力更好，可以接受。
11 請問您對「現在」的自己戴人工電子有擔憂或期待嗎？
E：那時候年紀太小，不知道人工電子耳好跟壞，也不太懂擔憂是什麼，沒

有所謂的期待，只是覺得有異物感，但後來有一點期待，只是過程要多學習。
Q：請問接聽電話ＯＫ嗎？
E：不太行。
Q：那怎麼辦？
E：遇到的困難，還是無法解決接聽電話..只能靠別人幫忙聽，或是開視訊

通話。
Q：你工作上需要接聽電話嗎？
E：不需要喔。
(六)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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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有的，更大的改善，變得可以與人溝通。
Q：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有影響學業嗎？
E：有很大的改變，可以與人溝通 一種感覺開竅。
Q：聽電話還 ok 嗎？
E：還沒辦法.. 應該靠朋友來協助。
Q：現在疫情關係，大家都戴口罩，妳聽時會不會很吃力？
E：有一點，簡單的話還可以，如果太複雜就請他打字。
Q：您有看過透明口罩嗎？
E：有的，在網絡看過，好像還不錯，可以看嘴型，但很少人會戴的。
Q：怎麼說？
E：因為大家不知道通路。
Q：所以若知道通路，您會去買嗎？
E：會耶。
E：我覺得配戴電子耳優點是可以早日與世界溝通。
Q：缺點呢？
E：缺點嗎...怕以後老了 不知道要不要再拿出來，我也不知道他何時會壞掉，

置入身體，還是多少會擔心，像是刺激樂園不能玩。
Q：您是說您擔心植入身體內何時會壞掉喔？
E：對。
Q：我這倒沒想過欸。
E：因為有朋友有遇過壞掉，後來就拿掉，或是放裡面。
Q：重新放新的嗎？
E：不知道是不是放同一個位置，因為好像有人贊助，她才可以免費。
Q：那您朋友重新放新的後，還可繼續用嗎？
E：可以哦。
Q：若壞了好像不能再開喔？
E：嗯啊，風險蠻大。
2 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E：我唯一最後悔的就是，沒有換藍芽的電子耳。
Q：恩恩？
E：因為我可以通過視訊接聽電話，但視訊跟聲音會慢一拍，我都要開手機

聲音大一點，可是我的電子耳是第二代，可惜沒有換第三代，覺得很後悔的
事情，因為第二代 10 萬，第三代 30 萬，當初媽媽因為想省錢，唉。
Q：我跟你說~我 107 年也是面對這樣選擇，但後來決定選想要的~狠心買最
貴的最新款式。
E：我反而覺得蠻困擾，而且都剛換不久。
Q：那真的不能換嗎？
E：不行了，買快要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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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的第二代跟第三代差異在哪？有配備？
E：他是機身就有配藍芽了。
Q：等以後出現更新的，到時你得到更好的了。
E：以後我要買最新代。
Q：對阿，不要讓自己後悔。
E：真的不要省錢。
3 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E：再小一點~。
4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E：希望補助可以多一點。
5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E：我覺得醫生評估即可，我覺得如果要裝人工電子耳就要多準備多做功課，

像是補助、復原後治療，都要比現在更努力，這樣才能發揮他的作用。
6 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E：我會很支持聽損兒戴電子耳，因為跟以前完全不同，反而聽的越來越清

楚，也不用太擔心以後退化。
(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手術後】
E：頭暈、發脾氣、很虛弱，復健過程中覺得很辛苦。

第二層次評估
(影響因素評估)

【回到日常生活】
Q：請問接聽電話ＯＫ嗎？
E：不太行。

診斷問題

訂立護理目標

接聽電話仍有困難，若對方有戴口罩時對聽很吃力，因看
不到對方嘴型。
E：平日靠聽+唇語。
Q：現在疫情關係，大家都戴口罩，妳聽時會不會很吃力？
E：有一點，簡單的話還可以，如果太複雜就請他打字。
備註：疫情最初在 2019 年 12 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
武漢市被發現，隨後在 2020 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
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成為數十年來全世界最嚴重的
公共健康危機，進行全世界防疫。
1. 解決接聽電話的困難。
2. 若對方有戴口罩時，如何解決聽的難處。

護理的措施

評價

【接聽電話】
E：靠別人幫忙聽，或是開視訊通話。
【對方戴口罩】
E：簡單的話還可以，如果太複雜就請他打字。
【配戴電子耳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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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有很大的改變，可以與人溝通 一種感覺開竅。
E：我唯一最後悔的就是，沒有換藍芽的電子耳。
Q：恩恩？
E：因為我可以通過視訊接聽電話，但視訊跟聲音會慢一

拍，我都要開手機聲音大一點，可是我的電子耳是第二代，
可惜沒有換第三代，覺得很後悔的事情，因為第二代 10 萬，
第三代 30 萬，當初媽媽因為想省錢，唉。
Q：我跟你說~我 107 年也是面對這樣選擇，但後來決定選
想要的~狠心買最貴的最新款式。
E：我反而覺得蠻困擾，而且都剛換不久。
Q：那真的不能換嗎？
E：不行了，買快要半年多。
Q：你的第二代跟第三代差異在哪？有配備？
E：他是機身就有配藍芽了。
Q：等以後出現更新的，到時你得到更好的了。
E：以後我要買最新代。
Q：對阿，不要讓自己後悔。
E：真的不要省錢。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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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 研究之注意事項
1.研究者自我介紹
2.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尊重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
2021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晚上 8 點到 11 點半。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 受訪者編碼代號：F
2 年齡： 31

歲

3 性別：□ 男

■ 女

4 居住地： 新北市樹林區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 衣服包裝作業員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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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左耳

29

歲

□右耳

歲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三、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意
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F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代號
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F：我是屬於後天性聽力障礙，未滿 1 歲時就已經發高燒導致聽力受損，直
到 6 歲時才開始戴助聽器，小時候的雙耳是中度聽損，聽力不嚴重，後來的

聽力變得越來越嚴重。
Q：那現在呢？
F：之前醫院診斷書是右耳重度，左耳極重度，最近有到助聽器門市做聽力
檢 查，兩邊聽損差不多快接近 110 分貝。
2 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F：外表看不出來啊，只是耳朵是缺陷。
3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F：從小就這樣了，現在已經是習慣了。
4 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F：家人還可以，只是學校 社會 政府 我覺得沒有很重視耶。
Q：為什麼覺得沒重視？
F：電子耳跟助聽器，對成年人來說補助太低了。
Q：你覺得政府為什麼電子耳健保只限於 18 歲以下？
F：我不知道耶，只針對 18 歲以下健保補助，18 歲以上沒有，我覺得這樣

對成年人很不公平。
Q：怎麼不公平？
F：健保啊。
5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F：因為現在戴電子耳聽到的歌跟以前戴助聽器聽到的歌，聲音完全都不一

樣，其實有時候我自己聽得很辛苦，有時候會覺得很不安，我以前本來可以
聽得見的音樂，突然之間就聽不見音樂，沒想到是因為人工耳蝸的關係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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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聽見音樂的歌。
Q：感覺你現在配戴人工電子耳比你以前配戴助聽器還要好耶。
F：以前我戴助聽器的時候，我的家人在我的背後叫我的名字，因為叫了很

多次，我就是沒有聽到，還大聲的拍桌子耶，我才有反應，公司同事也是在
我的背後叫我的名字，我也沒聽到，還拍拍肩膀的方式叫我，要不然就是大
聲的拍桌子的方式。
Q：那戴人工電子耳之後呢？
F：後來開了人工電子耳之後，過了幾個月之後，我的家人還有我的親戚在

