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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想瞭解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的現況，並分析大專聽障

生個人背景變項、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之間的關係，探討這些變項對其生活品質

的預測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其有助於聽障生、學校、家庭、社

會福利行政單位或其他相關研究工作者對於大專聽障生的輔導或安置等，提供後

續研究的參考。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邀請台灣地區 29所大專校院之資源教室，研究對

象為大專聽障生採取方便取樣，共有 159份有效問卷。研究工具為「基本資料」、

「人際行為量表」和「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依據問卷回收

資料與統計結果所得，以描述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

關、階層多元迴歸，將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簡述如下： 

一、目前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上，其關係量尺和肯定量尺平均數高於與一般生

常模團體。 

二、不同家庭經濟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大專聽障生家庭經濟

狀況較不佳，則其人際行為表現較不佳。 

三、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因就讀地區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北部地區生活品質

情形上比就讀南部地區感受較好。 

四、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因就讀校制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讀大學之生活品質

低於技術學院之生活品質分數。 

五、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因就讀溝通方式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使用單純口語之

生活品質高於使用綜合溝通之生活品質分數。 

六、 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因其家庭互動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結果顯示，清寒以下之聽障生家庭其生活品質滿意度較不佳。 

七、 人際行為各層面與生活品質各層面的相關，皆達相關顯著。 

八、 就讀地區、家庭互動關係、家庭經濟狀況、人際行為之肯定量尺能有效預測

其生活品質。  

關鍵字：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生活品質 



Th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o help counsel and arrange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and relative school, families, social welfare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research workers’ 

future studies.  

 The study adopt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hich invites 29 resource rooms 

of college in Taiwan. Research objects are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samples is 159.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Basic Background Questionnaire, Interpersonal Behavior 

Survey, WHOQOL-BREF. According to the data on questionnaires and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The collected responses of participants are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etc. The main finding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Mean of the relationship scales and assertiveness scales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is higher than norm groups in interpersonal behavior. 

2.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in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between family economy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poor 

family economy show poor performance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3. Ther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about school district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The mean of northern region is 

better than southern region in the quality of life. 

4.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about university system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The mean of attended university is 

lower t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the quality of life. 

5.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about communic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The mean of using simple spoken language is 

higher than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quality of life. 

6.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about family interactions and 

family economy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Satisfac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under the poor family is worse. 

7.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quality 

of life.  

8. School district, family interactions, family economy, and assertiveness scales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survey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interpersonal behavio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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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海倫凱勒曾說：「視力障礙將人與事物隔絕，但聽力障礙則將人與其他人隔

絕。」此話顯示聽覺在人類溝通之重要性，不論成人或兒童，聽力障礙會大幅降

低個人與社會溝通之意願與能力，進而導致人際關係之孤立與隔絕（劉殿楨，

2005），由此可知聽覺能力對人類的生活型態影響甚大。人們的互動模式都是必

須透過溝通來傳遞彼此的訊息和建立關係，一旦聽覺感官能力受損後，不僅自身

的人際關係會受到影響，而身處周遭的生活品質內容也會產生變化。 

 研究者以自己在大專校院資源教室的工作過程中，透過實務工作當中真正與

身障生接觸的機會，其中尤以聽覺障礙學生(以下簡稱為聽障生)為接觸互動最多。

因本身先前沒有接觸過聽障生的經驗，不知要如何與他們相處？深怕自己的一舉

一動會造成對方的傷害或誤會，以為用誇大的肢體動作或嘴型來與他們對話溝通，

希望可以讓他們更清楚話中意思，沒想到成效不彰反而造成溝通困擾。在聽障生

與一般人人際互動上，遇到新事物或建立關係時，可能聽覺障礙在聽覺的限制，

導致資訊吸收有限，對於信任的釋放程度也會受到影響(郭怡廷，2011)。但因聽

障生的障礙程度和個人表達方法等因素的不同，而間接影響生活品質的滿意度，

而透過依據 Schalock(2004)研究中將 16篇有關於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做歸納分

析，發現以「人際關係」之範疇含括比率最高，可見人際關係之行為表現會影響

到生活品質的好壞。 

 一般人認為聽障生因口語溝通能力受限，通常認為他們具有二種以上溝通能

力，例如讀唇、手語或是筆談敘寫等溝通方式來輔助表達，但實際上這些表達方

式卻需要花費較多時間，才能讓對方瞭解，研究者在大專院校資源教室的服務過

程發現，由於聽障生受限於聽覺和口語表達能力，常導致他們在人際互動產生許

多挫折，一方面埋怨自己的生理限制，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與同儕建立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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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進而產生人際互動壓力，連帶周遭生活的互動程度相對受到影響，不滿意

自身現況生活的發展，進而不繼續升學或暫停學業階段去就業打工，後續申請復

學機率不高，此情形為數不少，實際觀察這樣的情形大多在障礙程度中度以上的

聽障生身上較容易看見，所以研究者欲探討聽障生是否因人際行為的表現，其擁

有的資源和互動策略，影響他們生活品質的結果，是否有所不同之處。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壹、現況分析 

 隨著民主社會的演進，社會大眾的聲音逐漸被聽見，期望恢復其該有的地位

平等與權益，連同身心障礙者族群也不例外，不管是在教育學習或就業輔導等方

面期望有明顯的社會保障，來維護他們應有的權利。當此趨勢聚焦在教育學習上，

在現今以回歸融合教育為主流趨勢，伴隨多元入學方案和身心障礙學生獨立招生

甄試的實施辦法的施行，身心障礙學生的升學管道也隨之增加，依據教育部歷年

統計數據可知，從 88 學年度大專校院輔導的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是 1,548 人，截

至目前 102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已經增加至 12,627人（教育部，2014），由

這些數據可知，國內教育已提供多元的升學管道，以及相關的特殊教育輔導措施

配合之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的人數已大幅持續增加，大學畢業不再是

遙不可及的境界。其中以障礙類別來看，除了肢體障礙的學生占最大多數之外，

其次為學習障礙、身體病弱之障礙類別，其中聽覺障礙排序為第四順位，目前共

有 1,233人，約佔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的 10%。 

 在廣開升學大門的當下，反而需要進一步去反思此現象，當大量的身心障礙

學生湧入大專院校就讀，以學校方面來說，是否事前提供和準備配套措施給這群

學生們？根據障礙類別與障礙程度的不同，另外再加上個人需求的背景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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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接受縝密且妥當的教育安置計畫或資源介入，他們很容易會成為一群淪為

在學校中隨波逐流的邊緣族群，是值得我們去重視的主要議題。 

由於近年來提倡融合教育之教育方式，將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在普通的班級當

中，在大學階段也不例外，然而有些身心障礙學生實際安置在融合環境中，非但

沒有增加理想中與一般同儕的社會性互動，反而產生更多人際關係不佳的問題

（林純惠，2008）。大專校院的身心障礙學生因生心理之缺陷，造成學業學習、

生活適應、人際互動等方面出現許多困難，而人際關係的困擾目前是臺灣大學生

生活壓力的來源之一，人際關係問題也是影響大學生生活適應與學習的主要因素

（劉玉華，2004；潘正德，1996），再加上研究者工作先前的經驗觀察之下，擔

憂聽障生之族群會顯現更多行為或生活適應的問題。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多數身

心障礙學生在大專校院中仍然有生活適應上的問題，包括學業學習、人際互動、

心理情緒、學校生活等方面（許天威、蕭金土、吳訓生、林和姻、陳亭予，2002；

陳麗如，2008；許雅惠，2009）。 

融合教育的觀念提倡，雖然增加聽障生和人們的互動機會，但因為溝通方式

和社交行為的錯誤使用，而增加認知誤解和同儕間衝突的機會。這些問題的來源

有很多種，但是以人際接觸的活動居多，對於他們來說，人際行為更顯得重要，

其中主要是來自於身心障礙學生沒有良好的自我接納，可能造成自卑、膽小的傾

向，以及部分身心障礙學生過去長期處在封閉的特殊學校，因此進入大學後，一

個開放而自主的學習場域，面對大眾常會感到不如別人，也不確定別人對自己的

接納程度有多少？或是如何讓他人瞭解自己的需求？於是大多數的身障生在人

際互動上大多採取被動且退縮的行為模式(許雅惠，2009)。 

另外研究者特別注意到有部分的聽障生不願意佩戴助聽器之輔具設備，經過

進一步詢問和瞭解後，他們表示認為配戴後那是一個標記現象，雖然聽力有所增

加，但擔憂外界的眼光和批評，反而造成人際溝通上的困難，有時無法融入一般

同學的生活圈子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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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資源提供 

 在國內教育制度中，教育部為使身心障礙學生在大專校院能獲得更適切的教

學和生活適應，並協助其適應大專校園生活，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24 日教育部

修正公佈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每年皆

有補助各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協助輔導校內身心障礙學生，包括解決他們的學習、

校園生活、生涯發展等困境與問題。其法規實施要點的補助要項，包括有：資源

教室開辦及行政事務設備、協助同學工作、教材及耗材、輔導人員工作、課業輔

導鐘點、學生活動、點字業務、會報等經費補助（教育部，2013）。其設置目的

主要是協助大專身心障礙學生適應校園生活，並以支持性的服務為主，服務目標

在建立身心障礙學生有公平且無障礙之學習環境、以及培養學生主動求助與積極

尋找資源的能力、提升學生在自我負責的態度、強化學生自我認同及互助精神等

方面，積極適應大學生活，順利完成學業。期盼不只是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們在教

育水準上的提升，在身心靈方面也能有更完整的協助。現今各大專校院為提供支

援與輔導身心障礙學生，「資源教室」已成為主要的輔導與服務模式（林坤燦、

羅清水，2008）。 

 仔細觀察大專生的生活層面，不難發現其與家庭、同學及朋友等對象接觸機

會最頻繁，而生活中與學生情緒息息相關的事件自然是學業、人際和健康，當溝

通或接觸受到阻礙的時候，是否會影響全面的生活素質？其中包括生心理健康，

以及人際行為表現等方面。 

 因此，本研究欲綜合整理大專聽障生相關文獻的研究，探討大專聽障生的人

際行為和生活品質，藉由此研究設計來探討臺灣地區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結果，

對於其生活品質有多少相關程度？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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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學時期，正值發展人際關係的培養期，而大專聽障生處於學校環境當中，

在人際互動與接觸上需要透過溝通的方式去進行交流，但因聽覺障礙而造成在交

流訊息中有所限制，想要藉由人際行為結果對生活品質的影響，瞭解是否在擁有

人際行為程度良好的聽障生，會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尋求協助，可獲得親人、師長

或同儕朋友之間的幫忙，進而使生活品質有所提升。 

 探討目前大專聽障生在學校環境中，在學習學校課業之餘，其人際行為策略

表現為何？是否會因地區環境、障礙程度等其他因素而有不同的影響？或因性別、

就讀地區、學制、校制、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

庭經濟狀況的不同有所差異？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共有四項如下所示： 

一、 調查目前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現況。 

二、 探討大專聽障生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學制、校制、

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狀況)，

與其人際行為的關係。 

三、 探討大專聽障生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學制、校制、

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狀況)，

與其生活品質的關係。 

四、 探討大專聽障生的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學制、校制、

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狀況)、

人際行為對生活品質的預測力。 

貳、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主要在於探討以下四項研究問題： 

一、 比較大專聽障生之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學制、

校制、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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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其人際行為是否有顯著差異？ 

二、 比較大專聽障生之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學制、

校制、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

狀況)，其生活品質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 探討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是否有顯著相關？ 

四、 探討大專聽障生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學制、校制、

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狀況)、

人際行為對生活品質是否有預測力？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大專聽覺障礙學生 

 依據特殊教育法中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定義，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

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教

育部，2013）。聽覺障礙係指個體無法有效地以聽覺接受訊息，導致嚴重影響其

語言的接受與表達。依據民國 101 年 9 月 28 日教育部修訂之「身心障礙及資賦

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標準」第五條，所稱聽覺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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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

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障礙，導致對聲音之聽取或辨識有困難者。 

 本研究以登錄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大專聽障生為主要受試對象，並持

有身心障礙手冊且於 102學年度就讀於大專校院，主動聯繫各校資源教室老師，

邀請主動願意填寫調查本研究問卷之受試者。 

二、人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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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行為是藉由人際關係的互動所組成產生出來的行為結果，兩人或兩人以

上的人際互動過程中，個體所主動表現出的行為(郭孟瑜，2003)。而涂文秀（1999）

認為人際關係是一種人與人為了達成某種目的的交互作用，而此交互作用會使人

相互影響或依賴。 

本研究所謂的人際行為，採用柯永河、林幸台、張小鳳審譯的人際行為量表

（IBS），其中包含肯定量尺、效度量尺和關係量尺之各分量尺的分數來測量大專

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表現。 

三、生活品質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對生活品質的定義為

「個人所在生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對於自己生活的目標、期望、標準、關心等

方面的感受程度，生活品質包括一個人在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度、社會

關係、個人信念及環境等六大範疇」（WHO，1993）。 

 本研究以WHO分類模式為主，採用姚開屏編譯的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

活品質問卷（WHOQOL-BREF 臺灣版）為調查工具評量範圍包括有生理健康、心理

健康、社會關係、環境範疇等四大方面。以大專聽障生自填的調查方式，依據最

近兩個星期為時間參考點，由聽障生自評目前的生活品質情形，瞭解目前大專聽

障生的生活品質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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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主題和研究對象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本章節共分為三個部分。第

一節為人際行為相關理論與影響因素，包括人際關係等理論與大專聽障生現況；

第二節為生活品質相關概念與研究探討；第三節則是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互動

程度探討研究，包含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共同影響因素。將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人際行為 

壹、 人際行為之定義 

 在社會環境當中，人類常以群居的方式生存，在人際活動上會以多數為聚

集交流和分工合作之情形，所以人們在接觸的過程當中，會產生出人際行為，而

人際行為是藉由人際關係的互動所組成產生出來的行為結果，兩人或兩人以上的

人際互動過程中，個體所主動表現出的行為(郭孟瑜，2003)，可見人際行為與人

際關係互為一體兩面，而人際關係可說人與人達成某種目的的交互作用，而交互

作用會使人相互影響或依賴（涂文秀，1999）。因此人際關係是建立在兩個人以

上，彼此互動在情感、行為、認知等各方面所產生彼此共有且認可的關係，藉此

關係或行為來滿足社會互動的需求(蔡淑慧，2005)，在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經營的

過程中，產生出來的行為結果正是人際行為本身，欲討論人際行為可先從人際關

係層面與理論探討之，更能瞭解人際行為的內容。 

 Newcomb（1953）則認為人際關係就是個人為了維持社會互動，彼此的目標

所採取共同行動，人際關係是多向互動，接觸範圍可包括親人、同儕、朋友等類

別，不同的人際交往模式會造成有不同的人際互動型態和結果。若是個體無法具

有或學習與人相處的能力時，易產生被排斥和沒有被認同感之情形，容易脫離群

體的生活圈，使個體與正常生活脫軌，所以在人際關係和互動上足以影響著生活

當中的全部事物，因此人際關係的建立與存在，帶給人們在生活中扮演極為關鍵

的角色，重要性可見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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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際行為的發展階段 

 社會隨著時間在變化，人們因年齡與環境的不同，人際行為也會有不同的改

變，從出生後的自我探索到成年獨立自主與他人一起合作，隨著每個成長階段的

不同，人際關係與行為也會因應所調整。人際關係是動態的不斷地改變，發展上

也是有階段性的，屬於動態的關係變化，DeVito（1994）認為人際關係的發展可

以分為六個階段，包括接觸期、涉入期、親密期、惡化期、修復期和解體期，詳

細說明如下(引自顏柏霖，2010；陳皎眉，2004)： 

(1) 接觸期 

接觸期是人際關係的起端，當陌生的兩人第一次見面時，彼此會互相觀

察對方，在四分鐘左右的時間內，就決定是否接受對方，是否會想繼續

與對方來往，所以可見在第一次接觸給人的印象是十分重要的。 

(2) 涉入期 

若在接觸期相處中，彼此都有好感且不排斥，就會進入此階段。在涉入

期中，雙方會想進一步的認識對方，包括人格特質、價值觀、興趣和嗜

好，優缺點的特質都會顯現出來。假設雙方彼此能繼續相處融洽且談得

來，就會進入下一個階段為親密期；但若是雙方發現彼此的差異性過大

時，則雙方的距離可能會有保持中立或逐漸遠離的趨勢，成為普通的朋

友，繼續留在涉入期當中。 

(3) 親密期 

在此階段中，對方彼此可能會有互相的承諾，隨著相聚的時間逐漸增加，

彼此談話的內容與深度也會漸漸深入，如果彼此的感覺相處融洽，就會

繼續維持親密期的關係；反之，若雙方隨著相處的時間增加，在相處的

過程中出現較多的摩擦與衝突，則有可能進入惡化期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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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惡化期 

若雙方在親密期中出現的衝突或摩擦沒有辦法有效的化解下，就會進入

此階段。一旦雙方因為衝突、外在環境的改變、彼此個性不合等因素，

而使親密關係開始變質時，就是進入惡化期。衝突的產生原因可能有很

多種，但是可以順利解決雙方衝突的問題下，則彼此的友誼會變得更加

堅固穩定，回到親密期。如果雙方衝突無法順利解決，則可能會消除彼

此的關係，進入解離期的階段。 

(5) 修復期 

此時期介於親密期與惡化期的過渡期，是具有選擇性的，若惡化期之後

個體可能選擇修復這段關係，則進入修復期。第一階段是內在修復，個

體首先會檢討自我缺失或修正預期。其後是人際修復階段，可能會和這

段關係中的其他成員討論關係中的問題，以及雙方願意付出的解決方法。

若修復成功，則雙方關係將會繼續維持下去。 

(6) 解體期 

如果進入此時期的階段，可能是無法修復、直接經由惡化期而來，或是

修復失敗所致，也代表雙方的人際關係結束了。人際關係解體的原因有

很多，可能因為言語、時間或空間的限制，導致之間關係自然而然就淡

化或惡化，而中止彼此的人際互動與交流。 

 透過以上人際發展的階段，可瞭解人際關係的變化與階段演進，從由陌生到

認識熟悉，經過親身相處之後，依據自己的興趣和喜好等特質再來判斷是否要繼

續維持或保持距離，這些都是經由互動後瞭解所產生出人際行為所下的決定。 

參、人際行為的功能 

 當人際關係的建立之後，到底會帶給人們有多少幫助？又具有什麼樣的功

能？Derlega 與 Janda（1981）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是可以滿足人類許多需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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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人際關係具有下面幾項功能(引自洪贊發，2013；張學善、林旻良、葉淑文，

2010)： 

（一）人類生存的需求：剛出生的嬰兒需要成人的保護，才得以順利成長，而人

們喜歡組成各式團體，以增加保護自身的力量，來減低外來的威脅。 

（二）免於寂寞的需求：在團體中生存，必須要有親情、友情、愛情等的滋潤，

以降低寂寞感，所以個人應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以滿足渴望同伴

的需求，來避免孤獨所帶來的傷害。 

（三）尋求認可的需求：透過觀看他人行為，檢視自身行為的合宜性，將有助於

個人之人際關係的提昇，並建立自我價值。 

（四）個人成長的需求：和諧的人際關係，可促使個人不斷的探索與接納各種人

際關係的提昇，使生活更完滿快樂。 

 除了上述所提出的四種人際關係的功能之外，陳皎眉(2004) 則認為儘管各

種關係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功能，但大部分的關係都有下列四項功能： 

(一) 減輕寂寞：人為什麼需要跟別人接觸，因為可以減輕消除孤獨感，希望有

人關心、有人喜歡。親密關係使人確信，當需要人際接觸時，能夠有人真

的關心而且會一直在身旁。 

(二) 尋求刺激：人類需要刺激，沒有它人類會退縮甚或死亡，人際接觸便是獲

得刺激的最佳來源之一，人類有各式各樣的需求與興趣，所以需要不同的

刺激來豐富生命。 

(三) 增進自我瞭解：人際關係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增進自尊和自我價值。只要有

人與你分享，使你覺得自己是可取的和值得被愛的，藉由和他人接觸、透

過他人我們得以瞭解自己。 

(四) 滿足需求：人們需要與人分享好事以及情緒和生理上的痛苦。人際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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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增加快樂減少痛苦。 

 綜合言之，人際關係的功能促使人們減輕寂寞、尋求刺激、增進自我瞭解、

滿足需求等，尋求更豐富的生活內容，讓人類在生活當中有所共同分享和承擔其

中的酸甜苦辣，透過多方的互動之下，也讓自己有能宣洩和依附的機會，更認識

自我和探索外界。 

肆、人際關係之理論 

 基於人際關係的理論學派相當多，在本研究中整理並列出四項較為重要的

理論學派，包括人際需求理論、人際關係人格論、社會交換理論、符號互動理論

等理論內涵，詳細說明如下： 

一、人際需求理論 

 人際需求理論方面，由 Maslow建立出動機階層理論，將人的需求分為五個

層級：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隸屬與愛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由此

理論可以看出，在滿足第一、二階層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後，人們下一步

會產生人際關係互動的需求，屬於愛與隸屬的領域。而 Schutz 於 1973年進一步

提出人際關係三向度(three-dimensional theory)，認為每個人都有人際關係的

需求，人際關係的需求可以分為三類，即接納(inclusion)、控制(control)和情

感(affection)三方面需求，不同需求類型的人，會發展成不同的人際反應特質

(引自郭怡廷，2011；吳怡禎，2004)。 

1.接納(inclusion) 

  接納的需求即歸屬的需求，是存在團體中的欲望，亦是一種覺得自己重

要有價值而且被愛、被關懷的感覺，雖然每個人滿足這種需求的人際互動量

有差異，但一般而言，每個人都有這方面的社會性需求，個人如果被團體接

納，則不會感到孤寂，反之較少接納需求的人，常常與別人保持距離，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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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向、退縮。 

2.控制(control) 

  控制的需求是成功地影響周遭人事物的欲望，指個人在權利、人際間影

響力及權威之前做的決定的過程，與接納需求相同的是，每個人的控制需求

是有所差異的，控制需求低的人，服從權威但規避責任，不做決定且不願承

擔責任，控制需求高的人，競爭性強烈，但需要時時駕馭他人，否則會焦慮

不安，然而亦無法擔負做決定的責任，唯有控制需求適當的人，才可能適度

地被人控制並控制別人，並有信心去調整自己的角色。 

3.情感(affection) 

