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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治療一路走來─ 
歷經台灣語言治療開創、成立學會、大學系所兼任教師及

臨床實習督導、語言治療師立法、臨床研究、出版評估工

具和專業書籍、以及退而不休的教學歲月。 

 

 

鍾玉梅 

亞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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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19年7月16日我屆齡退休啦！告別臺北榮總將近43載的語言治療工作生涯，很快地

就接到好友兼理事長葉文英及優秀學生蔡孟儒主任祝福的電話及邀約：「說說退休感言

吧！」真的，在邁向人生的另一階段之際，回首北榮既是一段漫長的日子卻又有光陰似

箭、歲月如梭、轉眼即飛逝的感覺。謝謝這次的邀約讓我靜下來想想，到底我經歷了什

麼值得分享的歲月！ 

 

首先，必然是感謝北榮復健部歷屆長官徐道昌、詹瑞棋及周正亮三位部主任的提攜

指正、工作伙伴及好友們的協助，讓我得以有愉快而順遂的生活，心中有無限的感恩--

有您們真好！並以終身為榮總人為榮！ 

 

回首漫漫的語言治療師工作生涯，曾經初出茅廬，青澀而勇敢的努力前行；曾經埋

首苦讀，追求更上層樓的理想；曾經憂心、再而面對接受隱疾。「教學相長」一直是語言

治療師歲月的寫照，雖然歲月不饒人，必須離開早出晚歸、忙碌而充實的崗位，仍期許

自己未來能平安、健康，並可繼續為語言治療界貢獻微薄的力量！ 

 

 

                

 

 

  

 
周正亮主任頒發 40 年服務獎章及獎狀 

 

上: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們 

下:與詹瑞棋主任 李淑娥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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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出茅廬，努力前行 

1976年我從輔仁大學教育心理系畢業，參加考試等待介聘國中教師時，好友告知北

榮招收語言治療儲訓學員時便去報名，但因與報考資格學歷要求其一的心理系不符而被

拒絕，於是我向承辦單位表示：「教育心理系包括了教育和心理，不是更好嗎？」感謝當

時人事室工作人員接受我的爭取，進而開創了我不一樣的人生。 

 

第一期北榮語言治療儲訓班由復健醫學部徐道昌主任及耳鼻喉科張斌主任聯合主辦

（張斌主任在1977年及1979年陸續再辨了兩期），聘請馬文蘭老師（Sumalai Maroonroge -

後專聽力方面，偶回台指導，今年IALP也見到她活耀的身影）擔任技術顧問，帶領我們

二十名學員學習—其中十位由榮民醫院推派，結訓後回到原醫院執業，我則是另外十位

經筆試、口試後錄取的學員之一。當時集結了國內各相關專業大師予學員全天候的授業

解惑，三個月結訓即各奔前程，而我和吳香梅幸運地留在復健醫學部。 

 

 

1976.9.1~11.30 

上圖為北榮語言治療儲訓班 

右上與馬文蘭老師、李淑娥老師合影 

右下與謝富美老師合影 

 

 

 

感謝徐道昌主任英明，瞭解國內語言治療仍在初創階段（當時所知，國內語言治療

師只有台大的謝富美老師-儲訓班見習指導、馬偕黃克蓉老師、北榮耳鼻喉科盛華老師、

北榮復健部李淑娥老師及林文心老師，或有其他老師，已不確知），給香梅和我上班的首

要任務就是寫一本語言治療用書。我想應該再也沒有人如此幸運了，每天讀書、念期刊、

整理國內外文獻付諸文字就可以領薪水！在此深深感謝當年北榮李淑娥、林文心及盛華

三位老師讓我們見習、提問與討論個案相關問題，以解開再三研讀仍不得其解有關個案

問題的文字敘述。我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1978年十月《語言治療學》一書終於付梓，

雖然疏漏難免，但1994 年我為參加首次語言治療師高考而重新仔細研讀時，自己覺得受

益良多，也順利通過高考並優等錄取。因為寫書，也開啟了我的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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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榮語言治療儲訓班結業時代表領取鄒濟勳院

長頒發的證書 

後為敬愛的徐道昌主任 

 

上班前幾年與徐道昌主任、李淑娥及物理治療同仁合照 

 

追隨盛華老師北榮公費出國進修的腳步，1984年我順利得到北榮公費補助到聖地牙

哥州立大學進修半年。不曾出國的我，最感謝劉麗容博士一路的幫忙，包括申請學校、

安排住宿、介紹老師選修課程、不時到他府上作客…等，若不是因為她的熱心且不厭其

煩的幫忙，這趟進修之行應該無法那麼順利、平安，我也無法獲得如此愉快且難忘的經

驗。在這半年時間，我正式選修課程為兒童語言障礙、成人語言障礙與嗓音異常等共九

學分（規定選修最多只能九學分）。另，劉麗容博士還為我爭取旁聽構音/音韻障礙(Dr. 

