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不是笑話，如果兒女不是詐聽不
見，而是真的有聽力問題，不但對學習造
成障礙，更會嚴重影響成長。

近年普查推廣至政府醫院出

生嬰兒，初生三日內會接受自動

性腦幹聽力誘發測試，測試時嬰

兒需要安靜或進入睡眠狀態。

﹁如果不合格，就會進行客

觀及診斷性的檢查，測試人員先

為嬰兒頭部貼上電波感應器及戴

上耳塞，嬰兒進入睡覺狀態後將

聲音傳入耳道測試。腦幹電波其

實是腦電波的一種，當有聲音進

入時，第一個到達的位置就是耳

所以腦幹聽到，即是嬰兒聽

是沒有聽力，便無從

單，以打鼓、

到。﹂區博士解釋。

出聲音，如聽覺細胞正常，就會

用探管傳聲器放在耳道然後發

進，用耳聲發射測試，即

康院的測試儀器較先

這樣ＢＢ便很容易墮進夢

睡覺，到測試前半小時才餵奶，

在測試前四小時不讓Ｂ Ｂ飲奶和

況，測試亦有技巧，例如請父母

乎該嬰兒是否容易進入睡眠狀

進行這測試時是否順利，視

產生耳聲回響。如果測試發覺沒

Ｂ本身較活躍，可能

鄉。如果仍不奏效，或Ｂ
一步檢查。﹂區博士解釋。

有耳聲回響，嬰兒就要再接受進

聽力，現時母嬰健

敲啷啷測試嬰兒

蝸，再沿着聽覺神經上到腦幹，

兒童載上耳
筒，聽到聲音後玩
益智遊戲來測試聽
力，兒童才會感到
有趣。

接收，日後便無從透過語言，去
將自己意思表達出來。﹁此謂

兩次測試

有 r e c e p t i v能
e 力，才能有
能力。﹂
expressive

嬰幼兒

正因為聽力對兒童成長十分
重要，故政府提供免費聽力測試
服務。﹁一般嬰孩在三個月大時
可到母嬰健康院做健康普查，當
中包括聽力測試。昔日儀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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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兒女經歷﹁聽不到的說
話﹂，聽力測試愈早做愈好！及早發
現，及早補救，是矯正聽力問題的至理
撰文：陳旭英 攝影：張文智 設計：章可儀
名言！

養和醫療檔案

初生嬰兒便有一名患有

查發現，香港每一千名
一是避免聽覺被剝奪。﹂

就做聽力篩查，有四大原因，第

牠們聽到聲音按掣，並有食物跌

封閉耳道，兩組老鼠成長後，教

港童移民外國，長大

以搓圓按扁。例如

需要刺激才會成長，刺激就是聲

區博士解釋，大腦聽覺神經

蠟的一組很快學懂，證明如嬰兒

教來教去都無法做到，相反沒放

出來獎賞，耳朵曾被封蠟的一組

造性，故無論怎樣學也不及兒童

國學新語言，由於大腦已失去塑

音；相反如已成年才移民外

後說話口音就是外國口

兒童正進行中耳阻
抗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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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音。﹁過往以老鼠進行實驗，一

時期聽覺被剝奪，聽覺神經及大

不同程度的弱聽，他們的父母絕

如果能於早期發現，及早處
組老鼠出生後用蠟封閉耳道，另

時期學習好。﹂所以區博士指出

圖為中耳積水情
況。

大部分聽力正常。

理，兒童聽力缺損造成的影響可

腦控制聽力部分沒有受刺激，

﹁愈細做檢測，愈細發現，

聽力發展黃金期

搓圓按扁，學習事半功倍。

他說話，就能利用它的塑造性去

就算兒童聽力有缺損，能愈早教

錯過嬰幼兒的塑造期。

第二個原因，是避免

正常聽力便無法發展。﹂

一組不

「中耳積水是幼童常見問題，當中耳
見問題，當中耳
積水愈積愈多，令耳膜膨脹，嚴重
膨脹，嚴重
的耳膜會爆；就算耳膜未穿，
未穿，
但耳水積在此，聲音進來時
來時
便弱了，這稱為傳導性失
失
聽。」