  情感的需求即是愛的需求，反應出一個人表達和接受愛的欲望，情感代

表兩個人之間親密的情緒感覺，尤其指不同程度愛與恨的感覺，情感需求太

少的人常避開人群，不談情感的事，也不信任自己的情感。另外一種情感需

求過度強烈的人，則極端需要別人喜歡，藉著別人的喜歡來減輕內心的焦慮，

唯有情感需求適中的人，才能接納別人的情感或拒絕，來滿意自己的人際關

係。 

二、人際關係人格論 

 人際關係人格論(Theory of Personality)由 Sullivan 在 1953年所提出，

強調人格是人際關係交互作用的結果，進而建立了「人際關係的人格論」（引自

鍾思嘉，1984），其主張人格之研究，必須依附具有人際關係的社會情境，而人

格研究單位是人際關係，不是個人（Corey，1982）。相信每一個人出生後，就有

想獲得「人際安全」（interpersonal security）的衝動，因而當人際關係的安

全受到威脅時，就會產生焦慮性的緊張，尤其對兒童而言，其焦慮或其他心理疾

病的成因，大多是和父母或發展乃是個人在其生活環境中與他人繼續不斷交往適

應的歷程，此一人際交往歷程起於出生後母親的教育方式，經同儕、成人，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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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愛情關係等，是人格發展中人際關係的重要事項（陳騏龍，2000）。 

 此理論強調影響個體的人際互動的因素，來自於早期與父母親互動的結果，

因為在此發展的過程中，嬰幼兒心理、生理上的需求通常完全依賴父母親的給予，

如果這個時期個體缺乏父母給予的愛與關懷，則容易影響人際的不安全感與焦慮

(引自郭啟瑞，2005)。Sullivan認為個體幼兒時在發展自我系統(self-system)

時，會依據與父母之間重複的互動形成人格，進而延伸到其他人際關係中，並且

不斷從他人的評價，以及因他人評價而影響到自己對自己的評價的過程裡，認為

自己是「好的我」 (good-me)或是「壞的我」 (bad-me)，而「壞的我」會使個

體產生焦慮(引自郭啟瑞，2005；詹秀葉，1999) 

三、社會交換理論 

 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是由 Thibaut 和 Kelley在 1958

年所提出的，認為在人際交往互動的關係中可藉由酬賞（reward）和成本（cost）

的互換來加以瞭解，並且人們常期待高酬賞低成本的互動（曾端真，1998）。酬

賞包括物質性的酬賞，或能滿足對方心理需求的語言和非語言行動；成本是為了

維持繼續的關係所必須付出的時間、金錢或精力等。交往的過程中，酬賞與成本

會相抵，而得到一個正或負的結果（黃淑玲，1995）。 

 除此之外，個人願不願意與對方交往，取決於個人的「比較水準」

（comparison level）及「其他選擇的以較水準」。「比較水準」指的是一個人從

酬賞與成本產生的互動關係中，期望得到的最低結果；而個人的比較水準是不同

的(引自林芝妘，2013)。而『其他選擇的比較水準』則指個人預期從其他互動得

到的最好結果，除了酬賞與成本相抵，以決定是否持續當前的人際關係外，還有

考慮有無其他選擇的結果優於當前的關係（李美枝，1991）。如果不滿意目前的

關係，有沒有更好的關係可供選擇，則個人可能一直處於不滿意的狀態。 

四、符號互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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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互動理論是社會學理論中用來探討人際關係的一種學說，又被稱為人

際交流理論，從微觀的角度來探討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歷程。認為社會

主要是由一群互動中的個體所組成，社會之所以會不斷地變遷，正是由於個體的

互動行為在不斷的做調整以及做修改的動作，同時主張社會學專注於研究個人再

由複雜活動所形成有組織的社會背景裡，如何去處理個人身處其中的活動方式，

同時認為社會行動的過程構成社會，而行動包含詮釋，進展是出人意外具突發性

的，且存在一個共同行動形成的過程(引自郭怡廷，2011)。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行為，並非根據直覺來反應，而是要經過思考、分析與詮釋，然後才會針對他

人行為的意義，來產生相對應的行為。人際之間行為大多是透過語言或文字等符

號所產生，並不單單僅是透過個體間的直接接觸所產生(鄭佩芬，2002)。 

 主要的提倡者是 Mead及 Blumer，該理論指的是人際交往過程以及其中諸

多特性。符號互動論提及個人對於他人的行為是經過思考而反應的，並非直覺，

人際行為需透過語言文字等抽象的符號來進行(引自徐西森、連廷嘉、陳仙子、

劉雅瑩，2002)。 

 

刺激              反應 

圖一 符號互動理論圖示(郭怡廷，2011) 

 綜合以上整理，人際關係四大項相關理論得知，人際關係乃指人與人之間

為了某些目的而產生互動關係，如同社會交換論所提及基於生理上的需求與人建

立關係，來達到自己的預期目標，開始有比較酬賞和人際行為的模式產生。另外，

來自人際需求理論提到因人類的基本心理需求，需要透過外界人際互動，給予個

體支持與認同，學習接納與控制情感。 

 人際關係人格論當中對於父母的早期人際互動對人關係發展影響甚大，身

心障礙者早年生活經驗中，與父母或重要他人所建構的依附關係，可能會受其心

個人詮釋 

(抽象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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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生理的缺陷影響，進而可能影響依附內在運作模式，以及日後之人際互動模

式與其衝突因應方式（許雅惠，2009）。透過符號互動理論的原理，對於聽障生

來說，語言的溝通因為生理的限制而有影響，雖然無法與一般人接收相同的訊息

與語音訊息刺激，但仍可藉由視覺刺激或替代輔助溝通工具來傳遞訊息，仍可反

映至外界表達自我的行為反應，先暫且不論行為反應的適當性。 

 整體來說，藉由以上四個人際關係理論的內容說明，協助呈現目前聽障生

的人際行為情形，更可以看出聽障生當中的人際行為之運作模式與因應方式。 

伍、聽障生的人際行為 

  人際關係即從我們小時候就開始建立，不僅在兒童時期是由父母帶領人際的

接觸，身邊最親近的人互動和交流，接著在求學時期除了父母之外，就屬學校老

師和班級同儕互動居多，將自己的人際關係範圍更將擴展到外界，過程的行為結

果，就取決於人際互動的好壞和吸引力，以目前就讀大專校院的聽障生來說，究

竟在人際行為這一領域是否有明顯的困擾？ 

 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身障生在大專校院出現諸多在學業學習、生活適應、

特殊活動或社交生活等方面適應問題，身障生在人際適應和情緒處理上，普遍感

到困難，而且因應挫折的方式較傾向自己克服，少向外界申請協助（何慧玥，1992；

許天威、蕭金土、吳訓生、林和姻、陳亭予，2002；萬明美、張照明、陳麗君，

1997）。由此可知，身障生在就讀大專校院時期，面臨跟以前國高中職以往不同

的教育方式情形下，生活模式產生了改變，是否有能力在校內尋求資源和適應，

是值得去關注的地方。對身障生而言，除了滿足其學習方面的需求，同時也必須

重視其社會適應、問題行為以及人際行為等方面的問題。Cowen(1993)指出大專

校院身障生，必須通過和他們非障礙同儕一般的適應歷程，但由於他們的障礙因

素，使得必須面對額外的挑戰。 

 研究者以自身在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工作服務經驗中，觀察到身心障礙學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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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人際關係面臨困難之際，大多都採取迴避或是否認方式來帶過，下次再互動

時更難融入班級同儕相處中，其中尤以聽障生之族群為最明顯。 

一、聽障生的特性與特質表現 

 聽障生從高中職升學到大專校院環境，可選擇事物和時間管理的自由度更大，

不僅能選擇自己想要的課程修習，並且參與不同的社團活動，在衝刺課業之餘有

更多的機會接觸人群，提高自我的價值性，發展更多元的興趣與專長，但在聽障

生的學校生活中，似乎不太樂觀，由於先天生理的限制影響，聽障生在智力發展、

語文理解、數理能力等項目皆低於一般生，其中更顯示在普通班級的聽障生自我

價值感低於啟聰班的學生(林寶貴，1994)。在大學中常發生有蹺課、休學、退學、

教授放水加分等情形，且自我價值感低落，人際關係顯得較為困難(林真平、陳

靜江，2003；黃婷婷，2005)。聽障生除了在家環境為時間最長之外，其次第二

環境就屬在學校環境當中，而聽障生在學校的表現，往往影響在未來人際相處上

與就業準備度的關鍵，而在聽障生的特質方面，以下詳細列點說明之。 

（1）社交技巧薄弱，在同儕團體有溝通和社交孤立問題。 

 聽障生在生理的限制之下，容易導致與一般人有不同的生活樣貌與特性，較

容易有消極的行為表現，如固執、自我中心、缺乏內省控制、衝動暴躁、易受暗

示及社會性不成熟、缺少興趣、沮喪、情緒控制不良與日常生活缺乏彈性等(陳

景圓、董旭英，2006)。在溝通管道出現限制後，在生活適應上就會有所影響，

其問題癥結也就容易浮現。 

 研究者先前在大專資源教室的工作經驗與觀察，聽障生絕大多都與具有相同

障礙的同儕相處在一起，不管是在課前課後都在自己的人際範圍圈子打轉，較少

與一般學生一同行動。在同儕同學與他們相處當中，當班上出現聽障生時，缺乏

認識他們身心特質的觀念下，不知道如何與其建立關係？易造成他們本身相處互

動的壓力，怕自己的一舉一動或發言會傷害到他們，所以大多採取觀望和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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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方式來應對。 

（2）自我概念較低 

 自我概念是指個人對自己多方面的知覺，其中包括個人對自己性格、能力、

興趣、慾望的瞭解，自己和他人及環境的關係，個人對處理事務的經驗，以及對

生活目標的認識與評價等，自我概念是個人根據以往生活經驗對自己的看法(張

春興，1995)。聽障生是否本身能接納障礙的事實，是影響聽障者自我概念與適

應問題的相關因素(李碧真，1992；張蓓莉，1985)。聽障者常有自貶、無助感、

無能力等負向的自我觀點，能夠接受障礙存在的聽障者，則在自我概念上有較為

正向肯定的看法 (李毓貞，2006)。另外高敏慧(1995)和張淑品(1999)在成功的

聽障人士之生涯歷程與心理特質的分析中，歸納發現：正向的自我概念、高成就

動機、並能接納自身聽障的事實，是影響聽障者成功的重要特質與因素 (引自李

毓貞，2006) 。 

 在聽障者來說，較難與同儕建立親密的關係，感覺在學校有被隔離且孤單較

低的自尊感，所以在聽覺障礙本身會影響聽障者對自我的看法，就看自己如何去

解讀障礙和外界給予的資訊刺激，轉換成自己的概念所吸收，也是聽障者必須面

對的另一個課題，若能以正向肯定的自我概念去出發，則在生活上有較佳的行為

表現。 

（3）認知固著性強，自我中心 

 聽障生容易以自我為中心，以自身的角度去觀看社會環境，以及對他人做出

錯誤的推論和回應，所以在別人看來，聽障者有時缺乏敏感度，無法在當時做出

正確的判斷與回應行為（陳景圓，2005）。 

（4）情緒控制不佳 

 聽障生在緊張的狀態下容易有攻擊性的反應，導致人們會認為生氣發怒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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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反應是聽障者的特徵，聽障者容易有消極的表現，並不是他們與天俱來都會有

此結果，通常都是周圍環境所造成的結果，尤其是在周遭一般人對他們的負向態

度和刺激下，常使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導致有情緒不穩、不合群和缺乏自信心的

心理問題，會使得比原本的聽覺障礙問題更加嚴重（吳怡禎，2004）。 

二、聽障生的人際模式 

 對於身心障礙大專生而言，由於本身身心狀況較一般生特殊，因此所引發

情緒的刺激事件也可能較一般生多。 Adler 於 1907 年發表「缺陷器官與其心

理補償之研究」，說明生理的缺陷或不健全的器官，將造成個人強烈的自卑感，

而尋求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補償(引自王振德，1997)，例如聽障生由於溝通上的

障礙導致受限的經驗，其適應能力常不如一般同儕朋友。何慧玥(1992)提到 

Murphy 和 Newlon 以八所回歸主流大學聽障生為對象，其寂寞感顯著高於一般

同儕；而 Foster &和 Brown 對 20 名以當地學校學生做半結構式訪談，結果發

現聽障生在班上有著強烈的孤立感 (引自劉錫吾，1994)。 

1.聽障生的人際狀態 

 聽障生外表看起來與一般人沒有太大的差異，在人與人互動方面，礙於聽

覺能力的限制，無法即時完全理解或表達狀態下，仍然有其困難存在。另外加上

班級中一般同儕在不易瞭解他們的情況下，導致聽障生在與同儕互動時容易發生

誤會和衝突。郭俊弘（2007）認為聽覺障礙學生在融合環境中的社會情緒行為特

徵為：易孤單寂寞、易成為欺負對象，以及容易成為邊緣人，故想融入一般人的

團體當中，是相當辛苦的，若想要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除了必須克服人際挫敗

的失落感與心理調適，如何讓同儕朋友看到自己的限制與難處，並瞭解與自己相

處，是人際關係很重要的一門課。 

 由於聽覺障礙而阻礙語言的發展，在聽覺接收和語言理解方面有困難，而導

致語言溝通行為方面有以下特徵：無法有效接收訊息、不易理解抽象詞彙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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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清晰度不佳，以及缺乏適時的表達需求與情感等情況（林寶貴，2005），即

使本身配有助聽器之相關輔助科技器材，害怕配戴上去仍擔心被同儕看見給予標

籤化，給予負面的話語、嘲笑或人際疏離等。所以綜合上述，聽障生的聽力損失

所造成的傷害生理功能的部分，間接影響心理情緒等發展，進而導致聽覺障礙學

生的社交技巧呈現顯著的困難，在團體中常有退縮行為，覺得自己被排擠而感到

孤單，加上較難結交到朋友，因此產生社會適應不佳等問題（楊瑞文，2001）。

可見在人際關係的處理對他們來說，面臨進退兩難的處境，一方面想維持外界好

關係好人緣，卻捨棄助聽器輔具的協助，培養可以正常溝通的能力，但結果因人

而異；另一方面選擇戴上助聽器後又怕擔心被外界指指點點，產生負面輿論壓力，

無法找到平衡點，常陷入無止盡逃避的人際迴圈中。 

 根據吳武典、張正芬、盧台華、蔡崇建(1991)研究調查顯示，一般同學較

少與聽障生交往佔 55%，聽障生受人嘲笑的比率達到 49.6%，而一般生不知道可

以如何與聽障生溝通則佔 65.6%，由此數據可知聽障生在人際狀態下，即使自身

有努力和配合，人際接觸後的結果可能都不甚理想，引發失落感，產生放棄念頭

轉而傾向接近與自己相同障別的同儕團體中，所以在缺乏與一般人正常互動下，

社交技巧與人際行為反應會逐漸偏離常模，使人際關係侷限在有距離的框架中。

整體說來，聽障生在校園中的人際狀態很容易遭受忽略和遇到挫折，其中往往可

以談心事的朋友很少，沒有尋求到支持來源，其中影響的因素以同儕和師長的相

處方式有關，而決定日後聽障生在校人際關係的發展程度。聽覺障礙者不論是障

礙程度輕重，都會導致其在人際關係上的相處以及溝通問題，當障礙程度嚴重時，

甚至可能導致聽覺障礙者成為各個社會適應上、人群中的局外者（石愛薇，

2010）。 

 郭怡廷（2011）深入訪談四位聽障生與他們在不同時期重要的人際互動對象，

理解聽障生的同儕互動經驗，以及瞭解其在大學生活中對自己同儕關係的主觀想

法，可以更理解聽障生在一般聽人同儕世界的心境與互動情形，研究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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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生認為「同儕/朋友」需具備的特質包括十一項，分別為真心關懷、不會故

意誤會語意、保密、視己為友、依感覺而定、興趣相同、對方主動接觸、心的貼

近、個性、想法相近、給予支持回應、願意說出弱點。另外，在聽障生自覺與一

般聽人同儕相處和與聽障生相處的差異可分為四部分，分別為： 

（一）溝通方面：一對一並且面對面為最佳的溝通方式，環境上需要找尋較安靜

的空間。 

（二）學習方面：對於聽障生來說學習上面多需要其他同學的輔助，受訪者也表

示學習部分也會受到聽力的影響，表現較一般人差。 

（三）互動方面：著重在個人互動相處上的差別，受訪者表示和同是聽障生相處

感覺會比較自在。對於與一般同儕相處時會遇到對方主動篩選

資訊，選擇性地傳達給聽障生，容易造成心裡不舒服的感覺。 

（四）團體方面：此部分指的是聽覺障礙團體和一般團體的差別性，有些受訪者

覺得由於聽覺障礙團體本來圈子就小，界限較一般團體明顯，

此也影響到對保密更為注重。 

 2.聽障生的人際互動與策略 

每個成長階段都有不同的課題需要挑戰，尤其是人與人的相處模式逐漸從家

庭、學校等環境再轉向到外界發展，聽障生也是如此，但挑戰度更高，回歸正常

生活需要調節適應和學習的時間更長，從 Kessler (1992)在聽障者人際知覺方

面的研究發現，聽障者對一般人的面部表情較無法瞭解，且缺乏站在他人的立場

思考事情的能力，此外也較少發展同情與關懷別人的能力；但聽障者對於不明確

或含糊的感覺，其忍受程度卻較一般人高，所以在人際互動上很容易產生誤會，

在資訊未充分交流，以自身認知去猜測對方的想法，反而使人際關係如同天秤兩

端擺盪不平，無法取得平衡點(引自葉芃，2008)。但 Wood (2002) 提出表情是

聽障者的主要溝通訊息之一，相對聽人來說表情也是非語言溝通的一種，是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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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訊息之一，所以也就是說聽障者會將表情加入訊息加以處理，而聽人在訊息

模糊或信息不一致時，會加入表情做進一步或精確的解讀，所以對於聽障者來說，

聽人若皺眉頭與他們說話時，會以為聽人在生氣或厭煩，無法知道信息真正的含

義；反過來，聽障者若以誇張的表情在述說事情，聽人則認為聽障者在情緒控制

不穩定、脾氣不好，太過於敏感或情緒起伏大（謝欣惠，2010）。 

林昱廷 (2008) 提出聽障生在中學階段人際互動中必定面臨的心理障礙，如

同一座階梯，每跨過一個階梯就會面臨一個新的危機，此六大危機由低層次至高

層次依序為：(1)不接受聽障的事實；(2)抗拒輔具的態度；(3)欠缺說話機會與

分享對象；(4)融入群體的困難；(5)需要發洩的管道；(6)磨練挫折容忍與問題

解決的能力。一般聽障者在體驗社會化的過程中，必定會經歷此六大危機，只要

克服低層次的危機，便將面臨高一層次的危機，但處在高層次危機時，並不代表

低層次危機不再出現，只能確定該聽障生已有足夠能力自行處理。 

圖二 聽障生人格形成的六大危機階層 

資料來源：林昱廷（2008）。探討中學階段聽障生的人格發展危機。聲暉雙月刊，

80（14），13。 

林宏熾、黃湘儀 (2005) 針對以高中職聽障生一般轉銜技能發展，發現聽障

生大多以手語或筆談來進行溝通，雖然在熟識者在傳遞訊息上未有困難，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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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流通的侷限性，以及部分聽障生讀唇、短句閱讀能力的困難，所以聽障生與

同儕聽人在思考層面和情感交流等互動上會有限制性，無法充分讓雙方理解，疏

離感隨之逐漸增加，所以常被忽略的情況下，能結交的朋友也越來越少。對於聽

障生而言，同儕關係的發展也會影響其自尊和行為的發展。Guterman 的研究發

現，若聽障生認同同儕善意的對待，他們會傾向發展出一個高水準的自尊；相反

地，察覺同儕不友善的對待，他們的自尊將會比較低落(李毓貞，2006)。而陳景

圓及董旭英(2006)以「國中聽障生生活適應問卷」進行資料搜集，其研究結果中

顯示國中聽障生同儕依附關係愈佳者，其偏差行為愈少；而愈接觸偏差行為同儕

者，其偏差行為就愈多。 

聽障者面對人群時，其人際關係所保持的心態與立場為何？Meyerson (1955) 

將聽障者的人際關係適應態度分為三大類(引自朱瑞嵐，2012)： 

(1) 脫離人群，形成自己同質性團體 

這類型的聽障者對於生活在聽障者的世界，雖然侷限但感到安全，因此

拒絕投入聽人的世界。 

(2) 拒絕投入聽障者的世界，熱烈盼望投入聽人的世界 

 這類型的聽障者，視自己與聽人一樣，採用積極同化的方式，與部分

能力很強的聽障者一起產生力量，而讓自己達到成功的境界，但是由

於期望過高，加上聽力的限制，很容易出現不安和衝突。 

(2) 積極接近、統合式的適應態度： 

這類型的聽障者對於聽人的世界採取積極接近與交流統合的態度，不以

委屈和強迫的心情融入聽人的世界而減少不安和衝突的發生。 

三、聽障生人際行為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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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的文獻研究都指出影響聽障生人際行為的因素很多，但仍沒有一個絕

