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於2003年

安老院舍
言語治療服務計劃



自2011起獲ISO 9001 質量管理認證

由具20年以上臨床經驗的首席言語治

療師潘文瑋博士作臨床督導

潘文瑋博士﹕

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學學系
(吞嚥及聲線診所)博士

前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學學系臨床導師

前廣華醫院、律敦治醫院、東華醫院及
醫管局社區服務(安老院舍)言語治療師

100% 具安老院服務經驗

70%   具10年或以上臨床經驗

90%   具碩士學位

90%   為吞嚥電療法或深層咽肌神經     
              刺激法認可治療師

50%   為私家醫院現任客席言語治療師

成立於2003年

顧問耳鼻喉科醫生

言語治療師

聽力學家

輔導員

專業醫療團隊﹕

言語治療團隊
共有12位專業言語治療師

中心位置 

於 中環 及 尖沙咀 設有診所

中環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59-65號泛海大廈13樓09室

中環士丹利街60號
明珠行18樓

尖沙咀加拿分道18號
恒生尖沙咀大廈903室

電話：2523 2883

尖沙咀中心:

www.ear.hk

電話：3106 8689



吞嚥復康

溝通及認知復康

內窺鏡或X光造影檢查

內窺鏡吞嚥檢查 Fiberoptic Endoscopic Evaluation of 
Swallowing (FEES)﹕香港言聽中心的中環診所設
有完善的內窺鏡儀器，由顧問耳鼻喉科醫生
及言語治療師共同會診，全面評估長者的吞
嚥能力。有需要的長者可以自費形式(醫療劵
適用)，由駐安老院的言語治療師代為安排到
診所接受有關檢查。

吞鋇造影吞嚥檢查 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 
(VFSS):香港言聽中心與仁安醫院及港安醫院為長期
合作伙伴，可安排有需要的長者於其中一間醫院進
行吞鋇造影吞嚥檢查 (以自費形式進行)。

言語治療師會於安老院舍內為長者進行口
肌及吞嚥能力評估，減少長者外出覆診的
需要，免除舟車勞頓之苦。

專業臨床評估

透過內窺鏡或X光造影的技術，言語治療師能客觀及準確地評估
長者的吞嚥能力，有助訂立適切的個人化吞嚥復康計劃。

吞嚥評估

安老院舍言語治療服務



 

安老院舍言語治療服務

吞嚥治療
言語治療師會按長者的復康需要，提供以下8種吞嚥治療方法﹕

傳統吞嚥運動 
(Traditional swallowing maneuver ) 

吞嚥電療法
(Electrical stimulation–VITALSTIM / GUARDIAN)

面部肌肉電療法 
(Fac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

深層咽肌神經刺激法 
(Deep Pharyngeal Neuromuscular Stimulation )

肌筋膜鬆弛法 
(Myofascial release manual therapy )

口肌鍛鍊或按摩 
( Iowa Oral Performance Instrument–IOPI; Beckman Oral Motor )

進餐督導及訓練
(Meal time supervision )

餐單及餵食方法建議
(Diet modification and feeding instruction )



VITALSTIM 及 GUARDIAN吞嚥電療機

面部肌肉電療儀器 IOPI 口肌鍛鍊儀器

輔助醫療及治療設備

FEES內窺鏡儀器



吞嚥復康培訓

治療師專業提升培訓

安老院舍員工在職培訓–「餵食安全」

家屬及照顧者培訓工作坊–「認識吞嚥障礙」

長者健康講座–「吞嚥安全及口肌保健運動」

香港言聽中心於2016及2018年舉辦了有關「餵食及吞嚥

復康」及「肌筋膜鬆弛法」的工作坊，從美國邀請多

位教授或資深治療師，為超過250名本港及亞洲地區的

言語治療師提供專業培訓及分享經驗。

言語治療師會為患有神經性溝通障礙(如失語症、失用症、神經性構音障礙等)或
認知障礙的長者，提供專業的溝通能力評估、個別及小組訓練，以保持及提升
長者的溝通能力。

溝通及認知復康



駐院/到診言語治療服務收費

言語治療師

年資 收費 (每小時)*

優惠收費 (每小時)*

半日服務 (4小時) 全日服務(8小時)

$1,200-$1,70015-20年 $1,500-$2,000 $1,000-$1,500

$950-$1,1008-14年 $1,200-$1,500 $800-$900

$680-$7804-7年 $900-$1,100 $800-$900

0-3年 $700-$850 $600-$680 $500-$650

*有關收費只作參考，實際報價將按到診地區及人手安排再作調整。

有關報價詳情，請電郵至 speech@ear.com.hk 或至電 31068689 與

言語治療師潘博士或鄭小姐聯絡。

合作伙伴
私家醫院﹕

   仁安醫院         港安醫院         港怡醫院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
   黃鎮林伉儷第二安老院

