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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聽力損失學生調頻輔具研習會 
一、 緣由：教育部委託高雄師範大學執行大專校院聽力損失學生教育輔具

(調頻系統)之評估，為協助臨床聽力檢查人員與學校系統相關人員熟

悉作業流程，特在北區與南區各舉辦一場為期兩天之研習會。 

二、目的： 

   （一）促進與會者對聽力損失學生輔具評估流程之熟悉、提昇聽力損失

學生輔具評估之專業知能(助聽器評估方式、調頻系統類型)及了

解輔具評估之相關問題。 

   （二）建立輔具評估名單並荐送教育部，做為本年度與下年度高中職與 

大專校院聽力損失學生輔具評估之聽力師參考名單。 

三、對象： 

(一) 已有證照之聽力師。 

(二) 高中職/大專校院之資源教室/輔導室老師與特教學校老師。 

四、主辦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士班 

五、報名資格與參加日數： 

於醫療單位或教育機構從事聽力師業務者，或有聽力師證書且正就讀

聽語系所之在學學生。 

（一） 參加 2 天之研習資格： 

1. 未曾參與研習，願意協助調頻輔具之評估者。 

2. 曾列名在聽力師建議名單中，且願意繼續協助調頻輔具之評

估，但 107-109 年未曾評估者，需參與 2 天之研習。 

（二） 只參與第 2 天下午之研習資格： 

1. 107 年(含)以後曾參加考試並通過者。 

2. 107-109 年(含)曾評估者。 

3. 107-108 年曾參與 2 天研習者。 

六、證明文件 

1.聽力師：請附服務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如:單位在職證明、識別證或聽 

力師資格證書）。 

2.在學學生：請附聽力師證書。 

七、地點及時間： 



  109 聽力損失學生調頻輔具研習會 2 

（一） 高雄場次： 

8/22-23 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1 樓 4103 教室。 

（交通資訊可上網查詢）（http://www.nknu.edu.tw/）。 

地址：高雄市和平一路 116 號（捷運橘線文化中心站） 

第一天：8:00〜8:30 報到；研習時間上午 8:30〜下午 17:10。 

第二天：8:30〜9:00 報到；研習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30。 

（二） 台北場次： 

8/29-30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R902 教室。 

（交通資訊可上網查詢）（http://www.ywca-taipei.org.tw/）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7 號 9 樓 

(捷運台北車站 M8 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第一天：8:00〜8:30 報到；研習時間上午 8:30〜下午 17:10。 

第二天：8:30〜9:00 報到；研習時間上午 9:00〜下午 17:30。 

八、考試： 

南區：8/23(日)下午 16:40 至 17:30 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1 樓 4103 教室。 

北區：8/30(日)下午 16:40 至 17:30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R902 教室。 

（一） 未曾列名在評估人員名單中之聽力師，皆需報名參加考試。 

（二） 先前曾通過考試且曾列名在評估人員名單之聽力師，無需參加考

試。 

（三） 旁聽身分者（聽語系所學生/各校資源教室老師/輔導室老師與特

教學校老師）不必參加考試。 

 

 

 

 

 

 

 

 

 

 

http://www.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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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課程與講師： 

◎高雄場次： 

8/22 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1 樓 4103 教室。 

8/23 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1 樓 4103 教室。 

（地址：高雄市和平一路 116 號；捷運橘線文化中心站）。 
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時數 

 
南區 
(8/22) 

 

08:30~09:00 1.FM 輔具申請與評估流程 
2.FM 輔具評估過程中所做的聽閾檢測及評估表之填寫 陳小娟老師 0.5 

09:00~11:00 FM 輔具認識、使用與維護 邱文貞聽力師 2 
休息 10 分鐘 

11:10~12:10 1.FM 輔具申請與評估流程 
2.FM 輔具評估過程中所做的聽閾檢測及評估表之填寫 陳小娟老師 1 

午餐 

13:30~15:00 
1.FM 輔具評估過程中所做的語音測驗 
2.未助聽與助聽情境之助聽器、人工電子耳、FM 與 
FM+M 

陳小娟老師 1.5 

休息 10 分鐘 
15:10~16:10 FM 評估資料線上 key in 介紹 戴雅惠 1 

16:10~17:10 
1.FM系統的運用 
2.FM 使用與連接練習 戴雅惠 1 

 
南區 
(8/23) 

09:00~10:30 
1.大專輔具 FM 評估中的助聽器聲電分析 
2.FM系統的聲電驗證方式 邱文貞聽力師 1.5 

休息 10 分鐘 

10:40~11:40 
1.聽覺功能與iSence評估流程 
2.FM 輔具申請現況 陳小娟老師 1 

午餐 
12:40~13:10 1.聽語復健評估流程 陳小娟老師 0.5 
13:10~14:10 2.聽語復健心得分享 陳慶錨語言治療師 1 

休息 10 分鐘 

14:20~15:10 遠距麥克風文獻心得分享 林珮宇老師 50 分 

15:10~16:10 雙側人工耳蝸植入：需要想要還是不重要 ? 陳冠華醫師 1 
休息 10 分鐘 

16:10~17:10 考試  1 

 

 

 

 

 

http://2.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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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場次：8/29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R902 教室。 