對的因素，包含層面可以從生理到心理，從家庭到社會環境，皆能成為影響其人

際關係的原因，以下是由研究者歸納文獻來探討聽障生人際行為的影響因素： 

1. 障礙程度  

 聽障生的聽力損失所造成傷害生理功能的部分，包括認知功能、語言發展等，

使其社會互動受到限制，且依照障礙程度的高低，限制性也更多。Bench指出聽

障生由於口語的知覺困難，不僅影響語言與認知學習，也無法根據社會情境的不

同使用適當的溝通技巧，在話題的開始、維持和轉換上，都可能產生困難，進而

導致聽障生在與聽人同儕建立歸屬感與友好關係時的社交技巧與方式出現顯著

的困難，部分的聽障生在團體中會出現退縮行為，感覺被排擠而感到孤單，而較

難結交與維持友誼，因此產生適應不良以及心理調適等問題（引自楊瑞文，2001；

Harris、Leslie＆Vanzandt，2008）。蕭金土（2000）認為聽覺障礙的程度，有

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語言理解與應用上會比一般同儕有落後的現象，則導致在學

業學習、社會適應和情緒發展等層面形成遲滯現象，導致聽障生常常在社交和人

際行為出現困擾，可見在聽覺障礙生理方面的限制性，對人際關係和社會互動技

巧有很大的相關度。 

 張蓓莉（2000）指出聽障生在構音清晰度、聲調正確率、短句清晰度僅達五

成，導致溝通、表達能力不佳。由此可見聽障生的人際關係自兒童期就開始受到

影響，口語溝通無法順利表達，則在互動上就必須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因此在一

般的團體裡經常被忽略（巫宜靜，2007）。 

 聽覺功能的損失會讓我們的原本的溝通功能受到阻礙，連帶與外界聯繫的社

交技巧與維持也會有直接的影響，即使有視覺和觸覺等的輔助，仍然無法將訊息

完整傳遞到耳朵，仍少一半的溝通效果，即使增加聽障生和一般人的互動機會，

但仍存在著因為彼此不同之溝通方式與社交行為上的差異與不理解，容易產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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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誤會與同儕間衝突的機會（萬明美、李乙明，2000），其人際行為結果還

是遠遠超過我們所想像。 

2.心理素質和自我概念   

    在外表上聽障生沒有像肢障或視障學生明顯看出來特殊之處，故容易被外界

以一般人來看待，因此在人際關係上，聽障生特別容易有挫折感、焦慮、或低自

尊的現象。綜合整理許多研究指出聽障者個人及社會適應的特徵包括：不易接受

忠告、不守約定、健忘、假裝聽懂、學習動機弱、興趣少、不關心人家說話，只

顧做自己高興的事、自我中心、情緒化、態度消極被動、自制力薄弱易受人左右、

較不獨立、常有自卑感、孤獨、較難理解抽象的是非概念、缺乏變通性、道德觀

念差等特徵（何華國，2000；吳玉琳，2007；胡永崇，1997），而聽障者這些社

會適應特徵，可能都會影響他們與聽人之間的互動情形及同儕對他們的態度。 

    Blanton 與 Nunnually（1964）研究發現聽障者比一般聽人要傾向外控型，

容易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歸咎於外在的驅力，認為增強是由於個人以外的力

量造成的，如：幸運、命運等（引自邢敏華，1996），所以在自我價值觀中自己

的力量不足，造成自信和自我效能感低落，常使其人際關係疏離，自卑感加深。 

 郭為藩(1996)統整多位學者的看法，認為自我概念包括三個功能：自我維護、

自我肯定、自我實現。其中在自我肯定功能中提及為保護自我不受到外界攻擊之

外，同時以各種方式來增強物理、社會、心理空間的地位，對於聽障生來說更為

重要，因聽障生是否本身能接納障礙的事實，也是影響聽障者自我概念與適應問

題的相關因素。聽障者常有自貶、無助感、無能力等負向的自我觀點，能夠接受

障礙存在的聽障者，則在自我概念有較為正向的看法，其社會適應也會更顯著提

升(邵慧綺，2005）。綜合上述，自我概念是影響聽障者人際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自我概念越低，自信度也越低落，沒有立足點去與人相處。對自己有正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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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覺，越有能力與敏銳去覺察和感受外界的變化，並做良好的互動(吳怡禎，

2004)。 

3. 家庭互動模式與氣氛 

  因聽障生的溝通限制的緣故，常使負責照顧他們的父母感到氣餒，隨著年齡

的增加，而語言發展往往連帶受到影響而遲緩，而家人與親子間的溝通也產生挫

折和壓力感(Schoenwald，1984)，家庭氣氛對身障子女的人格成長，和社會適應

有密切關係，吳武典、王天苗和 Retish (1987)比較中國和美國身障兒童與家庭

的交互影響，結果發現家庭關係較差、個人成長氣氛較低、家庭系統較低的身心

障礙孩子在自我指導和人際關係等方面較差，且表現較多刻板行為與怪異行為。

所以可見在聽障生的家庭中，家人彼此間互動都會影響聽障生日後的價值觀和人

際模式，因為家庭是聽障生第一個生長的環境，也是最信任和依賴的一個場所，

當中透過接觸和溝通去觀察、模仿和省思後，逐漸形成聽障生的未來人格特質，

可以說「家庭」在聽障生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家人對於其障礙接納程度與因應態度，更是影響聽障者最廣且最深的因素，

其中包括教養態度、社經態度、學習態度、親子關係等（Moores，1982；洪宜昀，

2002；黃招換，1997）。曾智敏（2002）深度訪談 9 位重度聽障的大學生的閱讀

狀況，發現成功閱讀者的主要影響因素為與親戚的互動頻繁、家裡提供有利的閱

讀環境、親子共讀、隨時配戴助聽器、開朗樂觀的性格等。林敬修（2010）研究

結果中也發現，一般大學生與身心障礙大學生的個人及家庭因素對學校經驗因素

有顯著直接影響力。 

 吳怡禎(2004)研究指出，聽障生因生理障礙的因素造成家庭有所負擔，同時

在精神和經濟上有所壓力，間接影響家庭氣氛，因此聽障生家庭要如何克服壓力，

尋求資源，努力營造和諧的氣氛，才能有助於聽障生身心健康發展，因父母關懷、

家人接納、和參與家庭環境因素對身障者的影響超過其本身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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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會環境支持度與資源提供 

 除了家人之外，社會外界他人的接納與看法，包括同儕及師長等，對聽障者

的印象和迷思影響極大。林秀奇( 2007 )提到造成聽障者在心理與社會適應困難

的原因裡，除了聽障者溝通不良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社會大眾的誤解與瞭

解不甚透徹，認為聽障者透過助聽器等輔具協助後，可以與一般人相同可以聽懂，

但事實卻不是如此。韓福榮(2013)在臺灣地區聽覺障礙者社會參與之研究報告，

指出比較不同障礙程度聽障者與不同對象溝通的能力而言，社會普遍認定障礙程

度輕重，即等於溝通能力的好壞，但在本研究顯示聽障者障礙程度輕重與其自認

有獨立溝通能力者之比例，高低並不等同，顯示溝通困難問題不絕對與障礙者之

障礙輕重呈現正相關，社會的迷思有待 ICF觀念之推廣，強調環境改善對於克服

聽障困難之重要，才能有所改變。 

 張蓓莉 (2003) 研究中提出一般人對聽障者的誤解共有十一點，其中包括：

(1)聽障者聽不見任何聲音、(2)聽障者不怕噪音、(3)戴上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

就可以解決聽障問題、(4)聽障者不會講話、(5)聽障者一定會打手語、(6)會讀

唇的聽障者可以完全讀懂別人所說的話、(7)聽障者視覺非常敏銳、(8)聽障者個

性很孤僻、(9)冷漠、(10)被動、(11)聽障者不需要音樂等，所以在生活過程中

常造成誤解，加深外界他人對聽障者的刻板印象，一般聽人對聽障者的認知觀念，

也會影響其人際關係。 

 謝欣惠（2010）以訪談結合量表的方式進行比較聽人與聽障生的友誼相關研

究，發現聽障生、聽障朋友以及聽人同儕之間的友誼知覺是一致的，顯示雖過去

從文獻中發現聽人同儕對聽障生有積極正向的接納態度，與對聽障生的孤獨與被

排擠的知覺感受結果有差異，但在友誼的基礎下，雙方的知覺會出現一致性，也

就是若聽障生願意與聽人同儕成為朋友，就能感受聽人同儕的關心、陪伴與支持，

也能超越溝通方式上的差異，而產生正向的人際經驗，故決定因素聽障生在於是

否肯敞開心胸接納他人，並保持正向的觀念去看待外界給予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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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相關文獻之研究對象，多數的研究對象為高中以下的學生，但此研究對

象為大專聽障生正值面臨自我認同以及建立親密關係的階段，與先前教育安置的

校園學習環境大不相同，人際接觸經驗也會有所差異，因為先前每天所接觸的同

學都是聽障生，而現在所要接觸的族群是聽覺正常的同儕團體，所以有較多的社

交困難產生（Leigh & Stinson，1991；引自陳靜惠，1994），然而聽障生若具備

良好的溝通和社交能力，就能幫助其適應生活和融入目前仍以聽人為主的社會環

境（林寶貴，2002；黃文信，2004）。 

 因此，由上述相關文獻內容可以發現，大專校院如同於小社會環境，將來畢

業之後踏入社會職場工作中，畢竟會面臨到多方的人際接觸，所以可從校園的就

讀狀態中，瞭解聽障生不同的特質與人際行為模式，無論是在課業閱讀、人際互

動與情緒調適上、自我概念之接納、家庭系統的支持度、社會大眾對其障礙的態

度以及輔具資源提供均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聽障生在大學時期的人際關係發展，

深受個人、學校、環境等因素所影響，所牽涉的層面深深影響其生活適應能力。 

 

 

第二節 生活品質 

壹、生活品質的定義 

 由於現代的社會不斷地進步中，人們對於生活中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近年來

生活品質逐漸受到重視，何謂是生活品質？生活當中有哪些領域是屬於它的範疇，

在抽象又熟悉的概念中又該如何去評量它？世界衛生組織（The WHOQOL Group）

對「生活品質」之定義為：「生活品質是指個人在所生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對

於自己的目標、期望、標準、及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度，其中包括一個人在生理

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度、社會關係、個人信念、及環境六大方面。」（姚開

屏，2002），生活品質在我們生活中以廣泛地存在且討論，但卻無具體的說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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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來形容它，需要進一步去探討之。 

 國外學者 Timmons 和 Brown(1997)在研究中提到生活品質的概念，指出生

活品質乃是整合個體生活的各個層面所形成的整體層面。而 Ferrans & 

Powers(1992)指出生活品質的研究範疇應包括社會性功用，如達成個人社會角色

的機會、幸福感、生活條件滿意度、個人成就感、正常的生活型態。但由於生活

品質的認定標準不一，因每個人在認知與感受層面不同，所以具有個人主觀和客

觀環境之區分。 

 生活品質除了個人認知和情緒上自覺的安寧外，還應包括外在可觀察到的個

人行為、處理事物的能力、職業和社會角色，其中包含個人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和

外在環境指標的客觀測定(吳佳珍、林秋菊，1997)。林宏熾(1999)則認為生活品

質是一種抽象性的概念，也因此抽象性的特色，使得每位專家學者對生活品質的

定義迥然不同。整理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生活品質的概念之相關文獻所訂出的定

義如下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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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生活品質之定義 

學者及年代 生活品質定義 

Landersman(1986)* 個人所經驗的生活狀況，如身體健康、個人環境、社會關

係、功能性活動、社會與經濟型態之影響，並且可以透過

全體人口的生活狀況的評估而得。 

Parmenter (1988)* 生活品質是個人於此社會性世界中，建立並維持一個有活

力及生命力的自我，並藉此創造其個人生命的意義，來滿

足個人不同的需求層次。 

Brown,Bayer,& 

MacFarlane(1989)* 

生活品質是個體控制環境的能力，或是由個人現今已達成

之成就和其未能實現的需求與慾望所產生的一種認知上的

差異。 

Goode(1990)* 生活品質指個體於其人生生命的重要場所中(如:工作、學

校、家庭、社區等地方)，不論障礙與否，均能滿足其個人

的需求，並且同時能夠符合在這些重要場所中，他人對此

個體所懷抱之規範性的期望。 
Stark & Goldsbury 

(1990)* 

生活品質為一般性的福祉(general well-being)，此種感

受的主觀性相似於對生活整體的滿意感、幸福感、知足感、

以及成就感等。 
Taylor & Bogden 

(1990)* 

生活品質的本質是依主觀的體驗，其包含個人對於其生命

遭遇的滿意程度、內在知足的感受、以及個人於此世界中

自我實現的體會。 
Holm,Holst,& 

Perlt(1994)* 

生活品質並不是單純地個人擁有或接受的某些有價值的事

物而是個人主動地運作和他人一起創造有價值的事物，一

直到某些基本狀況得到實現；至於過好的生活則是個人能

決定自己生活軌跡並且有機會根據個人夢想、希望、憧憬、

需要去創造一個生命的實體。 
Felce & 

Perry(1995)* 

針對生理、物質、社會、情緒及個人發展與有意義的活動

項目，做客觀描述及主觀的評量，且均以個人價值觀作加

權後，所綜合而得知一種整體幸福感。 
Westling & 

Fox(1995)* 

個人生活滿足和知覺滿足，全面性的生活滿意、快樂、成

功與個人生活型態的自我滿足。 
Shalock(1997)* 係指一個人所想要的生活狀況，主要關聯在於家庭和社區

生活、學校或工作及健康的幸福感。 
Timmons & Brown 

(1997)* 

指一生全面性的概念，並且整合個體生活的各個層面，包

括個人概念及選擇，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而且必須與生活經驗產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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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及年代 生活品質定義 

Mcvilly & 

Rawlinson (1998)* 

生活品質之定義與文化標準和規範有關，係指個體之慾

望、需求、經驗和抱負之幸福感。 

Janssen,Vreeke,Resn

ick & Stolk(1999) 

個體本身的快樂和幸福感，並且在生活中能夠實現個人以

及合理的希望與抱負，可以達到在主觀已決定其對事物價

值的範圍。 

林宏熾(1997) 廣義而言生活品質不僅代表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社會之成

長與進步之物質指標，並涵蓋人民之休閒、娛樂與身心調

適等精神指標；簡言之，其內涵必須至少包含人民之食、

衣、住、行、育、樂等重要的生活層面，以及精神與性靈

方面的安適自在。 
姚開屏(2002)  個人所在生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對於自己生活的目標、

期望、標準、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度，生活品質包括一個

人在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度、社會關係、個人信

念及環境等六大範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註明則摘自「成年聽覺障礙者休閒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鍾瑾瑜，2006)  

由上表綜合整理分析可得知，國內外學者對於生活品質的定義，雖然無一定

論，除了基本的個體生理健康程度外，當中包括人們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全方面的

生活領域層面，重視個人自主獨立能力，也強調個人經驗之價值觀、幸福感、知

足感和成就感等內容主觀感受，同時也兼顧到環境因素的影響下，所產生出來的

生活品質結果，所以生活品質是整體的概念，並具有個人主觀與客觀分析過程中，

形成每個人不同的生活品質內容。 

可見生活品質的內涵不僅僅是個體自己，生活品質會隨著不同情境而有所不

同，目前針對生活品質有很多不同的自一解釋包括功能狀態(Functional 

status)、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幸福感(Well-being)和健康狀態

(Health status)等皆是與生活品質相關的名詞(耿仕榮，2007)。Armer & 

Conn(2001)的研究中提到，肢體障礙者健康的定義是多層面及整體性的，包含身、

心、靈三個層面，例如沒有生病、能自由活動、能照顧自己及家人、外表看起來

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生活品質之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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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健康的、感覺舒服、覺得幸福、以及身心靈的平衡感等。 

總括說來，生活品質是橫跨個體各個的生活範疇且多元面向的測量生活品質

的面向除了生、心理的健康外，還有包含居住、收入與環境等的評估方面，蔡文

標(2001)則提出生活品質之評量應兼顧主觀和客觀的觀點，才能有更有效的評量

生活品質的內涵。廣義來說，生活品質不僅是國家整體經濟、社會成長與進步之

物質指標，並且涵蓋人民的休閒、娛樂與身心調適等之精神指標，包括食衣住行

育樂等生活層面，以及心理精神和性靈的自在，就個人來說決定生活品質的高低，

是相當主觀性和個別化，就社會指標的比較性觀點而言，生活品質的好壞可透過

客觀性社會、經濟及心理的綜合指標，並參考當地人民生活與文化因素，做進一

步的探討(林宏熾，1999)。 

生活品質整體說來是個人在所生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對於自己的目標、期

望、標準、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度，可以使用 WHO的生活品質定義和範疇來函括

個體的生活品質，同時兼顧個體的自我主觀意識與客觀評估，包括生理健康、心

理狀態、獨立自主、社會關係、個人信念、及環境六大方面的滿意程度。 

貳、 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 

從生活品質的定義與概念來看，所包含的生活範圍是相當的大，包括生理健

康、心理狀態、社會關係、獨立自主、個人信念和環境等六大層面的評量範疇，

都是生活品質的內容，對一般民眾是如此，而將其應用在身心障礙者身上，是否

合適或需修改？因身心障礙者的障礙類屬眾多，不同的障別有其不同的特性，對

其生活品質的結果會有所不同嗎？ 

一、 生活品質對身障者的重要性 

從 1980 年代開始，隨著身心障礙者的自決性、能力及賦權等層面逐漸受到

重視，生活品質的概念提醒人們在提供服務時，是否真正能提升其生活品質？(范

幸玲、胡芳如、洪梅紅，2011)，生活品質這方面在評量身心障礙者佔有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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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指標，不管是在教育、職業或是居家生活照顧等方面，逐漸被各國列為追

求的重點指標(林宏熾，1999)。 

以國內來說，自從身心障礙者福利體制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完成和修改

立法程序後，目的是希望讓身障者在生活之中能得到基本的生活滿足，其中在第

50條中提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列服務，提供身

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

居家照顧、生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區居住、婚姻及生育輔導、日間及住宿式照

顧、課後照顧、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內

政部，2013)。從法規明訂規定中可以得知，透過評量生活品質的結果，瞭解身

心障礙者個別的需求程度，對於施政或福利措施服務提供很好的參考依據，避免

浪費不必要的資源，落實保障其身障者權益和福利。而在身心障礙者就業訓練與

職業輔導的領域內，生活品質的追求尤是目前身心障礙者生涯就業訓練與輔導的

重點目標(林宏熾，1999)。 

提升生活品質為首推目標，不僅只是關心身心障礙者的日常生活，更是特殊

教育努力的目標。Turnbull & Wehmeyer (2003)將美國在 1997 年公布的 IDEA

法案中所強調四個特殊學生要達到的教育成果，是機會平等、完全參與、獨立生

活與經濟自足，都是利用評量生活品質作為特殊教育成果的指標。 

二、身障者的生活品質評量範疇 

研究者收集相關文獻，整理並分析國內外對於探討身心障礙者之生活品質相

關文獻摘要，如下表 2-2和表 2-3所示：  

表 2-2 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評量範疇  

文獻來源 評量範疇 

Schalock(1996)* 提出生活品質有八個範疇，包含情緒的健康、人際關

係、物質上的健康、個人發展、身體健康、自我決策、

社會融合和享有權利。 

Felce(1997)* 強調生活品質包含六個不同的面向，分別為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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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評量範疇(續) 

文獻來源 評量範疇 

物質的、社會的、情緒的、生產力以及公民的健康。 

Boswell,Dawson,& 

Heininger(1998)* 
成年脊髓損傷者生活品質之研究，生活品質領域包含

生命的態度、工作機會、資源的需求程度。 

Pain,Dunn,Anderson, 

Darrah,& 

Kratochvil(1998)* 

復健的過程中的生活品質概念的領域，內含情緒健

康、人際關係、家庭照顧者、恢復的潛能、有意義的

生活、社區議題。 
張英鵬(1994)* 智能障礙者生活品質之評量，包含物質生活、身體生

理健康、生產力、社交、安全、社會地位、及情緒健

康等七方面。 
林宏熾(1996)* 重度障礙者轉銜階段生活素質領域因素分析研究，內

含獨立自主或成人角色行為、生產力或經濟穩定性、

人際關係或社區與家庭整合及滿意度或心理福祉等四

個領域。 
許天威、蕭金土(1998)* 身心障礙青年職業生活品質之研究，內含就業之準

備、工作表現、職場物理環境、職場人文環境、職業

滿意度。 
許天威、林宏熾(1999)* 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品質之研究，內含家庭支持、

居住環境主觀感受、居住環境客觀感受、經濟融合、

獨立行動、社交關係/社區參與、休閒娛樂等七領域。 
陳靜江、紐文英(2000)* 肢體障礙青年與感官障礙青年心理生活素質之研究，

評量生活各層面的自主/自決、幸福感/滿意度。 
張英鵬(2001)* 大專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之研究，評量領域為個人與

社會互動、獨立性、社會接納、個人生活與居住環境。 
顏倩霞(2004) 大學視障學生生活品質之研究，其中包含有心理層

面、獨立程度、學習環境、社會關係和物理環境等五

方面。 
王雲東、陳秋蓉(2008) 身心障礙者職場壓力、社會支持與健康生活品質之關

連性研究。將健康生活品質區分為三種型式，包括整

體健康狀況、相對健康狀況和身心社交生活狀況等內

容。 
翁毓秀(2010)  從生活滿意度探討福利服務方案-以身心障礙者為

例。將生活項度的滿意度狀況為研究內容，係由生活

與經濟、醫療與復健、人際關係、就學與就業滿意等

五個項度所組成。 
范幸玲、胡芳如、洪梅

紅(2011) 

大專身心障礙學生生活品質之研究，將生活品質區分

三個項度來看，包括家庭/社區、學校/工作、健康(生

理/心理/物質生活)。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註明則摘自「成年聽覺障礙者休閒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鍾瑾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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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評量分析一覽表 

生活品質項目(WHO)/ 

學者 研究年代 

生理 

健康 

心理 

健康 

獨立 

自主 

社會 

關係 

個人 

信念 

環境 

因素 

Schalock(1996) ● ● ● ● ●  

Felce(1997) ● ●  ●  ● 

Boswell,Dawson,& 

Heininger(1998) 
  ●   ● 

Pain,Dunn,Anderson, 

Darrah,& 

Kratochvil(1998) 

   ● ● ● 

張英鵬(1994) ● ● ● ●   

林宏熾(1996) ● ● ● ●  ● 

許天威、蕭金土(1998)    ●  ● 

許天威、林宏熾(1999)   ● ●  ● 

陳靜江、紐文英(2000)  ● ● ●   

張英鵬(2001)   ● ●  ● 

顏倩霞(2004)  ● ● ●  ● 

王雲東、陳秋蓉(2008) ● ●  ●   

翁毓秀(2010) ● ●  ●  ● 

范幸玲、胡芳如、洪梅

紅(2011)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整理分析結果可以得知，人際互動或社交關係活動在生活品質之評量

範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上文獻除了Boswell、Dawson & Heininger(1998)研

