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度急性後期照護居家模式語言治療訓練課程


一、指導單位：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二、主辦單位：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三、合辦單位：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高雄市語言治療師公會、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四、課程目的：


    因應高齡化時代來臨,使失能病患儘速恢復健康返家,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參考先進國家做法,於 103 年 3 月起選擇腦中風疾病,優先試辦「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
質試辦計畫」,以期銜接急性醫療與長期照護,提供國內民眾完整服務,並發展台灣

本土化的急性後期新照護模式。於 104 年發生八仙塵爆後,緊急因應提出燒燙傷急性後
期照護方案。由於成效良好,中央健保署規劃將於 106 年 7 月 1 日擴大試辦範疇,納入
「脆弱性骨折」、「創傷性腦損傷」、「心臟衰竭」與「高齡衰弱」等患者之急性後期
與居家照護模式,在急性後期照護階段,語言治療專業應扮演更重要角色。


而服務模式期能建立急性期、急性後期、慢性期之垂直整合轉銜系統，以提升病人
照護之連續性，因此除原有住院語言治療模式、門診語言治療模式外，增設居家語言治
療模式，以確立急性後期照護之完整性及有效性，對治療黃金期之病人給予積極性之整
合性復健治療完整照護，使個案經由居家復健治療服務模式，更提升其日常生活功能，
減輕個案失能程度。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內容規範:參與執行急性後期照護模式之
執行人員資格,係完成 6 小時急性後期照護與居家治療訓練課程之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或語言治療師。本院獲健保署授權辦理此課程。


課程內容包括「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說明」,「高齡衰弱」與「創傷
性腦損傷」的居家照護語言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以及「腦中風」與「燒燙傷」居家照護
的經驗分享。


五、課程日期：南部場：106 年 10 月 1 日(週日)

中部場： 106 年 10 月 15 日 （週日）


六、課程地點：南部場-阮綜合醫院B棟十樓大禮堂（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中部場-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0321教室（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七、參加對象：語言治療師及其他相關醫事人員

八、錄取順序：


第一順位：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急性後期照護醫院團隊名單中之承作醫院

(報名時請務必填寫單位名稱)


第二順位：地區醫院、診所、治療所之語言治療師及其他相關醫事人員

第三順位：各地區辦理居家復健業務之語言治療師及其他相關醫事人員

第四順位：有興趣本項服務業務之語言治療師及其他相關醫事人員


九、參加名額：南部場- 120名  中部場- 150名

十、報名費用：1.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高雄市、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會員 1000 元 

              2.台灣聽力語言學會會員 1200 元  3.其他資格學員 1500 元

十一、 報名方式：


1. 請上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https://goo.gl/L1AsyD）報名。

2. 南部場- 報名至9月25日、中部場- 報名至10月9日，額滿即截止報名。


3. 若因提案醫院需求，本院可先提供成功報名者「已報名受訓」之證明。

十二、教育積分：語言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十三、其他事項：本會提供茶水、講義及完訓證書，請自備環保杯。課程提供葷素午餐。




急性後期照護居家模式語言治療訓練課程課程表


南部場-  106 年 10 月 1 日 阮綜合醫院B棟十樓大禮堂


中部場-  106 年 10 月 15 日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0321教室


時間 課程主題 師資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50 全民健保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說明 健保署代表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1:00 高齡衰弱整合照護及亞急性照護銜接長
照服務 王郁鈞 醫師

11:00 – 12:00 急性後期吞嚥障礙評估與治療照護計畫 王心宜 治療師

12:00 - 13:00 午休

13:10 - 14:10 創傷性神經損傷暨腦中風急性後期居家
語言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童寶娟 教授

14:10 - 15:10 高齡衰弱急性後期居家語言治療評估與
照護計畫

童寶娟 教授

15:10 - 15:30 休息

15:30 - 16:30 燒燙傷急性後期居家語言治療評估與照
護計畫

童寶娟 教授

時間 課程主題 師資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50 全民健保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說明 健保署代表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1:00 燒燙傷急性後期居家語言治療評估與照
護計畫

曾尹霆 治療師

11:00 – 12:00 高齡衰弱急性後期居家語言治療評估與
照護計畫

曾尹霆 治療師

12:00 - 13:30 午休

13:30 - 15:30 急性後期吞嚥障礙評估與治療照護計畫 王雪珮 治療師

15:30 - 15:45 休息

15:45 - 16:45 創傷性神經損傷暨腦中風急性後期居家
語言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王雪珮 治療師



課程內容介紹：

(一)急性後期照護計畫說明


1.說明「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實施細則與內容。


2. Q & A 。


(二)高齡衰弱居家語言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1.介紹高齡衰弱之學理、定義、臨床表徵與介入方式。