Hodson)、兒童語言評估/治療之見習、跨專業會議…等等。雖然我的英文不夠好，轉錄

整理兒童語料要聽很多遍，參與聽-寫作答以及實際操作…等等考試時也都很緊張，但最

後總算能順利地拿到學分，而在旁聽課程中的收穫也對我日後的兒童與成人言語障礙之

評估/治療作業影響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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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語學會、學系成立，微薄貢獻、繼續努力再努力 

早期語言治療師的培育屬代訓制度，1986年台灣聽語學會成立，對代訓制度有明確

的規範：除國外本科系畢業歸國者外，相關科系包括護理、心理、教育心理、特殊教育、

衛生教育、語言學等學系/所畢業學生才有代訓資格，至少代訓六個月。後來學會更進一

步舉辦考試，「建議」通過者才能執業。1994年中山醫學院成立國內第一個聽語學系，其

學生於1996年開始實習，本科系生實習與代訓並行，直到2005年，中山已有七屆畢業生，

北護聽語所有三屆畢業生後，代訓制度才完全終止。 

 

 

Dr. Hodson 2014 年來回台演講 

 

   84 歲老房東照片 

 
1989 IALP, 捷克 

 
1989 IALP,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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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台灣聽語界的發展，讓曾是學會多年理事、聽語會刊編輯、中山講師、實習/

代訓督導的我引以為榮！擔任理監事、編輯及學會相關事務，是一項繁雜、開會、討論、

計畫、修改、再修改…等等犧牲家庭與休閒時間的任務，而隨著時間推移，任務則是越

來越多，不能一一詳述。今年八月的IALP能圓滿順利完成，我雖未盡半點心力，但卻深

知理監事們背後作業的努力與辛苦是不容忽視！ 

 

2000年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成立國內第一所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以培育聽語專業

人員，我有幸成為第一屆學生，於是開始了邊上班邊趕上課，早上七點多出門，下班衝！

衝！衝到學校，常回到家已是晚上十一點了，梳洗後繼續研讀、寫報告、整理論文…等

等，非到半夜兩三點不罷休，記憶中還有拼到淩晨五點才不得不去躺一下，然後再趕七

點二十分前起床吃完早餐上班去。就在這樣日以繼夜的忙碌中，兩年後我終於完成了學

業！過程中，我最要感謝的是婆婆和先生的支持，讓總是缺席不在家的我無後顧之憂！

還記得當時小兒子曾問我：「拿到碩士可以加薪嗎？」我回答說：「沒有喔！因為我的年

資已超過了。」兒子回說：「那你為什麼要那麼辛苦念呢？」年幼的他還無法理解更上一

層樓的理想，我很高興我的堅持能夠達成，也開創出另一個視野。在此，要特別感謝亦

師亦友的盛華博士，長期以來在北榮、在聽語所、在亞洲大學等各個階段給我溫暖而激

勵人心的鼓勵，促使我勇於努力向上邁進！ 

       

● 教學相長 

研究所畢業後，因左耳常悶塞，多次檢查後確診左側顏面神經瘤(facial neuroma)，因

十多年前曾左臉麻痹，醫師推測應是與當時臉麻有關的良性瘤，不建議開刀—開刀必立

刻造成左耳聽障及顏面麻痹（感恩十六年後的我還是依然美麗呀！）醫師建議我不要太

勞累，實習學生建議我不要再那麼認真幫他們重聽錄音語料了，保重身體為要！於是，

我漸不再參與學會的事務，專心督導實習學生，當然，錄音語料還是要聽，只是常換右

耳聽囉！ 

盛華、賴湘君(儲訓班同期、馬偕醫院) ，巧

遇一同與會的大學同學張麗娟(粉紅衣) 

 

1991 年學會第一次舉辦吞嚥研習 

與講師 Dr. Perlman 合影 

吳咨杏、李淑娥、王南梅、謝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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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後陸續取得部定講師及助理教授級專業人員的資格，同時我也以接受並放開