究之外，其他皆將人際關係或社會關係納入生活品質做進一步的考量，可見生活

品質當中，身心障礙者因生理或心理等因素的限制條件，在尋求更多的資源協助

的過程中，與他人互動機會增多，說明生活品質與人際關係之行為有明顯的相關

度。 

 此研究對象為大專校院的聽障生，生活周遭仍以同儕朋友和師長為主，故在

學校環境中評量生活品質的過程，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是息息相關。故在大專聽

障生與身心障礙者評量生活品質範圍，幾乎都圍繞在六大領域上討論，整體而言

在身心障礙者與聽障生的生活品質評量上，是沒有太大的差異性，仍以生心理健



36 

康、個人獨立自主、社會關係、環境等層面去考量。 

 生活品質的概念開始重視身心障礙者個人層面的主觀思考，逐漸將焦點放在

個體與環境的互動上，而對大專校院的聽障生來說，大專階段是適應期也是轉變

期，從中學階段的升為高等教育的自由場所，就學的聽障生畢業後進入社會越來

越多的趨勢，使其有合宜安適的生活條件，享有社會大眾良好的生活品質，故在

生活品質和生活適應上須多加探討，以利瞭解目前國內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情

形和適應結果。 

參、聽障者的生活品質相關研究  

 研究者收集目前在國內外的相關文獻過程中，較少研究資料是直接針對大專

院校的聽障生作生活品質之研究，探討他們在校內外階段的生活品質情形，大多

為身障者作為全部考量的內容，故在聽障生的生活品質評量範圍，未能如同 WHO

所謂在生活品質中提到六大方面領域，此節整理國內外研究文獻以聽障者為主在

生活品質相關資料探討，研究者整理如表 2-4所示： 

表 2-4 聽障者生活品質相關文獻分析 

文獻來源 評量範疇 

Carol(2004) 以校園生活滿意度為調查大專聽障學生的內涵，包括校

園環境、人際關係、校園態度與氛圍、活動與服務等為

調查內容。 

Holzinger（2008）、

Manfred(2010) 

以生活品質自陳量表（ILC）為評量工具。將生活品質

範圍區分為個人發展、自我決策、社會融合、人際關係、

權利等五種。 

 

何慧玥(1992) 大專聽覺障礙學生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可分為人際關

係、課堂適應、溝通技能、自我概念、社會支持和對父

母的正向心理獨立。 

鍾瑾瑜(2003) 成年聽覺障礙者休閒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分

為五個範疇二層面，包括有休閒決策與參與、社區硬軟

體資源、生心理效益、社會效益，以及主客觀二層面。 

林宏熾、黃湘儀(2005) 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一般轉銜技能發展現況之研究。將

一般轉銜技能歸納為十大範疇予以統整。分別為自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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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來源 評量範疇 

顧、心理健康、溝通技能、人際互動、居家生活、社區

生活、休閒生活、升學準備與職業訓練、就業準備、婚

姻與家庭計劃等層面。 
林秀卿、于普華(2007) 聽力障礙者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將生活品質

分為四種狀態，包括有心理健康、身體健康、社交活動、

工作成就。 
王拔群、洪朝明、陳雅

惠(2007) 

混合性聽力障礙病人生活品質調查。使用「SF-36 整體

健康調查問卷」為評估工具。評量範圍包括有生理、生

理角色、身體疼痛、一般健康、活力、社交、情緒角色

和心理健康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文獻整理分析，在聽障者的生活品質與適應評量上，不管是在求學

時期或是求職階段，所包含的層面有生心理健康、個人發展與角色、人際關係與

社交活動、社會支持和家庭、生活、工作等項目。其中以社會支持與人際關係為

最常見評量中的一項，其中林秀卿、于普華(2007)指出聽障者生活品質現況為調

查得知怕被知道聽障所以不戴助聽器，因為聽力不好而覺得悲傷、因為聽力不好

容易和別人爭執、在工作上因為聽力不好影響工作升遷。 

 根據 Holzinger（2008）在奧地利當地利用 SDQ優劣勢量表相關調查，以收

集資料對象為聽障中小學生的任課老師和家長，研究結果發現聽障學生容易隱藏

有情緒和行為的問題，以聽障中度以上學生之行為最為明顯。Hindley(2005)指

出聽障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因生理溝通較為困難，伴隨有學習障礙和發展遲緩的

問題，進而影響行為負面表徵，目的是想吸引別人的注意力，來突顯自己的存在。

此外研究中以生活品質自陳量表（ILC）讓聽障中小學生和家長自評生活狀況，

結果顯示在家庭互動技巧溝通上達到顯著性，可見家庭支持和溝通互動扮演很大

的重要性，影響聽障者在生心理和生活周遭的表現。 

 Hindley（2005）研究指出在生活品質上，最能提升障礙學生的方式，除了

家庭和學校各方面的支持下，也要會自身有主動去尋找機構資源而支援服務的能

表 2-4 聽障者生活品質相關文獻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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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這對於學生在未來職場態度上和積極有正面的作用性。 

肆、聽障生生活品質相關的影響因素 

 由於單獨探討聽障者的生活品質文獻研究較少，故以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

研究加以整理，並將聽障者生活滿意度相關因素加以統整，影響聽障者的生活品

質相關因素諸多，參考文獻指出許多研究會依研究時間、地點、方法等有所不同

而有不一樣的變化，有時會有相互衝突的地方，整理歸納其相關的影響因素如下

所列： 

一、 性別 

 性別是影響生活品質的一項參考依據，如外在客觀因素而言，男性身障者比

女性身障者容易獲得較佳的生活實質結果；但從主觀的因素來說，男性較女性身

障者容易感覺快樂並在工作上得到成就感；相反地，女性比男性身障者在容易在

社交和休閒項目中感到快樂和滿意（林宏熾，1999），顯示出因性別不同在生活

品質上而有差異性。研究中發現年紀越長者越容易獲得較佳的生活品質，且較不

容易有心理上的疾病，也發現越年長者越容易經歷社會的孤立與隔離（林宏熾，

1999）。 

二、障礙程度 

障礙程度也是影響障礙者一項重要的指標因素，對於障礙程度越重者，不容

易獨立自足的生活，其生活品質普遍也越低落。就研究者的實地工作經驗觀察，

中輕度聽障生都能透過助聽器等輔具器材來輔助聽覺功能，但在重度與極重度的

聽障生所使用有效的資源鮮少，絕大多以手語或筆談方式來協助溝通，但礙於溝

通不良的限制，無法有效性的溝通，因為聽覺缺陷與附帶的溝通障礙，卻使他們

在生活適應與行為問題更容易出現(何華國，1999)，所以在生活品質表現上容易

顯示有起伏的變化，影響生活品質主要的生理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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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概念與社會互動   

 對於聽障生在自我概念與思考模式在生活品質中也是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面對自己的障礙限制有什麼樣的概念，存在正向或負向看法往往就影響日後生活

適應程度，從許雅惠(2009)針對大專校院身障生的研究中，發現他人對他們的看

法可能會影響其內在運作模式，主要強調的訊息在於人不要沉溺在負向思考當中，

在問題中尋求解答還是陷入情境中，因此不單聚焦於正向的思維，更要有效率投

入在積極正向的生活方式中。 

 聽覺障礙因訊息接收和傳達困難，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常遇到阻礙，容易發生

人際關係及適應的問題，表現出情緒不穩定、多疑、衝動、自我中心等不健全的

人格特質(丁秀雄，1992；郭為藩，1996)，進而對生活品質造成影響。 

四、家庭結構與教養接納態度 

 對於身障者而言，家庭是影響身障者心理健康與生活調適的關鍵因素之一，

因為家庭是個體最先接觸的生態系統和社會環境，如果家庭的功能可以積極的發

揮，將有效影響個體塑造出個人的人格、態度、信念和價值觀（黃志雄、楊在珍，

2002）。在臺灣，孔子的儒家思想及家庭的恆定是障礙者生活品質的兩大力量(Lin, 

2000)。Fox (2002) 針對 25 位發展遲緩兒童的家庭生活經驗的深度訪談之質性

研究中，發現家庭互動、支持系統、及家庭生活常規與功能的維持等三項主題是

為家庭生活經驗的主軸。 

 其中家庭教養方式也是影響聽障生生活品質因素之一，父母對於管理教養障

礙的小孩較為開放寬鬆的方式，以滿足他們兒女的物質需求，但缺乏情感性的交

流，較為容易形成行為過度依賴的情況。但因家庭經濟狀況的不同，溝通輔助資

源取得難易，影響在家庭互動技巧和情感交流的程度，與家庭支持度有相關性 

(吳怡禎，2004；許雅惠，2009)。Luckner（2007）的研究中也提出，父母對聽

覺障礙者的理解、鼓勵和支持是很重要，是孩子成功的關鍵，因為聽障生最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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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依靠是他們的家庭。 

 邵慧綺（2005）的研究中，提到障礙者的家長若能坦然的接納孩子是聽障的

事實，給予鼓勵和支持，加上障礙者的自我接納，並提供生活及課業上的協助，

肯定在社團與學業上的表現，這些心理上的支持行為，都會是影響障礙者生活適

應的重要因素。換句話說父母願意以理解、鼓勵、接納和支持的正向態度去面對

子女的障礙，甚至澄清社會大眾與其他家庭成員對於聽覺障礙者的誤解，對聽覺

障礙者具有正向的意義與價值，所以自我概念與父母的接納程度具有正相關（引

自李毓貞，2006），父母的支持和鼓勵愈多、愈重視孩子行為的要求時，障礙子

女的生活滿意度就會愈高。 

 在 Stacey、Fortnum、Barton 與 Summerfield (2006)研究中指出在家庭經

濟富裕的聽障生家庭中，比較容易獲得較佳的溝通技巧和教育資源，其生活品質

表現也比較好，可見其家庭經濟能力獲得該有的資源可能是會影響聽障者生活品

質的因素之一。 

五、社會環境資源提供與人際互動 

 生活品質涵蓋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連同身障者之居住地社區也是影響因素之

一，社區大小也是影響教育資源和社區資源利用的重要因素之一(Lin,1995)。其

中社區生活涵蓋包括人際互動、福利制度、資源分享、活動交流和就業機會等項

目，在生活品質各方面。而 Ferrell、Grant、Schmidt 與 Rhiner（1992）研究

中提到有工作機會、錢財及有生產力是可提升生活品質，發現有工作者，其生活

品質較好(引自林秀卿、于普華，2007)。 

 林宏熾(1999)提出高中職先前的教育經驗，決定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的好

壞，如學生時期就具有工作經驗的身障者，容易取得就業的機會。適應行為會影

響身障者獨立生活的能力，並且對日後身障者的工作安置、薪水時數、小團體家

庭的居住表現、和畢業後的調整適應等非學術性的準據有中度的相關，所以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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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能力越高者，其容易有較佳的生活品質。一般而言，身心障者學歷越高者其越

有可能擁有較佳的生活品質，如工作上的要求與技能培養，皆先以學歷高低為優

先選擇，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接受中學後教育或就業。 

 綜合整理以上文獻，聽障者生活品質上影響的因素或許還有更多，並不夠完

全詳盡，尚有未知或有待開發的因素還待進一步去研究。在此研究中研究者採用

臺灣版 WHO分類之生活品質模式和測驗，評量範圍包括生理、心理、社會關係和

環境等四大層面，來探討聽障生在大專校院的就學狀態之生活品質，希望藉由此

測驗工具可以廣泛收集大專聽障生現況生活品質的結果。 

 

 

第三節 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相關探討 

 本節將探討有關聽障生相關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的研究結果，討論先前文獻

研究發現可能影響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的因素，並且探討兩者的相關程度和內容

陳述。 

壹、 聽障生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相關程度 

 Schalock (2004)將 16篇有關障礙者生活品質研究做歸納分析，結果發現：

統計其中共含有 125個生活品質之指標，這些指標含括 19 項範疇，其中以「人

際關係」之範疇含括比率最高(引自唐紀絮、林宏熾、林金定、陳英進、羅淑珍、

簡言軒，2005)，可見人際關係與生活品質具有一定的相關程度。人際行為互動

結果和生活品質在每個人身上不盡相同，可能依照不同的環境、對象等因素而有

所不同，因此研究者利用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所定義評量生活

品質的四大領域（生理、心理、社會關係和環境）與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相關

文獻去做分析對照，歸納兩者的互動程度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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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理健康方面  

 聽障生在生理的溝通限制之下，容易導致與一般人有不同的生活樣貌與特性，

較容易有消極的行為表現，如固執、自我中心、缺乏內省控制、衝動暴躁、易受

暗示及社會性不成熟、缺少興趣、沮喪、情緒控制不良與日常生活缺乏彈性等(陳

景圓、董旭英，2006)。在溝通管道出現限制後，在生活適應上就會有所影響，

其問題癥結也就容易浮現。 

 聽障者在緊張的狀態下容易有攻擊性的反應，導致人們會認為生氣發怒和攻

擊反應是聽障者的特徵，聽障者有消極的表現，並不是他們與天俱來都會有此結

果，往往都是環境所造成，尤其是在周遭一般人對他們的負向態度和刺激下，常

使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導致有情緒不穩、不合群和缺乏自信心的心理問題，會使

得比原本的聽覺障礙問題更加嚴重(李毓貞，2006)。 

二、心理健康方面 

 張蓓莉(2002)指出聽障生的個人知覺很不準確，自我評價不高，理想我和現

實我之間差距很大，且在自我概念層面呈現消極狀態，相對影響人際關係的建立，

容易產生不成熟、退縮等人格特質，在社會中強調認同感的階段，易感到有壓力

和生活適應困難，導致有不穩定的自我知覺(引自吳怡禎，2004)。 

 容易以自我為中心，以自身的角度去觀看社會環境，以及對他人做出錯誤的

推論和回應，所以在別人看來，聽障者有時缺乏敏感度，無法在當時做出正確的

判斷與回應行為，在生活上無法與人群接觸互動，影響其生活中該進行的任務或

行為 (吳怡禎，2004；李毓貞，2006)。聽障生在生活需求上角色與立場是較被

動需要旁人給予意見下，才能做出決定，同時也缺乏自信心，所以對於生涯的議

題上常常有茫然或不知道的反應，同時也受限於障礙的關係，溝通的能力不佳，

就無法將自己的真正意見表達清楚，或是未能覺察和體會他人話語中的含意，畫

地自限將自己封鎖在狹窄的視野中，所以對於外在資源和援助就顯得不太有興趣，



43 

相對也會影響到生活中的適應能力和態度。 

三、社會關係方面  

 對聽障生來說，交友是困難的，尤其是在與人建立關係時，通常都是在「幫

助」的基礎下發展成友誼關係，在研究中，雖然溝通差異會使人與人之間產生隔

閡，但並不是交友的阻礙。所以在關係建立上，就屬「幫助」是聽障生人際關係

的特色，聽障生不會因溝通差異無法交到朋友，成為朋友後不因對象不同而有差

別待遇(謝欣惠，2010)。 

聽障生是否本身能接納障礙的事實，也是影響聽障者自我概念與適應問題的

相關因素。聽障者常有自貶、無助感、無能力等負向的自我觀點，能夠接受障礙

存在的聽障者，則在自我概念有較為正向的看法，其社會適應也會更顯著提升(邵

慧綺，2005）。 

 整體來說，聽障生較難與同儕建立親密的關係，感覺在學校有被隔離、孤單

和較低的自尊感，所以在聽覺障礙本身會影響聽障者對自我的看法，就看自己如

何去解讀障礙和外界給予的資訊刺激，轉換成自己的概念所吸收，也是聽障者必

須面對的另一個生活課題，在生活適應上與人的接觸是必須的，所以往往生活品

質的高低會因人際關係的好壞而有所不同。 

四、環境方面  

 聽障生早期生活經驗受限，在父母親的保護下，生活範圍有所侷限，不利於

人際互動及對環境的認識。缺乏做決定的機會：家長基於對聽障生的保護，會替

決定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聽障生很少有做決定的機會。家庭社經地位與經

濟狀態，都會讓聽障生有深刻的感受，進而影響其早期的人際行為模式(刑敏華，

2005)。 

 父母對於管理教養障礙的小孩較為開放寬鬆的方式，以滿足他們兒女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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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但缺乏情感性的交流，較為容易形成行為過度依賴的情況。但因家庭經濟

狀況的不同，溝通輔助資源取得難易，影響在家庭互動技巧和情感交流的程度，

與家庭支持度有相關性。 

 比較聽障者參與不同社區、社交甚至政治活動時，影響參與表現的環境因素，

結果顯示對有意願、主動參與的各式活動聽障者而言，環境中任何支持因素都很

重要，包含視覺訊息提供、科技輔具發揮功能、以及支持服務等能促進聽障者順

利生活參與進而提昇其人際關係表現（韓福榮，2013），增加其生活品質程度。 

 當大專聽障生面臨到課業方面的困難時，他們普遍傾向請教同學或是自己想

辦法解決，請求學校校內資源服務的並不多見，像是設立在各縣市的大專校院資

源教室，服務對象以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學生，但實際前來尋求協助或諮詢的人

數較為少數，通常與校內資源教室之輔導老師經營方式和目標有所相關。除了家

庭和學校各方面的支持下，也要會自身有主動去尋找機構資源而支援服務的能力，

這對於學生在未來職場態度上和積極有正面的作用性。 

貳、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可知，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是指個人在

生理、心理、社會的安適狀態。其評估包括主、客觀資料，除了瞭解生活事件的

滿意程度之外，亦考慮這些事件對個人的重要性。 

 大部分的聽障生的研究都關注在語言、認知等學習問題方面，對於社交技巧

或人際行為問題方面的探討較少，先前文獻其研究對象也多著重在國中以下的學

生，但大學階段面臨自我認同以及建立親密關係的階段，若聽障生具備良好的溝

通和社交能力，就能幫助其適應生活和融入社會。因此幫助聽障生改善人際行為

以及增加社交技巧是相當重要的，在人際行為互動上有所練習或體驗，如何與同

儕建立良好關係，日後不僅在校內生活適應，期待日後畢業投入社會職場時，更

能提升其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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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行為溝通和接觸上，都會間接影響大專聽障生之生活品質的好壞。針對

國內碩博士論文的搜尋調查結果，目前並無針對大專聽障生做出人際行為與生活

品質兩者相關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之工具內容，採用人際行為量表，其中包含自

我肯定、社會關係等層面納入考量範圍，另外納入臺灣簡明版生活品質問卷，調

查自評其生活品質情形。 



46 

○1  

○2  

○3  ○4  

○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人際行為對大專聽障生生活

品質的影響。其中以人際行為為出發點，探討大專聽障生背景變項(性別、就讀

地區、障礙程度、學制、校制、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

動和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活品質的關係。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進行差異分析 

進行相關分析 

進行迴歸分析 

圖三 研究架構 

 

個人背景變項 

性    別 

就讀地區 

障礙程度 

校    制 

就讀年級 

學    制 

居住情形 

溝通方式 

輔具使用頻率 

家庭互動關係 

家庭經濟狀況 

大專聽障生之人際行為 

 

自我肯定 

他人關係 

 

大專聽障生之生活品質 

整    體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會關係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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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說明如下： 

分析○1 ：探討大專聽障生的背景變項，對其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分析○2 ：探討大專聽障生的背景變項，對其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分析○3 ：探討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兩者變項進行相關分析。 

分析○4 ：探討大專聽障生的背景變項、人際行為，分析對其生活品質的預測力，

進行階層多元迴歸分析。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邀請大專聽障生為研究受試者，其主要原因在於聽障生因生理的特殊

限制，導致影響建立或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而影響生活狀態的滿意程度，而就

讀大專階段屬於人際關係維持和發展期，在此階段的聽障生，其人際行為和生活

品質的相關是否具有特殊性，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題。 

壹、調查前期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 102 學年度就讀大專校院的聽障生進行分層隨機抽樣調

查，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就讀於大專聽障生人數共

1,233 人，北部共有 527 位、中部共有 270 位、南部共有 391 位、東部共有 42

位和離島共有 3 位；故預計在全國大專校院資源教室預計採取分層隨機取樣方式

之北部地區抽取 125 位、中部地區抽取 65 位、南部地區抽取 100 位、東部地區

抽取 10 位等聽障生，預計採取樣本數量約 300 位，且經過該校資源教室老師的

同意後，並協助發送研究邀請函給聽障生填寫研究問卷。 

本研究在正式發放問卷之前，事前邀請中原大學、康寧護專、中山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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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東吳大學等五所學校資源教室老師，協助尋找有意願填寫的大專

聽障生共 10名，並且在填答過程中觀察受試學生的反應，進一步詢問是否在作

答方面有困難或尚未瞭解題意的地方，再進行細部內容的修改，其作答結果大致

上皆能順利完成。但部分學生反映題數過多，在作答上需要較久的時間，其學生

容易感到煩躁不耐，因顧及維持測驗工具的信效度原始有效性，故在題數上無法

刪減，其改變研究問卷編印方式和回饋禮品，以提高聽障生完整作答完成問卷的

結果。 

貳、調查過程調整 

 研究者於 103 年 3月開始發放問卷，以國內區域為範圍分為北、中、南、東

共四區，邀請 29 間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老師協助研究調查。在收集研究問卷的過

程中，發現回收和填答的人數數量並不理想，與原先採取分層隨機取樣之數量有

所落差，故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改採用方便取樣之方式，請各校資源教室代為

協助口頭或書面邀請願意填寫的聽障生，來獲得研究問卷完成的數量，以利於更

接近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的真實結果。 

本研究共寄出調查問卷共 600份，回收共 177份，問卷回收率為 29.5%。剔

除無效問卷，利用人際行為效度量尺來篩選有效可解釋的研究問卷，原始分數超

過 8 分者解釋無效，共有 11 份；另外包括未填答完成、漏題等情形有 7 份未能

完成，所以無效問卷總共 18 份，實得有效問卷為 159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9.8%。 

參、正式樣本 

根據樣本基本資料，包括有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學制、校制、年級、

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經濟狀況等類型，分別以次數分配，

來描述樣本分配情形。 

一、樣本個人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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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樣本個人背景變項，分為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校制、年級

