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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CFCS創建的目的是將腦性瘫痪/麻痺患者的日常溝

通表現進行5個等級的分類，CFCS主要著重於評價世界

衛生組織(WHO)制定的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ICF)

中的“活動”和“參與”的水平。  

 

使用說明 

由一位家長、照料者和/或熟悉患者情況的專業人

員選擇溝通表現的等級。成年和青少年的腦性瘫痪/麻

痺患者可以給自己的溝通表現評級。溝通表現的整體有

效性應該基於日常情況下的溝通表現，而不是他們最好

的能力表現。這些日常情況可以是在家裡、學校和社區

當中。  

如果一些溝通表現是同時跨越了幾個等級，可能比

較難於分級，這種情況下，選擇與大多數場合中的日常

表現最接近的級別。評級的時候，不要考慮患者的感

知、認知和/或動機因素。  

 

定義 

當一個訊息發送者發出訊息，並且接收者能夠理

解這個訊息的時候，溝通就產生了。無論談話涉及的

需求如何，如談話場景（例如在社區、學校、工作場

地、家裡），談話對象和討論話題，有效的溝通者都

可以在談話中獨立地輪流承擔訊息發出者和訊息接收

者的角色。 

 

CFCS的評級過程中，要考慮所有的溝通形式，包

括言語、姿勢、行為、目光注視、面部表情和輔助溝

通系統（ AAC），輔助溝通系統包括但不限於手語、

圖片、溝通板、溝通書、以及通話裝置，有時也稱語

音 輸 出 溝 通 輔 具 (VOCAs) ， 或 者 語 音 生 成 裝 置

(SGDs)。  

 

等級間的區分是基於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

表現、溝通速度、以及溝通對象的類型，在使用本分

級系統時，以下概念需要牢記。

 

有效的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可以在訊息的發出和

理解之間流暢轉換。需要澄清或修正誤解時，有效的

訊息發送和接收者會採用適當的策略，例如重複、改

述、簡化、和/或擴展訊息。為了加快溝通速度，尤其

是使用AAC時，與熟悉的溝通對象之間，有效的訊息發

送者可能選擇使用語法不完全通順、省略或簡化的語

句。  

 

溝通中合適的速度，是指理解和表達訊息的流利

程度。溝通中很少有中斷，溝通中等待時間很短，即

為合適的速度。  

 

不熟悉的溝通對象，是指陌生人或者雖然相識但

是很少有溝通的人。  

 

熟悉的溝通對象，例如親戚、扶養人、朋友等，

由於既往的瞭解和經歷，這些人和患者的溝通可能更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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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CFCS等級的判定無需測試，也不能取代標準的溝通能力評估。CFCS本

身不是一項測試。  

 

CFCS根據患者當前溝通表現的有效性將人群歸類，並不能解釋任何潛

在的原因，比如認知、動機、軀體、言語、聽力、和 /或語言問題。  

 

CFCS不能評估能力提高的潛能。 

 

CFCS可能用於科研和提供服務，以及其他溝通有效性分級至關重要的

領域。  

舉例包括:  

1) 在業內人士和業外人士之間利用統一公認的語言描述溝通功能。  

2) 判斷溝通手段的效用，如AAC。  

3) 對比不同溝通環境、溝通對象、和/或溝通任務對於溝通水平的影響。  

4) 選擇溝通功能的康復目標。  

溝通方法 

 

無論使用多少種溝通方法，CFCS中只能使用1個級別來表述總體溝通表現。 

 

以下是所有溝通方法的列表。  

   

以下溝通方法是患者所使用的（選出所有適用的）  
 

言語 

聲音 (例如使用  “啊啊啊” 引起家長注意)  

目光注視、面部表情、姿勢、和 /或指點 (例如用身體的一部分、

棍棒、鐳射) 

手勢 

溝通書、溝通板、和/或溝通圖片 

聲音輸出設備或語音產生裝置 

其他 

 

 
 

5個等級的描述見第3頁。 

等級間的區別圖表參見第4頁。 

常見問題解答參見網站http://cfc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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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於不熟悉和熟悉的對象，是有效的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 

對於大多數人，在大多數環境中，能夠獨立進行訊息發送者和訊息接收者之間的角色轉
換。對於不熟悉和熟悉的溝通對象，輕鬆溝通，速度適當。溝通中的誤解可以迅速被修
正，不會影響整體的溝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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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 F 

 
注釋 

P 腦性瘫痪 /麻痺患者 

U 不熟悉的對象 

F  熟悉的對象  

有效 
很少有效 

  

II. 對於不熟悉和/或熟悉的對象，是有效但是慢速的訊息發送者和/或接收者. 

The person  independently alternates  bet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with 

most  people  in most  environments, but  the  conversational 

pace is slow and may make th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more difficult. a) Th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vels I and II is the pace of the conversation. In 
Level I ,  the person communicates at a comfortable  pace with little or no 

dela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ompose  a message, or repair a  

misunderstand ing . In Level   II ,  the  person   needs   extra  time  at  least 

occasionally. 

U 
child may need extra time to produce and understand messages. b) The child may 

need extra time to understand messages but is an effective sender of messages. 
II.

 P 
F 

c) The   child  may  need   extra   time   to  compose   messages   and/or   repair 

misunderstandings. 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s are often   

III. 對於熟悉的對象，是有效的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  

The person alternates bet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with   familiar   (but   
not   unfamilia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evels II  and  III  concern  pace  and the  type  of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 In Level II ,  the person is an effective sender  and 

receiver with all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but pace is an issue. In Level III, the 

person is consistently effect ive with fa milia r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but not  

with most unfamiliar partners. 

