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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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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口语师职业技能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听觉口语师的职业范畴、工作内容、能力要求和知识水平，明确说明了听觉口语师的

申报和培训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听觉口语师职业岗位的申报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341—2010 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341、T/CARD 006-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听力残疾 hearing disability

各种原因导致双耳不同程度的永久性听力障碍，听不到或听不清周围环境声及言语声，以致影响其

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
注：听力残疾均指双耳，若双耳听力不同，以听力较好一耳听力损失情况作为诊断依据。较好耳平均听力损失大于

40 dB HL者为听力残疾。

[来源：GB/T 26341—2010，4.3，有修改]

3.2

听能管理 hearing management

以听力师为主导，通过听力师、康复教师及听力残疾儿童监护人三方协同合作，对听力残疾儿童的

听觉状况、助听效果及其所处的声学环境，进行动态观察和主动评估，并通过定期主动、有效的听力服

务，使听力残疾儿童的听觉效果始终处于最佳状态的过程。

[来源：T/CARD 006—2020，3.3]

3.3

听觉口语法 auditory-verbal therapy

通过助听设备将听力残疾儿童的听力加以有效补偿或者重建，按照听觉、言语、语言、认知和沟通

的自然发展顺序，在自然有意义的情境互动中，指导和教会家长帮助听力残疾儿童学习倾听、语言和说

话，并使倾听成为其生活方式的一种康复方法。
注：听力残疾儿童个别化康复的一种方法。

[来源：T/CARD 006—2020，3.9]

3.4

听觉口语师 auditory-verbal therapist

个别化康复教师中的一种，特指掌握听觉口语法知识和技能，严格遵循听觉口语法原则，对听力残

疾儿童及其家庭实施个别化评估并提供康复服务专业技术人员。

[来源：T/CARD 006—2020，3.10]

3.5

家庭康复指导 family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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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听力残疾儿童的家庭为中心，为听力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培训、资源支持

等个性化服务的过程。

[来源：T/CARD 006—2020，3.14]

3.6

听力语言康复评估 evaluation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hearing and speech ability

采用定性、定量的观察或测量方法、手段，对服务对象的听觉、言语技能、全面发展水平、康复效

果等进行评测，加以价值判断并提供解释、说明、确认或预测的过程。

[来源：T/CARD 006—2020，3.13]

3.7

教学目标 objective of teaching

教学中师生预期达到的学习结果和标准，在方向上对教学活动设计起指导作用，并为教学评价提供

依据。

3.8

教学评估 evalu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基于所获得的信息对教学（或实验）效果做出客观衡量和判断。教学评估的基本方法有测验法、问

卷法、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

4 职业概况

4.1 职业名称

听觉口语师 auditory-verbal therapist

4.2 职业编码

4-14-03-05

4.3 职业定义

个别化康复教师中的一种，特指掌握听觉口语法知识和技能，严格遵循听觉口语法原则，对听力残

疾儿童及其家庭实施个别化评估并提供康复服务专业技术人员。

4.4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4.5 职业能力特征

应具有职业责任心、耐心，具有一定的观察、学习、思维判断、理解、表达和人际沟通能力。

4.6 基本文化程度

应具备教育学、医学、文学、艺术学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4.7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4.7.1 适用对象

从事或准备从事本职业的人员。

4.7.2 申报条件

申报听觉口语师的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a)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

b) 具有大专院校本专业（职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相关专业指的是教育、文学、艺术、医

学等。

c) 经过本职业听觉口语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7.3 鉴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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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专业理论与实操培训，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全国听力语言康复轮训不少于62

课时，听觉口语法认证培训理论培训不少于120课时，实操培训不少于96课时。

4.7.4 培训教师

培训教师应具有教师资格证和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取得全国听力语言康复

轮训证书，取得听觉口语法认证培训证书，具有听觉口语法教学实操经验不少于2年。

4.7.5 培训场地设备

满足教学需要的标准教室，听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需要的玩教学具及设备和听力残疾儿童听力语言

康复评估工具。

4.7.6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笔试和命题演讲两种方式，专业能力考核采

用实际操作方式进行。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均实行百分制，两项成绩皆达7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4.7.7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专业能力考核在配备有必要玩教学具及设备的个别化康复教室进

行。

4.7.8 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笔试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2名考评人员；命题演讲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3:1，且不少于3名

考评员；专业能力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1:4，且不少于3名考评员。综合评审委员会不少于3人。

