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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gopedics and Phoniatrics(IALP)是全球最多國家及地

區參與的聽語組織，加入的會員國以及組織最龐大。您是現任第31屆IALP大會主

席，這對於華人來說是非常難得且非常榮譽的，同時想必也背負著重大的責任。請

問您，過去有那些貢獻及殊榮？ 

關於我個人的榮譽，是得到美國語言言語聽力學會(ASHA)給我三個大的榮譽。第一

個是對於多元文化的貢獻，第二個是學會的院士(Fellow)，第三個是學會的最高榮譽 

(Honors)。另外是密西根州立大學及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均頒獎發給我最高教學研究榮譽。 

  

我在IALP作為教育委員會的主席以及被選為理事會的成員及現任的會長職位。在學

術方面，得到美國Council on Exceptional Children(CEC)最佳論文研究獎以及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Quarterly(CDQ)的最高閱讀論文。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各國語言

言語聽力學會頒發的特殊成就獎。 

 

在IALP我也曾擔任教育委員會的主席以及兒童語言委員會的委員，在這期間曾主編

多次刊物(Folia Phoniatrica et Logopedica)，針對語言言語聽力教育上世界性的問題作出討

論。 

 

在美國聽語學會，1995年我提議創辦亞太裔聯盟(API Caucus)。至今有24年的歷史，

每年均在美國聽語學會年會上開會，成員也陸續增

加。我也曾擔任美國聽語學會多元文化委員會的主席

(Multicultural Issues Board)加強學會對於國內少數族

裔的認知。 

 

在加州聽語學會我陳述表達在加州必須要為多語

多元文化人群服務。因此，加州聽語學會建立了多元

文化委員會，並且表彰對多元文化做出貢獻的同業。 

 

關於學術性的著作，中文及英文的書籍一共六

本。關於學刊發表文獻150多篇。書中章節數十本 

（在數十本學術書籍中貢獻了個人的章節）。涉及 

內容，主要是語言，言語，聽力教育，兒童語言發     

展，多元文化多語言評估診斷的課題。                 圖一、中：自閉症兒童； 

                                                          左：媽媽同時也是特教老師； 

                                                          右：劉麗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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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聾人家庭與劉麗容教授(中間) 於美國華盛頓     

  DC合影                                          圖三、劉麗容教授(第一排右)到菲律賓宣講 

 

 

● 台灣如何能取得2019年IALP國際會議主辦國？對亞洲國家的意義？ 

自1980年代，我本人在台灣積極推動IALP這個組織，

台灣也先後有很多的語言言語治療及聽力的從業人員去參

加IALP每三年的年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也是IALP的相關

機構。 2013台灣代表團出席在意大利都靈的IALP國際大

會，與多個國家競爭爭取主辦單位，得到了會員的支持，

被選中為首選。 

 

IALP將近100年來在亞洲地區只主辦過兩次會議，而

亞洲（亞太地區）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因此在台

灣舉辦對亞洲的各個國家是有極大的意義。台灣能夠爭取

到此次主辦主要的原因是準備得相當豐富，同時也積極參

與IALP過去的活動。                                    

                                               圖四、台灣聽力語言學會於2016- 

                                               IALP Ireland設攤，招攬會員參與 

                                                        2019-IALP Taiwan(左-聽語學會學 

                                                        術委員長蕭麗君；右-劉麗容教授) 

 

● IALP與美國聽力語言學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ASHA)有何不同？ 

IALP是國際健康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認可的合作單位，ASHA是

一個美國國家的組織，是單一的美國國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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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LP的起源與發展歷史？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gopedics and Phoniatrics (IALP)是從1924年由一位在奧

地利維也納的Dr. Emil Froeschels開始啟辦，至2024年將會是100周年。除了在二戰期間

外，IALP每三年都會舉辦一個國際性的大會。關於IALP的發展歷史可參照以下網頁：

https://ialpasoc.info/wp-content/uploads/2017/10/history_ialp_24_98.pdf 

 

19世紀時，人們開始研究大腦和語言間的關係，其中以Broca及Wernicke大師最為著

名，而後，對耳朵和聲帶的功能、解剖研究也隨之展開。到了二十世紀初，更多學者開

始致力於語言障礙，當時，IALP創辦先驅Dr. Froeschels在奧地利開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

戰造成的語言病理疾病（腦傷及聲帶損傷）。1924年，他與多位其他專業人員在奧地利維

也納舉辦了第一屆國際大會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opedics and 

Phoniatrics)，儘管當時只有六十多人與會，卻從多個面項（神經病學、心理學、喉科學

和教育學科）討論語言病理學，意義重大。隨後幾年，語暢、失語症、標準化測驗、嗓

音等議題也納入大會討論。接著，IALP第一次跨出奧地利在外舉辦，此布拉格的會議中，

更廣泛的議題如語言遲緩、學校書寫障礙等開始被討論，之後，IALP更納入了聽力、唇

顎裂等障礙討論，出版文章也更加豐富。 

 