2.介紹高齡衰弱病患急性後期照護之語言治療評估工具。


3.介紹高齡衰弱病患居家照護之語言治療計畫與注意事項。


4.介紹高齡衰弱病患居家照護之環境評估/改善、輔具資源與諮詢教育。


5.失智症的相關教育課程。


(三)創傷性神經損傷居家語言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1.介紹創傷性神經損傷的學理、定義、臨床表徵與介入方式。


2.介紹創傷性神經損傷病患急性後期照護之語言治療評估工具。


3.介紹創傷性神經損傷病患居家照護之語言治療計畫與注意事項。


4.介紹創傷性神經損傷病患居家照護之環境評估/改善、輔具資源與諮詢教育。


(四)腦中風居家語言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1.介紹腦中風的學理、分類、臨床表徵與介入方式。


2.介紹腦中風病患急性後期照護之語言治療評估工具。


3.介紹腦中風病患居家照護之語言治療計畫與注意事項。


4.介紹腦中風病患居家照護之環境評估/改善、輔具資源與諮詢教育。


(五)燒燙傷居家語言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1.介紹燒燙傷的分類、臨床表徵與介入方式。


2.介紹燒燙傷病患急性後期照護之語言治療評估工具。


3.介紹燒燙傷病患居家照護之語言治療計畫與注意事項。


4.·介紹燒燙傷病患居家照護之環境評估/改善、輔具資源與諮詢教育。


(六)急性後期吞嚥障礙評估與治療照護計畫


1.介紹吞嚥障礙的分類、臨床表徵與介入方式。


2.介紹吞嚥障礙病患急性後期照護之語言治療評估工具。


3.介紹吞嚥障礙病患居家照護之語言治療計畫與注意事項。


4.·介紹吞嚥障礙病患居家照護之環境評估/改善、輔具資源與諮詢教育。


（七）高齡衰弱整合照護及亞急性照護銜接長照服務- 高雄場


1.介紹高齡衰弱之學理、定義、臨床表徵。


2.介紹急性、亞急性及長照整合性醫療照護


3.分享台灣長照趨勢




10/1-南部場教室位置圖：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阮綜合醫院交通指引： 


		 ◎搭乘捷運


		 A.紅線R9－中央公園站下車： 
(1)由1號出口轉乘100號公車至苓雅市場站下車，步行1分鐘即

可到達 
(2)由1號出口轉乘高市公車中華幹線至苓雅路口或苓洲國小站

下車，步行5分鐘即可到達


		 B.紅線R8－三多商圈站下車： 
(1)從7號出口出站至高市公車大遠百百貨站候車處（三多四路

遠東百貨對面）轉乘100、83號公車至苓雅市場站 下車，步行1



分鐘即可到達 
(2)搭乘12號公車，至苓雅路口下車，步行5分鐘即可到達


		 ◎搭乘市內公車及高雄客運以下路線經本院附近公車站 
(1)苓雅市場站：0南、0北、100、214、83、高雄客運8039 
(2)漢神百貨站：11、214、100、環狀幹線168、0南  
(3)苓雅路口站：12、83、中華幹線 
(4)苓洲國小站：83、中華幹線 
(5)成功國小： 214、100、紅18、環狀幹線168、高雄客運8039 
(6)自強路口：0南、0北


		 ◎開車路線 
(1)由國道1號下中正交流道下，經中正一路→五福一路→中山

二路→四維四路 
(2)由國道3號燕巢系統→東西向國道10號→大中快速道路(往高

雄左營端)→翠華路→中華一路→中華四路→四維四路




10/15-中部場中山醫學大學0321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


◎自行開車:GPS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1.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 
於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

正心樓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8%AD%E5%B1%B1%E9%86%AB%E5%AD%B8%E5%A4%A7%E5%AD%B8/@24.122771,120.65154,15z/data=!4m2!3m1!1s0x0:0x40e5d305e67d95d0


心南路右轉--->直行文心南路(未過平交道)--> 左轉建國北路-

>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2.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接中投公路:台63線) 
中投公路(3.5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

>左轉文心南路往台中市--->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 右

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3.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烏日交流道) 
於烏日交流道下--->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直行上路橋環

中路七段--->下路橋後靠右側接慢車道繼續直行環中路七段---

>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中山路一段)往台中市--->直行復

興路一段左轉文心南路--->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右轉

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 轉乘統聯客運159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

路(台中火車站方向)步行約5分鐘


2. 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

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6分鐘


3. 搭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5~8

分鐘)


◎搭乘台鐵: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 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

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6分鐘


2. 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

路步行約6分鐘


◎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53號、73號、159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79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

火車站方向)再步行約6分鐘。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158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