我的背後叫我的名字，我開始有反應，只是在吵雜的環境沒辦法，公司同事
在我的背後叫我的名字，我也一樣開始有反應…還有，我跟熟悉的人或是陌
生的人講話溝通，必須要在我的耳朵有戴電子耳的那一耳，才能聽得見、聽
得懂、或是聽得很清楚在說什麼…還有一件事，跟聽障者講話溝通必須要面
對面、一對一溝通，才能理解對方在說什麼…。
(二)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2 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3 請問您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遇到哪些困難嗎？如何解決？
4 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備註：問題 1、2、3、4 一起回答。
Q：請問讓你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動機是？
F：我從小到大就一直戴著助聽器，沒想到在大學畢業之後，在 2012 年、
2013 年突然之間就聽不見音樂，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就一直有耳鳴，飽受

耳鳴的困擾，這個症狀已經持續好幾個月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了，助聽
器的聲音也一直都聽不清楚，我去找聽力師，做了聽力檢查，聽力師告訴我
說我的聽力損失已經很嚴重了，跟我說要去大醫院找專業的耳科權威醫師，
也做了聽力檢查還有評估，醫師說要開人工電子耳，我就下定決心要開刀，
在 2019 年 8 月中旬動了人工耳蝸手術，9 月初開始戴了人工電子耳，相差
24 天，差不多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慢慢的聽見世界上的聲音。
5 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許為何？
F：我的家人很反對我開人工電子耳，因為手術有風險，是專業的醫師向我

的家人解釋很多因素，我的家人聽了醫師的建議，就讓我去做動手術了。
6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F：n6，自費差不多 10 萬。
Q：你有申請補助嗎？
F：有啊，社會局 衛生局 醫院的補助。
Q：補助金各多少？
F：社會局 30 萬，衛生局 5~6 萬，其他是醫院的補助，媽媽說醫院的補助
好像是 70~80 萬。
Q：醫院的補助是用於「植入手術」這方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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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醫院是看家庭的狀況。
Q：所以若家裡清寒，得到補助更多的意思嗎？？
F：好像全部吧，只有住院是自費的。
Q：那這樣你右耳會想植入電子耳嗎？
F：如果有補助的話，可能會開。
Q：全台灣醫院的補助標準都一樣？
F：每一家醫院補助不一樣，醫院的補助要看家庭的狀況，我本來在亞東醫

院，因為只有社會局補助，後來我媽到處打聽，林口長庚醫院有醫院補助，
所以就帶我去長庚開刀。
Q：是你自己主動問醫院嗎？
F：第一家醫院是醫師說要開電子耳，第二家是媽跟醫生說要開電子耳，扣

掉補助還是貴。
Q：所以你在第二家醫院開？
F：對啊，因為第一家醫院要自費 70 萬，我媽說考慮看看，因為我們家沒

有錢，後來打聽到林口長庚醫院有補助，就去那裡開刀了。
Q：第二家妳自費要多少錢？
F：10 萬。

7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F：差不多 10 萬。
8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9 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備註：答案在問題 6 裡。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F：社會局 30 萬，衛生局 5~6 萬，，剩下的是醫院基金會的補助金額(不知
道多少)。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F：申請馬上就下來，社會局、醫院補助是手術前，衛生局是手術後。
12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F：未滿一歲發高燒，高燒很嚴重，經常發燒。
1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F：開刀之前，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就一直有耳鳴，飽受耳鳴的困擾，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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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已經持續好幾個月了，然後我去助聽器門市找聽力師，我說我要助聽器
調音調大音量，聽力師就先幫我做了聽力檢查，做了檢查之後，聽力師看了
我的聽力圖，就說我的聽力太嚴重了。
Q：那後來呢？
F：他就建議我去大醫院找耳科權威醫師，做聽力檢查還有評估，醫師建議

要開人工電子耳，因為助聽器的效果幫助有限，當初我的家人很反對這個手
術。
Q：為什麼要反對？
F：因為有風險，然後我的家人聽到醫師的建議就讓我去動手術了，因為經

濟關係，我的家人到處去打聽哪家醫院有針對人工耳蝸的基金會補助，就帶
我去那家大醫院找那位耳科權威醫師，做聽力檢查還有評估，有跟語言治療
老師做諮詢，後來做了核磁共振，然後就安排住院開刀時間，那段時間是真
的一直在跑大醫院，也一直在跑診所，是因為耳鳴，到最後耳鳴的症狀是因
為一直在吃藥的關係有一點點好轉。
14 請問您知道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備註：問題 12、13 一起回答。
F：開刀前夕，到了 2019 年 8 月中旬，要準備住院當天，護理師跟我說要
開刀的那一耳，頭髮要剃掉 5 公分，我說剃頭？護理師跟我的媽媽說要開刀
的那一耳，頭髮要剃掉 5 公分。
Q：我開刀時也有剃頭髮，我也無法接受。
F：對阿…媽媽帶我去醫院裏面的美髮店，要準備剃 5 公分頭髮的時候，我
看到鏡子的自己，我的頭髮，看到鏡子的美髮店老闆娘的手…拿著剃刀，我

的頭髮，剃…剃…剃…，反正會長出頭髮…要好久啊…好吧…既然選擇要走
這條路，只好認命吧。
(三)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2 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備註：問題 1、2、3 一起回答。
Q：你還記的你動手術時花多久時間以及心情嗎？
F：當天早上 7:30 要準備動手術時，我就突然覺得很緊張、很害怕、有些很

不安，但人工耳蝸醫師還有實習醫師、其他醫師都在場，我在手術台就這樣
慢慢的昏睡過去了，到了當天下午我就昏昏沉沉的醒來，然後再睡了，晚上
再醒來，因為很想睡覺加上耳朵很痛，然後一直有耳鳴加上暈眩，因為有吃
止痛藥，然後我就拿出手機的相機功能(因為沒有鏡子)，我看到手機鏡子的
自己，好像“天線寶寶”。
Q：那你怎麼調適身體不適或調整心情？
F：我就一直在昏睡加上體溫有些偏高，還一直放冰枕，直到出院當天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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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待在家裡休息很多天，在休息期間我還去美髮店把我的原本的長頭髮(腰
上)給剪掉了，剪成中長髮型(肩上) ，等到傷口癒合差不多 2 個多禮拜之後，
終於可以洗頭了，瘋狂用洗髮精一直洗洗洗，當時是因為天氣炎熱，想當初
真的是超崩潰的 ，因為不可以洗頭只好瘋狂用乾洗髮一直噴噴噴。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F：媽媽。
5 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6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四)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2 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暈、
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備註：問題 1 和 2 一起回答。
F：手術後有暈眩、耳鳴。
Q：人工電子耳手術開刀成功後就可以馬上聽到聲音了嗎？
F：沒有，要經過長時間的復健治療，數個月還有數年的時間做聽力復健跟
語言治療，復健之路真的很漫長、很辛苦…。
Q：人工電子耳就可以馬上聽得很好？
F：不是，這些都是需要花時間去適應聲音，也是需要花時間去做聽力復
健…。

3 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F：就是一直睡覺。
4 請問您住院多久？
F：4 天。
Q：在哪家醫院開？醫生是？
F：林 OOO 醫院，吳 OO 醫師。
5 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F：2019 年 8 月 14 日開刀，出院後過 24 天後，9 月 6 日正式戴人工電子耳

開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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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醫生有說為什麼要 24 天後才開頻？
F：傷口要癒合後才可以開頻。
6 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7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8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備註：問題 6、7、8 一起回答。
Q：你會很期待你電子耳開頻嗎？
F：我記得 2019 年 9 月初開頻戴人工電子耳，開頻那天，在我聽到的聲音
原來是那麼的吵啊…聽到的聲音很奇怪，覺得聲音真的很可怕，聲音是從大

腦裡傳達到的，剛開始真的很不習慣，我一直分不清楚周圍的環境是什麼樣
的聲音，周圍的人是什麼樣的聲音，然後醫師跟調頻老師說，要練習聽聲音，
要慢慢聽聲音。
Q：之後有持續調頻嗎？
F：以後還會一直調頻，從那天開始我每天都聽到很吵的聲音，人的聲音、

