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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僱用聽覺障礙者的雇主以及聽覺障礙者本人，對於聽覺

障礙員工在工作上所需工作社會技能之看法。研究對象為雇用台北市立

啟聰學校 82-92 粘畢業生之之雇主共 10 位，以及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82-

92 年之高中（職）部畢業生，且於上述台北市立啟聰學校所登錄之大台

北地區（含括台北縣、市）工商企業機關就業年資達一年以上、於受訪

時仍在職者，共有 9 位。 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方法，以訪談的方式蒐集

資料，依據資料分析結果，獲致以下結論： 一、聽覺障礙者的工作社會

技能主要分為以下六個項目：「人際關係」、「就業認知與觀念」、

「訊息傳達與接收」、「個人基本能力」、「問題處理能力」、「社會



適應能力」。 二、良好的人際關係則包含：（一）和諧適當的與人互

動：1.遵行職場倫理與適當的禮儀 2.樂於分享 3.以適當委婉的態度和他

人互動（二）主動與他人互動（三）明確的表達自己的意見（四）尊重

他人（五）不搞小團體（六）不要封閉自己（七）信任他人（八）謙卑

的做人處世態度 （九）樂觀幽默的生活態度（十）時常面帶笑容 三、

正確的就業認知與觀念則包含：（一）良好的工作態度 1.主動積極 2.珍

惜工作機會 3.對工作有興趣 4.準時上班 5.專注投入於工作 6.完成份內工

作再休息 7.謹記工作流程或交辦事項 8.依照工作步驟確實執行任 9.遵從

指示、命令或規定 10.接受或回應批評與指正 11.認真努力、肯吃苦 12.獨

立完成份內工作 13.持續且穩定的工作 14.要有團隊合作的精（二）培養

物權觀念（三）適當合理的薪資期待 四、有效能的訊息傳達與接收包

含：（一）增強理解與表達的能（二）增強語文能力（三）運用多元的

溝通方式（四）培養閱讀習慣（五）主動學習彼此的語言 五、個人就業

的基本能力包含：（一）情緒管理能力（二）自我管理能力 1.自我要

求：正常的生活規範與作息 2.自我照顧－良好的個人整潔（三）自信、

獨立（四）責任感（五）迅速有條理的工作效能（六）耐心、細心 六、

問題解決能力包含：（一）主動 1.主動協助他人 2.主動表達問題或請求

協助（二）要有機伶的反應（三）培養適當的壓力因應方式（四）建立

多元的溝通方式（五）樂於討論 七、社會適應能力包含：（一）累積社

會經驗（二）設法去適應新的就業環境 綜合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針

對聽覺障礙者個人、家庭、台北市立啟聰學校、雇主、聽覺障礙者就業

促進相關政策、未來研究等分別提出建議。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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