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病變，因此至今仍有爭議（黃瑞珍、

執行不良；第四次評估在六歲三個月，

郭 于 靚，2008； 藍 瑋 琛 人，2014）。

診斷為口語執行不良合併學習障礙之寫

ASHA（2007）建議使用疑似兒童言語

字障礙。

失 用 症（suspected CAS） 來 描 述 這 些

個案兩歲時在早療中心進行早療評

障礙兒童，兒童言語失用症至今沒有較

估，雖然有發現語言遲緩之現象，但是

周延的流行病學資料，學界認為可能是

以自閉症診斷為主要考量接受早期療育

因為已知或未確定之神經學缺損所導

之服務，個案在 2014 年第一次來到筆

致。

者的語言治療所，當時接受的評估結果
語言理解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扮演

內容如下所述。

了一個關鍵而沉默的角色，一般對於言

由於標準化測驗無法實施，語言治

語失用症的兒童來說，其語言治療方向

療師以非正式的評估與觀察為主。個案

大多為口語的言語輸出，教科書上也介

主訴為自閉症，但是在語言治療室中與

紹治療重點應著重在語言的製造上，像

語言治療師互動時所出現的行為，經臨

是練習、發聲、呼吸、構音及共鳴，卻

床觀察紀錄得知以下表現：

少有將重點放在語言理解上，本文討論
之案例，將介紹一個治療活動中 AAC
介入的過程，並藉此提升個案的語言理
解書寫能力。

1. 個案的眼神接觸良好，在社交互
動上的主動意願高。
2. 個案能夠覺察他人的語調變化，
對於不同的語調所帶有的社交性意義可
以做出適切的回應。例如，語言治療師

參、個案資料

出聲音的時候，個案會主動投以眼神的

個 案， 小 陳， 女，2008 年 8 月 底

關注；語言治療師以身體姿勢做出滑稽

出生，於二歲三個月大時，接受醫療評

的行為並搭配語音對個案說話時，個案

估，並診斷為疑似廣泛性發展遲緩（自

可以在不經提示下，主動面露微笑，也

閉症）、語言發展遲緩、精細動作及社

有主動專注觀察他人等表現。

會情緒發展臨界遲緩；第二次評估在四

3. 在要求下個案可以配合仿說聲音

歲一個月，診斷的結果是發展遲緩；第

與字詞，言語的使用明顯出現語音不清

三次評估是在五歲八個月，經由語言治

晰的表現，語句的長度大約只有 1-3 個

療師臨床評估觀察後，因懷疑其語言表

字 / 次，要求個案仿說的字數越多，語

現建議再做相關的診斷及評估，轉診至

音不清晰的表現越明顯，而個案也出現

埔里基督教醫院，經確診為發展性口語

因為發現自己聲音不能正確模仿而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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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再說的行為，可以在社交鼓勵下，

