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台日吞嚥障礙治療暨營養照護學術研討會
The 1st Taiwan and Japan Symposium on Swallowing Disorder
and Nutritional Care
前

言
因國民生活水平提升，加上醫療與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精進，我國 2017 年國人平均

壽命宜達 80.4 歲，已高於全球平均壽命，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aged society），占
總人口比率達 14%，預估 2026 年將達 20%以上之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隨著年齡的增長，高齡長者因神經肌肉的活動能力下滑，咀嚼與吞嚥功能退化的問題
會逐漸凸顯，也常伴隨營養不良、肌少症與水分不足等問題。為建立高齡族群的營養
飲食新觀念，以「三好一巧」健康均衡飲食原則，意即「吃得下、吃得夠、吃得對、
吃得巧」
，此研討會則希望藉由日本及台灣的醫療照護經驗及資源的交流，讓台灣這塊
土地上的每個人，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開心、吃得有尊嚴，共同邁向高齡吞嚥障礙暨
營養的新食代。
課程目的
(一) 提升對長者暨吞嚥障礙治療與營養照護品質
(二) 提升本院醫師及相關專業人員對吞嚥障礙個案照護之知能與資源的應用
(三) 了解目前我國食物質地分級制度的政策
(四) 了解食物質地分級制度在吞嚥障礙者照護上的應用
一、主辦單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部、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
二、合辦單位
桃園市語言治療師公會、台灣健康關愛發展協會
三、協辦單位
台灣復健醫學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台灣亞太康
復暨照護發展交流協會、台灣醫療照護資源整合協會
四、 日期、時間：108 年 9 月 22 日（週日）
五、地點：林口長庚研究大樓綜合會議廳(33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路一段 15 號)
六、對象：復健科醫師、牙醫師、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語言治療師、營養師、護理師
等相關專業人員及有興趣者，共計 350 人。
七、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9 月 6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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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費用：
(1)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相關醫療人員(復健部、一般內科暨高齡醫學科、牙醫師、
語言治療師、營養師、護理師)、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師生、桃園市語言
治療師公會、台灣健康關愛發展協會有效會員:免費。
(2) 長庚體系相關醫療人員、台灣復健醫學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台灣咀嚼吞嚥
障礙醫學學會、台灣醫療照護資源整合協會會員,優惠費用: 500 元
(3) 其他專業人員及相關有興趣者費用：1500 元
(4) 學生：500 元(當天需攜帶學生證報到)
九、 學分認證：
復健專科醫師、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牙醫師、語言治療師、護理師、營養師。(繼
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十、 報名方式：本次課程採線上報名，請先完成匯款，再填妥報名表。
(1) 繳費利用 ATM 或匯款帳號：
戶名:陳美慧
帳戶:006 合作金庫(長庚分行)
帳號:0410765360963
(2) 報名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afZinkakexqBWfCC8
十一、 報名注意事項：
(1)本課程採線上報名，若未完成上述手續，恕不受理報名。
(2)為配合環保政策，本場地不提供紙杯，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3)若因天氣影響，桃園市政府宣布當天停班，當日研討會將取消並改期；
反之，若仍正常上班，課程皆正常舉行，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4)作業考量，已報名者，恕不接受辦理退費。
(5)提交電子表單前，請再三確認您的資訊正確，以免無法順利報名或申請繼續教育
課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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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按照出場次序)
柴本 勇 教授( Prof. Shibamoto Isamu)
學歷
東京科齒科大學 口腔老化控制學博士
現職:
 國際醫療福祉大學保健醫療學部 言語聽覺系 教授
 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研究所 保健醫療學研究系 教授
經歷
 日本語言治療師學會 理事
 日本語言治療師協會 理事
 復健教育評估機構 理事
 日本攝食吞嚥學會 評議員 學術雜誌編輯委員
 日本吞嚥醫學會 評議員 學術雜誌編輯顧問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金澤英哲 醫師(Dr. Hideaki Kanazawa)
學歷
2016 年畢業於京都府立醫科大學
現職
Swallowing Clinic Founder, Director
Swallowing Inc. Founder, Director
Hamamatsu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Dept. of Rehabilitation Swallowing and
Voice Center. Deputy Director
經歷
日本耳鼻咽喉科学会専門医 日本摂食嚥下リハビ
