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吞嚥障礙系列研討會(二) 
主題:咀嚼吞嚥障礙的評估與復健訓練 

 

一、研討會簡介 

台灣步入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約占總人口的 11.5%(約 270萬人)，更將於 2025

年達到 20%的超高齡社會，而年長、失能、長期照護需求者隨人口老化快速增加，「咀嚼

吞嚥障礙」是上述族群，以及身心障礙者、發展遲緩兒童一個極嚴重、但又容易被忽略的

問題。如何讓咀嚼吞嚥障礙患者可以吃的安全、吃得健康、吃得快樂；是舉辦「吞嚥障礙

系列研討會」主要目的。 

 

基於第一場於今年四月二十日在高雄醫學大學舉辦的研討會，日本 菊谷 武教授的演

講已使大家對咀嚼吞嚥障礙的基本成因、發生機制、診斷評估及復健治療有初步的了解；

第二場研討會特別邀請畢業於日本最具盛名的國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齒學部-松尾浩一郎

教授，進行咀嚼吞嚥障礙的進階專題演講。松尾教授是東京醫齒大老人牙科學博士，於該

校擔任教職及主治醫師時，前往美國 John Hopkins大學醫院 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花了四年時間(2002~2005)專攻咀嚼吞嚥障礙的復健治療，

再在該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三年(2005~2008)。回國後任職於松本齒科大學擔任副教授，自

2013年起任職於藤田醫療福祉大學擔任牙科部主任，與該大學醫學部在咀嚼吞嚥障礙的臨

床治療及研究上有很好的連結合作。 

 

松尾浩一郎教授將從醫學領域的角度，講解咀嚼吞嚥障礙成因、評估與復健治療，使

大家對咀嚼吞嚥障礙的基礎與臨床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介紹日本專業團體如何進行

咀嚼吞嚥障礙的跨領域結合，做一個經驗的傳承。接著由高雄醫學大學的黃純德教授主講

「咀嚼吞嚥障礙在台灣如何建立專業團體跨領域的結合」，嘗試提出一個在台灣進行咀嚼

吞嚥障礙的醫療復健照護團隊的草案，希望藉此激盪大家的腦力，為未來的跨領域結合做

一個響鐘。然後由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曾淑芬語言治療師，分享社福機構透

過專業團隊(醫師、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輔具技師、

教保老師…)共同推動並執行「咀嚼吞嚥障礙者進食安全照護」相關經驗。最後還有討論

時間進行提問與交流，讓與會者的疑問藉由公開討論獲得最佳解答。 

 

演講雖使用日文，但將會有黃純德教授負責翻譯；期待為大家帶來極大的腦力激盪，

有效提昇與會者對咀嚼吞嚥障礙的病理成因、臨床診斷與復健治療，甚至是跨領域整合概

念的瞭解。竭誠歡迎相關領域專業人員報名參加。 



二、研討會日期及地點 

1. 日期: 2014年 11月 2日(星期日) 

2. 地點: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20樓大講堂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 699號 

※當天早上 7:40於台中火車站、台中高鐵站備有遊覽車(免費)，歡迎搭乘 

  前往會場。 

※詳細交通方式及位置圖請參考附件 

 

三、指導單位(規劃邀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衛生局 

 

四、主辦單位 

    台灣身心障礙者口腔醫學會、高雄醫學大學口腔衛生學系及特殊需求者牙科、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五、協辦單位(陸續邀請中)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銀髮養生照顧協會、

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台中市營養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台灣腦中風醫學

會、台灣營養學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

法人台中市牙醫師公會、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

心、彰化縣語言治療師公會 

 

六、贊助單位 

FOOD CARE CO.,LTD、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七、講師介紹(依出場序) 

1.松尾浩一郎教授 Prof. Koichiro Matsuo  

˙學經歷：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博士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博士後研究(200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醫學部復健講座 助理教授(2005) 

松本齒科大學障害者齒科學講座 副教授(2008) 

藤田保健衛生大學醫學部齒科 教授(現職) 



 

˙所屬學會： 
日本障害者歯科学会（代議員、編集委員） 

日本老年歯科医学会（代議員） 

Dysphagia Research Society（美國攝食 吞嚥學會） 

  

2.黃純德教授 Prof. Shun-Te Huang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衛生學系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特殊需求者牙科及兒童牙科主治醫師 

˙台灣身心障礙者口腔醫學會理事長 

˙國際身心障礙者及口腔健康學會理事 

  

3.曾淑芬語言治療師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台中市愛心家園副園長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主任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第八屆理事長 

˙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第一屆理事長 

˙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八、邀請參加對象 

預計 483人 (報名:免費，以錄取名單為準邀請與會) 

醫師、牙醫師、營養師、護理人員、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長照相關人士、社工師、藥師 

 

九、 學分認證(規劃申請下列積分認證，其課程認證時數，依各學會核定) 
1. 語言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 

2. 職能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 

3. 物理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 

4. 營養師繼續教育學分 

5. 護理師繼續教育學分 

6. 牙醫師繼續教育學分 

7. 復健科醫師繼續教育學分 

8. 社工師繼續教育學分 

9. 藥師繼續教育學分 

 

十、 其他事項 
1.本研習提供午餐及茶水，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具。 

2.為尊重講師與學員，研習課程中請勿自行拍照、錄影及錄音。 

3.研習空間內禁止飲食。 

 