後來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IALP面臨了許多困難，會議一度停擺了十多年。然而，

戰爭過後的大會更加蓬勃發展。1980年後，更多地區的委員會(committees)及相關機構

(affiliated societies)陸續加入，以歐洲為中心，像外擴及到亞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

時至今日，IALP仍致力於語言病理相關領域，更新此領域新知，亦推動討論及相關活動。 

 

 

 

 

 

 

 

 

           圖五、第一屆IALP會議。圖片取自Youtube上IALP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XYbAP7Ls&feature=youtu.be 

http://www.sl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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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LP近年來的發展？ 

IALP委員會是由專業人士和科學家所組成的國際組織。IALP近20年來積極推動相關

機構(affiliated societies)設置。相關機構成立的目的為透過國際合作以提升聽語領域內科

學、教育及臨床實務，分享知識訊息，並為做為國際性聽語活動宣導倡議之平台。直至

2019年已有62個相關機構及43個國家地區。相關機構包括學術、研究、服務及學會的性

質。會議的方式有遠程、近程以及地區性的。 

 

國際言語音聲學會(IALP)有14個專業領域委員會，包括失語症(Aphasia)委員會、音

聲(Phoniatrics)委員會、聽力(Audiology)委員會、自閉症(ASD)委員會、輔助溝通系統

(Alternative/Augmentative Communication)委員會、兒童語言(Child Language)委員會、兒

童言語(Child Speech)委員會、顱顏異常與相關症狀(Cranofacial Dsymorphias and Related 

Syndromes)委員會、吞嚥障礙(Dysphagia)委員會、語言言語病理(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委員會、語暢(Fluency)委員會、運動性言

語障礙(Motor Speech Disorders)委員會、多元語言與

多元文化事務(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委員會、與嗓音(Voice)委員會。每一個專業領域委

員會針對其領域互相合作和交流，出版刊物、會議、

討論會及講座豐富擴展科學研究和臨床實務。 

 

以上每一個專業領域在IALP官網上都有詳細

的介紹。這些委員會都會舉辦研討會，譬如2018年

兒童語言研究委員會於8月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辦地

區會議。 

 

● IALP近年來所關注的議題？ 

目前IALP大會的宗旨為：                    圖六、香港教育大學 

(1) 促進每國各年齡人類溝通科學及障礙的診斷、治療、復健/或預防性工作，研究，

教育和培訓的發展和標準化。 

(2) 在國際上提供有關人類溝通科學和障礙的資訊。 

(3) 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交流人類溝通科學和障礙領域最新理論和實踐知識。 

(4) 定期發行本會致力於人類溝通科學及障礙各個方面的國際期刊。 

(5) 與其他人類溝通障礙及科學和專業組織連結，並協助在沒有這種組織的國家建立

此類組織。 

(6) 保持國際對人類溝通科學及障礙領域之專業人員及學者的認知，並認可此為一個

獨特且明確的領域。 

(7) 與教科文組織，兒童基金會和世衛組織等國際組織合作。 

近年來關注的議題請參考網站：https://ialpasoc.info/committees/ 

http://www.sl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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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出身於台灣，同時身為現任的IALP主席，請問您建議主辦國-台灣的聽力師及語

言治療師以什麼樣的態度及想法參與這場盛事？  

臺灣的同仁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和想法來參加這件事情。第一個要以積極的態度

來迎接世界各國的同仁們，有這個積極的態度之外呢，要有開放性的態度，無論是什麼

人來，我們都應該竭誠地歡迎，以最禮貌的態度來接待他們，以禮相待。其次呢，更要

以開懷之心來接受世界各國的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想法，那麼就是第一

個要竭誠地歡迎，熱情地接待，開懷的心情，大家來共襄盛舉。 

 

另外呢，因為這是亞洲這麼多年來第二次主辦學術大會，應該要把亞洲以及所有的

傳統的一些文化找機會展現在這個所有參與者、與會者的面前，應該要盡量的能夠突顯

文化的焦點以及語言的焦點。 

 

第三個部分，要以感恩的心情來處理這件事情，台灣的聽語界的發展是經過大家的

努力，這是大家共同的收穫和成果。如果台灣的各位沒有努力的話，不會有今天的成效。

要以感恩之心感謝所有前輩替我們種下來的重要的結果。現在有收成的機會，大家可以

看到這場盛事。 

 

● 您想要提供的任何寶貴資訊  

這題呢，實際上是一個人生的經歷。我們假如能夠每位都盡量地給予，也就會得到

很大的收穫。以一個非常開放的心情，為全人類做出貢獻。讓人類知道，溝通是人類的

人權，任何的人都應該可以有溝通，凡是有溝通障礙的，我們都應該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去給他們機會，讓他們得到更好生活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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