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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中有許多耳熟能詳的故事，例如：創世記中的亞當夏娃、諾亞方舟，出埃及

記中的埃及王子摩西。上述的故事可以在坊間找到許多的讀本、繪本或是影片，在這些

故事中都有兩個跟創業有關的核心價值：「開創新局」以及「勿忘初衷」，這是在創業的

初期以及經營過程中最重要的理念。 

 

 

 

 

 

 

 

 

 

 

初出茅廬的語言治療師大多會選擇在較大規模的醫院就職，期待自己有更多的經驗

累積，直到經驗值累積到一個閾值，多少會萌生想出來闖盪的意念。有些語言治療師因

生活的經濟壓力，選擇以業績導向的醫療院所執業，在每日質與量之間抗衡而產生的兩

難，令人想用力地跳脫這種彈性疲乏的困頓。 

 

日復一日的語言治療師臨床工作中，職業倦怠的低潮，有時說來就來。每天兩點一

線往返家與醫院中，不免會在通勤中思考起自己的人生規劃。如果您也想成立語言治療

所，成為自己的老闆，以下有幾點可以先思考： 

 

一、 裝備自己：通才與專才 

在台灣取得語言治療師證照須通過嚴格的臨床實習以及扎實的理論學習，所以基本

上擁有語言治療師證照代表擁有良好的評估與治療的能力。這些能力在大部分的醫療院

所都夠用，也都能應付絕大多數的個案類型，但在自費市場中會發現，家屬需要的不僅

是通才，更需要專才。 

 

如何成為專才？取得證照只是最基本的資格，在臨床工作中需不斷增進自己的專業

能力，並在提升能力的過程中，可粗略從語言治療的大範疇中找出自己擅長的領域，如：

語言、吞嚥、言語、溝通或輔具。抑或某一些特定醫學診斷的個案，如：腦性麻痺、自

閉症類群障礙、腦中風、聽力障礙...等，上述病症還能依照成因或能力再細分出不同的

特定類型。 

 

接下來對於這些特定類型，不畏懼地大量接案，每週檢討自己的治療策略與目標是

否需要修改，與個案家屬保持良好的關係，保持謙虛的心聆聽家屬的需求，不要害怕被

檢討，應該害怕的是自己無法進步。持續看相關期刊論文，參與各式學會舉辦的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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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作坊，不侷限自己只參加語言治療學公會的課程，才能吸取更多的資訊，去蕪存菁

升級腦中的知識。 

 

在美國聽語學會(ASHA)的網站上，設有特殊領域討論區 SIG (Special Interest 

Group)，共有19個討論區，提供給對某些特定類型個案有高度興趣的語言治療師相關的

期刊，並且提供線上的自我檢核表，評量自己是否有跟上最新的實證研究，不只有季刊，

更會不定期地將期刊集結精選，再附上自我評量測驗。 

 

舉例來說，美國有吞嚥專長認證語言治療師 BCS-C (Board Certified Specialist in 

Swallowing and Swallowing Disorders)，這是一個由美國吞嚥學會 ABSSD (American 

Board of Swallowing and Swallowing Disorder) 提供的認證。如何取得此一認證？首先要

具備CCC-SLP，並且擁有三年以上治療吞嚥障礙病患臨床經驗以及三年內與吞嚥障礙相

關的繼續教育課程認證積分，還有進階吞嚥治療技術的相關文件證明，最後還必須有一

位BCS-C當推薦人。就因為如此嚴格且謹慎的的審核，才能為每位吞嚥障礙個案多一份

把關。除此之外，加拿大聽語學會(SAC)也有專業領域認證(SAC Professional Interests)，

條件是進修特定繼續教育課程達規定的學分數，並提出三年內所有特定繼續教育課程的

文件申請專業領域認證。 

 

 

 

 

 

 

 

 

 

 

 

 