公車的聲音、捷運的聲音、車子的聲音，怎麼都沒有聽到，我好想聽到媽媽
的聲音、哥哥的聲音、大嫂的聲音、小孩子的聲音、還有其他的聲音，因為
沒有聽到聲音，覺得電子耳的聲音很吵，很想把電子耳拿掉不想戴，後來我
就覺得說，既然已經有開刀戴電子耳了，那就是跟電子耳有緣分，一定要好
好看待電子耳囉… ，可是…我每天都聽到…嗡嗡嗡 ……嗚嗚嗚 …，好吵 、
真的很吵 、非常的吵 、還真是吵死了 ，後來到不知不覺慢慢的聽到聲音，
很小聲的聽到聲音，人的聲音、電視機的聲音、環境的聲音、公車的聲音、
捷運的聲音、車子的聲音、世界上的聲音、大自然的聲音，還有不一樣的鳥
類的叫聲跟拍動翅膀的聲音，有好多好多的聲音都是以前戴助聽器完全都沒
聽過的聲音，然後耳鳴的症狀也慢慢的消失了，從開頻那天開始差不多一個
月的時間慢慢的聽到世界上美好的聲音，之後大概 1~2 個月後開始做聽力復
健跟語言訓練治療，想當初做聽力復健治療的時候，真的好痛苦唷…，因為
一直怎麼都聽得很不好。
9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F：我以前戴助聽器聽音樂歌曲的時候，有時候聽見音樂歌曲會有些悶悶的，

歌聲有可能會不清晰，有些歌聲會聽不到，音樂旋律跟音樂節奏可能會分不
清楚，音樂會聽到一些噪音還有雜音，我現在戴人工電子耳真的改善很多，
聽見音樂歌曲，很清晰，聽見音樂旋律還有音樂節奏，一樣很清晰，可以聽
見美好的嗓音，唱歌的時候會有呼吸聲還有氣音。
10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F：我一開始是真的完全聽得很不好，後來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做聽力復健

之後，聽力真的有改善了，有進步很多，有聽得很好，我自己是屬於口語或
唇語的人，只會一點點手語，還被聾人說，“我不會手語，去把手語給學好
吧…”，我知道之後真的很無言，我知道我戴人工電子耳之後，我的手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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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退步了，口語卻進步了，但還是一樣要靠讀唇語。
(五)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2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3 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備註：問題 1、2、3 一起回答。
Q：開頻隔天馬上復健嗎？
F：2 個月後開始復健，因為一直在排隊。
Q：排隊！？那麼搶手喔？
F：對啊，兩邊我都等很久。
Q：所以柯林、醫院這兩邊你都有復健喔？
F：科林上 10 堂課就沒了，醫院一直持續復健。
4 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Q：復健是自付嗎？
F：科林復健是免費，醫院復健是一個月付不到 200 元。
Q：復健是上多久？
F：一個星期上一次課，一堂課一小時，科林前年(2019 年)11 月開始做到去
年(2020 年)3~4 月，去年 11 月做到今年(2021 年)1 月，都是免費，醫院一直

持續沒有中斷。
Q：柯林願意免費幫你上課超棒的。
F：因為林 OOO 醫院是科林的。
5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Q：你復健課程怎麼復健？
F：上聽能復健課程，練習聽句子，醫院的老師，語言治療老師，她戴口罩，

她說什麼，我聽到什麼就寫下來就是講出來。
6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F：我有問過復健的老師，從來沒有戴電子耳使用者像我這樣我現在戴人工

電子耳已經滿一年三個月了，有聽得比較好，我跟熟悉的人讀唇語講話溝通
沒有像以前那樣那麼的吃力，我跟陌生的人講話溝通有時候還是很難聽懂，
這些還是需要花時間的去做聽力復健…一直到 8 月的時間，開刀滿一年的時
間，我聽聲音、聽音樂有慢慢的變得很穩定了，也慢慢的聽得很好，那時候
醫師有告訴我說我的聽力有比以前進步很多。
Q：你超棒的。
F：而且人工耳蝸手術前，我講話聲音一直都不清楚、發音不標準，手術後，

我講話聲音有慢慢的進步很多、講話清楚、發音還是一樣多少一些不標準，
因為我努力的做聽力復健、語言治療才慢慢的改善，。
7 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F：長句，我覺得聽起來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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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為什麼？
F：是句子太長，有些音沒有聽出來。
8 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F：有持續，因為覺得不夠進步啊，我進步很慢，所以，我到現在也一直持
續的做聽力復健訓練…。
9 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F：醫院復健比較有趣。
Q：為什麼？因語言治療師有趣嗎？
F：對啊，有時候還會上音樂課，Super Junior 的歌我最近才完全心理調適

好。
Q：你真的是他們粉絲欸，很棒。
10 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F：我從早到晚都戴着，保養一個月一次，維修沒有。
Q：洗澡睡覺時拿下來除濕嗎？
F：對。
Q：在植入人工耳蝸的內部處理器，外部外機的人工電子耳，可以不戴嗎？
F：一定要戴，因為不戴人工電子耳會完全聽不到聲音…。
11 請問您對「現在」的自己戴人工電子有擔憂或期待嗎？
F：以前很擔憂，現在不會了。
Q：以前擔憂什麼？
F：以為開刀後就可以聽到聲音了，結果不是，後來我是因為老師的鼓勵去

聽 Super Junior 的歌，再說我以前已經很久沒聽到了，是開電子耳才去聽
的。
(六)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F：改變很多，最近公司同事說我，開電子耳之後，最近開始會頂嘴了 哈

哈，他們還說，我戴電子耳聽得比以前好，他們說什麼講話要小心點。
Q：那他們有分享你講話程度如何？
F：說講話有比以前清楚了，只是很模糊。
2 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F：我覺得好像是最近改善好的，因為上次我在那個歌手的泡泡上哭訴，他

就唱治癒之歌，我最近發現聽聲音有變得不一樣。
3 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F：我希望以後可以繼續聽 SJ 的歌 哈哈，希望政府可以多想想成年人(18
歲以上)也需要開電子耳，如果第二耳有補助，我可能會去開。
4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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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希望在社會大眾對我們助聽器的使用者，還有人工電子耳的使用者，多

一點耐心，我只是希望社會大眾可以對我們多點同理心，家人本來就很反對
我開電子耳，後來看到我是因為電子耳變得不一樣了。
Q：你家人反對原因？
F：因怕手術有風險，而且費用很貴，是我媽一直擔心這個。
5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F：人工電子耳是一個可以真正造福聽障者的科技，但是並非萬能，但是可
以幫助聽障者聽得很好…不是想開就開耶，要看醫師評估吧，可以讓他們看

我的文章當作參考，有時候我寫文章還會掉眼淚啊 哈哈，只是想說不要對
電子耳有太大的期待，我國小時，有一個他去開電子耳，後來他是因為電子
耳很吵，後來就不戴電子耳，導致他永遠使用手語，開電子耳然後就不戴，
浪費。
Q：對啊，要看醫療團隊評估。
F：有網友跟我分享說，她想開電子耳，可是醫師說她不可以開，我朋友她

爸媽本來要戴她去開電子耳，醫師說她不能開，因為她沒有耳神經。
6 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F：希望可以聽得越來越好，以後可以聽到 SJ 的歌，還有其他歌手的歌想要

試著聽聽看，我還沒開電子耳之前，我身邊的帶助聽器使用者的朋友知道我
要開電子耳，就很擔心。
Q：擔心？
F：因為擔心開刀可能會失敗，他們看到我手術成功就放心了，有人開刀失

