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大會主題：『吞嚥障礙治療-由醫院到社區』

吞嚥功能是維持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過去國內對於吞嚥障礙患者的評估與治療，較著
重於醫院場域及處理明顯的疾病如中風、腦傷、巴金森式症及頭頸癌等患者身上，以及強調
分析了解異常所在及依照評估結果擬定特定治療方針。台灣預計於 2025 年老年人口達
20%以上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然而老年人常有一些非特異性的吞嚥障
礙，非因單一疾病所造成，因此吞嚥障礙的評估與治療從醫院到社區，需要匯集諸多專業共
同合作。大會共分為三大主題「醫院場域」、「長照領域」及「Covid-19 吞嚥防疫專題」，特
邀各界專家分享吞嚥評估治療及照護之各場域最新發展，期待會員們一同共襄盛舉！
一、 主辦單位：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
二、 日期：109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 8:00-17:00
三、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 號 臺灣大學醫學院 102 講堂＆103 講堂
四、 參加對象及人數：主會場 102 講堂 160 名（限會員及 6/30 前新入會者報名）、
副會場 103 講堂 120 名 (現場同步轉播廳，提供非會員參加)
五、 報名費用：
對象及費用
主會場（102 講堂）

1.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會員及學生會員：免費
2. 贊助會員：提供兩名免費入場
3. 6/30 前新入會會員：免費
4. 非會員限額 30 名：1000 元(已額滿)

副會場（103 講堂）

非會員、對吞嚥有興趣者：500 元/人

採現場同步轉播

（可申請醫事人員積分、長照積分認證，並提供午餐卷）
註：需親到現場全程上課並進行簽到，才可有積分證明

★非會員當日加入本會會員可扣抵會費

六、 報名事宜：
1.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https://tinyurl.com/yd84wopm

2.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9/6/30

3.

繳費期限：109/7/1 前繳交報名費或年費

4.

繳費方式：
新光銀行北高雄分行

報名 QR code

帳號：0806-10-001962-3

戶名：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
★繳款方式共以下四種請擇一：
注意事項
1. ATM(自動櫃員機)轉帳

需自付轉帳手續費 15 元

請至

2. 臨櫃繳費

新光銀行

https://bit.ly/34ejVBU

(請註明報名者姓名)
3. 跨行匯款

填寫繳納回覆單

需自付手續費 30 元
(請註明報名者姓名)

4. 至秘書處繳納現金

請事先來電或來訊告知

★ 作業考量，已受理報名者恕不辦理退費。
★ 無法出席或轉由他人出席者，請於 109/07/05 前聯繫告知。
★ 欲入會或年費繳交方式請見 http://www.tadtaiwan.org.tw/#application
七、 積分認證 : 以下積分認證申請中，課程認證時數依各單位核定
復健科醫師繼續教育學分、牙醫師繼續教育學分、語言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
營養師繼續教育學分、護理師繼續教育學分、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八、 連繫窗口：電話 0933-163-038 秘書處廖小姐；E-mail：tad.officer@gmail.com



注意事項：
1.

本研習提供午餐餐卷。

2.

因應疫情不提供開放式點心，改為簡易茶包咖啡及封口式餅乾，並請自行攜帶水杯。

3.

今年因疫情影響，未徵求壁報 poster 論文發表，將於明年開放。

4.

因應防疫措施，請遵守以下規定：


採取實名制，請確實簽到及簽退。



參加者需『全程』配載口罩。



若有發燒等相關不適症狀，請事先請假避免出席。

5. 為響應環保，本次研討會講義以線上ＱＲcode 雲端方式，當天提供簡易手冊。
6. 為尊重講師與學員，研習課程中請勿自行錄音及錄影。
7. 若有紙本研習證明之需求，請於報名系統中勾選。

九、 議程表：
時

間

講

題

講

者

08:00-08:30

大會報到

08:30-08:40

開幕式：王亭貴 理事長

08:40-09:30

09:50-10:10

吞嚥攝影的量化評估

醫
院
場
域

FEES 在吞嚥評估及訓練之應
用

孟乃欣 醫師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理 座長：
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復 孫淑芬 常務理事
台 灣 咀 嚼 吞 嚥 障 礙醫 學
健部主任
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及國
際交流委員會委員長/高
曾文萱 醫師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理 雄 榮民總 醫院復健 部科
主任
事/台大醫院耳鼻喉部

10:10-10:30

吞嚥治療新發展

張綺芬 語言治療師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常
務理事/台大醫院復健部

10:30-10:40

綜合討論

各講者及座長

10:40-11:00

茶敘/攤位展示

11:00-12:00

109 年度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2:00-12:15

國際吞嚥月（Dysphagia Awareness Month）特別活動頒獎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14:10-14:20

防
疫
專
題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吞嚥評估與治療之防疫措施
Covid-19 Topic：The
Guidelines from ASHA,
RCSLT, SPA for COVID-19

許家甄 助理教授
亞洲大學語言治療及聽力學系

綜合討論

各講者及座長

長照 2.0 與進食吞嚥照護

劉惠賢 科長
臺北市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長 「醫師」在長照吞嚥照護的
照 角色
場
域
「語言治療師」在長照吞嚥照
護的角色

15:20-15:30

綜合討論

15:30-16:00

16:40-16:50
16:50-17:00

韓德生 醫師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醫療部主任
王良惠 語言治療師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理
事/弘光聽語系助理教授級專
技人員

座長：
鄧復旦 副理事長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
會副理事長/羅東博愛醫院
醫療副院長
座長：
蘇心怡 常務理事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
會常務理事及教育委員長/
台北長庚醫院耳鼻喉科語
言治療師

各講者及座長
茶敘/攤位展示

16:00-16:20
16:20-16:40

長

座長：
王亭貴 理事長
連倚南 教授/常務監事
臺大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臺
台大醫院名譽教授/連倚南
大醫院副院長/台灣大學醫學
教授復健醫學教育基金會
系教授
董事長

特別演講：
吞嚥障礙治療-由醫院到社區

09:30-09:50

座

長
照
場
域

「營養師」在長照吞嚥照護的
角色
「護理師」在長照吞嚥照護的
角色
綜合討論

許碧
惠 營養師
馬偕紀念醫院
黃惠璣 護理師
馬偕醫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副
教授
各講者及座長
閉幕式：王亭貴 理事長

座長：盛華 教授
亞洲大學聽力暨語言治學
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十、 交通資訊：
臺灣大學醫學院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1. 搭乘捷運： 搭乘捷運至「台大醫院站」2 號出口，沿著常德街直行，再
右轉中山南路，然後仁愛路左轉，直行即可到達台大醫學院正門。
2. 搭乘公車：


仁愛中山路口站：37,245,249,263,270,621,630,650 到站後
，即可到達台大醫學院正門。



台大醫院站：2,18,222,227,261,615,648,1601,1602，中山幹線，信義
幹線到站後，步行至仁愛路左轉，即可到達台大醫學院正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