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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嬰幼兒手語開始 

與Baby的良好溝通~ 



1.嬰幼兒手語學理講解 

2.嬰幼兒手語示範教學 

3.相關問題回答與交流 

 
 

講座流程 



關於手語 

 手語如同口語也分數種語系。 

 口語以〝英文〞為國際語言，手語則有所謂「國際手
語」。 

 「國際手語」擷取各國好用方便的手勢整合而成。 

 國際手語：最易學易懂，其次是台灣手語、美國手語，
大陸手語與歐洲手語則偏難 

 台灣手語又並分為正式的文字手語與聽障人士之間習
慣的自然手語，自然手語以實用為主。 

小詩詩打的嬰兒手語.wmv


嬰幼兒手語在臺灣 

美國手語(ASL) 

臺灣自然手語(T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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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嬰幼兒手語教育協會 

 採台灣自然手語，符合華語語言與人文環境 

 協會logo得手語是「關注」，代表傳遞的核心價值，
意即宣導親職使用手語與寶寶的互動關鍵因素，在於
瞭解信任與尊重寶寶是重要的，我們關注於寶寶發出
的任何訊息，並積極地給予正向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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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學嬰兒手語？ 

不會說不代表不理解，不會說不等於不想說 

正常的嬰幼兒是： 
 獨立有認知能力的個體 

 會想表達自己想法與需求 

 發出的線索是有意義的 

 隨時觀察並想與人互動 

 是願意講道理的，但講的不是你的道理 

父母親可以做： 
 多關注嬰幼兒發出的非哭泣訊息 

 積極傾聽與立即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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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嬰幼兒手語的好處 

(一)對嬰幼兒的好處 

1.社會發展方面 
*獲得更多正向關注，有助親子溝通 
*有助嬰幼兒自我概念的形成，建立自尊與自
信 
*建立安全依附   
*引導嬰幼兒正確人際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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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嬰幼兒手語的好處 

(一)對嬰幼兒的好處 

2.身體動作方面 
*有助感覺統合   
*加強手眼協調 
*刺激大腦胼胝體與突觸運作 

 

左右手交換玩具6M201005.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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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嬰幼兒手語的好處 

(一)對嬰幼兒的好處 

3.語言發展方面 
*學會以多元方式溝通 
*增進口語字彙的快速發展 
*刺激大腦語言區運作 
*有助對溝通訊息的覺知 、辯識 、理解與表達   
*能夠敘說生活經驗與自我感受 
*增進對閱讀 的興趣 

 

小詩閱讀加手語.wmv
小詩閱讀加手語.wmv
小詩詩打的嬰兒手語.wmv


使用嬰幼兒手語的好處 

(一)對嬰幼兒的好處 

4.心理情緒方面 
*能夠被覺察理解需求，減少負面情緒   
*表達自我情緒，有助自我調節 
*舒緩壓力與緊張、憤怒情緒 
*增進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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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嬰幼兒手語的好處 

(一)對嬰幼兒的好處 

5.認知能力方面 
*手語嬰幼兒智力測驗分數較高 
*運用手語表達數概念 與顏色認知   
*學習手語後，嬰幼兒理解字彙大幅增加 
*透過手語學習各種生活常識概念 
*學會象徵符號的運用 
*增加觀察力與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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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嬰幼兒手語的好處 

(二)對照顧者的好處 

   *學會關注、傾聽、尊重 孩子 
*減少育兒挫折 
*增加同理心與容忍力 
*有助育兒信心的建立 
*建立母嬰默契，形成安全依附 
*增進彼此的信賴感 
*享受與嬰幼兒互動的樂趣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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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 

 1.Drs. Linda Acrcdolo研究結果發現，使用手語的嬰孩
較一般沒有使用手語的嬰孩了解更多的字，字彙較
廣，也能參與較複雜的遊戲，使用手語的嬰孩，他
們的家長注意到這些嬰孩的挫折感降低、溝通增加
、親子關係增強，同時也表現出對書的興趣感增加
，這些曾使用手語的的嬰孩長到7、8歲時，他們再
做調查，發現這些小孩智力平均為114，而另外非手
語使用控制組的小孩平均為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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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歲為智力發展的〝播種期〞 