以減至最低，甚或可挽救聽力，

語言發展與一般聽力正常的孩子

無異。
養和醫院聽力學

顧問區建國博士

，即
﹁我們稱為 plasticity
兒童大腦像塑膠一
樣，具有塑造性，可

愈早糾正，語言回復能力便較

強。一個三個月大嬰兒比對一個

三歲大小童才發現聽力有問題而

去補救，前者一定成績較佳。﹂
他說。

第三個原因，是語言發展黃

金期在一個月大至三歲之間，如錯

過此黃金時期才學語言，效果相對
較差。

第四，是聽力在前語言階段

是必須的，﹁前語言階段即嬰幼

童未說話的階段，這時候他們已

在不斷接收，只是接收後未能表

前語言階段

區博士說，如

達出來而已。﹂

晞麟經常被媽
媽投訴「借咗聾耳
陳隻耳」，經測試後
證實他只是「詐」
聽不見。

說：﹁要早
在嬰兒期

中耳積水致聾
很多父母投訢，仔女最
愛﹁借咗聾耳陳隻耳﹂，對父母說話充
耳不聞，全無反應！

區博士說，聲音先經耳道、中耳，
再進入內耳，如中耳出現問題會引致失聽，故
如發現兒童有聽力問題，在進行腦幹測試、遊戲測
試時均要配合一個「中耳阻抗聽力測驗」，檢查耳膜
或中耳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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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在大約兩歲才開始說單字亦

免會憂心他掌握得不好，另一方

否可以早於嬰兒期便作

現兒童有聽力缺損，是

如早期聽覺測試發

電波誘發聽力測試，去

令她擔憂，﹁他有時又像借了聾

出補救，或是待成長至

這段時間正是晞麟語言發展黃金

耳陳隻耳，對我的呼喚，經常要

一定年紀，再進行補

評估聽力。

很大聲才有反應，不禁懷疑這孩
救？

期，囝囝是雙語兒童，做媽媽難

子是裝聾還是有真的聽力有問
題？﹂在因利乘便下，她趁這次

區博士教他聽到聲音就砌積木，

邊耳筒發出，另一邊沒有聲音，

驗﹂，他戴上耳筒後，聲音從一

晞麟進行的是﹁遊戲聽力測

器，父母或許會覺得很難接受，

助聽器。小小年紀便要戴助聽

好。其實嬰兒時期已經可以佩戴

期康復﹄，故當然是愈早補救愈

﹁我們常說﹃早期篩選，早

五個月大戴助聽器

像玩遊戲一樣。不過要兒童進行

但如不戴，聽力就空白，兒童的

回港，帶晞麟做一次聽力測試。

這個測試並不容易，因為他們專

發展也受影響。所以一定要及早

區博士說，並不是每名兒童

聽力才能補救，否則錯過了黃金

力區得到適當刺激而發展起來，

試都不及格，確認有聽力缺

大男嬰，經兩次腦幹聽力測

佩戴，及早令聽覺細胞、大腦聽

都可以做遊戲聽力測試，一些患

聽器。

意，最後還是接受給兒子配助

損問題，父母雖萬分不願

例如他剛處理的一名五個月

期，日後便很難補救！﹂區博士

如兒童有嚴重聽力缺損，九十分貝以下都
無法聽見的，可以進行人工耳蝸植入手術，挽回
聽力。「港大醫學院早於二十一年前開始做人工耳蝸
手術，全球最年輕做人工耳蝸是六個月大，香港做人
工耳蝸的平均歲數是歲半，主要是因為有些幼童患腦膜
炎致失聽，耳蝸會很快骨化，故要及早進行手術。」區
博士說。

有自閉症的兒童，智力有問題兒

人工耳蝸挽回聽力
語重心長地說。

故一般需要頗長時間。

注力低，對戴耳筒又非常抗拒，

聾童植入這個人工耳蝸後，便能
聽到聲音。

童，或完全不懂表達的兒童，就
只能靠客觀的聽力測試，即腦幹

嬰幼童戴助聽器，初時會有

不習慣，想盡辦法甩掉，但經過

一段時間後，他們接受了助聽器

是生活的一部分，便不再抗拒，

有些孩子更會一起牀便叫媽媽給

他戴助聽器。由於兒童不斷成

長，耳道亦會改變，故倒模訂製

的耳道式助聽器並不適合，應使

用掛耳式助聽器。

經過一輪努力終完成初

步測試的晞麟，並沒有發

現聽力問題，而他經常

扮聽不到母親說話，是

一般幼童的正常現象，

父母毋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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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耳蝸的原理是將電極放入耳蝸，當外面
人工耳蝸
掛耳式語言處理器接收到聲音後，將聲音
掛耳式語
變做電流刺激聽覺神經，電波便能傳
變做電
到大腦。人工耳蝸藏在頭骨內，
到大
故小朋友成長都不會影響
故
藏在頭顱的位置。
藏