然而，在台灣的醫療環境中，只有醫師、牙醫師和護理師才有專科的考試。醫學系、

牙醫系或護理系畢業，通過國家高考，取得醫師、牙醫師或護理師的證照後，醫師需 PGY 

2 年，再擔任當科住院醫師 3-6 年，最後考部定專科醫師；牙醫師也需 PGY 2 年，再

擔任住院醫師或碩班專訓 3-4 年，再考部定牙醫專科醫師；而護理師則須在當科相關臨

床工作 3 年後，進行專科護理師考試。因此，讓民眾可以依照自己的病症尋找適合的醫

師、牙醫師或護理師。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已經擁有豐富臨床經驗的專科醫師，也會

針對某一特定領域研究，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次專科，例如：小兒神經科醫師鑽研學

習障礙、耳鼻喉科醫師鑽研嗓音障礙、兒童心智科醫師鑽研自閉症類群障礙。當我們與

這些醫師討論起個案時，不只更有共鳴，也能更快找出治療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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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我們台灣的語言治療界也能慢慢朝向這個方向邁進。即便當前在台灣執業之語

言治療師僅約 1200 位，要發展次專業認證的確有難度，但是我們可以督促自己更精進

知能。若要在自費市場中開闢疆土，不僅要是通才，更要成為專才，給自己更鮮明的個

人品牌，裝備屬於自己的專業。 

 

二、 勇敢迎戰：獨資與合資 

創立一家語言治療所所需的文件，除了衛生局的語言治療所得設置標準文件要備齊

之外，還需要申請統一編號編配。另外，視經營的方向而定，有時需發文至社會局簽訂

早期療育特約單位、與衛生局簽立長期照顧特約單位、銀行開公司戶、申請公司戶市內

電話、成立勞健保單位…等繁複的文件來往。 

 

初期投入的資金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所以時常會有治療師找自己熟稔的朋友

合開，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闖蕩是件幸福的事，可以一起決策，彼此協助，發現自己

的盲點。不過就因為感情越濃，於是傷害也越深。仔細分析獨資與合資的優缺點後，再

來決定吧！ 

 

1. 獨資： 

最單純的經營模式。自己就是老闆，可以決定整體的風格，也可以維持同一

個經營理念。在繁複的文件中，全部都僅需一人的證件簽章證明。收入清楚明朗，

稅務單純好計算，不需拆帳討論分紅或員工的工作薪資。行政決策速度快，速戰

速決，適合急性子的治療師。然而，也因缺乏夥伴討論，容易產生決策上的盲點，

此外，行政時間大約會佔掉 50% 的工時，臨床工作僅剩 50% 的工時，因臨床

工作時間被擠壓，收入無法達到預期，故經營的成本壓力增加。若不想減少臨床

的工時，勢必要多出額外的時間處理行政，而犧牲個人或家庭的時間。 

 

建議打算獨資成立的治療師：行政能外派就外派、世界愈快心則慢。 

 

2. 合資： 

最多元的經營模式。兩三個人一起當老闆，或有金主支援。經營的成本壓力

小，行政時間彼此分擔。老闆們分別轉介個案至治療所，初期案源穩定。整體風

格多變，可以因應不同的家屬的要求。決策時，有人可以討論，適合有選擇障礙

的治療師。然而，在繁複的文件中，不僅需要自己的身分證件，還時常需要合夥

人的證件簽章證明。治療所整體收入與個人稅務計算不易，拆帳分紅時容易產生

糾紛。尤其是一部份老闆在治療所中工作，一部份老闆沒有在治療所工作，例如： 

(1) A 在醫院工作或沒有工作， B 在治療所工作。A 轉介個案給 B，B 接

案，然後 A 抽成。 

(2) A、B 老闆都在治療所工作，但是 A、B 的工時總量不同，A 工時 10 小

時，B 工時 40 小時，A、B 依照比例提撥共同基金，A 提撥五千元，

B 提撥二萬。公同基金共二萬五千元，A、B 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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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兩例，推論出 A 才是老闆，不需要進辦公室就可抽成，或工作時數少、