リテーション学会認定士
日本臨床倫理学会臨床倫理アド
バ
イザ
ー(認定士)
音声言語機能等判定医師
義肢装具等適合判定医師
Total Nutritional Therapy 修了
日本嚥下医学会評議員
日本摂食嚥下リハビ
リテーション学会評議員
張韡瀚 醫師 (Dr. Chang, Wei-Han)
學歷
1996~2003 台北醫學大學
2012~2018 台灣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生院 博士
現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復健部 主治醫師
經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 Chief of 5A station,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t Taoyuan, Taoyuan, Taiwan. Oct 2015 –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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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管制藥品管理委員會委員,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t
Linkou, Taoyuan, Taiwan. Feb 2016 – Jan 2018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final
examination for the Ph.D. degre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Taipei, Taiwan. Dec 21 2016
106 年醫療機構管制藥品管理委員會查核基準試辦方案試評委員, Joint
Commission of Taiwan, New Taipei City, Taiwan. May 2017 – Dec 2017
高齡飲食製備指引專家會議專家,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pei, Taiwan. May 2017 – May 2018
長庚醫院桃園院區病例審查醫師，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t Taoyuan,
Taoyuan, Taiwan. Jun 2017 – Present
長庚醫院桃園院區資訊推動委員會委員,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t
Taoyuan, Taoyuan, Taiwan. Aug 2018 – Present
蕭麗君 (Hsiao, Li-Chun) 資深語言治療師
學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
現職
 楊光榮嗓音耳鼻喉科診所 資深語言治療師
經歷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常務理事暨長期照護委員會委員長
 台北市立大學特教系語言治療組碩士班 兼任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兼任講師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兼任講師
 三軍總醫院 耳鼻喉部 語言治療師
 台大醫院 復健部 語言治療師
栢下淳 教授( Prof. Jun Kayashita )
學歷
1988 年畢業於德島大學醫學部營養系
1990 年畢業於德島大學營養碩士
1999 年德島大學營養博士
現職
廣島大學人類文化學部健康科學系副教授。
県立廣島大學健康科學教授，人類文化學部。
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經歷
 International Dysphagia Diet Standardization (IDDSI) 委員
 日本攝食吞嚥復健學會理事
 日本農林水產 Smile Care 食品選別檢討工作委員
 日本消費者府特別用途食品吞嚥困難患者用食品工作委員
 日本營養改善學會評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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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岡 心大( Shinta Nishioka MS, RD)
學歷
2002 年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Bachelor of Science in Applied
Bioscience,
2018 年 University of Nagasaki, Japan Master of Science in Nutrition
University of Tokushima, Jap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Nutrition and Food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PhD student (from 2018)
現職
Duputy director,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hief, Department of Clinical Nutrition and Food Services
經歷
2018-迄今 Deputy Director,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2012 年 Director, Clinical Nutrition and Food Service Department, Nagasaki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2009-2011 年 Chikamori Medical Cooperation, Kochi city, Kochi, Japan Senior
Registered Dietitian, Acute Care Hospital
2005–2008 年 Registered Dietitian, Convalescent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邱麗玲 副教授