   傅麗儀護理安老院

   仁濟醫院李陳玉嬋安老院

   明愛賽馬會恩暉苑暨陸陳淑穎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東華三院余振强紀念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禮賢會葵盛東護理安老院

   禮賢會詩田頤養院

   禮賢會王少清頤養院

   救世軍海泰長者之家

   救世軍海裕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救世軍錦田長者之家

   博愛醫院戴均護理安老院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

   東華三院戴東培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許莫德瑜護理安老院

   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卓健醫療中心

   諾華香港 (Novartis)

   尚健維佳 (Celki)

   香港癌症基金會 (HK Cancer Fund)

   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志蓮護理安老院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寶靜安老院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寶靜護理安老院

   亞洲婦女協進會陳昆棟
   頤養之家護理安老院

   亞洲婦女協進會何梁潔庭
   頤養之家護理院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伍少梅安老護理院

   康城松山府邸護老院

   九龍塘永健護老院

   真光護老之家

   松齡(保德)護老中心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安寧服務部

   曾為以下安老院社或機構提供培訓服務 (不能盡錄)﹕

曾為以下安老院舍提供駐院或到診服務 (未能盡錄)﹕

為配合長者在溝通及認知復康方面的訓練需要，本中心的言語治療師團隊製作了以下的專業訓練工具：

11

售價：HK $1650

訓練項目：

25個廣東話前輔音及輔音韻尾

包括單字、雙字、多字詞及句子程度的訓練

了解香港粵語的發音系統及方法

《我都講得準》發音訓練圖卡

訓練項目：

形容詞、近/反義詞、四字詞

詞素構詞、用詞造句

4

售價：HK $480

《形容詞「大格」鬥》

詞彙訓練工具

訓練項目：

聆聽理解、修飾語運用及口語描述

5

售價：HK $880

《見習推銷員》

 口語溝通及認知訓練工具

售價：HK $1650

22
訓練項目：

18個香港粵語單元音及雙元音

包括單字、雙字、多字詞及句子程度的訓練

了解香港粵語的發音系統及方法

《我都講得準-元音篇》發音訓練圖卡

售價：HK $680

訓練項目：

認識31個不同的種類詞

增加粵語詞彙庫

提升詞語的存取速度

鍛鍊擴散性及聚歛性思維

23 《分「骰」高手》詞彙及認知訓練工具

bit.ly/entlasereshop

手機掃瞄QR CODE 或 進入網上教材購物平台選購

bit.ly/entlasereshop



Return mailing address :  Rm 1309, Asia Standard Tower,   59-65 Queen's Road Central, Central, Hong Kong.

服務使用者及合作伙伴心聲服務使用者及合作伙伴心聲

家屬及照顧者

I just wanted to take the time to thank you for your professionalism and kindness in 
helping with my husband. It is heartening to see how much he has improved and can 
enjoy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thanks to your extensive treatments and encouragement.
After my husband suffered the stroke and lost ability in the right-side of his body, our 
greatest wish was that he could still enjoy some of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 In our family, food 
is definitely a shared passion. It was so devastating when he left the hospital and we were 
relegated to serving my husband his meals from cans through tubes just to sustain him. 
Over the 12 months you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my husband’s rehabilitation since 2011, 
he has regained the ability to eat and even drink!
We are so grateful for your organization and commitment to our family, and enjoy the 
pleasure of your company. We would feel terrible if we do not take the time to let you know 
our appreciation for your services and acknowledge the changes you have brought.
Thank you to you and your company ENT Laser Hearing & Speech Therapy Centre for 
being such a positive influence.

Jenny 

我們欣賞香港言聽中心的言語治療師每次到訪，除了跟進

轉介個案外，亦會細心觀察其他院友的進食情況，有需要

時作跟進，提出專業意見。透過和院內各專業職級同工互

相交流，有效地按院友實際需要而提供適合的進食器具、

環境設施，有助改善院友的進食情況。治療師能夠與院友

家人、照顧者及前線同工主動溝通，一方面了解院友的個

別情況，亦能對他們的餵食技巧和方法作即時指導。

安老院舍

安老院院長

It's my pleasure to work with the professional speech 
therapists of ENT Laser in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swallowing management to the elderly population! 

顧問醫生

Dr. Wong (ENT Specialis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