支出少、分紅多；而 B 就只是個高級打工仔，沒有抽成，工作時數長、支出多、分紅

少。於是常見許多公司行號因為合夥而上法庭，公司結束，感情也結束了。合資前練習

換位思考，沒有委屈的合作才能長久。 

 

建議預計合資的治療師們：簽約白紙黑字、溝通有話直說。 

以下是獨資與合資的優缺點列表，提供給還在猶豫不決的治療師們： 

 

獨資 

優點 

經營理念一貫 銀行往來文件單純 收益獨享 

可決定治療所風格 行政決策快速 稅務單純 

缺點 

工作時間增加 行政繁瑣 成本高 

經營壓力大 決策易有盲點 孤單 

 

合資 

優點 

經營風格多元 初期案源穩定 人脈增加 

經營壓力小 行政決策可討論 成本低 

缺點 

經營理念不同 公司往來文件複雜 分紅紛爭 

與合夥人溝通耗時 行政決策慢 稅務計算比例失衡 

 

 獨資 合資 

成本（每人） 多 少 

行政 多 少 

營收 多 少 

決策 快 慢 

 

整題來說，獨資或合資優劣各半，勇敢選擇對於自己人生規劃最合適的方式，就是

最佳方案，無論遇到什麼挑戰，記得無所畏懼朝目標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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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創新局：置產與承租 

當籌備好創業的資金後，下一步是尋找地點，地點的選擇也時常困擾治療師。尤其

是以下幾項： 

 

1. 建築物型態： 

店面、住宅或商辦大樓，都是治療師的選項。店面的優點是醒目與進出便利，

缺點則是偶有路人問路、借錢、借廁所或非法收取保護費，所以這時嚴格的門禁

系統則顯得格外重要。住宅的優點是隱密與親民生活化，缺點則是二樓以上需要

加裝升降裝置、坡道或電梯。商辦大樓的優點是收發方便與消防完備，缺點則是

不夠顯眼，且同樓層出入群體較複雜。 

 

 

 

 

 

 

 

 

 

 

 

 

 

設立語言治療所的建築物使用執照應為「G3類-診所」，可以至地政事務所申

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若是其它類別，也不用擔心，若治療所面積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約 152 坪）則可至相關單位申請「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另，建物之土地使用分區即使用類別也需稍加注意，一般都市用地會顯

示空白，若非都市用地則會顯示類別，若需變更用地使用類別，則非常不建議，

因耗錢又耗時。 

 

2. 裝潢問題 

根據語言治療所的設置標準第 3 條第一項：總樓地板面積二十平方公尺以

上（約 6.05 坪），無論是承租或購屋都不是太大的問題。治療所的空間除了教室

之外，依照法規還需要設有等候的空間以及無障礙廁所。等候的空間隨著教室的

數量多寡而異，教室數量多，代表學生及家屬多，需預留此堂治療課與下堂治療

課家屬的座位，則等候區的空間要增加，留給家屬彼此的私人空間領域。然而，

在一定的室內坪數下，等候區面積大、教室空間就會被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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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語言治療室內環境之背景噪音值低於四十五分貝（dBA），若是在馬

路旁的店面，通常高於四十五分貝，所以在隔間時所使用的結構不得馬虎，需使

用吸音效果優良的材質，隔音效果愈佳，牆面愈厚；教室面積愈小，費用也愈高。 

 

最後，令人燒腦的無障礙廁所的設置規定需要輪椅迴轉直徑 150公分，加上

馬桶與洗手台的空間，故至少需四平方公尺（約 1.2 坪），而大部份的浴廁都不

足 1.2 坪，所以還需要面臨浴廁打掉重練的大工程。 

 

 

 

 

 

 

 

 

 

 

 

 

 

 