敗，現在醫學發達，失敗機率很低，我去社會局申請遇到的聽障人士他做公
務人員，他有開電子耳，後來開刀失敗，是因為他的疾病很罕見，他就一輩
子聽不見。
Q：那他第二耳有想要開嗎？
F：醫師建議他不要再開了。
Q：失敗的那耳不能重新動手術的意思嗎？
F：對啊，民國 88 年開刀，開 100 萬失敗。
(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生理功能、自我概念】
F：我從小到大就一直戴著助聽器，沒想到在大學畢業之
後，在 2012 年、2013 年突然之間就聽不見 Super Junior 的

音樂，連唱歌的聲音聽不見了，音樂的聲音也聽不清楚了，
只要出新歌，我知道我已經聽不見 Super Junior 的歌，那個
時候就很感到傷心難過，我就把我喜歡 Super Junior 的歌曲
也慢慢地忘記了，就這樣過去 8 年的時間，開刀之前，我
因為工作的關係就一直有耳鳴，飽受耳鳴的困擾，這個症
狀已經持續好幾個月了，助聽器的聲音也一直都聽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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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我去找聽力師，做了聽力檢查，聽力師告訴我說我的
聽力損失已經很嚴重了，慢慢地越來越嚴重，跟我說要去
大醫院找專業的耳科權威醫師，也做了聽力檢查還有評
估，醫師說要開人工電子耳，我就下定決心要開刀。
【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F：其實我的家人很反對我開人工電子耳，因為手術有風

險，是專業的醫師向我的家人解釋很多因素，我的家人聽
了醫師的建議，就讓我去做動手術了，有順便跟語言治療
老師做諮詢，老師告訴我，耳朵要開刀不要抱有太大的期
待，期望越大失望就會越大，因為開刀後並不是可以馬上
聽到聲音的，必須要做一段時間的聽力復健，在 2019 年 8
月中旬開刀動了人工耳蝸手術，在動手術當天，我就突然
覺得很緊張、很害怕、有些很不安，知道幫我開刀人工耳
蝸的醫師一定會幫我動手術，實習醫師好像在告訴我說，
不要緊張，我聽不見，不知道醫師在說什麼？但是我知道
那位醫師一定是在告訴我，手術一定可以順利的，一定可
以聽見聲音的，那個時候我的心裏想著手術一定會成功
的，我也那樣的想著，動完手術之後多少會有些暈眩的症
狀還有耳鳴的症狀，那屬於是正常的，但是不會一直都是
這樣。
第二層次評估
(影響因素評估)

【開頻期間之主要刺激、相關刺激、剩餘刺激】
F：2019 年 9 月初開始戴人工電子耳，開頻當天，我聽到了

很奇怪的聲音，結果是耳鳴的聲音，這個聲音真的很吵、
非常的吵，真的是吵死了，因為太吵很想把電子耳拿掉，
我就突然想著，不可以不戴，一定要戴，要忍耐，這樣的
聲音真的是從大腦裡傳達到的，有時經常被聲音嚇到，因
為有好多以前戴助聽器都沒有聽過的聲音，身邊的人講話
的聲音、還有環境的聲音，卻怎麼都沒有聽到，也還是分
不清楚那是什麼樣的聲音，剛開始都聽得很不好，醫師跟
調頻老師說要慢慢地聽，練習聽聲音，花時間去適應這些
聲音，差不多過了一個月的時間，慢慢地聽見世界上美好
的聲音，這些都是從電子耳聽到的聲音。
診斷問題

【若對方戴口罩，受訪者無法讀唇語】
F：戴口罩的部分，因為疫情的關係到處都要戴口罩，戴助

聽器的時候，對方戴口罩完全聽不到對方在說什麼，戴人
工電子耳的時候，對方戴口罩只要講話放慢速度大概可以
聽到對方在說什麼，只要靠近一點大概可以聽懂在說什
麼，但是有些會遺漏掉或沒聽清楚在說什麼，短句聽得懂，
171

長句還是很難聽懂一些…。
備註：疫情最初在 2019 年 12 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
武漢市被發現，隨後在 2020 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
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成為數十年來全世界最嚴重的
公共健康危機，進行全世界防疫。
訂立護理目標

【持續練習聽與說】
F：我身為過來人，身為人工電子耳的使用者，對於講話溝
通的部分，我聽得是 OK 的，有時候聽到聲音的方向不知道

從哪裡來，凡事要慢慢來，對於音樂的部分，我目前都還
在適應階段。
護理的措施

【聽語治療師的鼓勵與建議】
F：老師說「是不是因為聽線上演唱會聽到那麼多不一樣的

歌手在唱歌，聽到音樂還有歌聲已經開始有感覺了，聽覺
變敏銳了」，然後說「先把喜歡的歌手 Super Junior 的歌開
始慢慢聽，把 Super Junior 的歌當作復健，相信 Super Junior
知道妳是因為聽 Super Junior 的歌，聽力才會進步很多，因
為妳的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以後再慢慢聽其他歌手的
歌，要慢慢來，急不得，需要時間」，聽語老師就這樣告訴
我的，我才知道說原來用人工耳蝸聽見音樂…是真的非常不
容易的事…。
評價

【人工電子耳改善受訪者生活】
Q：你覺得你現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你生活有何影響？
F：人工電子耳，並不是每個聽障者都適合裝人工電子耳，

這些都要經過專業的醫師還有聽力師的評估才能去做判斷
的決定…人工電子耳是一個可以真正造福聽障者的科技，但
是並非萬能，也沒辦法像正常人那樣擁有正常的耳朵…我為
什麼要開人工電子耳？因為我想要聽見聲音，我不要這樣
怎麼都聽不見…我現在戴人工電子耳，目前我可以聽到的是
小鳥的鳴叫聲、按電鈴的聲音、電話響的聲音、瓦斯爐的
開火的聲音、水的聲音、腳步聲的聲音、搭公車刷悠遊卡
的聲音、搭公車進站有嗶嗶聲(停車的時候，左右方向燈)、
搭捷運開關門有嗶嗶聲還有音樂的聲音、熟悉的人在我背
後叫我名字的聲音，有好多好多聲音都是我以前戴助聽器
完全都聽不到的聲音…如果當事者要準備動人工耳蝸手術
的時候，應該要說“祝你/妳手術順利，你/妳可以的”，不應
該說“你/妳去開電子耳，手術一定會失敗”，聽到這樣的言
論真的很反感…。
Q：你現在配戴電子耳時都用口語與他人溝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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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我從小到大都是一直使用口語讀唇，很少使用手語，雖

然我有去學過文字手語，不會比自然手語，因為我以前還
沒開人工耳蝸手術的時候，一直都戴助聽器，可是直到成
年人之後我的聽力就一直變得很嚴重，我跟家人、親戚、
公司同事溝通都變得很困難、很吃力，一直看讀唇，常常
聽不清楚在說什麼，經常用筆談還有手機打字，可是公司
同事有些人沒有耐心跟我們聽障者講話溝通，還認為說已
經有戴助聽器了怎麼可能沒聽到聲音、聽不到聲音、假裝
沒聽到聲音，直到後來我的聽力變得越來越嚴重，甚至出
現耳鳴的困擾，持續好幾個月了，時間差不多是一年左右
了，所以我才會去開人工電子耳的，開完之後，我的耳鳴
症狀持續 3~4 個星期左右才好轉，然後我的耳鳴症狀就沒
有再發作了，我就是花很多的時間、很長的時間才慢慢去
適應電子耳的聲音，對我的生活有明顯的改善很多，我的
家人的聲音、親戚的聲音 有慢慢的聽到講話的聲音，然後
講話溝通有明顯的改善了，有聽到對方在說什麼，還是要
靠讀唇的，有時候不讀唇我大概可以聽到對方在說什麼，
因為講話要慢慢的講，對於公司的同事，她們跟我說，她
們有發現我的聽力有明顯的進步很多，以前是沒辦法用講
話溝通，現在卻可以用講話溝通，她們還測試在我的背後
試試叫我的名字，我有回頭(因為我好像有聽到有人在叫
我)，她們看到之後為我感到很開心，因為我可以聽到了，
我的家人還有我的親戚知道我可以聽到聲音，真的為我感
到很開心…。
Q：那你現在會想開第二耳嗎？
F：其實我有想過想開第二耳的電子耳，因為經濟關係只好
放棄了…。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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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訪談大綱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研究之注意事項
1. 研究者自我介紹
2. 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 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 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尊重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2021 年 3 月 24 日晚上 9 點到 10 點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 家長/代理人姓名：a
2. 年齡：