個案注意，讓個案專注在治療師的動作

可以降低面對自己語言不清晰所表現出

上；治療師在 A4 影印紙上用鉛筆畫出

的害臊或不情願的行為，願意多次嘗

一個十字將紙張分為四個區塊（流程圖

試。

01-02），然後分別用紅色原子筆在左
筆者依據上述表現，做出臨床推

上角空格寫上雞蛋，右上角空格寫上鴨

論，初步排除個案為自閉症的診斷，並

蛋，左下角空格寫上鳥蛋，右下角空格

依據個案的口語表現發現個案有出現

寫上皮蛋（流程圖 03-06）。再接著用

構音音韻的錯誤，要求個案仿說不同

1 公分立方的積木一共 20 個，一次一

語詞，個案口腔部位的動作在言語產

個，依序放在雞蛋、鴨蛋、鳥蛋與皮蛋

出時明顯地出現構音搜尋（articulation

的四個角落中（流程圖 07-10）。這是

groping）的行為。因此，建議家長再

第一輪動作提示，有五輪完全一模一樣

去尋求關於語言病理的相關醫療資源，

的動作，在第一輪時沒有口語提示只有

個案於五歲八個月大時，改至埔里基督

動作示範，連續示範到第五輪，每一輪

教醫院接受早療評估後確診為言語失用

在四個角落裡的積木會以一次增加一個

症之個案。個案也在 2014 年與筆者接

的方式進行，到最後每一格都會有 5 個

觸之後，接受建議將其語言治療的方向

積木（流程圖 11-14）。

加入言語失用症的治療策略。

進行圖 11-14 時，在治療師將第一

從以上所述，有關兒童言語失用症

個積木放在雞蛋的空格裡時，會搭配簡

的診斷經驗也提醒專業人員在臨床診斷

短的口語 “有一個雞蛋”；放第二個

與臨床觀察時，應考量許多可能有共病

積木在鴨蛋區的空格裡時，會搭配口語

現象所出現的臨床表徵，也應考慮其影

“有一個鴨蛋”；放第三個積木在鳥蛋

響診斷的正確性。

區的空格裡時，會搭配口語“有一個
鳥蛋 "，放第四個積木在皮蛋區的空格

肆、視覺提示介入流程與方法
以下將介紹個案視覺提示介入方式
與流程，詳細流程圖請參閱附錄一。

裡時，會搭配口語“有一個皮蛋”。
依照此方式，治療師示範兩輪（流程
圖 11-14）。到第三輪時，治療師讓個

治療教材 : 一張 A4 影印紙、20 個

案自己來放置積木，並示意個案要自己

1 立方公分的黃色塑膠積木、一隻鉛

說出句子，個案可以自己依序說出“有

筆、以及一隻紅色原子筆。

三個雞蛋”、“有三個鴨蛋”、“有

在個案面前先不要使用口語來吸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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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8）。而到第四輪時，會由個案

然後教學者在互動時沒有提供視覺

自己來放置積木，讓個案自己依序說出

提示問了流程 31 的問題，" 蛋全部有

“有四個雞蛋”、 “有四個鴨蛋”、

幾顆 " 個案立即回應 " 蛋全部有幾顆 "，

“有四個鳥蛋”、 “有四個皮蛋”（

由此得知個案使用仿說的方式回應他人

流程圖 19-22）。第五輪和第四輪的步

的問的行為是做了社交上的回應，卻反

驟相同，只是把“四個”變成“五個”

