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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我介紹 

我是陳涓妮，今年26歲，來自台南，

畢業於國立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運動

教育組，當初我選擇游泳這條路是因為本

身喜歡玩水，小三升小四的暑假才開始接

觸游泳，起初是媽媽把我送到我同學的爸

爸李文源教練開設的游泳班學習游泳，那

時候想學會游泳，可避免戲水時發生意

外，呼救時就算別人聽不到，至少學會了

游泳技能可以自救，這樣不用擔心意外的發生，但是接觸游泳越深，我對游泳就越感興

趣，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從游泳能力分級第一級跳到第十級，於是在教練的建議下，安排

我到正規的游泳隊接受專業訓練，泳齡已經16年的我，已參加過三屆聽障奧運、兩屆聽

障世界盃、一屆聽障國際短池錦標賽，及兩屆聽障亞運。我的座右銘就是，世界上沒有

不可能的事，唯有努力，就會成功的。我最大的夢想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幫助很多和

我一樣需要真正幫助的聽障生。 

 

⚫ 在初期學游泳的時候，你有沒有遇到甚麼樣的困難呢? 在完全聽不到聲音的時候，是

用視覺來輔助嗎? 

在聽不到指令的狀態下，我會靠眼睛去看教練的嘴唇，因為教練通常會直接從嘴巴

直接說出等一下我們要游的菜單，比方說一百，十趟，不過一百的時候，我可能會看成

四百，然後變成多游很多(笑)，剛開始會遇到這樣的困難，可是後來自己選擇與教練溝通，

因為他光嘴巴講的話，我還是沒辦法理解他講的是什麼，所以我就請教練用一點手勢，

比方說一百(比100的手勢)，我就看的懂，一百我就不用擔心游成四百，慢慢溝通之後，

教練也開始使用白板，直接將我們要游的菜單寫在白板上，放在池邊，這樣我就更能夠

清楚瞭解教練想說的話，比較不會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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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的時候，自己的確很容易被忽略，因為我周圍真的很多學生都是一般人，我

是教練的第一位聽障學生，教練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就以平常的方式去教，剛開

始，當然我會遇到很多挫折，可是我會針對挫折的部分去想，該怎麼解決，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教練進行溝通，把自己所需要的需求告訴教練，教練知道我的問題後就會盡力的

去幫助我。 

 

⚫ 「聽」對你的游泳專業，有帶來甚麼樣的改變嗎? 

當了16年的游泳選手，在戴上人工電子耳後，第一次聽到水中的聲音，那時候的聲

音有其他泳客講話的聲音，或者是水花濺起的聲音，水裡面泡泡的聲音等很多，那時候

我才知道水中原來一直都不是很安靜的，在池邊或是海邊玩水時，聽的到，也就會多了

一份安全感，因為可以聽到任何人的聲音，同時自己也可以提高警覺，然後注意周圍有

發生甚麼樣的狀況，可以減少意外的發生。 

 

⚫ 「說」對你在團體之間對於溝通與默契，有沒有甚麼樣的幫助。 

我覺得說話是必須的，因為說話可以拉近彼此間的距離，透過溝通更能了解對方的

感受，除了可以自我持續練習說話之外，還可以學習說話的藝術，因為有些聽障者可能

會比較不懂說話的幽默，比方說我在活動時就遇過一個例子，讀國中時候，我出去參加

比賽，拿了不錯的名次，在學校裡，有一次遇到了隔壁班的同學，他說：「我覺得妳這麼

會游泳，拿了這麼多的獎牌，我覺得好變態喔。」可是那個時候我很不高興，覺得自己

拿那麼多金牌，跟變態有甚麼關係呢? 我不懂，回家後，我就跟我媽媽分享了這個故事，

媽媽才告訴我，其實變態有不同的意思，他指的應該是妳太厲害了，所以才用這個詞去

形容你很厲害，原來，也有這種說法，這一刻我才了解，說話的藝術有很多重要的地方，

但有很多東西不要看的太認真，把它當作開玩笑的就好了，除了說話的藝術外，可以學

習注意到，有哪些話是在哪些場合不適合說出來的，避免誤會造成尷尬。因為有時候我

們聽障者的想法比較單純，他們都會毫不考慮就把自己想要說的話直接說出來，可是有

些話，如果沒有加以修飾的話，別人的耳裡聽來可能會覺得我們太囂張了點，反而會觸

怒對方，所以，說話真的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 

 