45

歲

3. 性別：■ 男

□ 女

4. 與兩位受訪者之間關係：父子/父女
備註：大兒子左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小女兒右耳植入人工電子耳。
5. 居住地：台北市內湖區
6.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博士

7. 職業/目前狀態：軟體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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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由於受訪者大兒子年紀太小，需家長/代理人陪同協助回答以下問題)
1. 受訪者：a1
備註：a1 是 a 的大兒子。
2. 年齡：

11

歲

3. 性別：■ 男

□ 女

4. 居住地：台北市內湖區
■國小 □國中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學生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耳聾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耳聾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於 ■左耳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8

■右耳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5

歲)→健保給付
歲)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偏聽比較多)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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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訪者小女兒年紀太小，需家長/代理人陪同協助回答以下問題)
1. 受訪者姓名：a2
備註：a2 是 a 的小女兒。
2. 年齡：

7

歲

3. 性別：□ 男

■ 女

4. 居住地：台北市內湖區
■國小 □國中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學生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耳聾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耳聾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於 □左耳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右耳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

歲)
5

歲)→健保給付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偏聽比較多)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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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
意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a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代
號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意識孩子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孩子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a：我們是聽障父母，我自己戴助聽器，有兩個聽障小孩，哥哥 11 歲，妹妹 7

歲，哥哥兩耳都有植入電子耳，妹妹只有單耳植入，大兒子出生時做新生兒聽力
檢查時發現的，後來查出是前庭導水管擴大症導致聽覺受損。
Q：請問小女兒呢？
a：小女兒出生時新生兒聽力檢查沒問題，嬰兒時期聽覺表現正常，但發現逐漸

退步，後來檢查是前庭導水管擴大症導致聽覺受損。
Q：你跟老婆都是戴助聽器嗎？
a：我戴助聽器，可以分得出不同情境的聲音，但仍然需要讀唇語溝通。我老婆

不戴助聽器，因為她戴助聽器後只聽到風切聲，因此戴助聽器沒有效果。
Q：請問大兒子小女兒平日溝通是口語，完全都靠「聽」進行口語溝通，沒有讀
唇語？
a：是的，戴著電子耳是口語溝通。沒戴的時候，讀唇語+比手畫腳。
Q：帶人工電子耳完全靠聽很強ㄟ。
a：因為從小就有早期療育，所以聽力表現很不錯。
Q：都國小幾年級？
a：哥哥國小五年級，妹妹國小一年級。
Q：早期療育 真的很重要的感覺。
Q：請問 O 爸爸或老婆會想開電子耳嗎？
a：不會喔，我覺得年紀大了，已經不需要了，而且電子耳花費開銷很大，希望

把資源集中在小孩上。老婆也覺得現在這樣子就可以了，不需要追求更好。戴著
助聽器是可以聽到，但溝通上一定要讀唇語。
2. 請問您是否接受孩子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a：剛開始覺得很難過，擔心會跟我們夫妻一樣會過得辛苦，後來轉念想，自己
都可以走過來，相信孩子也可以的。
3.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a：好處是不怕被環境吵鬧影響，在做事情時可以很專注。除了溝通不方便，其
他還好，聰明才智不會輸人，四肢健全可以幫忙搬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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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覺得家人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a：都是一家人，彼此之間都會包容，只要提出困難，都可以找家人幫忙，例如

幫忙打電話、幫忙和別人溝通。
5. 請問您覺得學校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a：就讀的學校是台北市的聽障重點學校，因此有安排安置，特教班老師與班導

師會密切配合，學校也會盡量幫忙，例如申請聽覺輔具。
6. 請問您覺得社會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a：社會是千百種人的組合，每個人的想法也不盡相同。有些人會體諒、包容或

尊重，有些人就不會。我們很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接觸到的人都對我們還滿
好的，與以前比起來，社會對待聽障者是更加友好。以前對聽障者是以瘖啞人士
看待，但隨著社會觀念的進步，以及政府提供手譯員資源，新技術聽覺輔具的幫
忙，還有 Facebook、YouTube 的興起，聽障人士更能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想法，有
溝通互動就會有進步。
7. 請問您覺得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a：聽障人士在身心障礙族群算是弱勢的，因為四肢健全，外表也看不出有無障

礙。政府的預算有限，在上位者不會主動了解，因此我們需要持續發聲，不然真
的會忽略我們。
8.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a：助聽器和人工電子耳，兩者的聽覺清晰程度差很多。有裝人工電子耳的聽障

者，口語表現也比較好。
9.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裝人工電子耳會遇到哪些困難？
a：首先是經費問題，再來是漫長的復健，最後是維修保養的花費。
10.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能得到哪些幫助？
a：其實聽障者也有分不同族群，可以再分手語族、口語族、助聽器族、人工電

子耳族群等等。我認為人工電子耳是這二十年的新興族群，他們接近正常人的表
現，但本身仍然有聽障資源的需要 (例如補助)，可能是需要重新探討的族群。
(二)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資訊？
a：上網查詢，問人工電子耳公司，問聽力師。
2.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a：上網查詢。
3. 請問您想為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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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把握黃金期間，打好聽語基礎。
4.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前，遇到哪些問題？如何解決？
a：小孩子怕打針抽血、害怕做儀器檢查。
5. 請問您的孩子如何解決植入人工電子耳前所遇到的問題？
a：盡力安撫。
6. 請問家人支持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
a：知道也目睹其他小朋友植入電子耳後的幫助很大，因此希望可以幫助小朋友。
7. 請問家人反對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
a：沒有反對。
8. 請問家人對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期許為何？
a：可以聽到。
9. 請問您為孩子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a：美樂迪，90 萬。
Q：大兒子小女兒人工電子耳都是美樂迪牌子嗎？
a：沒錯，都是美樂迪。這樣才能同時維修保養
Q：是充電式嗎？
a：是的，充飽電後可以連續使用八小時左右。
Q：請問充電式優缺點？
a：充電電池很貴，這是缺點，優點就是可重覆使用，比較環保吧！不過，如果

外出旅行的話，帶著充電器會佔著行李空間。

Q：這充電人工電子耳喔？好酷喔！！！！！
a：這是舊款的，現在還有新款的。
10. 請問您為孩子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約花多少錢？
11. 請問您為孩子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
■健保？
備註：問題 10 和 11 一起回答。
a：大兒子第一次植入是右耳，政府補助 30 萬，亞東醫院補助 30 萬，自付 30
萬；第二次植入是左耳，健保補助但價格不知，自付 12 萬 (長庚醫院)。
Q：小女兒也是一樣嗎？
a：小女兒右耳健保補助但價格不知，自付 8 萬 (台大醫院)。
Q：為什麼大兒子小女兒的健保都不一樣？是因不同醫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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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長庚醫院比較貴，台大醫院比較便宜，我想公私立醫院的差別吧。
12. 請問您為孩子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若無補助請跳過)
a：大兒子第一次植入時，那時健保尚未補助，是向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補助。

第二次植入時，健保已開辦，長庚醫院會處理健保補助的事宜，並從費用上直接
扣除。小女兒植入時也是健保補助，台大醫院也是會處理健保補助。
13. 請問您為孩子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若無補助請跳過)
備註：同問題 10 和 11 的回答。
14.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為孩子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若無補助
請跳過)
a：大約三個月。
Q：補助金是在孩子手術前拿到嗎？
a：補助的部份，可以分三種。
Q：恩恩？
a：第一種是健保補助，醫院會幫忙處理，並且在費用中扣除，第二種是政府