映出個案對語言不理解所採用的迴避方

而已 （流程圖 23-26）。

式。針對此一行為，語言治療師立即使

由流程圖 15-26 可以推論出個案的

用視覺提示幫助個案理解他人的話語，

口語表現，其在接受視覺提示加上簡短

使用了流程 32 的方式，個案便立即出

口語提示下，個案可以依照視覺提示推

現正確的回應方式。語言治療應用了動

論出要說句子的內容，並可以在動態視

態的視覺提示方式進行流程 33-36，個

覺提示下，觀察積木數量的改變而隨後

案都能正確回答問題。依照此階段的表

說出句子的內容，將句子中的數量加以

現，可以推論為視覺提示的使用可以是

改變而不是只有單純的仿說，而且有內

動態隨機的，也可以是幫助個案理解他

部思考的能力。且利用積木視覺的提示

人的話語，增進語言理解的能力有介入

和變化，讓個案在句子形成時，依據所

方式，而非只有提供言語輸出的單一功能。

觀察到的現象當作鷹架，經不斷練習和

語言應順應溝通情境，隨時隨地產

訓練後達到自動化，最後成為內在語言

生變化，進行流程 37 是為了要讓個案

的一部分。

能夠運有已建立的經驗回應他人所要提

接著個案在流程 27-30 的視覺提示

問的問題，個案的表現雖然有可能還是

協助下，個案可以在接受之前的視覺提

會出現流程 31 的不理解，但是在視覺

示加上簡短口語提示下，其可應用本身

提示的協助下，已可正確使用視覺提示

的記憶以及內部思考的能力說出相對應

的策略回答了流程 37 的提問。為了將

的語彙；並在視覺提示下，將使用視覺

聽說讀寫的能力合併在同一個語言治療

提示所習得之語句用來回答問題，不但

的活動之中，進行了流程 38-41，個案

沒有出現不了解題意或是害怕回答問題

不但可以說出正確答案並將其語言輸出

之表現，而且在回答問題時很有信心。

的表現應用在書寫能力上。

這樣的表現，與過去個案常常使用仿說

從以上的介入過程中，可以明顯的

的方式和虛擬故事的社交表現有所不

看出兒童失語症學生，在視覺提示下的

同。

進步情形，不僅在與言的理解和表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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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且也發展出書寫的能力。

境；而在應用視覺提示時，要能配合語
言認知理解的動態過程，以符合語言流

伍、結論與建議

動性之特徵。此能力需要語言治療師立
即且迅速觀察，以分辨個案正確之語言

本文的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理解能力，亦需要語言治療師需隨機進

一、兒童言語失用症的鑑別診斷

行動態調整視覺提示的使用策略能力。

需要多專業的合作以及語言治療師敏銳

四、兒童言語失用症的治療方向

的臨床觀察能力：當個案拿到相關診斷

應多元化同時進行。言語失用症的治療

後，於初次接受語言治療服務時，語言

內容可以有下列幾項：言語動作的訓練

治療師應以語言治療之專業知識，針對

（構音、音韻以及語言清晰度）、語言

關於語言病理的相關臨床表現做出專業

理解能力的增加、視覺提示策略也應盡

上的判斷。若發現個案出現相應之行為

早提供。

不符合其專業判斷時，應立即轉介相關
單位做更詳細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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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視覺提示介入方式與流程圖

05. 治療師用紅色原子筆接著寫上鳥蛋

01. 治療師拿出一張 A4 影印紙

雞蛋

鴨蛋

鳥蛋
06. 治療師用紅色原子筆接著寫上皮蛋
02. 治療師用鉛筆，兩筆劃將紙一分為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四

07. 治療師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雞蛋文
字的區域，並示範語句 " 有一個雞
03. 治療師用紅色原子筆寫上雞蛋
雞蛋

04. 治療師用紅色原子筆接著寫上鴨蛋
雞蛋

東華特教

鴨蛋

民 104 年 12 月

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08. 治療師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鴨蛋文
字的區域，並示範語句 " 有一個鴨
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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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治療師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鳥蛋文

13. 治療師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鳥蛋文

字的區域，並示範語句 " 有一個鳥

字的區域，並示範語句 " 有二個鳥

蛋"

蛋"

雞蛋■

鴨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鳥蛋■■

皮蛋■

10. 治療師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皮蛋文
字的區域，並示範語句 " 有一個皮
蛋"
雞蛋■
鳥蛋■

14. 治療師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皮蛋文
字的區域，並示範語句 " 有二個皮

鴨蛋■

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皮蛋■

11. 治療師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雞蛋文
字的區域，並示範語句 " 有二個雞
蛋"

15.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雞蛋文字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三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雞蛋 "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12. 治療師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鴨蛋文
字的區域，並示範語句 " 有二個鴨
蛋"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三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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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鳥蛋文字

21.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鳥蛋文字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三個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四個

鳥蛋 "

鳥蛋 "

雞蛋■■■

鴨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鳥蛋■■■■

皮蛋■■■

18.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皮蛋文字

22.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皮蛋文字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三個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四個

皮蛋 "

皮蛋 "

雞蛋■■■

鴨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鳥蛋■■■■

皮蛋■■■■

19.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雞蛋文字

23.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雞蛋文字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四個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五個

雞蛋 "

雞蛋 "

雞蛋■■■■

鴨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鳥蛋■■■■

皮蛋■■■■

20.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鴨蛋文字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四個
鴨蛋 "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五個

雞蛋■■■■
鳥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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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鴨蛋文字