•嬰幼兒是天生的模仿者 

              小小科學家 

              有動機的記憶者 

              符號的愛好者 

嬰幼兒心智發展 

天生模仿者.wmv
20100315讓物體發生有趣的事-操作玩具螃蟹小詩1Y5.wmv
20100315安慰芃芃-高唱無敵鐵金剛小詩1Y5.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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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心智發展與嬰幼兒手語之關係 

天生的模仿者 
 孩子會注意成人的行為，也就會模仿成人所出現的手勢。 

小小科學家 
 孩子發現每次對成人打手勢，就會獲得自己想要的需求滿足，下次
再有同樣需求時，依舊會比同一個手勢來與成人溝通。 

有動機的記憶者 
 成人固定時刻打手勢，孩子會做記憶，主動存放在大腦裡。 

符號的愛好者 
 孩子樂於觀察並分享他所注意到〝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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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與孩子利用手語的溝通過程
中，使孩子的生活經驗與記憶不
斷重複與增進，孩子就此發展其
個人的心智及語言的能力。  

嬰幼兒心智發展與嬰幼兒手語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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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 

 Dr. Kimberly Whaley,1988首做嬰兒手語計畫，在研究
中注意到使用手語的12個月大的嬰孩會用手語表示
他要奶瓶，老師容易瞭解用手語表達的需要，而一
般的嬰孩就哭，哭的行為表現方式代表不同的原因
與需求，但老師無法知道他的需求，嬰孩哭的溝通
方式反而更增加挫折感。 

小詩詩打的嬰兒手語.wmv


相關研究 

 Dr. Stephen M. Edclson,有30多年的研究經驗，他在《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utism, Salcm, Oregon》的一篇
文章中指出許多自閉症與發展不能者所表現的行為
如侵犯、自傷、暴怒、焦慮、憂鬱等常常由於無法
與他人溝通而引起，手勢的語言，至少讓他們能使
用手語溝通的意念與需求，教導他們用手語時，另
一好處，就是他們要注意他們自己與他人相互表達
的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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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孩子會用嬰幼兒手語？ 

1.說不清楚話、嘴巴忙碌或不想說話時 

2.有需求時(要ㄋㄟㄋㄟ、還要吃、玩) 

3.求協助時(幫忙) 

4.要分享時(驚喜、開心) 

5.強調語氣時(還要、喝水、講故事) 

6.唱歌時 

7.教及和baby溝通時 

 

 用嬰兒手語，傾聽嬰幼兒溝通他們看見什麼？需要
什麼？及感覺如何？ 

孩子使用嬰兒手語的時候(剪掉讚).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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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手語3Ｗ 

Who  
寶寶、父母、保母，長時間與寶寶接
觸的人。 
When  
7～24 個月大時，可以開始，寶寶平
均會使用到3歲。  
How  
寶寶身邊接觸者都利用寶寶手語與寶
寶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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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孩子用嬰幼兒手語成功秘訣 

孩子是一個認知的個體。 

與孩子溝通，打手勢不離話語。 

抓住孩子的目光後再打嬰兒手語。 

善用重複與提問。 

在自然環境中進行。 

不過度請孩子打手語或在親友前表演。 

接受孩子所打出來的手語。 

 

Baby signs start.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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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手語 
 

示範教學 



一閃一閃    亮晶晶  

滿天都是   小星星 

掛在天空    放光明  

好像許多    小眼睛  

一閃一閃    亮晶晶 

滿天都是    小星星  
 

♫ ~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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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象 ♫ 

 

大象大象  

 

你的鼻子為什麼那麼長  

 
媽媽說鼻子長才是漂亮 

小詩詩打的嬰兒手語.wmv


生活中經常使用的手語 

ㄋㄟㄋㄟ 

喝水 

抱抱 

洗澡 

玩 

看書 

睡覺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狗狗 

貓咪 

兔子 

豬      

 

2010嬰兒生活手語教學.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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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食可以使用之對話 ~ 

寶貝~我們來坐坐，吃吃 

這是飯飯/麵麵/青菜/肉肉/水果！ 

謝謝 

還要嗎？(還要) 

等等 

還要什麼？  

(飯飯/麵麵/青菜/肉肉/水果) 。 

吃完囉！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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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請搜尋~ 
BLOG、FB(不公開社團)：  

熊熊老師親子工作坊  
MOBIL：0983-169020 

謝謝您的參與 
祝您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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