的補助，要等手術完成後，提供證明，才能拿到，等三個月吧，第三種是教育部，
因為小朋友正在就學中，有學生身份，可以申請手術慰問金。
Q：原來如此。
a：因為不能同時申請健保補助與政府補助如，因此如果不符合健保補助條件，
也不具有學生身份的話，就只能申請政府的補助 30 萬，醫院再補助 N 萬 (N=每
家醫院不一定)，。
Q：請問你覺得政府為什麼只給 18 歲以下健保？
a：可能 18 歲以下潛力無窮吧，要問當初決策的人吧。
15.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您的孩子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a：有。
16. 請問您當下有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擔憂為何？
a：沒有。
17. 請問您當下有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a：聽得到。
18.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評估為何？
a：評估耳蝸完整可以植入。
19.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聽力師評估為何？
a：評估是重度聽力障礙，需要植入人工電子耳來改善。
20. 請問您知道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
a：術後傷口護理。
(三)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a：人工電子耳公司、婦聯會社工、有小孩植入人工電子耳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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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您面對孩子走進手術前的心情如何？
a：平常心，交給醫師。
3. 請問您的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大概花多久時間？
a：大約六小時。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嗎?
a：夫妻一起。
5. 請問您的孩子正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
跳過)
a：無。
6.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
跳過)
a：無。
(四)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孩子本身對人工電子耳感受為何？
a：傷口很痛。
2.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身體狀況為何？
a：非常好，麻醉退散後就下床玩了。
3. 請問您的孩子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 (例
如：頭暈、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a：第一天會發脾氣抱怨傷口很痛，第二天以後就好多了。
4. 請問您的孩子面對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a：送他新的玩具移轉注意力。
5. 請問您的孩子面對內心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a：心理適應很好，一直玩新的玩具。
6. 請問您的孩子住院多久？
a：四天三夜。
7. 請問您的孩子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您的孩子進行開頻的
動作。
a：大兒子手術後隔天就開頻，小女兒則是手術後一個月開頻。
Q：為什麼這兩位孩子開頻時間不同，哥哥是手術隔天，女兒是手術後一個月
開頻？
a：每個醫師的決定，長庚說可以，台大說要等一個月。
8.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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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期待有聽到。
9.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10.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的反應？
11.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開頻第一聲的心情？
備註：問題 9 10 11 一起回答。
a：回想當下沒有什麼感覺，就是有聽到聲音而已。
12.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a：沒有困難。
13. 請問您覺得您的孩子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a：開頻後去婦聯會進行復健，三個月後說不用再復健了。
14.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戴人工電子耳有擔憂嗎?為什麼?
a：小孩活潑好動，拍摔壞。
15. 請問您對您的孩子戴人工電子耳有期待嗎?為什麼?
a：可以和正常人溝通，改善人際關係。
(五)復健過程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的孩子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a：有，去婦聯會。
Q：請問是一星期上一次課嗎？
a：一週一次，一次 1~2 小時不等。
2.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a：二歲就去婦聯會進行早期療育，因此開刀後就順便在婦聯會復健。
3. 請問您為孩子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a：沒有，因為都已事先安排好。
4. 請問您的孩子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還是有補助？
a：自付，價格不記得了，好像是一小時 600 元。
5. 請問您的孩子復健過程中是屬於■積極□被動？
6. 請問您的孩子復健過程中聽與說程度為何？
a：進步非常大，他們表現很棒，我想他們是平常就有在聽與說吧，跟同學，

跟老師的。
7. 請問您的孩子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8. 請問您的孩子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備註：問題 7 8 一起回答。
a：覺得太累了，要買點心飲料來鼓勵。
182

9. 請問您覺得孩子上完復健課程有何成效？
a：復健後的評估，有恢復九成聽力。
10. 請問您覺得孩子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a：會自行組裝拆卸、更換電池，固定每個月一起去保養。
(六)回歸日常生活「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生活環境有何優缺點？
a：會幫父母翻譯，幫忙接聽電話。
2.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學業環境有何優缺點？
a：能聽懂課堂老師的話。
3.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就業環境有何優缺點？
4. 請問您覺得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對人際關係有何優缺點？
a：未植入前，跟班上同學互動不佳。植入後，人際關係有改善 ，交到好多朋

友。
5. 請問您覺得人工電子耳帶給孩子優缺點為何？
a：聽說都有進步。
6.
7.
8.
9.

請問您對現在的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請問您對未來的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10. 請問您想對植入人工電子耳孩子說什麼？
備註：問題 6 7 8 9 10 一起回答。
a：植入人工電子耳一定會有幫助，至於效果就每人不同。我是看過植入後表現

普通甚至不佳的情況，後續要考量維修保養，是不小的開銷，而且政府有人工電
子耳耗材的補助，但沒有語言處理器的升級補助。
Q：語言處理器的升級補助？重新買嗎?
a：對~要重新買，就好像電腦壞了，就要重新買電腦。語言處理器=電腦。科技

會進步，電腦和語言處理器也會進步。美樂迪的語言處理器是 30 萬。
(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
估
(行為評估)

「一開始發現哥哥是聽損時」
a：我們家哥哥六個半月就早產，生出來才兩個手掌大，住

在保溫箱四個半月，一開始還要用鼻胃管餵奶，四個小時
就要拍痰，那時候小兒科醫生跟我們說，聽不到的問題先
不要擔心，我們之後看耳鼻喉科找出原因，小朋友能吃飯、
能長大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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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哥哥檢查發現是前庭導水管擴大導致中度聽
損，原本戴助聽器還可以聽得到，到了幼兒園時剛開始都
還交得到朋友，因為定期檢查發現聽能往下掉，小朋友在
幼兒園因為聽不到別人說話，人際關係受挫，才決定在當
時健保還未給付時自費開電子耳，並且接受一連串的聽能
復健，發現接受訓練三個月後就有改善，在學校跟同學的
相處也恢復正常。
「妹妹的出生」
a：因為有了哥哥早產的經驗，希望太太懷妹妹時特別避免

走動，但還是在八個半月時早產，不過醫師說妹妹的健康
狀況相當好，出生時也通過聽力篩檢。然而，大概在兩歲
時，妹妹某次撞到頭造成的頭暈，竟需要臥床三四天才恢
復正常，才察覺孩子有異，一檢查則發現妹妹與哥哥一樣
是前庭導水管擴大，後續又跌倒了幾次，聽力從輕度時開
始做聽能訓練，後來逐漸在大班時掉到重度，才在健保給
付下開了右耳電子耳，術後進行了大概三個月的聽能訓
練，小朋友的人際跟溝通表現就改善了。
第二層次評
估
(影響因素評
估)

診斷問題
訂立護理目
標
護理的措施

「小朋友學注音的困難」
a：聽損的孩子們上小學後，開始要面對國語的挑戰「注音

符號」，需要更多的學習資源，我以自身經驗分享，因為自
己是聽障人士，小時候在啟聰學校時，是把每個國字的注
音背起來，並且有老師教導發音，但現在孩子就讀普通小
學，會跟我過去學習方式不一樣，常需要考「注音聽寫」，
這對聽損孩子來說是一個挑戰。
因為自己聽不清楚自己的發音，協助小孩練習小一注
音時遇到很大的困難，孩子常常反應「聽不懂」爸爸念的
注音，只好讓聽力正常的爺爺奶奶幫忙教，但效果似乎有
限。
孩子們學注音比較有困難。
希望能解決孩子們學注音的難題。
「遇見蒲公英聽語協會」
a：碰巧謝理事長與太太認識，當時理事長成立蒲公英