鴨蛋■■■■

鴨蛋 "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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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鳥蛋文字

31. 治療師指著所有的區域問 :" 蛋全部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五個

有幾顆 " 個案回答 :" 蛋全部有幾顆

鳥蛋 "

"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26. 個案拿一個積木放在寫有皮蛋文字
的區域，個案自己說出了 " 有五個

32. 治療師指著所有的區域問 :" 蛋全部
有幾顆 " 並將所有區域用鉛筆框起
來之後，個案在回答之前用手去點
數了所有的積木說 :"20 顆 "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皮蛋 "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33. 治療師指著雞蛋和鴨蛋區域問 :" 雞
蛋和鴨蛋共有幾顆 " 並將二個區域
用鉛筆框起來之後，個案在回答之
前用手去點數相對應的區塊的積木
說 :"10 顆 "

27. 治療師指著雞蛋問 :" 雞蛋有幾顆 "
個案回答 :" 雞蛋有五顆 "
28. 治療師指著鴨蛋問 :" 鴨蛋有幾顆 "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個案回答 :" 鴨蛋有五顆 "
29. 治療師指著鳥蛋問 :" 鳥蛋有幾顆 "
個案回答 :" 鳥蛋有五顆 "
30. 治療師指著皮蛋問 :" 皮蛋有幾顆 "
個案回答 :" 皮蛋有五顆 "
雞蛋■■■■■
鳥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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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治療師指著鳥蛋和皮蛋區域問 :" 鳥
蛋和皮蛋共有幾顆 " 並將二個區域
用鉛筆框起來之後，個案在回答之
前用手去點數相對應的區塊的積木
說 :"10 顆 "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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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治療師指著雞蛋和鳥蛋區域問 :" 雞

數相對應的區塊的積木寫下 : 雞蛋

蛋和鳥蛋共有幾顆 " 並將二個區域

有 9 顆、鴨蛋有九顆、鳥蛋有 1 顆、

用鉛筆框起來之後，個案在回答之

皮蛋有一顆等四句話，還可以自己

前用手去點數相對應的區塊的積木

唸出四句話。

說 :"10 顆 "

雞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鴨蛋

■■■■■■■■■ ■■■■■■■■■

鳥蛋■

皮蛋■

39. 治療師將積木隨意變換後，示範寫
36. 治療師指著鴨蛋和皮蛋區域問 :" 鴨
蛋和皮蛋共有幾顆 " 並將二個區域
用鉛筆框起來之後，個案在回答之
前用手去點數相對應的區塊的積木

下 " 都是 3 顆 " 的文字給個案看。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說 :"10 顆 "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37. 治 療 師 沒 有 指 著 任 何 區 域 問 :" 雞
蛋、鴨蛋和皮蛋共有幾顆 "，個案
在回答之前主動用手去點數相對應
的區塊的積木說 :"15 顆 "
雞蛋■■■■■

鴨蛋■■■■■

40. 治療師將積木隨意變換後，要求個
案看與書寫，個案寫出 " 都是五顆
" 的文字。
雞蛋■■■■■

鴨蛋■■■■■

鳥蛋■■■■■

皮蛋■■■■■

41. 治療師將積木隨意變換後，寫出 "
雞蛋 + 鴨蛋 + 鳥蛋 + 皮蛋 "( 搭配雞
蛋加鴨蛋加鳥蛋加皮蛋 ) 的文字。
由個案填空 { 全部 __ 顆 } 的題目，

鳥蛋■■■■■

皮蛋■■■■■

個案在看到題目之後點數了積木之
後填上 20.

38. 治療師將積木隨意變換且沒有指著
任何區域問 :" 雞蛋、鴨蛋、鳥蛋和
皮蛋各有幾顆 "，並要求個案寫下
來，個案在回答之前主動用手去點
東華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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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
■■■

鴨蛋
■■■■■■■■

鳥蛋
■■■■■■■

皮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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