學制等六部分，如下表 3-1所示。 

(一)性別：男性 76位(47.8%)，女性 83位(52.2%)，女性填寫者比男性較多。 

(二)就讀地區：以南部地區最多 68人(42.8%)、其次為北部地區 48人(30.2%)、

中部地區 40人(25.2%)、東部地區 3人(1.9%)為最少。 

(三)障礙程度：聽障重度74人(46.5%)為最多數，其次為中度 45人(28.3%)、

輕度 36人(22.6%)、和多障極重度 4人(2.5%)； 

(四)就讀校制：以就讀大學最多共有 140 人(88.1%)，其次為技術學院 17

人(10.7%)、專科 2人(1.3%)。 

(五)就讀年級：以一年級為居多共 51人(32.1%)，其次為二年級 42人(26.4%)、

三年級 32人(20.1%)、四年級 31人(19.5%)、四年級以上共 3人(1.8%)。 

(六)就讀學制：以就讀日間部共 149 人(93.7%)為最多，其次為進修學院共

5人(3.1%)、研究所共 4人(2.5%)、夜間部共 1 人(0.6%)最少。 

   表 3-1 樣本個人背景分布情形統計表 

背景變項 類別區分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76 

83 

47.8 

52.2 

就讀地區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48 

40 

68 

3 

30.2 

25.2 

42.8 

1.9 

障礙程度 

輕度 

中度 

重度 

多障極重度 

36 

45 

74 

4 

22.6 

28.3 

46.5 

2.5 

校制 

大學 

技術學院 

專科 

140 

17 

2 

88.1 

10.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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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 類別區分 人數 百分比(%)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以上 

51 

42 

32 

31 

3 

32.1 

26.4 

20.1 

19.5 

1.8 

學制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院 

研究所 

149 

1 

5 

4 

93.7 

0.6 

3.1 

2.5 

合計 159 100.0 

二、樣本家庭背景分析 

 蒐集樣本背景變項之家庭方面，分為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兩部分，如下

表 3-2所示。 

(一)家庭互動關係：良好為最多數共 106 人(66.7%)，其次為普通 53 人

(33.3%)，統計中發現受試樣本都沒有勾選不佳的程度。 

(二)家庭經濟狀況：以普通為最多數共 76 人(47.8%)，其次為小康 57 人

(35.8%)、清寒 24人(15.1%)、富裕 1人(0.6%)、貧困 1人(0.6%)。 

表 3-2  樣本家庭互動、家庭經濟之分布情形統計表 

背景變項 類別區分 人數 百分比(%) 

家庭互動 

良好 

普通 

不佳 

106 

53 

0 

66.7 

33.3 

0 

家庭經濟 

富裕 

小康 

普通 

清寒 

貧困 

1 

57 

76 

24 

1 

0.6 

35.8 

47.8 

15.1 

0.6 

合計 159 100.0 

三、生活與溝通方式 

 受試樣本生活之背景變項，包括有居住情形、輔具使用頻率、溝通方式

表 3-1 樣本個人背景分布情形統計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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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三個層面來蒐集相關資料，如下表3-3、3-4所示。 

(一)居住情形：以居住學校宿舍84人(52.8%)為最多，其次為居住家裡47人

(29.6%)、在外租屋25人(15.7%)、寄居親戚朋友家3人(1.9%)。 

(二)輔具使用頻率：以經常使用共65人(40.9%)為最多，其次為未曾使用56

人(35.2%)、.偶爾使用38人(23.9%)。 

表3-3 樣本居住情形、輔具使用頻率之分布情形統計表 

背景變項 類別區分 人數 百分比(%) 

居住情形 

家裡 

學校宿舍 

在外租屋 

寄居親戚朋友家 

47 

84 

25 

3 

29.6 

52.8 

15.7 

1.9 

輔具使用頻率 

未曾使用 

偶爾使用 

經常使用 

56 

38 

65 

35.2 

23.9 

40.9 

合計 159 100.0 

  對於樣本主要溝通方式的統計結果，研究者原本是想瞭解目前受試樣本

的主要溝通方式為在哪一單項方式使用為最多，但經過問卷回收整理和統計，

發現樣本在此題填答上，勾選兩個以上溝通方式為填答結果，故無法以單一

結果來呈現，研究者以樣本勾選的結果統計如下表3-4所示。 

(三)主要溝通方式：以在單一主要溝通方式為單純口語為最多共73人

(45.9%)、單純手語3人(1.9%)、讀唇1人(0.6%)、筆談1人(0.6%)，其

次為綜合溝通(兩種溝通方式以上)共81人(50.9%)。 

表3-4 樣本溝通方式之分布情形統計表 

 類別區分 次數 百分比(%) 

單一 單純口語 73 45.9 

單純手語 3 1.9 

單純讀唇 1 0.6 

單純筆談 1 0.6 

兩種 口語+手語 3 1.9 

口語+讀唇 15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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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區分 次數 百分比(%) 

口語+筆談 8 5.0 

手語+讀唇 1 0.6 

手語+筆談 5 3.1 

讀唇+筆談 6 3.8 

三種 口語+讀唇+筆談 13 8.2 

口語+手語+讀唇 6 3.8 

手語+讀唇+筆談 1 0.6 

四種 口語+手語+讀唇+筆談 23 14.5 

合計 159 100.0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三種工具來蒐集所需資料，包括:「基本資料問卷」、「人際行為

量表」(柯永河、林幸台、張小鳳，1997)、和「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

質問卷」(姚開屏，2002)。主要的三種研究工具詳細介紹如下： 

壹、基本資料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將相關變項納入在個人基本資料內，包括性別、就讀

地區、障礙程度、學制、校制、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

動和家庭經濟狀況等部分。 

(一) 性別:男生、女生共兩類。 

(二) 就讀地區：北部、中部、南部和東部等四區。 

(三) 障礙程度:輕度、中度、重度和極重度等四種。 

(四) 就讀校制:大學、技術學院和專科共三種。 

(五) 就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和四年級以上等五種。 

表 3-4 樣本溝通方式之分布情形統計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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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就讀學制：日間部、夜間部、進修學院和研究所等四種。 

(七) 居住情形：家裡、學校宿舍、在外租屋、寄居親戚朋友家和其他等五種。 

(八) 溝通方式：口語、手語、讀唇、筆談和其他等五種。 

(九) 輔具使用頻率：未曾使用、偶爾使用和經常使用等三種。 

(十) 家庭互動關係：良好、普通和不佳共三種。 

(十一) 家庭經濟狀況：富裕、小康、普通、清寒和貧困等五種。 

貳、人際行為量表 

一、量表內容 

人際關係對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是許多心理學家與心理健康專家所強調的；人

際關係是指人與人往來互動時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此種關係可用許多方式說

明，如親密-疏離、友善-敵對、熱誠-冷淡等。自我肯定行為是人際行為的核心

向度，在人際關係中佔有關鍵的地位，幾乎包含人際互動的所有形式。 

該量表以肯定量尺、攻擊性量尺、關係量尺、效度量尺為建構之本土化試題，

藉由量表所得的結果，對於行為向度的研究，及自我肯定訓練會有應用價值。本

研究主要探討聽障生與他人互動行為之關係狀態，考量設計研究問卷題數的前提

下，不將攻擊量尺納入量表中，主要研究重點擺在肯定與關係量尺，取得對外界

的因應方式結果，故本研究採用此量表三個量尺作為測驗人際行為的結果，詳細

說明如下： 

1.效度量尺 

此量尺反映出受測者的受測態度與反應，包括否認、博取印象、罕見等三個

量尺。因為受測者在受測時的態度會影響在肯定、攻擊及關係量尺的得分，因此

效度量尺可以顯示出測驗結果是否可接受來解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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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否認」分量表，代表不能承認一般常見但非社會所期望的弱點

與感覺，此項得分高低可以用來測驗此人際行為量表結果的真實性，若否認分數

高時，可能包含社會期望高、家庭環境或工作要求、以及有說謊傾向，希望給他

人好印象等因素，作為篩選有效研究問卷的指標效度。 

2.肯定量尺 

此量尺測量受試者的一般自我肯定情況，此分數代表自我肯定的一般性評量，

此研究採用一般性的自我肯定之分量表題組，由此分數可瞭解受試一般性的自我

肯定行為表現，探究受試者的自我肯定概念程度為多少。 

3.關係量尺 

此量尺測量與他人關係的質與量，包括避免衝突、依賴、害羞三個分量尺得

分。 

(1)避免衝突：代表逃避意見不合，或與他人形成衝突情境的程度。 

(2)依賴：代表依賴他人的程度，如請他人幫忙做決定，感覺無力無助害怕

失去他人的支持並急於尋求支援。 

(3)害羞：代表和朋友交往的情形、社會事件的參與、和社會互動的喜好程

度。 

本研究皆採用避免衝突、依賴、害羞三個分量尺，其中若避免衝突和害羞分

量表得分越高時，則表示有壓抑、內向、自我不肯定、退縮等導致這樣的行為，

不容易與他人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藉此量尺得分高低以瞭解受試者的他人關係

互動情形。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本研究預計採用人際量表中「肯定量尺」、「關係量尺」與「效度量尺」之題

目作為人際行為問卷題目，共計 129題，採用「是」和「否」作答方式，瞭解大

專聽障生的自我概念與行為因應程度，以及是否具有誠實性作答，來證明人際行

為量表的結果真實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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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測驗的第一步就是先檢查效度量尺的得分，如果否認分量尺得分落在

T60到 T70之間，解釋時必須特別小心，如果超過 T70(原始分數超過 8分)，表

示該量表測驗結果無效，作為刪除無效量表的指標。 

三、量表信度與效度 

以臺灣地區成人與 985名大專學生為對象建立常模，分別有男性、女性之大

學生、成人常模對照。本研究主要以肯定量尺、關係量尺和效度量尺之量表所得

原始分數，來取得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的結果。 

該量表信度是經由內部一致性α係數的程序所得結果，各項分量尺均達 0.6

以上，比其他人格測驗有相同甚至更高的信度值。在效度研究上，經過因素分析

的程序所得結果，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同時具有聚斂效度與區辨效度。 

參、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 

一、量表簡介與內容 

臺灣發展小組於 1997年由姚開屏代表向世界衛生組織取得授權，進行臺灣

版問卷的翻譯及研究測試，發展出 WHOQOL-100 臺灣版。由於 WHOQOL-100 問卷

太長，並不實用，因此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嘗試將其簡化成簡明版問卷(簡稱為

WHOQOL-BREF)。本量表採用姚開屏（2000）主撰之「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

活品質問卷」（WHOQOL-BREF 臺灣版）。測量目的是除了瞭解受訪者主觀感受生活

品質各範疇、層面之得分外，還能瞭解他們對這些項目之重要性的感受程度。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由姚開屏等（2000）修改 WHO 之「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經信效度測試

縮減為「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將原先的六大範疇簡化成四

個主要的範疇：生理(包含生理與獨立自主)、心理(包括心理與個人信念)、社會

關係以及環境等層面，保持 WHOQOL-BREF 的 26 題，翻譯成中文版，另外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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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題臺灣本土性的題目，共 28 題(整體評量 2 題、生理健康 7 題、心理範疇 6

題、社會關係 4 題和環境範疇 9 題)。以自填式的方式來進行，近兩個星期為時

間參考點來評斷自己的生活品質程度，以下為生活品質四層面的範圍說明。 

1. 生理健康：包括生理疼痛及不適、活力及疲倦、睡眠及休息、活動能力、

日常生活活動、對藥物及醫療的依賴、工作能力等。 

2. 心理健康：包括正面感覺、思考學習、記憶及集中注意力、自尊、身體

心象及外表、負面感覺、靈性/宗教/個人信念等。 

3. 社會關係：包括個人關係、實際的社會支持、性生活等。 

4. 環境層面：包括身體安全及保障、家居環境、財務資源、健康及社會照

護、取得新資訊及技能的機會、參與娛樂及休閒活動的機會、物理環境、

交通等。 

 生活品質量表主要採取每題五點量表方式來計分，遇及反向題時則轉換計分

(第 3、4、26題)。生活品質評量分為五層面，分別為整體、生理、心理、社會、

環境，其中第 1、2 題為「整體自評」；第 3、4、10、15、16、17、18 題為「生

理層面」；第 5、6、7、11、19、26 題為「心理層面」；第 20、21、22、27 題為

「社會關係」；第 8、9、12、13、14、23、24、25、28 題為「環境層面」。讓受

訪者填寫對自己之重要性計分，計分方式分為從一分（不重要）至五分（極重要），

總分愈高表示生活品質滿意程度愈佳，其中第 3、4、26 題屬於反向題，再轉換

為反向計分，分別統計和記錄各層面的原始分數總分。 

三、量表信度與效度 

此問卷的題目乃是依據 WHOQOL-100 臺灣版發展而來。在信度部分，整體問

卷的內部一致性質達到 0.89，再測信度中有 22 題是超過0.60，最小值為0.41，

最大值為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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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部分採用皮爾森相關法（Person correlation），各題目與所屬範疇間

之相關介於 0.45~0.82，表示內容效度是相當好的。建構效度方面，採用了探索

性因素分析，並進行斜交轉軸（promax rotation），可解釋約 73%的變異量。 

 

 

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在研究程序上主要分為準備、實施、資料處理與完成四個階段，各階

段的工作內容及要點分述如下： 

壹、 準備階段 

一、釐清研究興趣與研究主題 

 研究者於工作經驗與文獻閱覽中發現有興趣的問題，並綜覽有關文

獻，找出論文的研究方向，再與指導教授一同討論，至九月確定研究的

主題和架構，並訂定論文題目。 

二、 蒐集相關文獻，進行文獻探討與分析 

 確定論文題目之後，研究者即上網查詢國內外有關聽覺障礙、人際

行為和生活品質等相關的論文資料，並且至各大學院校圖書館蒐集文獻，

接著在進行文獻的探討與分析。 

三、調查研究對象 

 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所提供的全國大專校院聽障生人數為

樣本，研究者再分別上網至全國各教育局特殊教育網路通報系統查詢學

校設置概況，最後再與各校資源教室進行聯絡。 

四、擬訂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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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的內容，並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流程等，以擬定研究計畫，並開始撰寫研究計畫，命名為「大專

聽障生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研究」。 

貳、 實施階段 

一、編選研究工具 

 研究者經過文獻探討，理論驗證比較各量表的內容，依研究內容需

要，參考相關文獻及心理測驗量表初步選定「基本資料問卷」、「人際行

為量表」和「臺灣簡明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作為研究工具。 

二、選取研究樣本 

 研究者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所提供的全國大專校院聽障生為

母群，與國內各校資源教室聯絡，邀請校內聽障生填寫研究問卷。本研

究以分層隨機抽樣所得樣本為研究對象，但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研究對

象邀請不易或意願度較低，經討論過後調整為「方便取樣」方式為取得

研究問卷結果。 

三、正式調查 

 研究者於研究計畫發表完後，於二月底將開學之際與隨機抽取的樣

本學校資源教室老師進行聯絡，並取得同意後，於三月到六月期間開始

著手進行問卷的調查，本研究隨機抽取全國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北部、中

部、南部和東部四個區域學校群，願意參與受試者聽障生預計 300人，

問卷回收時間花費三個月。 

參、問卷回收與資料處理 

 問卷回收後，將填答不完全者份數剔除，再將有效問卷開始進行整理並將資

料輸入電腦，並運用 SPSS2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於民國 103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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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完成。 

肆、完成階段 

 103年 06月到 07月將資料分析處理之結果匯整成研究發現與討論，從內容

提出建議與研究報告，並請指導教授指正，最後再加以定稿，完成碩士論文。本

研究整體之研究流程參見圖四： 

 

圖四 研究程序流程圖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均以視窗版 SPSS22.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以下列之

統計分析進行各項研究假設之考驗。 

完成正式論文 

資料處理與分析 

正式調查 

選取研究樣本 

編選研究工具 

擬定研究計畫 

調查研究對象 

蒐集相關文獻，進行文獻探討與分析 

釐清研究興趣與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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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描述統計  

 研究樣本之背景變項的分布情形，以平均數、百分比、次數分配說明之。在

大專聽障生之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兩方面調查結果，以平均數、標準差、次數分

配表、百分比等描述統計方法陳述。 

 

貳、 推論統計 

 由第二節研究樣本的分布情形來看，統計考驗因樣本的數量大小不同，而有

變異數同質性的問題，為避免少數的數值來影響全體的差異情形，在解釋上會有

所誤差，故在不影響全體的結果表現為前提下作細部調整，主要調整項目包括有

障礙程度、年級、學制、溝通方式。將障礙程度中的「多障極重度」納入「聽障

重度」項目中，並更改名稱為「聽障重度以上」；對於就讀年級，將「四年級」

和「四年級以上」將合併在一起討論，合稱為「四年級以上」之類別項目。 

 另外就讀學制中以「日間部」佔 93%以上，其他項目數量極少，故就讀學

制之背景變項不採計於本研究統計考驗討論；溝通方式調查結果大多為複選方式，

故研究者自行將其分為兩類，分別為「單純口語」和「綜合溝通」，而單純手語、

讀唇和筆談者因數量過少則不列入統計考驗中，另外將兩種以上的溝通方式一起

合併在「綜合溝通」項目中參與統計考驗。其他項目若有調整，則會在各節詳細

說明樣本數的調整與統計方式。 

一、t考驗（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探討受試者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表現是否會因受試者之

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校制、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

庭互動和家庭經濟狀況等而有顯著差異，考驗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分量表得分

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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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並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受試者之人

際行為與生活品質表現，是否會因受試者的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在人際

行為分量表得分是否有顯著差異。若經考驗後達顯著差異，再以進行事後比較。 

二、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以大專聽障生探討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量表與各分量表其間的關聯型態，並

以有否達到顯著，進一步再進行迴歸分析的標準。 

三、階層多元迴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 

 在進行迴歸分析之前，須將部分背景變項為屬於類別變項，因此為使能夠投

入迴歸分析中，將其轉換成虛擬變項以預測結果，背景變項包括有：就讀地區-

北部、中部、南部；居住方式-家裡、宿舍、在外租屋；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普

通、清寒。 

 首先以大專聽障生之背景變項(如：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校制、年

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狀況)為第一階層自

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來檢視對生活品質是否有顯著的預測力。 

 然後再以人際行為分量尺(肯定與關係量尺)測驗得分為第二階層自變項，進

行階層迴歸分析，看出人際行為各項分量尺對生活品質是否具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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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主要呈現研究結果，並做進一步的探討。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大

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與背景變項分析；第二節為大專聽障生生活品質與背景變項分

析；第三節為大專聽障生的背景變項、人際行為對其生活品質的預測分析；第四

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與背景變項分析 

 本節分別探討人際行為現況分析、以及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校制、

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經濟狀況在大專聽障生人際

行為的表現狀況。藉由 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是否存在明顯的差異，而

能對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結果有初步的了解。 

一、 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之現況分析 

 本分析旨在瞭解大專聽障生目前的人際行為的情況，採平均數、標準差對人

際行為的各層面及整體層面做進一步分析，並對照人際行為量表的大專生常模團

體原始分數比較各項平均數的差異。 

表 4-1 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的現況描述統計表  

層面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常模平均數 

效度量尺--否認 159 5.02 1.93 9 3.62 

關係量尺 159 37.96 8.95 66  

 --避免衝突 159 11.98 3.56 (20) 12.39 

--依賴 159 14.74 4.01 (23) 13.61 

--害羞 159 11.23 5.14 (23) 10.18 

肯定量尺-自我肯定 159 27.04 8.85 54 26.04 

人際分數(關係+肯定) 159 65.00 6.59 129  

 由表 4-1可知，人際行為量表各項層面與常模平均數對照下，皆明顯高於常

模平均數，唯獨在關係量尺中「避免衝突」項目之平均數(M=11.98)小於常模平

均數(M=12.39)，所以反映出在大專聽障生在效度量尺-否認(M=5.02)、關係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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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M=14.74)和害羞(M=11.23)等項目行為反應皆高於一般大專生，可見他們

在學校或家中的人際行為表現較為容易符合他人的期待去行事，但在害羞程度呈

現比較高，不容易表現他們自己內在真正的想法和感覺。 

 對照肯定量尺之一般性自我肯定項度，其平均數(M=27.04)高於於常模平均

數(M=26.04)，顯示大專聽障生某一程度上對自我肯定行為有較為正向的看法和

信心，在生活中或許並沒有表現其行為出來，但在自我肯定層面是比一般大專生

有較高的分數呈現。 

二、 不同性別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t檢定，如

下表4-2所示。 

表4-2 不同性別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t考驗分析表 

層面名稱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關係量尺 男生 76 36.67 9.70 
-1.77 

女生 83 39.13 7.81 

自我肯定 男生 76 27.47 8.85 
.59 

女生 83 26.65 8.89 

人際分數 男生 76 64.14 6.42 
-1.57 

女生 83 65.78 6.68 

 註：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2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在 t考驗之下，並沒

有達到顯著水準。所以在人際行為各層面而言，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上不會因

性別而有顯著差異。 

三、 不同就讀地區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國內大專聽障生就讀地區分為四個區域：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

部地區和東部地區，但因東部地區回收樣本數只有3位過少，擔心有變異數同質

性的問題，影響平均數和標準差的分布情形，故排除東部地區進入統計當中，就

以國內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大地區去進行比較。不同就讀地區之大專聽障生在人

際行為上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與F考驗，如下表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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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不同就讀地區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關係量尺 北部 48 37.13 10.43 組間 65.56 2 .41 

中部 40 37.78 8.86 組內 12140.03 153  

南部 68 38.63 7.69 總和 12205.59 155  

自我肯定 北部 48 27.65 10.49 組間 216.79 2 1.38 

中部 40 28.55 8.23 組內 12002.57 153  

南部 68 25.78 7.91 總和 12219.36 155  

人際分數 北部 48 69.92 6.66 組間 96.250 2 1.16 

中部 40 71.53 6.26 組內 6375.73 153  

南部 68 69.34 6.98 總和 6471.97 155  

 註：排除就讀東部地區共3位，其總樣本數N=156 

 由表4-3可看出，不同就讀地區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各層面均未達到顯

著水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表現不因其就讀學校所在地區而有顯著

差異。 

四、 不同障礙程度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依照國內身心障礙手冊的鑑定結果為基準，將不同障礙程度之大專聽障生在

人際行為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F檢定，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下表

4-4所示。 

表 4-4 不同障礙程度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關係量尺 輕度 36 37.19 9.89 組間 48.80 2 .31 

