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聽力師/語言治療師
年聽力師 語言治療師在職繼續教育
語言治療師在職繼續教育

「聽能技巧的發展與策略：
聽能技巧的發展與策略：促進傾聽口語的策略」
促進傾聽口語的策略」
【課程綱要
課程綱要】
綱要】
 發展聽覺型大腦
1. 說明聽障教育的演變
2. 聽覺功能的發展歷程
3. 聽覺型大腦的發展
4. 傾聽口語法(LSLS Approach)的簡介
 建立良好的聽覺能力
1. 上課前的輔具確認及檢查
2. 用來檢測聽能是否改變及輔具補償效果的測驗
 傾聽口語的聽語目標和常見策略運用(含各種策略的練習)
1. 創造一個傾聽環境
2. 促進聽覺注意
3. 增強口語的聽能覺識
4. 促進語言的知識
5. 促進口語和認知
6. 刺激獨立學習
 聽能復健治療課的原貌及準備工作
1. 說明如何準備一堂聽能復健治療課程
【主辦及協辦單位】
主辦及協辦單位】
高雄市聽力師公會、高雄市語言治療師公會、嘉義市聽力師公會
義大醫院耳鼻喉部
【上課時間與地點】
上課時間與地點】
106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至 9 月 10 日(星期日)09：30-17：20
義大醫院 A 棟六樓大講堂

【課程表】
課程表】
106 年 9 月 9 日(六)

106 年 9 月 10 日(日)

8:50-9:20

報到

9:20-9:30

致詞

9:30-11:00

發展聽覺型大腦
休息
建立良好的聽覺能力
創造傾聽環境和促進
聽能覺識的策略

17:00-17:20

刺激獨立學習的策略
休息

15:00-15:10
15:10-17:00

促進口語和認知的策略

呂文琬
聽力師

午餐

12:30-13:30
13:30-15:00

邀請中
促進語言的知識策略

11:00-11:10
11:10-12:30

主講者

增強口語的聽能覺識策略

聽能復健治療課的原貌
及準備工作

問題討論

【講師簡介】
講師簡介】
傾聽和口語專家 聽覺口語治療師)、
聽覺口語治療師 、聽力師、
聽力師、語言治療師
呂文琬 LSLS Cert. AVT (傾聽和口語專家
 現職：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身心障礙專業團隊 語言治療師
 學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研究所畢
 經歷：
 上琳醫院、新高鳳醫院復健科兼任語言治療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聽語所聽語中心聽力組和語言組實習督導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聽語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聽力師
 科利耳有限公司（Cochlear Ltd.)康復專員和康復顧問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南區中心聽力師和聽覺口語治療師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南區中心聽覺口語老師
【學分申請】
學分申請】
聽力師專業課程積分 15.6 小時
語言治療師專業課程積分申請中
【報名時間】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28 日截止(80 人止)，額滿即提早截止報名。

【報名費用】
報名費用】
1. 高雄市聽力師公會、高雄市語言治療師公會、嘉義市聽力師公會會員：300 元，午餐自理，
當天提供便當代訂。(前述公會會員全程參與，於
於第二天課程結束時
第二天課程結束時退費
課程結束時退費 300 元)
2. 非上述公會會員：800 元(含講義費+午餐費)。
3. 在學學生：300 元(含講義費+午餐費)。
4. 請匯款至郵局(代號 700) 局號 0041001 帳號 2670297 戶名「高雄市聽力師公會張宸瑋」
※ 匯款方式可用郵局無摺存款(請備註匯款人姓名)或 ATM 轉帳。
【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
一律線上報名，請先繳費後再網路報名，報名時請填入匯款帳號後四碼。報名網址為
http://cacd.nknu.edu.tw/cacd/Default.aspx →研習活動報名→報名→填寫相關資料。
(若使用手機版，請點選「網站導覽」→研習活動報名)
※ 採用 ATM 轉帳，可於報名網頁上直接輸入匯款帳號後四碼。
※ 採用郵局無摺存款，請於報名網頁上的備註欄
備註欄註記
，並將繳費證明聯 Mail 至
備註欄註記「
註記「無摺存款」
無摺存款」
公會信箱 audiometryks@gmail.com。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可於報名後五天自行上網查看是否已報名成功(上報名網址查詢即可)。
2. 課程錄取名單將於開課前三日公告於高雄市聽力師公會網站，請自行上網查看。
http://audiometryks.blogspot.tw/
3. 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請來電詢問(07)6150011 轉 5680 或 Mail 至高雄
市聽力師公會信箱 audiometryks@gmail.com，主辦單位保留退費權益；課程結束後將不予
退費。
4. 研習講義將統一寄到各學員的 E-mail 信箱，報名時請確實填寫 E-mail，若無收到請來電
詢問(07)6150011 轉 5680 或 Mail 至高雄市聽力師公會信箱 audiometryks@gmail.com。
5. 若上課當天因天然災害(如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縣市政府宣布停課停班時，課程將延期
舉辦，訊息將會公告於高雄市聽力師公會網站。
6. 為響應環保減碳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教室附近有飲水機可供使用。
7. 尊重講師，上課期間請勿攝影、錄影、或錄音，敬請配合。

【交通資訊】
交通資訊】
院址；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07)615-0011 http://www.edah.org.tw/index.asp?set=92
※搭乘接駁公車等大眾運輸的學員請查詢暑假
暑假假日
假日車次時刻表※
暑假
假日
自行開車

 南下國道
南下
1 號高速公路下楠梓交流道第一個出口(355KM)，左轉台 22 線往旗山
方向 4.5 公里，約 5 分鐘車程。
 北上國道
北上
1 號高速公路下楠梓交流道(357KM)，沿著高速公路旁便道直行至旗楠
路，右轉台 22 線往旗山方向 4.5 公里，約 5 分鐘車程。
 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下岡山交流道，轉省道 186 號往燕巢方向 7.5 公里，約 10 分
鐘車程。
 國道 10 號高速公路下燕巢交流道，轉省道 22 號往燕巢方向 1.2 公里，約 2 分鐘
車程。

港都客運

請點網址前往港都客運網頁 http://www.gdbus.com.tw/route/index.htm
【7 號加昌-義大醫院】

高雄客運

請點網址前往高雄客運網頁 http://www.kbus.com.tw/bus_list.asp
【97 捷運都會公園站-楠梓-義大醫院-樹德科大】
【98 高雄大學-捷運青埔站-義大醫院】
【H11 桃源-寶來-六龜-義大醫院-長庚醫院】
【H22 那瑪夏-旗山-義大醫院-長庚醫院】
【8008 岡山轉運站-義大醫院-長庚醫院-高雄】
【8020 義大醫院-捷運南岡山站】
【8023 高雄-楠梓-義大醫院-旗山】
【511 台鐵新左營站-榮總-義大醫院-里港-涼山休憩站】

南台灣客運

請點網址前往南台灣客運網頁 http://www.stbus.com.tw/STBUS.htm
【紅
紅 58B 捷運都會公園站-楠梓火車站-義大醫院-燕巢區公所】

義大客運

請點網址前往義大客運網頁 http://www.edabus.com.tw/

【E03A 左營高鐵站-義大醫院-】
【E03B 左營高鐵站-經大昌醫院-義大醫院】
【E04B 左營高鐵站-樹德科大延駛義大醫院】
【紅
紅 96 義大醫院-義大世界】
【紅
紅 261 義大醫院-旗山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