4.7.9 考评要求

理论知识考试不少于3次；专业能力考核不少于3次；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1次。

4.7.10 后续督导

经过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听觉口语师应在所在机构持续为听力残疾儿童

提供相应的服务，并在2年期间至少接受1次督导或考评。

4.8 主要工作任务

听觉口语师的主要工作任务应包括：

a) 使用标准化测量工具或非标准化评估方法，进行听力残疾儿童及青少年听觉、语言能力与水

平评价及心理测评；

b) 制订和调整个性化康复训练计划；

c) 运用听觉口语法等技术，对听力残疾儿童及青少年实施听觉、语言、言语、认知和沟通等康

复训练；

d) 指导和培训家长掌握日常听能管理和家庭康复知识与技能；

e) 使用助听设备保养及监听工具，监控助听设备工作状况；

f) 维护并保管康复服务的档案资料；

g) 为听力残疾儿童及青少年所在普通教育机构人员提供技术支持。
注：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

5 基本知识要求

5.1 职业守则

听觉口语师应遵守以下职业守则：

a) 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b) 热爱残疾人康复事业及听力语言康复事业；

c) 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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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严格执行工作程序、工作规范。

5.2 基础知识

听觉口语师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听觉口语法概论、教学评估、教学目标与计划制定、五大领域

（听觉、言语、语言、认知、沟通）能力发展与教学、听能管理、家庭康复指导、听力学基础知识。

5.2.1 听觉口语法概论

听觉口语法概论的内容包括：

a) 听觉口语法的定义和历史；

b) 听觉口语法的十项原则和八个特色；

c) 听觉口语法的先决条件。

5.2.2 听觉口语法教学评估

听觉口语法教学评估的内容包括：

a) 首次评估内容与实施；

b) 持续评估内容与实施。

5.2.3 听觉口语法教学目标与计划制定

听觉口语法教学目标与计划制定的内容包括：

a) 听觉口语法教学目标制定的原则、依据与要求；

b) 听觉口语法教学计划制定和活动设计。

5.2.4 听觉能力发展与教学

听觉能力发展与教学的内容包括：

a) 儿童听觉能力发展与训练；

b) 听觉记忆教学内容、注意事项与家长指导；

c) 听觉描述教学内容、注意事项与家长指导。

5.2.5 言语能力发展与教学

言语能力发展与教学的内容包括：

a) 儿童言语能力发展；

b) 言语教学的内容和技巧；

c) 言语教学的注意事项与家长指导。

5.2.6 语言能力发展与教学

语言能力发展与教学的内容包括：

a) 儿童语言能力发展；

b) 语言教学的内容和技巧；

c) 语言教学的注意事项与家长指导。

5.2.7 认知能力发展与教学

认知能力发展与教学的内容包括：

a) 儿童认知能力发展；

b) 认知教学的目标和内容；

c) 认知教学的注意事项与家长指导。

5.2.8 沟通能力发展与教学

沟通能力发展与教学的内容包括：

a) 儿童沟通能力发展；

b) 沟通教学的目标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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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沟通教学的注意事项与家长指导。

5.2.9 听觉口语法教学中的听能管理

听觉口语法教学中的听能管理内容包括：

a) 林氏六音测试的内容与要求；

b) 助听设备检查的步骤与要点；

c) 创设良好的听觉学习环境。

5.2.10 听觉口语法教学中的家庭康复指导

听觉口语法教学中的家庭康复指导内容包括：

a) 家庭康复指导中家长咨商的内容和技巧；

b) 家长咨商在听觉口语法教学中的应用；

c) 家庭康复指导中家长指导的理论和方法；

d) 家长指导在听觉口语法教学中的应用。

5.2.11 听力学基础知识

听力学基础知识包括：

a) 听觉器官的解剖和生理；

b) 听力残疾的标准及病因；

c) 儿童听力测试相关内容；

d) 助听器、人工耳蜗和无线调频系统。

6 工作原则与要求

6.1 指导原则

听觉口语师从事听觉口语法教学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推动新生儿、婴儿、学步儿和幼儿听力损失的早期诊断，尽快跟进听能管理和听觉口语治疗；

b) 建议立即评估和使用适当的、先进的听力技术使听力残疾儿童最大限度地从听觉刺激中受益；

c) 指导和教会家长帮助儿童将听觉作为首要的感官形态来发展听觉和口语能力；

d) 通过让家长积极地、持续的参与一对一的听觉口语教学，指导和教会家长成为听力残疾儿童

听觉和口语发展的首要促进者；

e) 指导和教会家长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创设通过支持聆听来获得口语的环境；

f) 指导和教会家长使用听觉、言语、语言、认知和沟通发展的自然发展模式。

g) 指导和教会家长帮助儿童通过聆听来进行口语的自我监控；

h) 实施持续的正式和非正式诊断评估去发展个别化的听觉口语治疗方案，监控进步状况、对针

对儿童及家庭的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i) 通过适当的帮助，促进孩子从幼儿时期开始融合至普通学校，与听力正常的同龄人一起受教