中度 45 38.73 8.59 組內 12249.89 156  

重度以上 78 37.86 8.51 總和 12298.69 158  

自我肯定 輕度 36 28.36 9.60 組間 115.80 2 .74 

中度 45 25.96 7.76 組內 12258.90 156  

重度以上 78 27.06 9.10 總和 12374.69 158  

人際分數 輕度 36 65.56 6.14 組間 15.93 2 .18 

中度 45 64.69 7.22 組內 6842.07 156  

重度以上 78 64.92 6.48 總和 6858.00 158  

註：總樣本數 N=159 



65 

 由表 4-4可看出，不同障礙程度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各層面均未達到顯

著水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表現不因其障礙程度之高低而有顯著差

異。 

五、 不同校制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校制分為三種，分別為大學、技術學院和專科等類別，但因就讀專

科樣本數只有 2 位過少，擔心有變異數同質性的問題，影響樣本平均數和標準差

的真實分布情形，故排除就讀專科進入統計當中，就以大學和技術學院兩者去進

行 t檢定。將不同校制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如下表 4-5 所示。 

表4-5 不同校制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t考驗分析表 

層面名稱 校制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關係量尺 大學 140 38.23 8.83 
1.27 

技術學院 17 35.35 8.89 

自我肯定 大學 140 26.69 8.84 
-1.30 

技術學院 17 29.65 8.89 

人際分數 大學 140 64.91 6.54 
-.05 

技術學院 17 65.00 7.18 

 註：排除就讀專科共 2位，其總樣本數 N=157 

 由表 4-5結果顯示，不同校制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在 t考驗之下，並沒

有達到顯著水準，所以在人際行為各層面而言，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上不會因

就讀校制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六、 不同年級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不同年級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上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與 F 考驗，

如下表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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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不同年級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關係量尺 一年級 51 38.06 8.92 組間 417.78   3 1.82 

一年級 42 37.90 8.12 組內 11880.91 155  

三年級 32 40.50 9.41 總和 12298.69 158  

四年級以上 34 35.47 8.63     

自我肯定 一年級 51 26.76 9.04 組間 329.41   3 1.41 

一年級 42 28.05 8.26 組內 12045.29 155  

三年級 32 24.53 8.65    總和 12374.69 158  

四年級以上 34 28.59 9.28     

人際分數 一年級 51 64.82 5.97 組間 59.281 3 .53 

一年級 42 65.95 7.20 組內 7355.49 155  

三年級 32 65.03 4.85 總和 7414.77 158  

四年級以上 34 64.06 8.07     

註：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6可看出，不同年級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各層面均未達到顯著水

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表現不因其就讀年級之高低而有顯著差異。 

七、 不同居住情形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居住情形分為四種，分別為家裡、學校宿舍、在外租屋和寄居親戚

朋友家等類別，但因寄居親戚朋友家之樣本數只有 3位過少，擔心有變異數同質

性的問題，影響樣本平均數和標準差的真實分布情形，故排除寄居親戚朋友家之

類別項目進入統計當中，主要以家裡、學校宿舍和在外租屋三者去進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將不同居住情形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

和 F考驗，如下表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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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居住情形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關係量尺 家裡 47 38.09 10.33 組間 82.78 2 .52 

學校宿舍 84 38.51 8.31 組內 12102.81 153  

在外租屋 25 36.44 7.80 總和 12185.59 155  

自我肯定 家裡 47 26.49 9.56 組間 93.08 2 .59 

學校宿舍 84 26.80 8.76 組內 12067.86 153  

在外租屋 25 28.76 7.90    總和 12160.94 155  

人際分數 家裡 47 64.57 6.13 組間 16.78 2 .20 

學校宿舍 84 65.31 6.60 組內 6381.44 153  

在外租屋 25 65.20 6.56 總和 6398.22 155  

註：排除寄居親戚朋友家共 3位，其總樣本數 N=156 

 由表 4-7可看出，不同年級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各層面均未達到顯著水

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表現不因其就讀年級之高低而有顯著差異。 

八、 不同溝通方式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者自行將溝通方式變項區分為兩類，分別為「單純口語」和「綜合溝

通」共兩種，而先前樣本背景變項之統計分配表討論內容中，包括單純手語 3

位、讀唇 1位和筆談 1 位因樣本數量過少，擔心有變異數同質性的問題，影響樣

本平均數和標準差的真實分布情形，故排除單純手語、讀唇和筆談等類別項目進

入統計當中，就以「單純口語」和「綜合溝通」兩者去進行 t檢定。將不同溝通

方式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如下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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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不同溝通方式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t考驗分析表 

 

層面名稱 溝通方式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關係量尺 單純口語 73 37.45 9.70 
-.75 

綜合溝通 81 38.53 7.81 

自我肯定 單純口語 73 27.68 8.85 
.71 

綜合溝通 81 26.67 8.89 

人際分數 單純口語 73 65.14 6.49 
-.06 

綜合溝通 81 65.20 7.14 

註：排除單純手語 3位、單純讀唇 1位、單純筆談 1位，其總樣本數 N=154 

 由表 4-8結果顯示，不同溝通方式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在 t考驗之下，

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所以在人際行為各層面而言，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上不

會因溝通方式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九、 不同輔具使用頻率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不同輔具使用頻率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上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與

F考驗，如下表 4-9所示。 

表 4-9 不同輔具使用頻率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關係量尺 未曾使用 56 39.02 7.49 組間 250.67 2 1.62 

偶爾使用 38 38.97 9.96 組內 12048.02 156  

經常使用 65 36.45 9.10 總和 12298.69 158  

自我肯定 未曾使用 56 25.95 8.35 組間 145.13 2 .40 

偶爾使用 38 26.82 9.00 組內 12229.57 156  

經常使用 65 28.12 9.18 總和 12374.69 158  

人際分數 未曾使用 56 64.96 5.96 組間 35.817 2  .67 

偶爾使用 38 65.79 7.77 組內 6822.18 156  

經常使用 65 64.57 6.41 總和 6858.00 158  

註：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9可看出，不同輔具使用頻率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各層面均未達

到顯著水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表現不因其輔具使用頻率之高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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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 

十、 不同家庭互動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家庭互動分為三種，分別為良好、普通和不佳等。因統計後受試樣

本無勾選不佳者，故以「良好」和「普通」兩者去進行 t 檢定。將不同家庭互動

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t值，如下表 4-10所示。 

表 4-10 不同家庭互動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 t考驗分析表 

層面名稱 互動程度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關係量尺 良好 106 37.30 8.74 
-1.33 

普通 53 39.26 8.92 

自我肯定 良好 106 27.83 8.72 
1.59 

普通 53 25.47 8.98 

人際分數 良好 106 65.13 6.95 
.36 

普通 53 64.74 5.85 

註：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10 結果顯示，不同家庭互動程度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在 t考驗

之下，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所以在人際行為各層面而言，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

為上不會因家庭互動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十一、 不同家庭經濟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家庭經濟狀況分為共五種，包括有富裕、小康、普通、清寒和貧

困等類別項目，但因富裕、貧困所得樣本數都只有各 1位，故在統計上無法有具

體貢獻，故研究者將富裕樣本數併入於小康項目中，以及貧困樣本數併入清寒項

目，分別更名為「小康以上」和「清寒以下」。主要以小康以上、普通和清寒以

下之家庭經濟項目去進行變異數分析，以瞭解其人際行為的顯著差異。將不同家

庭經濟狀況在人際行為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F考驗，如下表 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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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不同家庭經濟之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關係量尺 小康以上 58 38.14 8.49 組間 430.86 2 2.83  

普通 76 36.67 9.15 組內 11867.83 156   

清寒以下 25 41.44 7.85 總和 12298.69 158   

自我肯定 小康以上 58 28.57 8.26 組間 725.03 2 4.85** 小康>清寒 

普通 76 27.46 8.98 組內 11649.67 156  普通>清寒 

清寒以下 25 22.24 8.46 總和 12374.69 158   

人際分數 小康以上 58 66.71 6.27 組間 269.86 2  3.20* 小康>清寒 

普通 76 64.13 6.95 組內 6588.14 156  普通>清寒 

清寒以下 25 63.68 5.50 總和 6858.00 158   

註：1.*p<.05  **p<.01  ***p<.001           

2.調整樣本數：富裕 1位納入小康以上；貧困 1位納入清寒以下，總樣本數 N=159 

 由表4-11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經濟狀況的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在F考驗之

下，在肯定量尺(F(2,156)= 4.85，p<.01)和人際分數(F(2,156)= 3.20，p<.05)

方面有達到整體考驗之顯著差異。經由Scheffe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肯定量尺

中，大專聽障生的家庭經濟小康以上(M=28.57)、普通(M=27.46)之平均數均高於

清寒以下之平均數(M=22.24)，顯示在清寒以下經濟狀況的大專聽障生家庭比小

康和普通經濟狀況的聽障生家庭而言有較差的人際行為表現，但是小康與普通之

經濟狀況在聽障生家庭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 

 而在人際分數方面，小康以上(M=66.71)、普通(M=64.13)之平均數均高於和

清寒之平均數(M=63.68)，顯示在經濟狀況清寒以下的大專聽障生家庭較小康和

普通的大專聽障生家庭而言有較差的人際行為表現，但是小康與普通經濟狀況聽

障生家庭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在本研究中，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上會因家庭

經濟狀況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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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專聽障生生活品質與背景變項分析 

 本節分別探討生活品質現況分析、以及性別、就讀地區、障礙程度、校制、

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狀況在大專聽障生

生活品質的表現狀況。藉由 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視是否存在明顯的差

異，而能對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呈現內容有初步的了解。 

一、 大專聽障生生活品質之現況分析 

 大專聽障生生活品質的各層面和整體得分情形如下表 4-12，本分析旨在瞭

解大專聽障生目前生活品質的情況，採平均數、標準差和常模平均數對生活品質

的各層面及整體層面做進一步分析。 

表 4-12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現況分析 

層面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數 

整體自評 159 6.62 1.33 2 3.31 

生理層面 159 23.23 4.50 7 3.32 

心理層面 159 19.40 4.06 6 3.23 

社會關係 159 12.91 2.34 4 3.23 

環境關係 159 29.68 4.56 9 3.30 

生活品質總分 159 91.84 13.49 28 3.28 

 由於生活品質量表採五點式計分，每題最高 5 分，最低為 1分，所以 3分為

每題的中間值。由表 4-12 可以看出來目前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量表的整體、

生理、心理、社會、環境分量表在每題平均數分別得分為 3.31、3.32、3.23、

3.23、3.30，均在中間值左右，總分項目也在中間值位置，此結果顯示大專聽障

生在生活品質為中等程度，以整體自評的平均得分最高，心理層面和社會關係平

均得分最低。就以生活品質總分而言，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居於中等程度

(M=3.28)。 

二、 不同性別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t檢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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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4-13所示。 

表 4-13 不同性別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 t考驗分析表 

層面名稱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生理層面 男生 76 23.39 4.82 .43 

 女生 83 23.08 4.20 

心理層面 男生 76 19.55 4.02 .46 

 女生 83 19.25 4.13 

社會關係 男生 76 12.84 2.50 -.33 

 女生 83 12.96 2.19 

環境層面 男生 76 30.00 4.57 .85 

 女生 83 29.39 4.55 

生活品質總分 男生 76 92.51 13.37 .60 

女生 83 91.22 13.65 

註：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13 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在 t考驗之下，並

沒有達到顯著水準。所以在生活品質各層面而言，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上不會

因性別而有顯著差異。 

三、 不同就讀地區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國內大專聽障生就讀地區分為四個區域：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

部地區和東部地區，但因東部地區回收樣本數只有 3位過少，擔心有變異數同質

性的問題，影響平均數和標準差的分布情形，故排除東部地區進入統計當中，就

以國內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大地區去進行比較。不同就讀地區之大專聽障生在生

活品質上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與 F考驗，如下表 4-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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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不同就讀地區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生理

層面 

北部 48 25.23 3.82 組間 385.01 2 10.61
***
 北部>南部 

中部 40 23.53 3.52 組內 2777.22 153   

南部 68 21.56 4.90 總和 3162.23 155   

心理

層面 

北部 48 19.77 3.53 組間 16.44 2 .49  

中部 40 19.58 3.64 組內 2585.12 153   

南部 68 19.04 4.70    總和 2601.56 155   

社會

關係 

北部 48 13.21 2.27 組間 9.73 2 .89  

中部 40 13.05 2.40 組內 839.35 153   

南部 68 12.65 2.36 總和 849.08 155   

環境

層面 

北部 48 30.48 4.46 組間 68.38 2 1.64  

中部 40 29.83 4.19 組內 3193.52 153   

南部 68 28.94 4.85 總和 3261.90 155   

生活

品質

總分 

北部 48 95.52 12.45 組間 1442.53 2 4.07
*
 北部>南部 

中部 40 92.85 11.41 組內 27142.06 153   

南部 68 88.51 14.85 總和 28584.59 155   

註：1.*p<.05  **p<.01  ***p<.001 

2.排除就讀東部地區共 3位，其總樣本數 N=156 

 由表 4-14結果顯示，不同就讀地區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F考驗之下，

在生理層面(F(2,153)= 10.61，p<.001)和生活品質總分(F(2,153)= 4.07，p<.05)

方面有達到整體性的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e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生理層面的

平均數中，就讀北部地區(M=25.23)和中部地區(M=23.53)的大專聽障生之大於南

部地區之平均數(M=21.56)，顯示在就讀北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大專聽障生比南

部地區的大專聽障生而言有較好的生活品質，其中只有北部地區與南部地區之間

達到顯著差異。 

 而在生活品質總分之平均數上，北部地區(M=95.52)和中部地區(M=92.85)

之平均數大於南部地區之平均數(M=88.51)，顯示在就讀北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

大專聽障生比南部地區的大專聽障生而言有較好的生活品質，其中只有北部地區

與南部地區之間達到顯著差異。換言之，北部地區大專聽障生在生理和整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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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質情形上明顯比就讀南部地區之大專聽障生感受好許多，依據此結果在本研

究中，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上會因就讀地區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四、 不同障礙程度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依照國內身心障礙手冊的鑑定結果為基準，將不同障礙程度之大專聽障生在

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F檢定，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下表

4-15所示。 

表 4-15不同障礙程度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生理層面 

 

輕度 36 23.72 4.45 組間 36.65 2 .91 

中度 45 23.69 4.40 組內 3159.74 156  

重度以上 78 22.74 4.58 總和 3196.39 158  

 

心理層面 

 

輕度 36 19.11 3.64 組間 18.39 2 .55 

中度 45 19.93 3.83 組內 2591.65 156  

重度以上 78 19.22 4.39 總和 2610.04 158  

 

社會關係 

 

輕度 36 12.75 2.51 組間 2.47 2  .22 

中度 45 13.09 2.15 組內 863.11 156  

重度以上 78 12.87 2.39 總和 865.59 158  

 

環境層面 

輕度 36 30.75 4.53 組間 110.94 2 2.73 

中度 45 30.27 4.43 組內 3171.70 156  

重度以上 78 28.85 4.54 總和 3282.64 158  

生活品質 

總分 

輕度 36 92.92 12.68 組間 415.93 2 1.15 

中度 45 93.78 12.54 組內 28337.82 156  

重度以上 78 90.22 14.32 總和 28753.75 158  

註：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15 可看出，不同障礙程度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各層面均未達到

顯著水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不因其障礙程度之高低而有顯著差

異。 

五、 不同校制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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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校制分為三種，分別為大學、技術學院和專科等類別，但因就讀專

科樣本數只有 2 位過少，擔心有變異數同質性的問題，影響樣本平均數和標準差

的真實分布情形，故排除就讀專科進入統計當中，就以大學和技術學院兩者去進

行 t檢定。將不同校制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如下表 4-16 所示。 

表4-16 不同校制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t考驗分析表 

層面名稱 校制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生理層面 大學 140 22.98 4.62 
-2.41* 

技術學院 17 24.94 2.95 

心理層面 大學 140 19.29 4.11 
-.35 

技術學院 17 19.65 2.98 

社會關係 大學 140 12.88 2.31 
.09 

技術學院 17 12.82 2.07 

環境層面 大學 140 29.73 4.54 .37 

技術學院 17 29.29 4.37  

生活品質總分 大學 140 91.45 13.63 -.64 

技術學院 17 93.65 10.45  

註：1.*p<.05  **p<.01  ***p<.001 

2.排除就讀專科共 2位，其總樣本數 N=157 

 由表 4-16 可看出，不同就讀校制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各層面經由 t 檢

定之下，在生理層面中，就讀大學之平均數(M=22.98)小於技術學院之平均數

(M=24.94)，t值為-2.41，達顯著水準(p<.001)，結果顯示出來就讀「大學」大

專聽障生之生理層面生活品質表現明顯低於就讀「技術學院」大專聽障生的生活

品質，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因其就讀校制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六、 不同年級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不同年級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與 F考驗，如

下表 4-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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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不同年級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生理層面 

 

一年級 51 23.22 4.95 組間 46.08 3 .76 

二年級 42 22.52 3.90 組內 3150.31 155  

三年級 32 23.28 4.87 總和 3196.39 158  

四年級以上 34 24.09 4.15     

 

心理層面 

 

一年級 51 19.14 4.50 組間 23.64 3 .47 

二年級 42 19.48 3.37 組內 2586.40 155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32 19.00 4.61 總和 2610.04 158  

34 20.06 3.70     

 

社會關係 

 

一年級 51 13.02 2.08 組間 9.45 3 .57 

二年級 42 12.79 2.50 組內 856.14 155  

三年級 32 12.53 2.50 總和 865.59 158  

四年級以上 34 13.24 2.39     

 

環境層面 

一年級 51 30.06 4.99 組間 88.42 3 1.43 

二年級 42 29.07 4.36 組內 3194.23 155  

三年級 32 28.75 3.97 總和 3282.64 158  

四年級以上 34 30.74 4.55     

生活品質

總分 

一年級 51 91.98 15.36 組間 610.21 3 1.12 

二年級 42 90.31 11.65 組內 28143.54 166  

三年級 32 89.97 14.04 總和 28753.75 169  

四年級以上 34 95.26 11.90     

註：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17 可看出，不同年級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各層面均未達到顯著

水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不因其就讀年級之高低而有顯著差異。 

七、 不同居住情形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居住情形分為四種，分別為家裡、學校宿舍、在外租屋和寄居親戚

朋友家等類別，但因寄居親戚朋友家之樣本數只有 3位過少，擔心有變異數同質

性的問題，影響樣本平均數和標準差的真實分布情形，故排除寄居親戚朋友家類

別項目進入統計當中，主要以家裡、學校宿舍和在外租屋三者去進行單因子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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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分析。將不同居住情形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F考驗，如下表 4-18所示。 

表 4-18不同居住情形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生理層面 

 

家裡 47 23.85 4.86 組間 23.42 2 .59 

學校宿舍 84 22.98 4.54 組內 3047.27 153  

在外租屋 25 23.16 3.24 總和 3070.69 155  

 

心理層面 

 

家裡 47 19.00 4.56 組間 30.52 2 .95 

學校宿舍 84 19.23 3.90 組內 2458.14 153  

在外租屋 25 20.32 3.15 總和 2488.67 155  

 

社會關係 

 

家裡 47 12.81 2.54 組間 13.94 2 1.25 

學校宿舍 84 12.77 2.30 組內 849.98 153  

在外租屋 25 13.60 2.18 總和 863.92 155  

 

環境層面 

家裡 47 29.85 4.70 組間 4.30 2 .10 

學校宿舍 84 29.58 4.62 組內 3196.13 153  

在外租屋 25 29.36 4.15 總和 3200.44 155  

生活品質

總分 

家裡 47 92.32 15.72 組間 73.73 2 .20 

學校宿舍 84 91.14 13.25 組內 28242.50 153  

在外租屋 25 92.80 9.78 總和 28316.22 155  

 註：排除寄居親戚朋友家共 3位，其總樣本數 N=156 

 由表 4-18 可看出，不同居住情形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各層面均未達到

顯著水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不因其居住情形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八、 不同溝通方式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者自行將溝通方式變項區分為兩類，分別為「單純口語」和「綜合溝

通」共兩種，而先前樣本背景變項之統計分配表討論內容中，包括單純手語 3

位、讀唇 1位和筆談 1 位因樣本數量過少，擔心有變異數同質性的問題，影響樣

本平均數和標準差的真實分布情形，故排除單純手語、讀唇和筆談等類別項目進

入統計當中，就以「單純口語」和「綜合溝通」兩者進行 t檢定。將不同溝通方

式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如下表 4-19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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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表 4-19不同溝通方式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 t考驗分析表 

層面名稱 溝通方式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生理層面 單純口語 73 23.56 4.52 
.80 

綜合溝通 81 22.98 4.59 

心理層面 單純口語 73 19.41 3.59 
-.01 

綜合溝通 81 19.42 4.56 

社會關係 單純口語 73 12.85 2.50 
-.43 

綜合溝通 81 13.01 2.17 

環境層面 單純口語 73 30.47 4.46 2.08* 

綜合溝通 81 28.94 4.63  

生活品質總分 單純口語 73 92.81 12.31 .80 

綜合溝通 81 91.05 14.69  

註：1.*p<.05  **p<.01  ***p<.001 

2.排除單純手語 3位、單純讀唇 1位、單純筆談 1位，其總樣本數 N=154 

 由表 4-19 可看出，不同溝通方式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各層面經由 t 檢

定之下，在環境層面中，單純口語之平均數(M=30.47)明顯大於綜合溝通之平均

數(M=28.94)，t值為 2.08，達顯著水準(p<.05)，結果顯示使用「單純口語」的

大專聽障生之環境層面生活品質滿意度比使用「綜合溝通」的大專聽障生比較好，

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因其溝通方式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九、 不同輔具使用頻率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不同輔具使用頻率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與 F

考驗，如下表 4-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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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不同輔具使用頻率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生理層面 

 

未曾使用 56 23.05 4.46 組間 8.33 2 .20 

偶爾使用 38 23.03 5.21 組內 3188.06 156  

經常使用 65 23.51 4.127 總和 3196.39 158  

 

心理層面 

 

未曾使用 56 19.52 3.64 組間 20.63 2 .62 

偶爾使用 38 18.76 4.61 組內 2589.40 156  

經常使用 65 19.66 4.10 總和 2610.04 158  

 