聽語協會便一起加入了，於是哥哥從國小一年級就來
到蒲公英上課，參加每週免費的課輔班。
這個資源對聽障的家庭很重要，孩子來這邊
會有好幾個同樣是聽障的小朋友一起玩，功課方面，
孩子特別需要一對一或一對二的上課方式，去外面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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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話幫助不大，就有點像是重複在學校的上課方式。
剛來上課的時候，注音符號才考 60 分，像是
會把車（ㄔㄜ）子拼成「ㄔㄦ」子，因為小朋友聽不
清楚，來蒲公英聽語協會上課一段時間後，在每次課
輔老師耐心、細心的教導下，注音考到 90、100 分了，
有很大的進步。
後來還在蒲公英上數學跟英文，哥哥的英文
也有進步，直到前段時間師資、志工的資源不足才沒
有繼續上英文課。
「如果小時候能有蒲公英這樣的協會」
a：啟聰班的老師在我小時候，一週一小時幫我在小學

時加強課業，但這樣的量根本不夠，那時候沒有像蒲
公英這樣的協會可以在課後提供課業上的幫助。
後來，我的父母為我找了家教老師上一對一，
功課上才有進步，因此現在孩子有蒲公英這樣的資
源，能夠一對一、一對二上課，我非常積極每個週末
都送孩子來上課，因為協會的老師能教孩子我自己沒
辦法教的科目，像是英文或注音。
如果小時候能有蒲公英這樣的協會的話，我
的學習之路應該會更順利，說不定成就不只如此呢。
評價

「孩子週末來上課這件事」
a：因為孩子來上週末課輔班，多在複習學校課業，像

這週孩子想休息時，我有個好方法，我說「女兒今天
鬧脾氣不想來上課輔班的時候，我就告訴她，那爸爸
帶你去 7-11 買一瓶你喜歡的飲料，你等一下邊上課邊
喝好不好？」
我其實對課業的要求不高，現在最希望兒子
女兒能夠活潑快樂，且在未來的日子裡，能成為一個
勤奮、願意正面解決困難的大人。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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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親愛的聽障朋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婉慈研究的碩士論文「以羅氏適應模式檢視聽
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之適應歷程」，這一份訪談大綱有包含基本資料、訪
談的問題，需要您分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進行訪談過程中，我們會一起
閱讀這一份訪談大綱，若您對訪談問題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的地方，懇請隨時
提出來，婉慈會進一步與您解釋，讓您完全了解，婉慈本身與您一樣是聽覺障
礙者，婉慈很樂意與您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希望藉此有拋磚以玉
的效果，能讓您放心分享自身植入人工電子之歷程，使訪談過程中能更加流暢
且聚焦，若這次訪談不充足，會再與您聯繫並約下次的訪談，希望能更深入了
解您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歷程，若婉慈有疑問的地方會再次與您釐清，希望能更
完整呈現出您個人感受與想法，感謝您！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徐婉慈

敬上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在訪問被研究者時的指導，不會限制訪
談的內容。
一、 研究之注意事項
1.研究者自我介紹
2.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內容。
3.受訪者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包含受訪者同意的簽名以及授權 Line 一對一打字、
打字、錄影、錄音、拍照)。
二、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訪談方式：Line 一對一訪談，尊重受訪者願意回答問題為主。
(視武漢肺炎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應指引)
 訪談時間：
2021 年 3 月 19 日晚上 8 點到 10 點半。
 訪談大綱內容提供給受訪者檢查確實是真實後並簽名。
1 受訪者編碼代號：b
2 年齡：

20

3 性別：□ 男

歲
■ 女

4 居住地：彰化
5 教育程度：□不識字
□碩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博士

6 職業/目前狀態：學生/特教系大三
7 聽力障礙程度：左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右耳□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耳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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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8 聽覺輔具：左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右耳□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無聽覺輔具
9 植入人工電子耳年齡：■左耳

18

□右耳

歲
歲

10 日常生活溝通方式：■口語 □手語 □筆談 □讀唇語

■綜合溝通法

□打字 □其他：
Q：妳日常生活溝通：口語都「全靠」聽就 ok 嗎？
b：不一定，看情境決定是否需要讀唇，但我自小並沒有學過讀唇，我以前戴助

聽器時，滿依賴讀唇，但是很吃力，我現在戴電子耳，有時候可以不用讀唇，只
是環境太吵或是對方講話聲音太糊，我也會讀唇，不過我不一定看得懂，有些人
咬字沒有很清楚，或者是語速很快。
三、正式訪談(依照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歷程之順序進行訪問，以受訪者願意
回答問題為主)
(1) Q 為研究者，編碼代號

b

為受訪者。

(2) 妥善保存受訪者給予資料。
(3) 若訪談中出現人名、地名等等足以辨識身分之私人資料，研究者將以代號
表示進行保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
(一)意識自己是聽障者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您何時發現自己是聽覺障礙者？怎麼發現？
b：出生後一年，在醫院進行例行檢查。
2 請問您是否接受自己是聽覺障礙者？為什麼？
b：四分之三可接受，四分之一不接受是因為自己碰到難以做到或面對的事

情而他人卻能輕易達成，所產生的沮喪感。
Q：四分之一不接受的原因是？
b：自我認同的部分吧，有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和別人差異很大。
Q：為什麼覺得有很大差異？
b：別人可能輕易地聽懂他人的話，或者是不須像我刻意傾聽，即能聽懂。

再來，我的口音聽起來不像台灣人，常常被問是哪一國人。。
3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何不同？
b：有部分不同，可能是外觀方面，如：戴著助聽器或電子耳特別顯眼；講

話方面，如：音調或構音異常；與人溝通互動方面，如：特別要求讀唇
或是筆談。
4 請問您覺得家人、學校、社會、政府對聽覺障礙者的態度或相處模式為何？
【家人】
b：以一般人看待。
【學校】
b：以特教生看待。
187

【社會】
b：不太一樣的人。
【政府】
b：不太遠觀。
5 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戴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有何不同？
b：以重度或極重度聽障者而言，助聽器的效益可能不大，但是植入人工電

子耳之後必須積極復健才能展現效益。
(二)植入人工電子耳前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從哪裡得知人工電子耳相關福利服務的資訊？
b：其他聽障友人、網路、醫院、政府宣傳、網路。
2 請問您想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考量因素是？
b：戴助聽器聽不清楚而導致學習、人際互動受挫。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前，遇到哪些問題？如何解決？
b：僅家人對於電子耳的擔憂為阻力。
Q：擔憂是？
b：手術失敗或者是傷及顏面神經。
Q：是醫生告知嗎？
b：不是，幼稚園有一個聽障同學，六歲去開電子耳，第一次開就失敗，開

第二次才成功，而且她那時候傷口很大，大概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不過現在
電子耳手術進步很多。
Q：她是在台灣開的嗎？
b：台灣，林口 OO 醫院。
Q：怎麼解決擔憂？
b：詢問有相關經驗的聽障友人以及聽語專業人員。

→圖片取自受訪者提供。
4 請問當您確定植入人工電子耳時有擔憂或期待嗎？
b：我表達想要聽得更好的期望，動之以情，但會擔心手術風險與可能後遺

症。
5 請問家人■支持□反對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原因為何？期待為何？
b：積極復健，聽得更好。
6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哪種牌子？原價多少？
b：柯利耳，三十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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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左耳□右耳)大概花多少錢？
b：我那時候開刀申請健保補助。
Q：你是怎麼知道有健保可給付？
b：新聞有報導，而且身邊人會耳口相傳，當初去評估開刀時，醫生和聽力

師也有告知並轉介給社工處，好像有部分要自費，開刀耗材吧，健保給付讓
我開刀費用減輕很多，我是申請健保給付，只知道我出院的時候，我只要付
十萬左右。
8 請問您購買人工電子耳是□自付□貸款■家人協助□補助金■健保？
9 請問您如何申請人工電子耳相關的補助？
b：醫院社工局協助送申請文件。
10 請問您申請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多少？
b：不確定，但是自付額 10 萬左右。
11 請問大概等多久時間您才能得到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
b：申請流程很簡單，不會太繁雜，我只申請健保給付的時候，兩個月就申
請通過，我那時候 18 歲以下，還沒成年。
Q：只要到醫院社工局說你要申請健保給付就可嗎？
b：我有點忘記欸，但是我有做聽力檢查、心理評估，以這些相關資料能佐