(Prof. Chiu, Li-Ling)

學歷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生理暨藥理組博士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運動營養組碩士
台北醫學院保健營養學系學士
現職
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副教授
經歷
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副教授
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助理教授
陳美慧 語言治療師 (SLP. Chen, Mei-Hui)
學歷
輔仁大學民生學院兒童與家庭發展學系碩士
現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念醫院復健部 語言治療副組長
經歷
台灣輔助溝通系統發展學會 理事長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理事
桃園語言治療師公會 常務理事暨長期照護委員會委員長
台灣醫療照護資源整合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亞太康復暨照護發展交流協會 理事
台灣健康關愛發展協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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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一屆台日吞嚥障礙治療暨營養照護學術研討會 議程
時 間

綜 合 會 議 廳

8:30-9:00

報到

9:00-9:20

09:20-10:10
（50 mins）
10:10-10:30

貴賓致詞
Topic

Keynote Speaker

Developing theraputic
machin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wallowing disorders.

柴本 勇 教授
(Shibamoto Isamu,PhD)

聖隸克里斯多佛大學
言語聽學系

黃美涓 名譽院長
桃園長庚醫院

介護食品博覽會/食物備製示範(第一、二會議室)
金澤英哲 副主任

10:30-11:20
（50 mins）

VE findings and

( Dr. Hideaki Kanazawa)

strategy

日本濱松康復醫院
吞嚥及嗓音復健中心
張韡瀚 主治醫師

11:20-12:00
（40 mins）

高齡者口咽部吞嚥功能
的評估

(Dr. Chang, Wei-Han)

12:00~12:30
（30 mins）

高齡吞嚥障礙者的
居家活動策略

12:30-14:00

Moderator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部
蕭麗君 語言治療師
台灣聽力語言會 理事
暨長照委員會委員長

裴育晟 部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部

王錦滿 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部

盛華 副院長
財團法人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午餐(介護食品博覽會/食物製備示範)(第一、二會議室)
會議廳

13:00-14:00

14:00-14:50
（50 mins）

Luncheon symposium
一、 日本吞嚥困難者飲食供應的最新資訊
主講者:川口 晉 社長( NUTRI )
二、日本醫療、介護的服務支援及高齡化社會的飲食供給
主講者:黑田 賢 社長 ( Health Food )
栢下 淳 教授
蔡文鐘 副院長
Elderly dysphagia
( Prof. Jun Kayashita )
dietary care strategy

廣島大學健康科學人類
文化學部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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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alnutrition
14:50-15:40
（50 mins）

and nutrition strategies
on patients during
rehabilitation

15:40-16:00

西岡心大 主任

劉珍芳 主任

(Shinta Nishioka, MS,RD)

日本長崎康復醫院
營養部

介護食品博覽會/食物製備示範(第一、二會議室)
邱麗玲 副教授

16:00-16:30
（30 mins）

長照機構質地分級介入
的成效評估

( Prof. Chiu, Li-Ling )

長庚科技大學

飲食質地分級製備與照
護的經驗分享

17:00~17:30
（30 mins）
17:30

Q&A

陳美慧 語言治療組長
邱麗玲 副教授
柴本 勇 教授
栢下 淳 教授
金澤英哲 副主任
西岡心大 主任

姜倩玲 組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營養治療科

保健營養系
16:30-17:00
（30 mins）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姜倩玲 組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營養治療科

張韡瀚 主治醫師
邱麗玲 副教授
蕭麗君 語言治療師
陳美慧 語言治療師

賦歸

乘車資訊交通指南:
一、汎航通運路線
2000 桃園龜山-台北長庚
2001 桃園龜山-成淵高中
2003 桃園龜山-桃園市
2004 桃園龜山-中壢市
抵達林口長庚→復健大樓地下一樓連通道→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
二、三重客運：樹林－長庚醫院、公西－北門、公西-板橋、長庚醫院－台北車站、長
庚醫院－台北市政府、公西－三重，抵達林口長庚→復健大樓地下一樓連通道→
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
三、桃園客運：桃園－長庚醫院－松山機場、桃園－公西－長庚－林口竹林山，抵達
林口長庚→復健大樓地下一樓連通道→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
四、聯營客運：
（新竹客運、桃園客運、中壢客運）
701：龍潭－國道－林口長庚醫院，
702：大溪－國道－林口長庚醫院，抵達林口長庚→復健大樓地下一樓連通道→質
子暨放射治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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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道客運：阿羅哈客運、日統客運、飛狗巴士、統聯客運、國光客運、豐原客運、
和欣客運，抵達林口長庚→復健大樓地下一樓連通道→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
六、桃園機場捷運線: 在「A8 長庚醫院站」上下車後，往文明路直行到達研究大樓。
七、自行開車：國道一號林口交流道下→轉文化一路往龜山區方向→復興一路文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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