社會關係 

 

未曾使用 56 12.84 2.07 組間 3.60 2 .33 

偶爾使用 38 12.71 2.56 組內 861.99 156  

經常使用 65 13.08 2.45 總和 865.59 158  

 

環境層面 

未曾使用 56 29.05 4.41 組間 50.09 2 1.21 

偶爾使用 38 29.50 4.99 組內 3232.56 156  

經常使用 65 30.32 4.41 總和 3282.64 158  

生活品質

總分 

未曾使用 56 91.11 12.74 組間 162.48 2 .44 

偶爾使用 38 90.84 15.48 組內 28591.27 156  

經常使用 65 93.05 12.99 總和 28753.75 158  

註：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20 可看出，不同輔具使用頻率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各層面均未

達到顯著水準，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不因輔具使用頻率之高低而有顯

著差異。 

十、 不同家庭互動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家庭互動分為三種，分別為良好、普通和不佳。因統計後受試樣本

無勾選不佳者，故以「良好」和「普通」兩者去進行 t檢定。將不同家庭互動之

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t值，如下表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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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不同家庭互動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 t考驗分析表 

層面名稱 家庭互動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生理層面 良好 106 24.30 4.26 4.49*** 

 普通 53 21.09 4.23 

心理層面 良好 106 20.41 3.83 4.72*** 

 普通 53 17.38 3.79 

社會關係 良好 106 13.21 2.16 2.33* 

普通 53 12.30 2.59 

環境層面 良好 106 30.87 4.28 4.99*** 

 普通 53 27.30 4.18 

生活品質總分 良好 106 95.67 12.13 5.52*** 

普通 53 84.17 12.88 

註：1.*p<.05  **p<.01  ***p<.001 

    2.總樣本數 N=159 

 由表 4-21 可看出，不同溝通方式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各層面經由 t 檢

定之下，在生活品質各層面與家庭互動關係皆有明顯的顯著差異。在生活品質各

層面中，家庭互動良好之平均數明顯均大於家庭互動普通之平均數。在生理層面，

t值為4.49，達顯著水準(p<.001)；在心理層面，t值為4.72，達顯著水準(p<.001)；

在社會關係中，t值為 2.33，達顯著水準(p<.05)；在環境層面中，t值為 4.99，

達顯著水準(p<.001)；在生活品質總分上，其 t值為 5.52，達顯著水準(p<.001)。

 所以依據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家庭互動狀況良好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各

層面表現皆比家庭互動狀況普通的大專聽障生來的好，換言之，大專聽障生的生

活品質因其家庭互動程度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十一、 不同家庭經濟狀況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家庭經濟狀況分為共五種，包括有富裕、小康、普通、清寒和貧困

等類別項目，但因富裕、貧困所得樣本數都只有各 1位，故在統計上無法有具體

貢獻，故研究者將富裕樣本數併入於小康項目中，以及貧困樣本數併入清寒項目，

分別更名為「小康以上」和「清寒以下」。主要以小康以上、普通和清寒以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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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項目去進行變異數分析，以瞭解其生活品質的顯著差異。將不同家庭經

濟狀況在生活品質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和 F考驗，如下表 4-22所示 

表 4-22 不同家庭經濟狀況之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生理 

層面 

小康以上 58 23.57 4.34 組間 127.70 2 3.25* 小康>清寒 

普通 76 23.66 4.26 組內 3068.69 156  普通>清寒 

清寒以下 25 21.16 5.15 總和 3196.39 158   

心理 

層面 

小康以上 58 20.19 3.67 組間 89.43 2 2.77  

普通 76 19.26 4.01 組內 2520.61 156   

清寒以下 25 17.96 4.78 總和 2610.04 158   

社會 

關係 

小康以上 58 13.43 2.04 組間 27.18 2 2.53  

普通 76 12.68 2.45 組內 838.41 156   

清寒以下 25 12.36 2.52 總和 865.59 158   

環境 

層面 

小康以上 58 30.57 3.99 組間 201.00 2 5.09** 小康>清寒 

普通 76 29.82 4.87 組內 3081.65 156  普通>清寒 

清寒以下 25 27.20 4.07 總和 3282.64 158   

生活品質

總分 

小康以上 58 94.66 11.89 組間 1657.92 2 4.77** 小康>清寒 

普通 76 91.96 13.55 組內 27095.83 156   

清寒以下 25 84.92 14.82 總和 28753.75 158   

註：1.*p<.05  **p<.01  ***p<.001           

2.調整樣本數：富裕 1位納入小康以上；貧困 1位納入清寒以下，總樣本數 N=159 

 由表4-22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經濟狀況的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質在F考驗之

下，在生理層面(F(2,156)= 3.25，p<.05)、環境層面(F(2,156)= 5.09，p<.01)

和生活品質總分(F(2,156)= 4.77，p<.01)方面有達到整體性顯著差異。 

 經由Scheffe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生理層面之平均數中，大專聽障生的家

庭經濟小康以上(M=23.57)、普通(M=23.66)之平均數均高於清寒以下(M=21.16)

之平均數，顯示在小康以上和普通經濟狀況的大專聽障生家庭比清寒以下經濟狀

況的聽障生家庭而言有較佳的生活品質，但是小康與普通經濟狀況聽障生家庭之

間並沒有顯著差異。在環境層面之平均數中，大專聽障生的家庭經濟小康以上

(M=30.57)、普通(M=29.82)之平均數均高於清寒以下(M=27.20)之平均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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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康以上和普通經濟狀況的大專聽障生家庭比清寒以下經濟狀況的聽障生家

庭而言有較佳的生活品質，但是小康與普通經濟狀況聽障生家庭之間並沒有顯著

差異。而在生活品質總分之平均數方面，小康以上(M=94.66)、普通(M=91.96)

之平均數均大於和清寒以下(M=84.92)之平均數，顯示在小康以上和普通經濟狀

況的大專聽障生家庭比清寒以下之經濟狀況的聽障生家庭而言有較佳的生活品

質，但只有小康以上與清寒以下經濟狀況聽障生家庭之間達顯著差異，可見在清

寒以下之聽障生家庭經濟狀況，其生活品質滿意度不佳。 

 所以在本研究中，因家庭經濟狀況不同有顯著差異，故大專聽障生在生活品

質上會因家庭經濟狀況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第三節 大專聽障生背景變項、人際行為對其生活品質之預測分析 

 本節首先主要探討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相關的情形，以皮爾森積

差相關來考驗之間是否有相關存在，呈現相關矩陣，進而分別加以討論。 

 再來主要根據研究假設，進一步以大專聽障生的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地區、

障礙程度、就讀校制、年級、居住情形、溝通方式、輔具使用頻率、家庭互動關

係、家庭經濟狀況)、人際行為(自我肯定和關係量尺)等因素為預測變項、進行

階層多元迴歸，以考驗各個變項對大專聽障生之生活品質的預測能力。 

一、 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相關 

 以下是探討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相關情形，瞭解人際行為和

生活品質各層面的相關程度，以相關矩陣呈現相關指數高低，如下表 4-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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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矩陣分析表 

層面名稱 關係量尺 肯定量尺 生理 心理 社會關係 環境 生活品質總分 

關係量尺 -       

肯定量尺 -.72
**
 -      

生    理 -.30
**
 .38

**
 -     

心    理 -.37
**
 .35

**
 .55

**
 -    

社會關係 -.45
**
 .47

**
 .34

**
 .60

**
 -   

環    境 -.34
**
 .39

**
 .56

**
 .63

**
 .49

**
 -  

生活品質總分 -.43
**
 .48

**
 .80

**
 .86

**
 .67

**
 .85

**
 - 

註： **p<.01 

 由表 4-23 可知，人際行為之關係量尺和肯定量尺與生活品質各層面都有達

到明顯的顯著水準(p<.01)。人際行為各層面與生活品質各層面之間的相關係數範

圍為.30~.86。 

從人際行為各層面與生活品質各層面間的相關情形，描述說明如下： 

(一) 在關係量尺中與生活品質各層面對照： 

 與生理、心理、社會關係、環境和生活品質總分皆呈現顯著負相關，其

相關係數的範圍為-.30~-.45。 

 此關係量尺包括避免衝突、依賴和害羞共三分量尺，屬於負向行為表現

傾向，其表示原始分數得分越高，人際行為表現行為越不佳，故在統計考

驗和相關分析中，結果皆呈現負值和負相關，在此說明之。在生活品質表

現上，以社會關係相關度最高(r=-.45)，生理層面相關度最少(r=-.30)。

所以在生活品質表現上，與關係量尺呈現反向關係。 

(二) 在肯定量尺與生活品質各層面對照： 

 與生理、心理、社會關係、環境和生活品質總分皆呈現正相關，其相關

係數範圍為.35~.48。 

 肯定量尺中以一般性自我肯定為題組，屬於正向行為表現傾向，其表示

原始分數得分越高，人際行為表現行為越好，故與生活品質相對照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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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呈現正比。相關度最高為生活品質總分(r=.48)，其次為社會關係

(r=.47)，相關度最低為心理層面(r=.35)。 

 因此經由表 4-23 可見相關分析之結果，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與其生活品質

有顯著的相關，發現兩者有顯著的相關度存在。 

二、預測分析 

 大專聽障生之背景變項、人際行為等變項對其生活品質之預測分析，進行階

層多元迴歸統計方法，將預測結果分析摘要整理如下表 4-24所示。 

表 4-24 階層多元迴歸分析各區模型摘要與參數估計值 

 區組一 背景變項 區組二 人際行為 

模型內的變數 β t p β t p 

 性別 .08 1.00 .32 .04 .62 .54 

預

測

變

項 

北部虛擬 .19 2.18 .03
*
 .16 2.02 .04

*
 

中部虛擬 .15 1.69 .09 .11 1.37 .17 

障礙程度 .06 .65 .52 .07 .87 .39 

校制 .07 .80 .43 .01 .17 .87 

年級 .04 .46 .65 .04 .55 .59 

家裡虛擬 -.03 -.25 .81 .02 .15 .88 

宿舍虛擬 -.03 -.24 .81 .01 .11 .92 

溝通方式 .01 .15 .88 .02 .19 .85 

輔具使用頻率 .00 .05 .96 .03 .43 .67 

家庭互動關係 .38 4.71 .00
***
 .33 4.53 .00

***
 

小康虛擬 .23 2.04 .04
*
 .13 1.20 .23 

普通虛擬 .22 2.01 .04
*
 .12 1.15 .25 

人際行為-關係    -.18 -1.61 .11 

人際行為-肯定    .25 2.32 .02
*
 

模

型

摘

要 

R
2
 .26 

3.53 

.00
***
 

.40 

5.85 

.00
***
 

F 

p 

△R
2
 .26 

3.53 

.00
***
 

.15 

15.81 

.00
***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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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24 結果來看，第一模組和第二模組 F 檢定皆達顯著(p<.001)，表示

有其預測力項目存在，可解釋生活品質的程度。其中第一模組預測達顯著的項目

有就讀地區(p<.05)、家庭互動關係(p<.001)、家庭經濟狀況(p<.05)共三項。第

二模組加入人際行為分量表後，其預測達顯著的項目有就讀地區(p<.05)、家庭

互動關係(p<.001)、肯定量尺(p<.05)共三項。 

 將背景變項、人際行為等變項進入迴歸方程式後，預測其生活品質總分因素

時，首先是第一模組的背景變項全部項目，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26%，第二個模組

進入的是人際行為的分量表項目，可解釋的變異量增加 14%，二個模組共可解釋

40%的變異量。  

 在β值方面，第一模組和第二模組中就讀地區、家庭互動關係、家庭經濟狀

況和肯定量尺皆呈現正值，顯示其這些項目表現越佳，其生活品質表現越好，其

回歸預測模型摘要如下說明： 

(一)第一模型為背景變項：就讀地區、家庭互動、家庭經濟狀況共三項達

顯著預測力。 

 由表 4-24 摘要表可知，預測變項達顯著之β值迴歸係數分別說明

如下，北部虛擬(β=.19)、家庭互動(β=.38)、小康虛擬(β=.23)、

普通虛擬(β=.22)。 

(二)第二模型為背景變項和人際行為各層面：就讀地區、家庭互動、肯定

量尺共三項達顯著預測力。 

 由表 4-24 摘要表可知，預測變項達顯著之β值迴歸係數分別說明

如下，北部虛擬(β=.16)、家庭互動(β=.33)、肯定量尺(β=.25)。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依照研究問題的順序，分析各研究問題統計考驗之結果，綜合整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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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研究結果如下表 4-25所示。 

表 4-25 大專聽障生背景變項、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研究結果摘要表  

  關係量尺 肯定量尺 生理層面 心理層面 社會關係 環境層面 生活品質總分 

背

景

變

項 

性別 x x x x x x x 

就讀地區 x x 北部>南部 x x x 北部>南部◎ 

障礙程度 x x x x x x x 

就讀校制 x x 大學<技術 x x x x 

就讀年級 x x x x x x x 

居住情形 x x x x x x x 

溝通方式 x x x x x 口語>綜合 x 

輔具使用 x x x x x x x 

家庭互動 x x 良好>普通 良好>普通 良好>普通 良好>普通 良好>普通◎ 

家庭經濟 x 小康>清寒 小康>清寒 

普通>清寒 

x x 小康>清寒 

普通>清寒 

小康>清寒◎ 

人

際

行

為 

關係量尺   * * * * * 

肯定量尺   * * * * *◎ 

註：x 為無顯著差異，*為相關顯著，◎為有預測力。 

 由表 4-25 可知，在眾多變項中，只有少數變項達顯著性有具影響作用，對

於之前研究者當初在預設獨變項預測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與大專聽障生實際的

生活作息只做到部分的相關性，可能還有許多其他未考慮的影響因素尚未加入研

究問卷中，故在統計考驗上只有少部分變項達顯著，未能具體看出影響大專聽障

生在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的整體全貌，不過在此仍是可針對本研究結果顯著的變

項做摘要統整和討論。 

 在人際行為上，唯獨在「家庭經濟狀況」之背景變項有顯著差異；在生活品

質上，以「就讀地區」、「校制」、「溝通方式」、「家庭互動」和「家庭經濟狀況」

有顯著差異。綜合來看，在生活品質各層面中達顯著水準的變項中，其中以「家

庭互動關係」和「家庭經濟狀況」屬於為家庭背景因素最多，可見在大專聽障生

的人際行為表現和生活品質的好壞取決於聽障生的家庭現況為影響最大，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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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迴歸分析上具有預測力，所以家庭扮演的角色對於大專聽障生往後的生活表現

與人際互動上，有不容小覷的重要性。 

 而在「就讀地區」、「校制」、「溝通方式」之背景變項來討論，在生活品質各

層面並非皆有達顯著性，分別只有在生理層面、生活品質總分和環境層面有明顯

差異，討論可能因為就讀區域、學業管理和壓力、以及可運用的資源掌握度等不

同其他不同情況，造成在個人背景變項中生活品質部分層面會有明顯的變化，是

可以日後研究再繼續探討的地方。 

 依據以上研究結果，配合文獻資料去佐證說明大專聽障生目前在人際行為和

生活品質上的表現，做出以下幾點的統整討論： 

一、 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表現，與一般大專生團體常模相較為不佳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大專聽障生在關係量尺之依賴和害羞分數上大於常

模平均數，所以顯示聽障生比一般生在人際關係表現較不佳，由

Kluwin(1999)指出聽障生雖然在資源班就讀有較好的成就表現，但是由於聽

障生與正常學生之間無法建立緊密良好的人際關係，導致聽障生在學校總是

孤立寂寞，產生社會疏離的情形。雖然近年來回歸主流到一般學校中，但是

因與人溝通的限制性，常造成社會、學校師生、同儕間的誤解和不接納

(Stahlman，1998；Stehle,1996)，所以導致聽障生大都以聽障同儕團體為

主要相處對象，較少與一般生有密切深厚的友誼關係。 

 可見在回歸主流後，聽障生更需要他人的引導與接納，故在學校方面，

可同時認識聽障生的特質並引導其他人可以接納其差異之處，適時教導社會

溝通技巧，並且可學習他們自己的溝通語言，如手語、讀唇等，更能加快適

應融入校園環境當中。 

二、 大專聽障生家庭互動關係和家庭經濟狀況越融洽，其生活品質發展越好 

 透過研究結果得知，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在家庭方面影響甚大。江家榮

(2000)提到身心障礙者的家庭成員，因家有障礙兒，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88 

經歷調適、資源摸索的歷程。家長在發展親職過程中，所感受的壓力不盡相

同，因此聽障生家長要能學習善用社會資源，化解生活壓力，營造和諧快樂

的家庭互動關係，協助聽障生在人際行為有更多的發展，以及生活品質的提

升，與研究結果互相映證家庭互動關係愈和諧良好，其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

表現愈好 

 另外對於家庭經濟因素來說，障礙兒在醫療、護理、復健訓練或就養上

的需要，造成家庭的額外支出，也有可能使得母親無法外出工作，不能協助

家計，加重家庭經濟負擔，嚴重時可能陷入經濟窘況或危機(王天苗，1993)，

所以在生活品質無法向上提升，在經濟狀況受到侷限的狀況下，聽障生無法

充分獲得滿足基本需求下，如休閒育樂、輔具缺少等，也就容易脫離正常生

活軌道，影響心態上的發展，反而產生社會適應困難限制增多。 

三、 大專聽障生的自我肯定概念越好，其生活品質相關表現越好 

 家長可能會因子女的障礙兒有壓力或感到虧欠，所以可能為了補償其生

理缺陷而過於寵愛，或是不願意面對現實而拒絕障礙子女的種種行為，這些

因素都會造成聽障生在人格或個性上的變化，容易有依賴、害羞膽怯、退縮

或自我中心性格等負向特質，因而在生活經驗不理想、人際互動不佳或適應

度較差等不良影響，因此在聽障生的生理障礙，要協助他們接納自己的限制，

肯定自我的價值，積極培養正向的生活價值觀，同時會更快融入正常社會生

活，提升生活滿意度。 

 根據陳英昭(1991)研究顯示自我概念的強弱與溝通恐懼程度呈顯著的

負相關，與人際關係的好壞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自我概念越強，其與人互

動的恐懼感越低，對人際關係的參與度將越高。邵慧綺(2005)研究中指出聽

障者是否本身能接納障礙的事實，也是影響聽障者自我概念與適應問題的相

關因素，能夠接受障礙存在的聽障者，則在自我概念有較為正向的看法，其

社會適應也會更顯著提升。 

四、 大專聽障生的就讀地區、家庭互動關係、家庭經濟狀況、人際行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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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尺能有效預測其生活品質 

 在學校方面，可能因地區的不同，其宣導資訊和掌握資源不同，造成在

南北地區有不成的差異，應該趨於一致並提升生活滿意度，首先應該要先重

視資源教室的地位，協助身障者完成教育和提供服務的功能外，不同的特殊

需求給予適當的資源，並擬定個人化的教育方案，提升聽障生在生活的適應

度和訓練獨立自主。 

 在家庭方面影響甚大，不僅是在家庭互動和經濟狀況都會影響其生活品

質的好壞，連帶也會影響聽障生在各方面的表現。父母是聽障生最重要的家

庭支柱，而父母的態度和互動行為上，往往也會影響聽障者的社會生活適應

歷程。 

 在個人方面，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肯定量尺與生活品質有相關顯著，且

具有預測力，可見在自我概念中，聽障生能對於接納自我障礙的態度，產生

正向肯定的價值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引導接納生理缺陷，以積極態度去面

對生活，發揮自己的優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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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要目的在歸納與討論本研究之統計結果發現，並就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以提供未來研究及學校輔導工作之參考。全章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

二節為建議，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具體建議措施。 

第一節 結論 

 本節根據本研究所得知主要發現綜合整理成結論，並依大專聽障生的背景變

項、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之研究結果摘要整理。 

一、 不同背景變項在大專聽障生其人際行為、生活品質的差異 

(一)不同性別、障礙程度、年級、居住情形和輔具使用頻率在大專聽障生人

際行為和生活品質的差異沒有達到顯著。 

 不同性別、障礙程度、年級、居住情形和輔具使用頻率之大專聽障

生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上沒有太多的差異情形，或許在其他尚未加入

的因素項目中，可能造成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表現不同大於這些個人

背景變項。 

(二)不同就讀地區、校制、溝通方式、家庭互動關係和家庭經濟狀況在大專

聽障生生活品質上達到顯著差異。在大專聽障生之人際行為層面，只有

在不同家庭經濟狀況有達到顯著差異。 

 由研究結果顯示，「家庭互動關係」和「家庭經濟狀況」屬於為家

庭背景因素最多，可見在大專聽障生的人際行為表現和生活品質的好壞

取決於聽障生的家庭現況為影響最大，也就是說家庭功能與支持度越好，

更能在人際互動和生活滿意度越佳。 

 在「就讀地區」而言，北部地區的大專聽障生比南部地區的生活品

質生理層面來的高，由此可知在北部地區生活機能或資源較為充足，從

量表題意去分析不管是在醫療或是行動方面都能達到生活基本要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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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南部地區來說，就比較有困難度。 

 而在「溝通方式」和「校制」來說，使用單純口語的聽障生比綜合

溝通的聽障生生活品質表現較好，對於使用口語是比較直接且快速的溝

通方式，若是加入其他的替代溝通方法，容易增加誤會或缺乏正確交流，

相對影響生活的品質可能性。而校制變項在生活品質上，就讀技術學院

高於就讀大學，可能與學校的運作方向或學業壓力有所關聯，也有可能

在樣本上獲取需要更多的來源來佐證。 

二、 人際行為各層面與生活品質各層面的相關，皆達相關顯著 

 (一)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之關係量尺與生活品質中生理、心理、社會、

環境和總分有顯著的負相關，因關係量尺題組屬於負向行為傾向探討，所以

在相關上呈現反向，表示人際關係不過於依賴、害羞或避免衝突之行為表現，

會有較佳的生活品質。 

 (二)大專聽障生在人際行為之肯定量尺與生活品質中生理、心理、社會、

環境和總分有顯著的正相關，可見在自我肯定概念強弱對於生活品質成正比，

表示自我肯定行為越多，其生活品質越好。 

三、 人際行為肯定量尺、就讀地區、家庭互動關係等變項皆能有效預測生活品

質 

 以階層多元迴歸來預測背景變項、人際行為等變項對其生活品質的預測

力，背景變項之北部虛擬、家庭互動和人際行為之肯定量尺能有效預測生活

品質，可解釋 40%的變異量，代表就讀地區、家庭互動、自我肯定量尺得分

越高，則其生活品質滿意度越好。 

 