初生嬰兒可透過腦幹聽
力誘發測試，檢查聽力
是否正常。

耳管

試︵

︶，即搖啷
destraction test
destracti
啷、敲鼓發出聲音，嬰

幼童以眨眼和轉頭望向

聲音發出處表示聽得

見。惟此測試的缺點

是只測到最好聽力的一

隻耳，如其中一隻耳聽不

到或較差，他們亦會有同樣反
應。

到了六個月大至兩

歲半，可以進行﹁視

v i s u a l

覺強化聽力測驗﹂

︵

rreinforcement

︶，幼童
test
lilistening
is
坐在喇叭前，聽到有

聲音就轉頭望，這時儀器就會顯

示卡通畫面，令兒童覺得有趣才

肯繼續。不過這測試與上述測試

一樣，只測到最好聽力的一隻
耳。

遊戲聽力測試
夠全面

到了兩歲半或以上，測試便

可以更全面和更準確。這天，兩

歲半的樂晞麟便到養和聽力中心
做測試。

媽 媽 M a n d說
y ，因工作關
係，她們一家人去年移居汶萊，

遊戲聽力測試後的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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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服食鎮靜劑令他安心睡覺。

中耳
鼓膜

﹁藥物一般很安全，父母毋須擔

•初生時黃疸素高

心。﹂區博士說。

•曾感染傳染病如腦膜炎、麻疹、腮
腺炎等。
•早產

為何一定要Ｂ Ｂ睡着才

•初生時曾患大腦麻痹
•曾用耳毒性藥物或受放射性治療

能 測 試 ？ 區 說 ， ﹁ Ｂ Ｂ郁 動

•出生時缺氧
•新生嬰兒頭頸和身體其他部分畸形

時，身體會發出很多電
波，儀器無法分得清到底
是肌肉的電波，還是聽覺
的電波。﹂
測試包括左右耳，逐個
分貝試，每邊耳約需二十分
鐘，全個過程大約需時四十分
鐘。此測試亦可包括高、低頻。
篩查有時會出現﹁假陽性﹂
結果，誤以為嬰兒聽覺有問題。
區博士解釋，Ｂ Ｂ只得三日大
時，很多時會被母親的胎水、耳
朵的皮膚組織或耳垢塞住耳道，
聽到的聲音會較弱，反射出來便
較弱，因而出現假陽性結果。如
屬這原因，稍後再檢查，耳垢、
積水乾了，做測試便會及格。﹂
當嬰兒有三個月至六個月大
時，可以做分散注意力的聽力測

•出生時體重低於3.3磅
•耳聾家族史

•新生兒用過耳毒性藥物或化療
•母親懷孕時感染病毒，如德國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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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失聽分為「傳導性失聽」及「感音性失聽」，前者由
中耳問題造成，後者則有以下高危因素：
六個月大至兩歲半兒童，可進行圖中的視覺
強化聽力測試。

避免出現假陽性

edic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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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聽力缺損高危族

「患有感音性失聽兒童，一般都是耳蝸內的毛細胞出現問題，小部分人是畸形耳
蝸，以致無法正常接收聲音。耳蝸有『兩轉半』，如只得一轉或一轉半就屬畸形，
毛細胞亦當然不足，又或者根本沒有毛細胞加上耳蝸畸形。」
不過區博士說，大部分患有感音性失聽的都是
不過區博士說，大部分患有感音性失聽的
的都是
耳蝸正常，但毛細胞損壞。要確認耳蝸畸形，
耳蝸正常，但毛細胞損壞。要確認耳蝸畸形
形，
需要照磁力共振或電腦掃描。

外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