育。
注：参考《听觉口语教学理论与实操》2018 第一章听觉口语法概论。

6.2 基本专业能力要求

听觉口语师的基本专业能力要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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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听觉口语师基本专业能力要求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

一、 听觉口语法教

学评估

(一) 首次评估

1.能设计个性化的首次评估方案

2.能根据首次评估方案实施评估

3.能按要求撰写首次评估报告

4.能根据要求规范填写首次评估表

1.首次评估的对象与目的

2.首次评估的内容与方式

3.首次评估表的使用要求

(二) 持续评估

1.能根据要求规范填写持续评估表

2.能根据持续评估结果制定和调整教

学计划

1.持续评估的目的

2.持续评估的内容

3.持续评估表的使用要求

二、 听觉口语法教

学目标和计划

制定

(一) 听觉口语法

教学目标制

定

1.能制定个别化教学目标

2.能根据个别化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

动

3.能根据要求记录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1.教学目标制定的原则与依据

2.教学目标制定的要求

3.教学活动设计的注意事项

(二) 听觉口语法

教学计划制

定

1.能制定个别化阶段性教学计划

2.能制定个别化日常教学计划

3.能按步骤实施教学计划

1.阶段性教学计划的内容

2.日常教学计划的内容

3.教学计划表格的使用要求

4.教学计划实施的步骤

三、 听觉口语法教

学

(一) 听觉口语法

概论

1.能准确说明听觉口语法的定义、原则

和特色

2.能根据听觉口语法的原则和特色解

答家长的疑问

3.能根据听觉口语法的原则和特色给

出家庭康复建议

1.听觉口语法的定义

2.听觉口语法的发展历史

3.听觉口语法的十项原则与内

涵

4.听觉口语法的八个特色与内

涵

5.听觉口语法的先决条件

(二) 听觉能力发

展与教学

1.能解释听觉能力发展四个阶段的含

义

2.能诊断和分析个案听觉能力发展状

况

3.能根据听觉能力发展的内容设计教

学活动

4.能制定听觉记忆教学目标和计划

5.能根据听觉记忆教学要求实施教学

活动

6.能制定听觉描述教学目标和计划

7.能根据听觉描述教学要求实施教学

活动

8.能指导家长掌握听觉能力教学的内

容和方法

1.听觉能力相关概念

2.儿童听觉发展的历程和特征

3.影响听力残疾儿童听觉发展

的因素

4.听觉能力教学的原则和内容

5.听觉记忆的概念

6.听觉记忆教学的内容与注意

事项

7.听觉描述的概念

8.听觉描述教学的内容与注意

事项

(三) 言语能力发

展与教学

1.能诊断和分析个案的发音错误

2.能制定言语教学目标和计划

3.能根据言语教学要求实施教学活动

4.能正确运用言语教学的技巧和方法

5.能指导家长掌握言语教学的内容、技

巧和方法

1.语音学相关知识

2.儿童言语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3.听力残疾儿童言语发展的主

要问题

4.言语教学的原则和内容

5.言语教学的技巧、方法与注

意事项

(四) 语言能力发

展与教学

1.能诊断和分析个案语言能力发展状

况

2.能制定语言教学目标和计划

3.能根据语言教学要求实施教学活动

4.能正确运用语言教学的技巧和方法

5.能指导家长掌握语言教学的内容、技

巧和方法

1.语言的概念

2.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3.语言教学的内容

4.语言教学的技巧、方法与注

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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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听觉口语师基本专业能力要求（续）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