⚫ 請你形容一下，聲音進入你生命後對人生轉變的感受。 

我覺得聲音進入我的世界後，為我生命注入了一種新的元素，我發現，我可以聽出

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聲音，讓我的生命更加豐富，多彩多姿，有些聲音對我來說是特別

的，例如之前我爸媽帶我去鄉下時，聽見了一種從來沒聽過的聲音，我問媽媽說，那是

甚麼聲音? 是一種音頻很高的聲音，媽媽說，那是青蛙的叫聲，以前對於青蛙的叫聲我

只能用猜測的，或用課本上看到的描述來想像，沒想到真實的聽到時，跟我想像中的完

全不一樣，還有風聲，原先我以為風是沒有聲音的，但聲音進入我的世界後我才發現，

原來連風都有聲音，感謝多虧了電子耳，讓我聽到的東西越來越廣泛，因為很多的東西

我並沒有聽過，所以現在我給自己的期許，就是必須去努力多聽，多認識我沒聽過的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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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聽障小孩適合融合教育還是特別教育，也是一個很值得去思考的問題，涓妮認為

怎麼樣才是對聽障小孩最適當的呢？ 

正確名稱是特殊教育，不是特別教育。對於融合教育或是特殊教育，各有對聽障學

生教育有好壞處，融合教育有它的優點，簡單講就是可以讓聽障兒童與一般同儕建立新

的社會關係或是去除標籤，則缺點是普通教師缺乏特教知能。整體而言，融合教育確實

無法顧慮到聽障學生各方面的需求。則特殊教育，優點是可針對聽障學生各方面的需求

去作些調整，則缺點是特殊學校提供的教育只有到高中或高職，畢業後會很難融入主流

社會裡面，大多只接受特殊教育的聽障學生在畢業後就直接工作，極少人升學，針對這

點我曾經想過一個問題：特殊教育如果可以延伸至大學，希望台灣可以借鏡美國華盛頓

的高立德大學，是全美也是全世界第一間聽障大學，全部課程與服務都是為聾人或聽障

學生而設立的，當然一般人士也可以去唸，學習如何與聽障人士溝通相處以及學習手語，

這是件非常好的事，很希望台灣可以效仿，可惜現今台灣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要在台

灣設立一間聽障大學，一個字「難」。 在台灣社會裡，我看得出來在社會裡所欠缺的，

分別是包容與同理心，為何那麼欠缺呢? 往往最大的元兇來自於對方對於特定族群的「不

理解」，就像盲人帶導盲犬搭乘捷運，卻遭到異樣眼光、體內疾病的年輕人坐博愛座卻

遭到老年人的刁難、聽障人士外表無異卻被刁難等很多隱藏的危機，因此包容與同理心

必須從小開始教育，才能從家庭、學校，再慢慢地深入社會遍地，而不是拒絕排外。 

 

以我的角度，融合教育需改善的問題，第一希望普通學校應多鼓勵普通班教師進修

特教知能研習、第二是介入班級加強聽障教育宣導，讓一般同儕瞭解如何與聽障兒童相

處、第三是抽離式教學，資源班一對一加強教學。 

 

⚫ 因為涓妮是游泳選手，想問如果帶著人工電子耳，還能下水嗎？ 

我的電子耳有兩組，分別是 Naida CI Q70 與 Neptune 聲音處理器 (防水) ，平常

使用的是 Naida CI Q70 ，如果遇到下雨天或是去戲水時，會帶 Neptune 聲音處理器 (防

水) ，但是自己在接受專業游泳訓練時，會依安全考量而不會帶電子耳下水。因為游泳

訓練是屬於中高強度的運動，多少也會不小心撞上隊友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我擔心電子

