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聽 力 語 言 學 會 1 0 8 年 在 職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長期照護 Level II 專業課程 – 語言治療師 

 

一、主辦單位：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二、時間：09/21-22(六)(日)及 09/28-29(六)(日)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第二大樓(鑄秋大樓)  2415 教室（原為 2419 教室）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 

三、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8 年 09 月 15 日截止。 

               ※若需取消報名，請提早告知。 

四、報名費用: 免費。 

五、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請至「研習活動」(http://www.slh.org.tw)線上填妥報名表。 

六、報名資格: 領有語言治療師執照或聽力及語言治療系所師生、應屆畢業生均可參與。但唯有全程 

              參與課程並通過測驗且有語言治療師執照者可納入為語言治療長期照護儲備人員。 

註:若需要長照專業人員資格認證的學員，須按階段完成訓練課程，亦即須先取得 LEVEL I 課程認證

後，方可取得 LEVEL II 課程認證。請參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 

七、學分認證：屬語言專業課程、長照專業人員訓練課程，語言積分、長照專業人員積分申請中。 

八、說明：1.尊重演講者，研習學員請勿自行錄影、錄音。 

          2.教室提供飲水機，學員可自備環保杯，為地球盡一份力。 

          3.教室可飲食，垃圾請記得隨手帶走，保持場地清潔。 

          4.上課講義將於課前以電子檔(email)寄出，當天無紙本。 

          5.四天全程參與並通過測驗者(平均 75 分)，將寄發證書。 

           (未全程參與者，恕不發予證書，且後續不開放以補課方式取得證書。) 

九、研討會議程 

09/21(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主持人 

08：00~08：20 報到 

蕭麗君 

台灣聽力語

言學會 

長照委員會

委員長 

08：20~09：10 長期照護語言治療概論 
蕭麗君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長照委員會委員長 

09：10~10：00 
長照居家、社區、機構案主特性

與需求 

林亞陵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護理督導長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長照患者之評估與介入方向-成

人言語 

蕭麗君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長照委員會委員長 

11：00~12：00 
長照患者之評估與介入方向-成

人吞嚥 

蕭麗君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長照委員會委員長 

12：00~13：10 中餐 

http://www.slh.org.tw/


13：10~14：50 
長照患者的營養評估與膳食建

議 

郭月霞 營養師／惠璿營養諮詢中

心顧問 

14：50~15：00 休息 

15：00~16：50 
長期照護需求者之介入－安全

進食與預防吸入性肺炎技巧 

張綺芬 台大醫院復健部語言治

療師 

16：50~17：20 測驗 

 

  

09/22(日)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主持人 

08：00~08：20 報到 

池育君 

中山醫學大

學語言治療

與聽力學系  

 助理教授 

08：20~09：20 
長照患者之評估與介入方向-兒

童語言及言語 

曾尹霆 台大醫院基因醫學部 

語言治療師 

09：20~10：10 
長照患者之評估與介入方向-成

人語言 

池育君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

聽力學系 助理教授 

10：10~10：20 休息 

10：20~12：00 
介紹長照患者常用的心理及認

知功能之評估工具 

許玉容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

教授/諮商心理師 

12：00~13：10 中餐 

13：10~15：00 
長期照護需求者的呼吸功能評

估與介入 

卓秀英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呼吸治

療科技術組長 

15：00~15：10 休息 

15：10~16：50 長照患者之溝通輔具評估 
蔡孟儒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

聽力學系系主任 

16：50~17：20 測驗 

 

 

09/28(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8：00~08：20 報到 

曾尹霆 台

大醫院基因

醫學部 

語言治療師 

08：20~10：10 
長期照顧語言治療個案研討-兒

童發展障礙(語言) 

曾尹霆 台大醫院基因醫學部 

語言治療師 

10：10~10：20 休息 

10：20~11：40 
長期照顧語言治療個案研討-吞

嚥障礙(成人) 

蕭麗君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長照委員會委員長 

11：40~12：50 中餐 



12：50~13：40 異常事件的因應與處理 
王妙引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督導 

13：40~15：20 照護計畫之擬定、執行與追蹤 
陳雅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語言治

療與聽力學系助理教授 

15：20~15：30 休息 

15：30~16：40 
長期照顧語言治療個案研討-吞

嚥障礙(小兒) 

曾尹霆 台大醫院基因醫學部 

語言治療師 

16：40~17：10 測驗 

 

09/29(日)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8：00~08：20 報到 

蕭麗君 

台灣聽力語

言學會 

長照委員會

委員長 

08：20~10：00 感染控制 
李莉  

雙連安養中心 品質總監 

10：00~10：10 休息 

10：10~11：10 家庭功能評估 
王妙引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督導 

11：10~12：00 
以家庭功能為主的語言治療介

入及衛教技巧 

王雪珮 亞洲大學聽語系 

長照模組課程兼任教師 

12：00~13：10 中餐 

13：10~14：50 
長期照顧語言治療個案研討-溝

通障礙 

王雪珮 亞洲大學聽語系 

長照模組課程兼任教師 

14：50~15：00 休息 

15：00~16：40 
新興議題-失智症照護：照護需求、

照護模式與介入技巧 

葉淑惠教授 馬偕醫學院 

長期照護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16：40~17：10 測驗 

 

※以網站更新為主 

 

 

 

十、交通資訊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第二大樓(鑄秋大樓)  2419 教室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 

※公車 

1.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停靠路線 

   235, 245(副), 270, 3, 38, 652, 662, 663 



2. 寶慶路 停靠路線 

   18, 20, 206, 222, 232, 245, 245(青山線), 245(副), 257, 263, 263(區間車), 49, 513, 527, 621, 635,    

   635(副), 637, 640, 651, 9, 藍 2 

3. 捷運西門站 停靠路線 

   18, 20, 206, 222, 232, 245, 245(青山線), 245(副), 257, 263, 263(區間車), 49, 513, 527, 621, 635,     

   635(副), 637, 640, 651, 9, 藍 2 

※捷運  

  至小南門（1 號出口）或西門站（2 號出口）下車，步行即至 

※鐵路 

  至台北車站下車，搭乘捷運至小南門（1 號出口）或西門站（2 號出口）下車，步行即至 

※自行駕車 

  1. 中山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往台北市區方向）-->重慶北路三段-->重慶南路-->貴陽街-->

城中校區 

  2. 北二高-->木柵交流道-->辛亥路-->羅斯福路-->中山南路-->凱達格蘭大道-->重慶南路-->貴陽街

-->城中校區 

 

※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