十一、研討會議程表 

     2014年 11月 2日(星期日) 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20樓大講堂 

時間 講題 演講者 

08:15~08:45 報到 Registration 

08:45~09:00 開幕致詞 Opening remarks 

09:00~10:30 第一子題:咀嚼吞嚥障礙的成因及其評估 

Topic 1: Anatomy and physiology of 

dysphagia and its evaluation 

講師/松尾浩一郎教授 

翻譯/黃純德教授 

10:30~10:50 休息 Coffee Break 

10:50~12:20 第二子題:咀嚼吞嚥障礙的復健治療(運動與

替代療法) 

Topic 2:Dysphagia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and compensation) 

講師/松尾浩一郎教授 

翻譯/黃純德教授 

12:20~13:20 午餐 Lunch 

13:20~15:00 第三子題:咀嚼吞嚥障礙病人的跨領域治療 

Topic 3: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dysphagia patients 

講師/松尾浩一郎教授 

翻譯/黃純德教授 

15:00~15:30 休息 Coffee Break 

15:30~16:00 第四子題:咀嚼吞嚥障礙在台灣如何建立專

業團體跨領域的結合 

Topic 4:How to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dysphagia patients (draft) 

講師/黃純德教授 

16:00~16:30 第五子題:咀嚼吞嚥障礙者進食安全照護 

(社福機構專業團隊服務模式) 

Topic 5: feeding guidelines and safety 

issues for people with dysphagia 

講師/曾淑芬副園長 

(語言治療師) 

16:30~17:00 綜合討論 

Q & A discussion 

松尾浩一郎教授 

黃純德教授 

曾淑芬副園長(語言治療師) 

17:00 閉幕結束 Closing of lecture   

 

 



十二、報名方式 

1. 本研討會全程免費並提供餐飲，即日起開放報名，共483個名額。 

2. 報名窗口：電話04-24713535轉1805孫小姐。 

3. 報名期限：103.10.14(二)；若報名額滿，則提早停止報名。 

下列報名方式請自行選擇一種。 

(1)請上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活動網站填寫線上報名表：www.maria.org.tw 

(2)請將本報名表列印填寫後傳真至04-24754039。 

(3)請將本報名表填妥以電子郵件傳送：m917@mail.maria.org.tw 

4. 名單公告：103.10.17(五)寄發email研習通知，無法出席或轉由他人出席請於

103.10.22(三)前聯繫告知。 

 

 

2014年11月2日吞嚥障礙系列研討會  報名表 

主題:咀嚼吞嚥障礙的評估與復健訓練 

姓 名  

身 份 證 字 號 

(繼續教育積分登錄之用)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電 子 信 箱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通 訊 地 址  

餐 飲 葷食   素食  不用餐 

特 殊 需 求  

搭 乘 遊 覽 車 登 記 ※當天早上 7:40於台中火車站、台中高鐵站備有遊覽車(免費)

前往會場(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欲搭乘者請務必勾選您的上

車地點: 

 台中火車站      台中高鐵站 

 

 

http://www.maria.org.tw/
file:///C:/Users/ccpcuser/AppData/Local/Temp/notesEA312D/m917@mail.maria.org.tw


附件 

一、交通方式 

1. 當天早上 7:40於台中火車站或台中高鐵站搭乘遊覽車(免費)直達會場。 

2. 搭乘火車至「沙鹿站」(海線)，轉搭計程車約 9分鐘。 

3. 搭乘公車(臺灣大道)169號、87 號、57 號直達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4. 搭乘高鐵至「台中站」: 

˙出高鐵轉搭乘台灣高鐵提供之免費高鐵快捷專車之【東海大學線】，於終 

點站東海大學站下車後，轉搭公車。 

˙於「高鐵台中站」內步行至「台鐵新烏日站」搭乘火車。 

˙出高鐵轉搭乘排班計程車，車程約 50分鐘。 

5. 自行開車 

˙南下 

(1) 自   第二高速公路→下沙鹿交流道(176.1km) →往沙鹿方向(右)→沿    

三民路直走到底→右轉接   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直走臺灣大道約

1.5KM，即可抵達。 

(2) 自   中山高速公路→下大雅交流道(174km)→往大雅方向→沿   中清路

直走過沙鹿交流道直走→接三民路(往沙鹿)到底→右轉接   臺灣大道(往

台中港方向) →直行臺灣大道 1.5km，即可抵達。 

(3) 走   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178 km﹚→往沙鹿方向→沿 

中港路直走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 

(4) 自   中山高速公路→過后里收費站於 165 km→接往清水方向至 3km→接   

第二高速公路→下沙鹿交流道(176.1) →往沙鹿方向 (右) →沿    

中清路直走接三民路到底→右轉接   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直行臺

灣大道約 1.5km，即可抵達。 

     ˙北上 

(1) 走   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182.8km) →往沙鹿方向→沿中興路

左轉接   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 

(2) 走   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178 km﹚→往沙鹿方向→沿 

中港路直走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 

(3) 走   中山高速公路→於彰化系統交流道接   第二高速公路→往和美方

向(往北)→走   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182.8km) →往沙鹿方向

→沿中興路左轉接    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

即可抵達。 

 ※停車 

          ˙院區鄰近道路兩側。 

          ˙台中港區綜合體育館停車場(免費)：鄰院區南側。 

          ˙院區立體機車停車場(免費)：容量高達 2,000車位。 

          ˙院區地下停車場(每小時 20元)。 

 



二、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