證我適用於健保給付，那時候有去社工處討論這個。
Q：若政府沒有提供 18 歲以下健保給付，你仍會植入人工電子耳嗎？
b：會，而且我會很積極爭取相關補助。
Q：你覺得政府為什麼只限於 18 歲以下給予健保？
b：其一，小孩具有可塑性吧；其二，國家財庫有限，其三，成年人大多有

經濟能力，而且各縣市政府也有給予補助，畢竟這個真的很貴，如果要是開
放範圍，我們要交的稅越來越多，瑞典還是瑞士 (?)忘記是哪一個國家，社
會福利很好，可是建立在人民繳納許多稅金。
12 請問您有主動告知醫生你過去病史或身體狀況嗎？
b：有。
1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前，醫生、聽力師等專業團隊評估為何？
b：醫生說內耳構造正常，成功率較高，聽力師說聽力過重有植入電子耳的
需要。
Q：不會害怕失敗嗎？
b：不會，而且我術前評估，醫生說我內耳構造正常，手術成功機率較高。
14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要注意什麼嗎？
b：剃掉一小部分的頭髮。
(三)植入人工電子耳中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面對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時，向誰尋求幫助或諮詢？
b：有手術經驗的墊子耳植入者、聽力師、電子耳廠商的專員。
2 請問您走進手術房前的心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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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緊張既期待。
3 請問您植入人工電子手術大概花多久時間？
b：三小時。
4 請問有人陪您一起面對手術嗎?
b：有，家人。
5 請問手術過程中您有遇到哪些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6 請問您如何解決當時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過程中的狀況？(若無狀況請跳過)
(四)植入人工電子耳後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
1 請問剛開完手術後，您本身對人工電子耳的看法或感受為何？
2 請問您剛開完手術後，大腦身體心理適應人工電子耳狀況為何？(例如：頭暈、
頭痛、想吐、發脾氣、憂鬱等等)
備註：問題 1 跟 2 一起回答。
b：我那時候醒來很想尿尿，但是護理師在忙，我動了一下，碰到耳朵剛開
完刀的部位被痛哭，頭暈、耳鳴、植入(開刀)部位有點刺痛，而且開完刀還

要照 x 光。
Q：你左耳有包很大包嗎？
b：還好，而且醫生還包得很漂亮哈哈，我看到我一個朋友去 OO 醫院開刀~

包得很大很醜。
3 請問您面對內心、身體適應不佳時，該怎麼解決？
b：尋求醫師診斷，以休閒娛樂轉移復建的壓力，如：追劇。
4 請問您住院多久？
b：五天。
5 請問您在完成手術後，大概多久時間？聽力師為你進行開頻的動作。
b：開刀隔天一早即開頻。
6 請問您對人工電子耳的開頻有期待或擔憂嗎？為什麼?
b：非常期待，因為想知道電子耳的聲音聽來如何？
7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聽到的是什麼?
b：電流聲。
8 請問您開頻第一聲的反應或心情？
b：充滿疑問，也以平常心看待。
9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成效為何？
b：可聽見高頻音、更輕易聽取聲音(不須費太多精力)。
10 請問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左耳□右耳)的困難為何？
b： 請家人協助復健有困難，時間不易喬好，而且雙方不太有耐心。
Q：妳戴電子耳的困難是請家人復健有困難，請問妳怎麼復健？
b：因為我們時間不固定，我讀大學住在宿舍，我自己去台中科林上課，或
者是多和朋友聊天，多聽 youtube。
(五)復健過程之「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90

1 請問您出院後有參加復健課程嗎？
b：有。
Q：上多久課程？
b：十堂課，大概快要半年。
Q：一堂一小時嗎？
b：對，和聽語教師預約固定的時間。
2 請問您如何知道復健課程的資源？
b：詢問同植入電子耳的朋友。
3 請問您尋找復健過程時有遇到困難嗎？
b：無。
4 請問您參加的復健課程是□自付□補助？
b：不算是補助，但免費。為科林植入電子耳者用戶的方案。
5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是屬於■積極□被動？
6 請問復健過程中您的聽與說程度為何？
b：逐漸進步，因聽到自己講話聲音，所以可以控制發音的準確度，並且自
我調整。
7 請問您聽與說的復健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b：聽的方面，語言治療師重複兩個音的差異，但是無法分辨；說的方面可
能尚未到正確的構音方式。
Q：哪個音？
b：ㄓ ㄕ，捲舌音、不捲舌音 也容易混淆。
8 請問您是否願意持續聽與說之復健嗎？為什麼？
b：願意，期望自己在聽與說可以接近一般人。
9 請問您覺得上完復健課程帶來有何成效？
b：可自我檢視聽與進步情形以亟待加強之處。
10 請問您對於本身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接受度為何？
(例如：使用狀況、保養、維修)
b：習慣成自然，但有時候仍會感到麻煩，因為需要定時充電或是除溼，然
而有時會忘記。
11 請問您對「現在」的自己戴人工電子有擔憂或期待嗎？
b：擔心成效不如預期以及未來耗材的花費，但也希望可以聽得更清楚，期

望未來可以聽得更好，不用一直仰賴他人。
(六)回歸日常生活之「生理需求、自我概念、角色功能、相互依賴」
1 請問您覺得您配戴人工電子耳對您的優缺點為何？
(例如：生活、學業、就業、人際關係)
b：優點是，在多種情境之下可以聽得很清楚，且較有真實感；缺點是，麥

克風仍會吸收許多聲音，以致於在吵鬧環境會聽不太清楚，而且亦感到煩
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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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您對現在人工電子耳的建議為何？
b：提升降噪功能、充電的方便性。
3 請問您對未來人工電子耳的期待為何？
b：外觀能更隱密或是美觀、功能更多元且輕易操作。
4 請問您想給予親朋好友、政府、社會大眾想說的話？
b：沒有。
5 請問您給予未來有考慮植入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之建議或鼓勵？
b：不要認為植入之後就可以聽清楚了，必須定期復健，且不能中斷。但是
努力過後的成果絕對不會辜負自己，並且會對未來人生有所幫助。
6 請問您想對自己說什麼？
b：謝謝自己勇敢做了這個決定，這個決定是非常值得的。
Q：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裝人工電子耳會遇到哪些困難？
b：金錢以及復健。
Q：請問您覺得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能得到幫助有哪些？
b：會對自己更有自信、覺能自在學習、與人溝通更順暢。
(七)聽覺障礙者植入人工電子耳-羅氏適應模式的護理過程
第一層次評估
(行為評估)

b：聽的方面，語言治療師重複兩個音的差異，但是我無法
分辨；說的方面可能尚未到正確的構音方式。
Q：當妳復健過程遇到壓力時，怎麼解決壓力？
b：我遇到壓力的時候，我會追劇或是聽歌，或是大啖美食。

第二層次評估
(影響因素評估)

b：ㄓ ㄕ，捲舌音、不捲舌音 也容易混淆。

診斷問題
訂立護理目標
護理的措施

b：ㄓ有無捲舌音造成混淆。
希望可分清有無捲舌音。
b ：我自己去台中科林上課，或者是多和朋友聊天，多聽
youtube，詢問同植入電子耳的朋友，可自我檢視聽與進步

情形以亟待加強之處。
評價

b：在多種情境之下可以聽得很清楚，且較有真實感，期望

未來可以聽得更好，不用一直仰賴他人。
茲同意參與本研究，此訪談內容確實真實。
受訪者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誠心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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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8 位受訪者親自確認訪談內容真實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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