 

 

 

依現行法令規定供公眾使用的建築物（五層樓以上之集合住宅即為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裝修就必須申請「室內裝修審查」。五層樓以下但樓地板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約 304 坪）以上的診所空間也屬於供公眾使用；而非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增設2間以上居室造成分間牆變更或增設廁所也仍須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這部分可以委任室內設計公司或建築師事務所辦理。 

 

裝修審查的規定繁複，例如：耐燃材料、綠建材的使用、消防的相關規定或

違建的檢討…等，有些衛生局檢查人員甚至會要求查驗「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合

格證明」，而且依建築法未依規定辦理「室內裝修審查」或裝修未依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者，會處以罰鍰、限期改善或或補辦。 

 

還有，請務必記得在承租前先詢問房東是否允許拆除隔間、裝修浴廁，以及

退租時是否需要恢復原本的裝潢。倘若尋找到的物件，不需要動隔間或拆廁所，

則可以略過一堆繁瑣又花錢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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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的型態影響裝潢的設計甚巨，座落的地段也會影響承租或購屋的費

用，沒有絕對的答案，只能在得與失之間取得相對的平衡。從 0 到 1 最難，密

密麻麻的法規讓人卻步，創業從來就不簡單，被擊敗了再站起來，被卡關了再重

新開機，直到成功開創嶄新的格局。 

 

四、 勿忘初衷：醫療業與服務業 

「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這句話取自 1948 年於瑞士日內瓦

舉行的世界醫學學會—日內瓦大會採用的醫師宣誓誓詞，簡稱「日內瓦宣言」。我國衛福

部陳時中部長於 2017 年也曾說過：「醫療業是服務業。」當時引發許多醫療界人士的反

彈，隨後阿中部長也引用日「內瓦宣言」表明：他能理解醫界部分團體感到專業長期被

壓榨而不滿，因此對服務業一詞有所反感，但現今行業多元，大家都是用自己的專業來

為社會「服務」，職業無貴賤。 

 

我們究竟是醫療業還是服務業？當我們還在醫療院所執業的治療師時，僅需做好自

己專業領域的事項：評估、治療、打病歷、做研究，這是醫療業；當我們成為治療所的

負責人後，更要不停確認：營運方向、成本收支、硬體維護、員工福利、培訓進修、個

案滿意度、持續的個案來源及治療所的名譽，這無疑是服務業。 

 

個案的進步是家屬願意持續帶個案來療育以及治療師保持滿腔熱血的動力之一，而

良好的醫病關係更是不可或缺的動力之一。因為治療所的收費較健保單位高，有時家屬

會因付費者是老大的心態提出「奇特」的請求：隨意調課、遲到加課、同業競價、季繳

折扣、竄改報告、一堂見效、不開口免費…等，讓治療師定格冒汗。與這群家屬溝通時，

最簡易的就是不要溝通。一、直接拒絕，接著他們會開始批評謾罵、造謠中傷；二、直

接答應，接著他們會開始食髓知味、軟土深掘。無論是哪一種，都會面臨經營最不想碰

到的情況。因此，一定要拿出我們語言治療師的強項：「有效溝通」，與這類家屬溝通時，

除了需要極高的情商，還有最重要的是：「同理」。其實我們可以推測家屬的動機，同理

他們的焦急、焦慮以及苦衷，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在對話的過程中，往往可以有效減

緩醫病的對立關係。 

 

其實，我們無需掙扎於醫療業與服務業的思辨泥沼中，但務必隨時提醒自己開業的

起因。創業的過程中，容易迷失自己，忘記自己，弄丟自己，我們總是在尋找平衡，卻

永遠算不出簡單的生活應用題。 

 

品質與案量，家庭與工作，收入與健康，理想與現實，這些不是在天平的兩端，而

是存在於我們創立開業的信念 ，謹記 勿忘初衷。 

 

 

 

http://www.sl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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