（五）认知能力发

展与教学

1.能诊断和分析个案认知能力发展状

况

2.能制定认知教学目标和计划

3.能根据认知教学要求实施教学活动

4.能正确运用认知教学的方法

5.能指导家长掌握认知教学的内容和

方法

1.认知的概念

2.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相关

知识

3.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4.认知教学的内容

5.认知教学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六）沟通能力发

展与教学

1.能诊断分析个案常出现的沟通问题

2.能制定沟通教学目标和计划

3.能根据沟通教学要求实施教学活动

4.能正确运用沟通教学的方法

5.能指导家长掌握沟通教学的内容和

方法

1.沟通的相关概念

2.沟通的形式及要素

3.沟通教学的内容

4.沟通教学过程中可利用和可

创设的情境

5.沟通教学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四、听能管理

（一）助听设备检

查

1.能熟练检查助听器的状况

2.能使用助听器保养工具解决相关问

题

3.能参照人工耳蜗使用手册检查其状

况

4.能指导家长掌握助听设备的检查方

法

1.助听器保养包工具的名称和

使用方式

2.助听器检查步骤

3.创设良好听觉学习环境的方

式

（二）林氏六音测

试

1.能准确说明林氏六音的声学特性和

发音特点

2.能选择适合的林氏六音测试玩具

3.能熟练进行林氏六音测试

4.能准确记录和分析林氏六音测试结

果

5.能指导家长掌握林氏六音测试方法

1.林氏六音的声学特性

2.林氏六音测试目的和形式

3.林氏六音测试的方法与注意

事项

五、家庭康复指导

（一）家长咨商

1.能阐述家长咨商与听觉口语法教学

的关系

2.能正确运用家长咨商的技巧

3.能结合个案运用咨商技巧协助家长

解决问题

1.家长咨商的定义

2.家长咨商的内容

3.家长咨商的技巧与注意事项

（二）家长指导

1.能准确说明家长指导的理论基础和

积极作用

2.能结合个案进行家长指导

3.能准确运用家长指导的方法

1.家长指导的定义

2.家长指导的理论基础和意义

3.家长指导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6.3 工作流程

听觉口语师对听力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康复服务的工作流程包括：接案、评估、教学和结束课程。

6.3.1 接案

听力残疾儿童家长根据康复需要报名听觉口语课程，听觉口语师应初步了解听力残疾儿童的基本信

息，判断是否适宜安排听觉口语教学。

6.3.2 评估

听觉口语师在正式开展教学之前，应对个案进行了解和评估，包括：

a) 收集听力残疾儿童听力语言康复评估结果等相关资料；

b) 约定首次评估时间，说明评估注意事项；

c) 制定首次评估方案，准备评估的玩教学具；

d) 实施首次评估，撰写评估报告，告知家长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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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教学

听觉口语师开展听觉口语法教学工作的内容包括：

a) 协商排定课程时间，约定首次上课时间；

b) 按照固定上课频次教学，制定阶段性计划；

c) 定期进行听力语言康复评估，更新持续评估记录；

d) 负责个案教学档案和相关资料的整理和保存。

6.3.4 结束课程

听觉口语师应根据个案康复情况和需求结束课程。

听觉口语师工作流程见附录A。

6.4 教学流程

听觉口语师教学实施流程与要求包括：课前准备、听能管理、教学和课程总结。

6.4.1 课前准备

听觉口语师开展教学时，应做好课前准备，包括：

a) 互相问好，建立亲密关系，消除疏离感；

b) 观察儿童与家长当日情绪与精神状态，适时调整课程安排；

c) 回顾上次课目标实施情况和儿童的表现。

6.4.2 听能管理

听觉口语师在正式教学之前，应做好听能管理，包括：

a) 使用助听器保养包和人工耳蜗检查设备对助听设备进行检查；

b) 观察一定距离下林氏六音测试情况。

6.4.3 教学

听觉口语法教学的内容和要求包括：

a) 围绕五大领域目标进行教学；

b) 通过告知、示范、参与和反馈 4 个环节教学；

c) 运用评估诊断技术对听力残疾儿童及其家长进行指导。

6.4.4 课程总结

听觉口语法教学结束后应对课程进行总结，包括：

a) 回顾和讨论本次课教学目标进行情况；

b) 确认家长完整记录本次课目标和建议，解答家长提问。

听觉口语法教学流程见附录 B。

7 权重表

7.1 理论知识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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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理论知识权重表

项目
比重

（%）

一、 听觉口语法教学评估
首次评估

8
持续评估

二、 听觉口语法教学目标和计划制定
听觉口语法教学目标制定

4
听觉口语法教学计划制定

三、 听觉口语法教学

听觉口语法概论 4

听觉能力发展与教学 20

言语能力发展与教学 12

语言能力发展与教学 16

认知能力发展与教学 12

沟通能力发展与教学 8

四、 听能管理
助听设备检查

4
林氏六音测试

五、 家庭康复指导
家长咨商

4
家长指导

六、 听力学基础知识

听觉器官的解剖和生理

8
听力残疾的标准及病因

儿童听力测试相关内容

助听器、人工耳蜗和无线调频系统

合计 100

7.2 技能要求权重表

表 2 技能要求权重表

项目
比重

（%）

一、 听觉口语法教学评估
首次评估

10
持续评估

二、 听觉口语法教学目标和计划制定
听觉口语法教学目标制定

9
听觉口语法教学计划制定

三、 听觉口语法教学

听觉口语法概论 2

听觉能力发展与教学 14

言语能力发展与教学 7

语言能力发展与教学 14

认知能力发展与教学 10

沟通能力发展与教学 7

四、 听能管理
助听设备检查

9
林氏六音测试

五、 家庭康复指导
家长咨商

18
家长指导

合计 100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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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听觉口语师工作流程（待定）

图 A.1 听觉口语师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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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听觉口语法教学流程（待定）

图 B.1 听觉口语法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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