的心，抱著與顏面神經瘤共存的心理，開始應邀在大學、研究所、推廣學分班等兼課，

重拾教科書認真研讀並結合臨床所學以傳道、授業與解惑。無論是督導實習生，還是教

導修課生，我深深體驗教學相長的真義，從教學中自我成長，從學生的回應中學習改進，

尤其是實習生常帶給我一些驚喜，都能很快看到她/他們的進步，欣賞年輕的他/她常有新

奇的遊戲技巧，深感在教學相長中有太多太多值得學習與傳承。 

可愛又認真的學生們  

 

● 肯定專業，評鑑滿目 

2008年7月2日語言治療師法終於施行，職稱得以正名並進入語言治療師專業的年

代，語言治療師與其他專業人員同樣，須經正規養成教育及國家考試及格方能執業，執

業後也須取得繼續教育時數，以提升醫療品質。 

 

1994年後語言治療納入健保給付，個案越來越多，教學醫院更是。語言治療師法通

過後，評鑑也跟著來，評鑑方向與要求也隨之增加，有醫院評鑑、早療評鑑、語言治療

教學評鑑、PGY、UGY…等等。治療師除了要治療病人，還不時要參加有關評鑑的會議—

對治療師人數本就寥少的單位來說，也只能無奈的向病人告假或改時間，每次開會回來

都有新的要求待完成。治療師要維持治療品質與業績，又要提升研究能力與成果，要求

越來越高，治療師要做的也越來越多，須承受多重壓力，每遇評鑑就如惡夢一場，也難

怪教學醫院的語言治療師常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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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新階段開始… 

退休了，有什麼計畫？要去哪個單位？去遊山玩水吧！？好多的問題與建議。說實

在，當事人的我其實也茫然…只能順其自然。回歸家庭是理想的選擇，親愛的家人和朋

友卻知道一向忙碌的我應該閒不住，於是鼓勵我想做什麼就去做吧！最明確的是，退休

前謝謝盛華老師的邀約，繼續在亞洲大學授課成為第一個退休計畫。 

 

早上起床竟然不用趕時間，可以悠閒享受早餐，隨時想出去做什麼就做什麼，真是

太棒啦！果真，過了兩星期後，心中就開始覺得生活中似乎缺少什麼？我真的老了嗎？

忙碌上班時想完成而未完成的目標該放棄嗎？是否應該做些更有意義更有貢獻的事？ 

 

今年8月19日榮幸受到葉理事長邀請參加IALP的開幕，看到國內外大師雲集的盛大

場面，見到尊敬的劉麗容老師、馬文蘭老師、林寶貴老師、連倚南主任、曾志朗校長…

等。會中我也看到王南梅、林麗英、盛華、李淑娥、黃瑞珍、吳咨杏…等等聽語界早期

拓荒老友們，雖多已成為銀髮族多年，但每個人卻都神采奕奕，主持或發表學術研究論

文不落人後，繼續在專業上發光發亮，真是令人欽佩的典範！當下我受到很大的衝擊，

並也鼓勵自己向典範們學習，告訴自己未來可以做、可以完成的事情還很多呢！ 

 

王南梅老師、張顯達老師、連倚南主任、盛華老師 

 

最敬愛最感謝的劉麗容老師 

 
IALP, Taipei,2019  國內外大師雲集 (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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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LP大會期間，我非常幸運地跟當年論文指導教授張顯達老師討論構音/音韻障礙治

療法，他鼓勵我將論文增刪整理，訴諸文字出版，而且接下來還有其他的計畫，但不要

有太大的壓力。好棒的退休禮物呀！我的將來，應該正如張老師的建議，想做的事就「按

照自己喜歡的節奏去做，享受新階段的生活」。真心感謝張老師的提點，感恩語言治療一

路走來遇到的貴人們！ 

 

● 想對工作中的你以及求學中的你/妳說… 

享受年輕！樂觀進取！保有熱情！精益求精！維持身心健康平安快樂！期許自己…

無限的可能！ 

 

    關於作者 

現任 亞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經歷 

臺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部 語言治療師 (20190716 退休) 

曾任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曾任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曾任中山、北護、北市大、馬偕、高師大等學校實習督導 

2015年榮獲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專業服務菁英獎」 

2011年及2015年榮獲臺北榮民總醫院「醫事人員(語言治療師)

臨床教學優良教師」 

2006年榮獲第四屆早療棕櫚獎 

學歷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溝通障礙學系所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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