8/30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R902 教室。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7 號 9 樓(捷運台北車站 M8 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時數 

 
北區 
(8/29) 

 

08:30~10:00 1.FM 輔具申請與評估流程 
2.FM 輔具評估過程中所做的聽閾檢測及評估表之填寫 陳小娟老師 1.5 

休息 10 分鐘 
10:10~12:10 FM 輔具認識、使用與維護 邱文貞聽力師 2 

午餐 

13:30~15:00 
1.FM 輔具評估過程中所做的語音測驗 
2.未助聽與助聽情境之助聽器、人工電子耳、FM 與 
FM+M 

陳小娟老師 1.5 

休息 10 分鐘 
15:10~16:10 FM 評估資料線上 key in 介紹 戴雅惠 1 

16:10~17:10 
1.FM系統的運用 
2.FM 使用與連接練習 戴雅惠 1 

 
北區 
(8/30) 

09:00~10:30 
1.大專輔具 FM 評估中的助聽器聲電分析 
2.FM系統的聲電驗證方式 邱文貞聽力師 1.5 

休息 10 分鐘 

10:40~11:40 
1.聽覺功能與iSence評估流程 
2.FM 輔具申請現況 陳小娟老師 1 

午餐 
12:40~13:10 1.聽語復健評估流程 陳小娟老師 0.5 
13:10~14:10 2.聽語復健心得分享 陳慶錨語言治療師 1 

休息 10 分鐘 

14:20~15:10 遠距麥克風文獻心得分享 林珮宇老師 50 分 
15:10~16:10 雙側人工耳蝸植入：需要想要還是不重要 ? 陳冠華醫師 1 

休息 10 分鐘 
16:10~17:10 考試  1 

 

十、全程參加研習者可取得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目前申請中)。 

十一、費用：免費並提供午餐(參加半天者，不提供午餐) 

（敬請自備環保杯、筷，本中心不提供紙杯） 

十二、報名方式：E-mail 或傳真報名（報名表與證明文件） 

E-mail：fm2355@nknucc.nknu.edu.tw；傳真電話：07-7166895 
聯絡電話：(07)7172930 轉 2355，聯絡人:戴雅惠、賴岳鴻 

十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8/14 止 
十四、報名表(務必詳細填寫)： 

請自行從輔具中心網站(http://cacd.nknu.edu.tw)或台灣聽語學會網站 
(http://www.slh.org.tw/)下載。 

 

http://2.fm/
mailto:fm2355@nknucc.nknu.edu.tw
http://cacd.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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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調頻輔具研習會報名表 
 
報名方式：E-mail或傳真報名。E-mail：fm2355@nknu.edu.tw；傳真電話：07-7166895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核對醫事人員繼

續教育學分使用) 
 

工作單位

或系所 
（必填） 

名稱 
 

 

地址 
 

（未來執行調頻輔具評估之地址、以工作單位地址為主） 

電話  傳真  

工作年資 
臨床聽力檢查     （   ）年 

資源教室老師/輔導室老師/特教老師（   ）年 

Email 
（必填） 

 

調頻輔具資格 

(多選) 

□參加 2 天 

□首次參加此研習(具備此資格者，需參加會後考試) 
□曾列名在聽力師建議名單中，但 107-109 年皆未曾評估 

□參加半天 

□曾參加此研習並已通過考試(□107 年，□108 年) 
□曾做過評估(□107 年，□108 年，□109 年) 
□107-108 年皆未曾做過評估，但其中一年曾參與 2 天研習 

研習參與地點 

高雄場次（請附相關證明文件，請參閱說明六） 

（地點：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1 樓 4103 教室） 

□ 2 天（8/22~8/23；場次限定 50 人，聽力師優先） 

□ 1 天（8/22 整天），□ 1 天（8/23 整天），□ 半天（8/23 下午） 

台北場次：（請附相關證明文件，請參閱說明六） 

（地點：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R902 教室） 

□ 2 天（8/29~8/30；場次限定 50 人，聽力師優先） 

□ 1 天（8/29 整天），□ 1 天（8/30 整天），□ 半天（8/30 下午） 

單位可執行之

檢查項目或擁

有該項儀器及

軟體 

純音聽力檢查 

中耳功能檢查 

聲場聽力檢查 

語詞聽力檢查 

助聽器音效分析 

實耳測量(Real Ear Measurement) 
耳聲傳射(OAE) 
數位助聽器調控之相關設備 

午餐（請勾選下列其一）：(參加半天者，不提供午餐) 
葷食  素食  不用餐 

 

mailto:fm2355@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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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範大學交通位置圖 

 

 

 

 

 

 

捷運：搭高雄捷運至(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口出車站，順著和平路走，約 500M 可到達(與高雄大統百貨方向

相反)。 
 

火車：搭乘火車者，可於火車站搭 52、248 路公車，於中正文化中心站下車，再步行約 4 分鐘即可到達，72 路公車可

於師範大學門口下車。 
 

高鐵：左營車站轉搭高雄捷運至(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口出車站，順著和平路走，約 500M 可到達(與高雄大

統百貨方向相反)。 
 
開車：相關交通資訊可至高師大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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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聯絡電話：(02)2381-2131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7 號 9 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 至 20:00， 

週六 8:30 至 17:00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交通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