  



92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主要目的依據本研究分析結果和綜合歸納的結論，提出教育和研究上的

建議，以供聽障生、學校、家庭、社會福利行政單位對大專聽障生在教育、輔導

或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價值。 

一、對大專聽障生的建議 

(一)使用個別諮商或團體諮商，可增進自我肯定概念 

  人際行為肯定量尺對生活品質具有正相關，且有預測力，其中以自

我概念為主要核心。鼓勵大專聽障生可以利用學校諮商輔導中心的諮商

服務，來探索自己的內在狀態，瞭解自我概念，進而接納自己生理的缺

陷，正向積極面對生活的事物。 

(二)積極參與活動或朋友討論，練習社交技巧，同理他人的感受與情緒 

  依據常模對照下，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不佳和社會關係生活滿意度

低，缺乏外界的認識和引導，容易產生疏離逃避。多鼓勵聽障生可主動

嘗試參與不同的活動類型，擴展交友人際範圍，並多去練習觀察或教導

同儕手語或讀唇溝通，讓朋友可以更貼近生活領域，提高生活滿意度。 

二、對學校與教師方面的建議 

(一)促進同儕與師生的正向溝通，認識與接納大專聽障生 

 人際行為關係量尺和肯定量尺皆與生活品質有顯著相關，其中包含

自我肯定概念和關係的建立。重視大專校院資源教室的功能性，主要提

供身障生可以適時資源支援或是相關輔導措施，同時可宣傳全校師生對

於聽障生的認識和特質，透過班級宣導、專題活動等方式，來教導練習

一般生與聽障生產生積極性的溝通互動，有足夠的瞭解後，使聽障生建

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提升生活滿意度。 

(二)加強大專聽障生的自我概念與人際訓練技巧，並適時給予肯定和關懷。 

 自我概念是人格的核心，需要讓聽障生認識和探索自己，接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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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上的限制，增進聽障生自我的功能，培養正向積極的自我觀念，自

我肯定自己的價值，更能增加適應生活環境的能力，更有自信去與外界

互動。 

三、對家庭和家長方面的建議 

(一)增進良好親子關係，健全家庭功能，塑造良好的家庭互動模式 

 依據結果顯示家庭互動關係越好，則聽障生生活滿意度越高。家庭

是孩童的第一接觸的場所，家長的榜樣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若家庭氣

氛和互動正向發展，父母與聽障生維持良好的人際互動，能使他們在學

校或團體中也能與同儕或師長進行良好的溝通，進而在生活表現上滿意

度也相對會提高許多。 

(二)與聽障生家庭互相經驗交流分享，增進同質性團體動力 

 家庭互動關係也是影響生活品質因素之一，若能從中得到同質團體

的支持和建議，則更能使家庭壓力減輕，增進家庭成員間的親子距離。

家庭的聽障子女的父母，如能獲得聽障成人或一樣育有聽障兒父母的協

助和支持，對於自己聽障子女的教育或互動有很大的助益。這些人可以

和家長分享經驗、手語和聾人文化等，對於獲得聽障相關資訊有很大的

幫助。另外情感上的交流和支持，也會間接促進聽障生家庭親子間正向

的互動。 

(三)主動尋求社會支援，提升生活品質與外界互動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經濟狀況的不同連帶影響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

的表現。若家庭結構中有聽障子女，家長會面臨到徬徨或無助的感覺，

不知道如何幫助其聽障的子女，家長應該需要學習去接受此衝擊，轉換

成正向去面對，積極尋求外界支援和支持，善加運用社會的多元資源，

例如特教諮詢專線、聽語協會、各縣市聲暉協會、全國特殊教育諮詢網

等，都是可參考的資源管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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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社會福利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提供諮商與社會資源立即性服務，使家庭功能更為健全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家庭互動關係和家庭經濟狀況對於生活品質上

達有預測力。家庭互動關係是需要家長和聽障生共同去經營的，也是聽

障生未來社會生活的基礎，因此相關社會行政單位應多瞭解聽障生家長

的親職經驗是否充足，學習善用社會既有的資源，並且透過諮商服務和

諮詢轉介資源，賦予其正確的親職教育觀念，進而教導其聽障子女社會

技巧，使其家庭的功能更加穩定且有安全感。 

(二)保障和關懷中低收入戶的聽障生家庭，給予適時的資源和資訊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經濟狀況對於聽障生在整體生活品質有達

顯著差異。建議社會福利行政單位對於既是聽障生的家庭，且經濟狀況

介於中低收入戶以下家庭者，定期派專業服務人員去關懷案家的情形，

並適時給予適當的資源和資訊，使他們具備有基本的社會生活能力。 

五、未來研究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未來可考慮增加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導師或家人為研究對象，增加

對聽障生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的深入瞭解，也可比較不同身分別對於聽

障生看法是否有差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法，適合對研究對象有普遍表面現象的了解，

之後可考慮使用個別晤談法、開放式問卷、對不同的相關對象深入訪談，

以表達大專聽障生本身與周圍親人朋友的感受和意見，或是可使用現場

觀察法瞭解彼此相處和適應的情形，注重量與質並重的研究發展，以探

討大專聽障生生活品質各層面的不同之處。 

 透過聽障生和資源教師的事後回饋，對於研究問卷內容填答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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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過多，造成作答完成需花費許久時間，且在生活品質部分碰觸到性

議題，容易涉及個人隱私，其作答誠實性有待考慮，故在題數和題意方

面需要更加精簡和重點化，需要更謹慎去安排測驗工具的使用時機和信

效度，做出適當的調整內容。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是以人際行為變項來探討大專聽障生的生活品質程度，未來

可進一步探討大專聽障生其他變項，例如家庭教養方式、學業表現、自

我概念等變項對生活品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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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聽障生人際行為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研究問卷 

第一部分：人際行為 

 這部分主要目的在協助您瞭解平時的人際關係，所以作答時請以自己的一般情況

來填答即可。 

 每題題目沒有對與錯的區分，請您仔細閱讀每一題目，如果認為該題陳述情形符

合您的情況，請在該題右方旁「是」的□內打「ˇ」，假如該題不符合您的情況時，請

在該題右方「否」的□內打「ˇ」。注意每個題目都要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是      否 

1. 玩遊戲時，我真的不在乎輸贏。 ---------------------------□     □ 

2. 我不會取笑他人的愚蠢。 ---------------------------------□     □ 

3. 有時候，我會把今天就該作完的事情，拖到明天才做。 -------□     □ 

4. 事情出了差錯，有時候會怪罪到別人身上。 -----------------□     □ 

5. 如果我知道不會被捉到，我可能想要溜進電影院。 -----------□     □ 

6. 有時我會想咒罵人。 -------------------------------------□     □ 

7. 有時我會把朋友當出氣筒。 -------------------------------□     □ 

8. 在別人面前我不一定會坦誠。 -----------------------------□     □ 

9. 有時我會生氣。 -----------------------------------------□     □ 

10. 我很少和別人爭論。--------------------------------------□     □ 

11. 我不喜歡靠傷害別人來獲得勝利。--------------------------□     □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在瞭解您目前在學校生活的人際行為和生活品質情形，您

的填答可以協助我們更清楚目前聽障學生在校的現況，並做為未來擬定改善大

專聽障學生學校生活適應相關輔導措施的重要參考資料。 

 問卷中各題目並無對與錯之分別，請您按照個人的情況，在每題題目中選

取最符合您現況的答案選項。每題只要勾選一個答案即可，填答問卷完畢時間

約 10-15分鐘。填寫完問卷後，將問卷所附之回郵信封寄回以方便統計。 

謝謝您的合作，有您的協助，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參考並協助更多需

要的人，敬祝 學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指導教授 林幸台 

                                               研 究 生 劉忠讓 敬啟 

        2014.02.27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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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害怕被捲入與人打鬥的場面。----------------------------□     □ 

13. 如果我覺得別人不可理喻，我就會保持沉默，不表示意見。----□     □ 

14. 為了不惹麻煩，就算我是對的，我也會讓步。----------------□     □ 

15. 我很少與別人唱反調。------------------------------------□     □ 

16. 在爭論中我有時候會認輸，為的是害怕傷害到對方的感覺。----□     □ 

17. 如果我對家人生氣，我通常不把它表現出來。----------------□     □ 

18. 損人利己的事，我寧可放棄。------------------------------□     □ 

19. 要讓別人知道我在生氣，對我來說常是一件困難的事。--------□     □ 

20. 即是朋友要求我做些我不想做的事，我也不會拒絕。----------□     □ 

21. 如果被逼得太厲害，我會把憤怒表達出來。------------------□     □ 

22. 為了不失去親近的人的愛和支持，我避免和他們起衝突。------□     □ 

23. 我生氣時變得很沉默。------------------------------------□     □ 

24. 說真心話比受人歡迎來得重要。----------------------------□     □ 

25. 我很難直接表達出自己的氣憤。----------------------------□     □ 

26. 我寧可不理睬某人也不願和他發生爭執。--------------------□     □ 

27. 生氣時，我會變得沉默而不願說任何話。--------------------□     □ 

28. 如果在一場爭執中我扯高嗓子說話，別人一定會覺得很訝異。--□     □ 

29. 即使老闆或老師是不對的，反對他們還是不智的做法。--------□     □ 

30. 我寧可附和別人的意見，也不願意惹對方生氣而離開我。------□     □ 

31. 當沮喪時，我希望家人朋友多花時間鼓勵我。----------------□     □ 

32. 除非可依賴的人在身邊，否則我常感到不安。----------------□     □ 

33. 我經常希望自己能再當一次小孩子。------------------------□     □ 

34. 我喜歡朋友對我表示熱絡。--------------------------------□     □ 

35. 我經常害怕會失去別人的支持。----------------------------□     □ 

36. 別人對我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 

37. 家人不贊同我時，令我感到痛苦。--------------------------□     □ 

38. 我喜歡有個人照顧我。------------------------------------□     □ 

39. 我相當依賴家人和朋友。----------------------------------□     □ 

40. 我很少單獨做決定。--------------------------------------□     □ 

41. 我不喜歡一個人獨處太久。--------------------------------□     □ 

42. 我常常會因為別人覺得不值得而放棄我想做的事。------------□     □ 

43. 我常常徵求別人的建議。----------------------------------□     □ 

44. 在朋友沒說我該做什麼之前，我很難做決定。----------------□     □ 

45. 我很少擔心朋友會不同意我所說或所做的事。----------------□     □ 

46. 我常擔心所說的話會得罪別人。----------------------------□     □ 

47. 如果生命中沒有對我有特別意義的人，我會感到失落。--------□     □ 

48. 有時別人會說我依賴性太強。------------------------------□     □ 

49. 遇到困難時，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請別人幫忙。--------------□     □ 

50. 遭遇失敗時，擁有朋友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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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盡量遵守社會常規，避免做些家人或朋友認為不尋常與違背傳統的事情。 

 -------------------------------------------------------□     □ 

52. 如果別人一再告訴我他們喜歡我做的，我會感到非常快樂。 ---□     □ 

53. 別人會覺得我有點害羞。----------------------------------□     □ 

54. 我是個很外向的人。 -------------------------------------□     □ 

55. 獨處時，我較快樂。 -------------------------------------□     □ 

56. 我是許多團體或組織的會員。 -----------------------------□     □ 

57. 有時候，我必須盡量使自己看起來不是那麼害羞。 -----------□     □ 

58. 我容易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 -----------------------------□     □ 

59. 我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與別人熱絡起來。 ---------------------□     □ 

60. 我喜歡到能結交新朋友的社交場所。 -----------------------□     □ 

61. 我的朋友很少。 -----------------------------------------□     □ 

62. 和一群人在一起時，我容易就能找到話題聊天。 -------------□     □ 

63. 和一大群人交際應酬，令我感到不自在。 -------------------□     □ 

64. 我喜歡到某些地方或參與某些事以便多認識些人。 -----------□     □ 

65. 我避免參加聚會或社交活動。 -----------------------------□     □ 

66. 我可以勝任整天和人接觸的工作。 -------------------------□     □ 

67. 通常我寧可單獨從事休閒活動也不願找別人。 ---------------□     □ 

68. 如果其他人聚在房間裡談天已好一會，我常不敢單獨走進那裡。□     □ 

69. 我覺得和一大群朋友共度一個晚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     □ 

70. 跟大部分的人比起來，我好像比較孤獨。 -------------------□     □ 

71. 我參與很多社交活動。 -----------------------------------□     □ 

72. 我無法從大型社交聚會中獲得樂趣。 -----------------------□     □ 

73. 我不喜歡舞會、婚禮、家庭聚會等大型社交活動。 -----------□     □ 

74. 有時我必須花很多心思來維持良好的社交關係。 -------------□     □ 

75. 在聚會裡，我很少和大夥打成一片，而是經常獨自一個人或僅和一、兩個人說話。

 -------------------------------------------------------□     □ 

76. 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會把想說的話說出來。------------------□     □ 

77. 我通常很容易受到朋友的影響。----------------------------□     □ 

78. 如果別人說我不能勝任某件事，我就容易放棄它。------------□     □ 

79. 能說出自己的想法，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 

80. 沒有人跟我說話以前，我經常保持沉默。--------------------□     □ 

81. 在會議中，我會反駁我覺得不對的人。----------------------□     □ 

82. 我很容易困窘不安。--------------------------------------□     □ 

83. 在團體討論中，我會很快地提出意見。----------------------□     □ 

84. 因為我把自己的真情隱藏起來，所以大部分的人不知道何時傷害了我。 

--------------------------------------------------------□     □ 

85. 我常迴避異性，因為害怕自己會說錯話或做錯事情。----------□     □ 

86. 我會確實讓他人知道我的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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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聽演講時，有時我會公開向演講者提出問題。----------------□     □ 

88. 我會擔心別人不贊同我的行為。----------------------------□     □ 

89. 在表現得比別人好而受到讚美時，我會覺得不自在。----------□     □ 

90. 我有時不把自己的意見當一回事。--------------------------□     □ 

91. 我不太確定自己會是一個好領導者。------------------------□     □ 

92. 我覺得我善於帶領團體做討論。----------------------------□     □ 

93. 我不喜歡和帶有權威的人說話，例如；上司、長輩、教官等。--□     □ 

94. 當一位親近又受尊敬的親人讓我覺得很煩，我常會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 

--------------------------------------------------------□     □ 

95. 我被認為是一個出色的領導者。----------------------------□     □ 

96. 我很少帶頭去計劃事情。----------------------------------□     □ 

97. 在離開商店後，如果發現店員少找給我錢，我會折回店裡要回該得的錢。 

--------------------------------------------------------□     □ 

98. 我需要學會不再受人擺佈。--------------------------------□     □ 

99. 對那些我認為不公正的人，我通常會表示我的意見。----------□     □ 

100.告訴對方我不想再和他約會是件困難的事。------------------□     □ 

101.我通常容許別人差遣我。----------------------------------□     □ 

102.我似乎常常在爭論時輸給對方。----------------------------□     □ 

103.如果我欣賞某位老師或公司主管，我通常會讓他們知道。------□     □ 

104.我很難拒絕銷售員。--------------------------------------□     □ 

105.在團體中，我容易附和別人的意見。------------------------□     □ 

106.在重要的談話時，若有人打擾我，我會請對方讓我把話先說完。□     □ 

107.為自己的權利爭取到底，是件困難的事。--------------------□     □ 

108.我不會把有瑕疵的物品退回店裡，因為我怕老闆會說是我把它弄壞的。 

--------------------------------------------------------□     □ 

109.當別人讚美我時，我就不知該怎麼辦。----------------------□     □ 

110.我不敢不幫朋友的忙，因為我怕他們會因此不理我。----------□     □ 

111.與其要求別人幫忙，我寧可自己來。------------------------□     □ 

112.即使某件商品的標價略嫌太高，我也不會向銷售員質疑或要求折扣。 

--------------------------------------------------------□     □ 

113.就算我所尊敬的人與我持不同看法，我也會將自己的意見說出來。 

--------------------------------------------------------□     □ 

114.假如我獲得稱讚，即使是受之無愧，仍會覺得不安。----------□     □ 

115.我經常可以說服別人相信我的看法是正確的。----------------□     □ 

116.要在我喜歡的異性面前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是件很困難的事。□     □ 

117.在餐廳裡，雖然送來燒焦的食物，我很難開口要求換一道新的。□     □ 

118.即使某人處事不公平，我也不會對他有什麼意見。------------□     □ 

119.我常馬上就同意別人的看法。------------------------------□     □ 

120.欣賞電影時若有人干擾我，我會請對方收斂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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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即使有非常正當的理由我也很難開口向別人要錢或募捐。------□     □ 

122.如果受到朋友不當的批評時，我會立刻把我的感覺表達出來。--□     □ 

123.如果有人送我禮物，我會顯得不好意思和不安。--------------□     □ 

124.如果我覺得別人不可理喻，我就會保持沉默，不表示意見。----□     □ 

125.我覺得很難開口要求朋友幫忙。----------------------------□     □ 

126.別人常佔我便宜。----------------------------------------□     □ 

127.為了不惹麻煩，就算我是對的，我也會讓步。----------------□     □ 

128.我很少與別人唱反調。------------------------------------□     □ 

129.我很難拒絕朋友的要求。----------------------------------□     □ 

 

第二部分：生活品質 

(1)生活品質問卷 

 這部分主要是瞭解您對於自己的生活品質、健康、以及其他生活領域的感覺。請

選出最適合您在最近兩星期內對自己健康的滿意程度，如果您不滿意自己的健康，就

在「不滿意」前的□內打「ˇ」。 

    如果您對某一問題的回答不確定，請選出五個選項中最適合的一個，通常會是您

最早想的那個答案。 

 請您回答所有的問題。謝謝您的協助！ 

 

1. 整體來說，您如何評價您的生活品質? 

□極不好 □不好 □中等程度好 □好 □極好 

 

2. 整體來說，您滿意自己的健康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3. 您覺得身體疼痛會妨礙您處理需要做的事情嗎？ 

□完全沒有妨礙 □有一點妨礙 □中等程度妨礙 □很妨礙 □極妨礙 

 

4. 您需要靠醫療的幫助應付日常生活嗎? 

□完全沒有需要 □有一點需要 □中等程度需要 □很需要 □極需要  

  

5. 您享受生活嗎？ 

□完全沒有享受 □有一點享受 □中等程度享受 □很享受 □極享受 

 

6. 您覺得自己的生命有意義嗎？ 

□完全沒有 □有一點 □中等程度有 □很有 □極有 

 

7. 您集中精神的能力有多好？ 

□完全不好 □有一點好 □中等程度好 □很好有 □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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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日常生活中，您感到安全嗎? 

□完全不安全 □有一點安全 □中等程度安全 □很安全 □極安全 

 

9. 您所處的環境健康嗎? (如污染、噪音、氣候、景觀) 

□完全不健康 □有一點健康 □中等程度健康 □很健康 □極健康 

 

10.您每天的生活有足夠的精力嗎? 

□完全不足夠 □少許足夠 □中等程度足夠 □很足夠 □完全足夠 

 

11.您能接受自己的外表嗎? 

□完全不能夠 □少許能夠 □中等程度能夠 □很能夠 □完全能夠 

 

12.您有足夠的金錢應付所需嗎? 

□完全不足夠 □少許足夠 □中等程度足夠 □很足夠 □完全足夠 

 

13.您能方便得到每日生活所需的資訊嗎？ 

□完全不方便 □少許方便 □中等程度方便 □很方便 □完全方便 

 

14.您有機會從事休閒活動嗎? 

□完全沒有機會 □少許機會 □中等程度機會 □很有機會 □完全有機會 

 

15.您四處行動的能力好嗎？ 

□完全不好 □有一點好 □中等程度好 □很好 □極好 

 

16.您滿意自己的睡眠狀況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17.您滿意自己從事日常活動的能力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18.您滿意自己的工作能力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19.您對自己滿意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0.您滿意自己的人際關係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1.您滿意自己的性生活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2.您滿意朋友給您的支持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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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您滿意自己住所的狀況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4.您滿意醫療保健服務的方便程度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5.您滿意所使用的交通運輸方式嗎？ 

□極不滿意 □不滿意 □中等程度滿意 □滿意 □極滿意 

 

26.您常有負面的感受嗎？（如傷心、緊張、焦慮、憂鬱等） 

□從來沒有 □不常有 □一半有一半沒有 □很常有 □一直都有 

 

27.您覺得自己有面子或被尊重嗎？ 

□完全沒有 □有一點有 □中等程度有 □很有 □極有 

 

28.您想吃的食物通常都能吃到嗎？ 

□從來沒有 □不常有 □一半有一半沒有 □很常有 □一直都有 

 

(2) 綜合自我評估 

 

    請依您最近兩個星期的情況，回答下列題目；「0」端代表生活品質最差的狀態，「100」

端代表生活品質最佳的狀態，根據此觀點，請在下列的長條圖中，以箭頭及數字的方

式，標出您的情況，謝謝。 

例如：整體而言，我對自己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         

 

   最差                                                                 最佳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綜合而言，我對自己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 

   最差                                                               最佳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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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此部分主要依據您的基本資料填入題目選項中，勾選並填答出最符合你目前的情況與

狀態，謝謝您的配合。 

1. 性    別：□男  □女  

2. 就讀地區：□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離島地區 

3. 障別程度：□聽障輕度  □聽障中度  □聽障重度   □多障極重度 

4. 就讀校制：□大學      □技術學院  □專科       

5. 就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以上 

6. 學    制：□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院   □研究所 

7. 居住情形：□家裡  □學校宿舍   □在外租屋  □寄居親戚朋友家  □其他           

8. 主要溝通方式：□口語  □手語   □讀唇      □筆談    □其他         

9. 輔具使用頻率：□未曾使用  □偶爾使用  □經常使用 

10. 家庭互動關係：□良好  □普通  □不佳   

11. 家庭經濟狀況：□富裕  □小康  □普通  □清寒 □貧困 

 

 

 

 感謝您填寫此份問卷，有您的協助，是我們進步最大的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