耳受到撞擊而造成故障之類的，但是單純玩水或是教學游泳時，我會視狀況再來決定要

不要戴。 

 

⚫ 動完人工電子耳的手術之後，有沒有甚麼後遺症，或是對生活有怎樣的改變？ 

雖然動人工電子耳手術之前，主刀醫師有告知我手術後可能的併發症，像是顏面神

經麻痺、舌頭味蕾改變、傷口腫脹或發紅、術後眩暈症，重者引發腦膜炎等，但機率只

有0.01%，很幸運自己沒有留下後遺症，對生活方面倒是沒什麼太大的改變，只是聽到的

聲音相對變多了。 

 

⚫ 當初為什麼選擇以左耳配戴電子耳？是否有考慮讓右耳也配戴呢？ 

因為開一耳手術費用前後要價約100多萬，這個龐大的金額對大多數聽障家庭而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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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沉重的負擔。當初選擇左耳是因為主刀醫師及聽力師幫我做一連串的精密檢查，測

得左耳功能性比右耳差，所以優先開刀左耳。再來人工電子耳手術健保給付法案於去年

通過，對於自己以後是否要再開右耳，會再考慮。在手術之前自己戴了22年的助聽器，

突然兩耳開刀之後，萬一效果不如預期，也是白開，沒有意義，因此會留一耳當保險。

就算從頭開始也不是什麼不好，當作右耳做復健，左耳順便複習，一舉兩得。 

 

⚫ 做完電子耳後，這樣精密的儀器在保養上會不會很麻煩呢？需不需要定期回去醫院檢

查？在手術後，重新訓練聽聲音對你來說，那些打掉重練的日子裡，每一次去語言

治療師那裡復健時，你的心情是怎麼樣的呢？從你的角度來看語言治療師，你覺得

他們的鼓勵與支持對你來說，是重要的嗎？ 

一點不麻煩，也許習慣了，我從幼稚園就被媽

媽教育「自己的東西自己用」，所以每天晚上睡覺前

都會習慣把聽能輔具放進專用的除濕盒，現在電子

耳也是，習慣成自然，現在固定每個月1-2次回到助

聽器公司進行精密保養。我比較無奈的是現在很多

開過電子耳的人，太過於理所當然，不好好保養自

己的東西，不願意放進除濕盒裡，導致電子耳發生

故障一大堆，都跑來投訴公司抱怨電子耳太爛之類

的，請問是個人的錯還是公司的錯呢？醫院的部

分，電子耳開頻後那段時間較為密集，要依視自己

的狀況做電子耳的調頻，每個禮拜回診一次，之後

每個月一次、半年一次，到現在一年一次。術後語

言復健，我都是以平常心去面對的，語言治療師的

鼓勵與支持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唷，也是我語言復健繼續努力的動力之一。 

 

⚫ 想請問涓妮從小到大與人相處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哪一類態度與作為的人最令你討

厭或是受傷？人們如何和妳相處應對會讓妳感到最舒服自在？ 

說真的，聽覺障礙者的心百分之90都是單純且沒有心機，正確來說，他們連「心機」

這名詞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我曾經遇過最受傷的是在國中的時候，因為自己的單純被

有心人利用，更難過的是，對方是我的知已，因此我花了半年的時間，透過家人的鼓勵，

慢慢地走出來，之後我學會如何懂得保護自己且察言觀色。 

 

在相處的部分，就像你們平常與一般人相處一樣，不需要太刻意，輕鬆就好，說話

咬字要清楚且速度放慢些，方便我們去讀唇語。此外我們最希望的，是對方能以「同理

心」的角度看待我們，而不是「同情」，這是一般人與聽覺障礙者相處最忌諱的地方。「我

們最討厭同情，根本不需要別人同情我們」，這是大多數聽覺障礙者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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