 

III. P F 
rtners in most environments. not consistently  effective  with most  unfamiliar 

partners , but  is usually effective  with familiar 
 

 
IV. 對於熟悉的對象，是不連貫的訊息發送者和/或接收者.  

The person does   not   consistently   alternate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This   

type   of inconsistency might be seen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cators 

including: a) an occasionally  effective  sender   and  receiver;  b)  an  effective  

sender   but  limited receiver; c) a limited sender  but  effective receiver.  

Communication  is sometimes effective with familiar partners .  
 

V. 對於熟悉的對象，很少有效的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  

The person  is limited as both  a sender and a receiver. The person’s communication 

is difficult for  most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person   appears   to  hav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messages from most people. Communication is seldom 

effective even with familiar partners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vels III and IV is how consistently  the person 

alternates bet 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with familiar partners . In 

Level   III ,  the  person   is generally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familiar 

partners  as a sender  and as a receiver. In Level IV , the  person  does  not 

communicate with familiar partners  consistent ly. This  difficulty  may be in 

sending and/or receiving. 
 

IV. P 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vels IV and V is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the 

person has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iar partners . In Level I V , 

the person  has some  success as an effective sender  and/or  an effec tive 

receiver with familiar partners. In Level  V , the  person  is rarely ab le  to 

communicate eff e ct ivel y, even with fa mil ia r partne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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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環境中，對於熟悉的溝通對象，能夠進行訊息發送者和訊息接收者的角色轉換。

對於大多數不熟悉的對象，溝通不是持續有效的，但是和熟悉的對象，溝通通常是有效

的。  

不連貫轉換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這種不連貫可能見於多種溝通角色，包括: a) 偶爾

有效的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 ; b) 有效的訊息發送者，但是有限的接收者 ; c) 有限的訊息發送

者，但是有效的訊息接收者。對於熟悉的對象，溝通間或有效。 

對於大多數人，在大多數環境中，能夠獨立進行訊息發送者和訊息接收者的角色轉換，但

是談話速度較慢，可能使得溝通互動難度增加。可能需要額外的時間去理解訊息、構建訊

息和/或修正誤解。溝通中的誤解常會被修正，不會影響和不熟悉以及熟悉對象的最終的溝

通效果。  

訊息發送和接收都有限。大多數人很難理解該患者的溝通訊息，患者也很難理解大多數人的

訊息。即使是和熟悉的對象，溝通也很少有效。 

IV級和 V級的區別，在於與熟悉的對象 溝通的困難程度。等級 IV

中，和熟悉的人溝通，有時可以成功扮演訊息發送和/或接收者。等級

V中，即使是和熟悉的人，也很難進行有效的溝通。 

III級和 IV級的區別，對於熟悉對象 ，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角色轉換

的連貫性。等級 III中，對於熟悉的溝通對象 ，一般可以作為訊息發

送者和訊息接收者進行溝通。等級 IV中，對於熟悉的對象 不能進行

連貫的溝通，問題可能是發送和/或接收訊息困難。 

II級和 III級的區別，考慮溝通速度和對象 。等級 II中，對於所有的

溝通對象 ，都能有效發出和接收訊息，但是速度有問題。在等級 III

中，對於熟悉的溝通對象 ，溝通持續有效，但是對於不熟悉的人，溝

通不持續有效。 

I級和 II級的區別是，溝通速度。等級 I中，以適當的溝通速度，理解

訊息、構建訊息或者修正誤解過程很少或沒有延遲。等級 II中，偶爾

需要額外的時間。 



CFCS 等級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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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person 

consistently and 

effectively alternate  否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with familiar partners? 

C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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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person 

consistently and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unfamiliarartners? 

否 

Is the person an 

effective sender 

AND/OR a receiver 

at  least some of 

the time? 

是 否 
 
 
 

 

Does the person usually 

maintain a comfortable  

conversational pace with 

communication partners? 
 
是 否 

 

Level III Effective 

Sender AND Effective 

Receiver with familiar 

partners  

 

Level IV 
Inconsistent Sender 

and/or Receiver with 

familiar partners 

Level V Sel dom 

Effective Sender 

and Receiver 

with familiar 

partners  

 

 
 
 
 

Level I Effective 

Sender and 

Recei ver with 

unfamiliar and 

familiar partners  

Level II Effective, but 

slower- paced Sender 

and/or Receiver with 

unfamiliar and -------

---familia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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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持續有效地與家庭

成員之間輪流承擔訊息

發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 

是否連貫有效地  

與不熟悉的對象 

溝通 ? 

是否某些時候能  

有效發送訊息和 /或  

接收訊息  ? 

 

通常能與溝通對象保持  

適當的語速 ? 

等級 I 

對於不熟悉和熟悉的對

象，是有效的訊息發送

者和接收者 

等級 II 

對於不熟悉和/或熟悉的

對象，是有效但是慢速

的訊息發送者和接收者 

等級 III 

對於熟悉的對象，是有

效的訊息發送者和接收

者 

等級 IV 

對於熟悉的對象，是不

連貫的訊息發送者和/或

接收者 

等級 V 

對於熟悉的對象，是很

少有效的訊息發送者和

接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