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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論文 作者 指導教授 

90 舌根音化異常兒童之音韻處理能力探討 鍾玉梅 張顯達 

91 國語韻母/ㄚ/四種聲調之音響學特性：著重於音

頻、音強，與持續時長實際變化的研究 
吳家蓁 蕭自佑 

91 嗓音衛生教育對改善教師嗓音誤用行為及嗓音特

性之成效 
黃盈翠 盛華 

91 腦幹聽性誘發電位波間潛時延長之語言發展遲緩

兒童其變頻耳聲傳射之對側抑制 
劉樹玉 許權振 

92 3;7至 4;1歲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之母子互動的語

用形態初探 
葉麗莉 錡寶香 

92 聽力正常與高頻感音型聽力損失者噪音情境字詞

聽辨能力之比較 
王秀文 劉殿楨 

92 喉頭遠距鏡檢查聲帶時嗓音及母音特性之聲學分

析研究 
楊政謙 盛華 

92 可用電極數目及位置對於人工耳蝸兒童中文聲調

辨識的影響 
陳曉屏 劉殿楨 

92 改變電刺激速率對於人工電子耳兒童漢語語音及

聲調辨識的影響 
許筱曼 劉殿楨 

93 語言治療師與一般民眾對口吃態度之調查研究 許丹瓊 楊淑蘭 

93 兒童閱讀短文編制與發聲基頻及音強測量 謝依如 盛華 

93 聽障幼兒象徵性遊戲能力與早期語言能力相關性

研究 
李恩佩 張顯達 

93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童聽覺理解能力與語用技能

之研究 
張佳惠 錡寶香 

93 保育員與聽力師執行幼兒純音聽力篩檢 1000與

4000Hz之比較 
李冠儀 楊義良 

93 構音/音韻障礙學童聲韻覺識的表現與其小學一年

級注音符號拼音能力之探討 
顏禎慧 錡寶香 

93 語言樣本的收集與分析：臨床應用可行性的探討 陳秀文 張顯達 

93 巴金森氏病患音量知覺研究 蕭麗君 盛華 

93 母嬰親善醫院中以短暫誘發性耳聲傳射作全面性

新生兒聽力篩檢 
蔡國賢 楊義良 

93 整合性治療模式對成人口吃者療效之研究 曾鳳菊 楊淑蘭 

93 聽能創健之介入年齡對學前聽損兒童之語言理解

與表達能力的影響 
江雅雯 林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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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電誘發腦幹聽性反應和電誘發複合活動電位在核

式 24型人工耳蝸植入兒童電流設定之效益 
羅敦信 許權振 

93 修訂中文兒童口吃嚴重度評估工具 周芳綺 楊淑蘭 

93 放射線治療對鼻咽癌患者舌頭功能與吞嚥功能之

早期效應:初步研究 
張靜文 盛  華 

93 比較人工耳蝸植入者使用以神經遙測反應的電流

圖與行為測量電流圖之中文辨識力 
孫玉生 劉殿楨 

94 口吃與焦慮之間的關係：口吃者在不同說話情境下

的焦慮程度 
林欣瑜 楊淑蘭 

94 漢語情緒聲調的聲學特質 張慧珊 袁志彬 

94 耳鳴與聽覺過敏的中樞神經機制－功能性核磁造

影研究初探 
周寶宣 劉殿楨 

94 早期鑑定與介入療育對聽損兒童語言能力之影響 洪佩文 林鴻清 

94 台灣三至五歲兒童之言語流暢發展－發展中的不

流暢類型 
詹庭芳 

Alex 

Johnson 

94 習語前重度到極重度聽損者聽知覺判斷吸氣位置

之信效度和呼吸群分析 
車微純 

王育才 

 

94 利用超音波影像研究聲帶振動頻率的控制機轉 蕭向鈞 蕭自佑 

94 單耳配戴助聽器後對大腦聽覺皮質的影響在功能

性核磁共振影像的研究 
田輝勣 劉殿楨 

94 台灣地區噪音下漢語語音聽辨測試 黃銘緯 黃麗娜 

94 二至六歲幼兒塞音化音韻歷程 張維珊 童寶娟 

94 失語症病患功能性溝通能力之研究 吳侑璇 盧  璐 

94 助聽器壓縮潛時對於漢語語音和聲調聽辨力的影

響 
曾雪靜 劉殿楨 

94 正常聽能者與感音神經性聽損者之漢語塞音送氣

及構音位置區辨 
莊雅閔 李宗伊 

94 新生兒聽力篩檢中衛生教育的介入對母親焦慮程

度的影響 
王純華 楊義良 

95 Revised Token Test 中文施測測驗指令初探 林亞勳 童寶娟 

95 袋鼠是護理對於極低初生體重早產兒的口腔餵食

能力之影響 
魏貽汶 

盛華 

 

95 用 ZMET隱喻抽取概念探討聽障族群使用網路公開

發表以表達自我概念之心智模式 
林克寰 張裕幸 

95 以修訂之溝通品質量表研究口吃對台灣口吃成人

之影響 洪雅婷 

Alex 

Johnson 

童寶娟 

95 華語圖片命名測驗編制及初步常模建立 池育君 盧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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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語言發展遲緩兒童的詞彙缺陷本質探討 李家汎 陳振宇 

95 學語前聽損且使用人工電子耳之國小兒童的漢語

母音共振峰特性、說話速度和言語清晰度之研究 
莊秀鳳 王育才 

95 老年與年輕男人發聲之聲學及氣動學參數測量與

比較 
陳思妤 盛華 

95 華語單音節字音心理量化函數與同質性分析 曾麗惠 楊順聰 

95 
個別量測真耳耦合器插質與測試音類型對於幼兒

適宜感音及選配法助聽器驗證之影響 
方峻賢 揚義良 

95 
南投地區零至六歲語障兒童父母在語言知識、環境

資源與療育介入需求之探討 
馬嘉宜 童寶娟 

95 
典型發展、特定型語言障礙、唐氏症、與自閉症幼

兒早期溝通行為之比較 
張敬賢 錡寶香 

95 
聽損兒童之聽損察覺、聽損確診、配戴助聽器與語

言創/復健介入等年齡及其間隔之探討 
盧秋利 許權振 

96 
早期單側聲帶閉合肌麻痺患者嗓音治療療效之初

步研究 
高雅娟 盛華 

96 小腦萎縮症患者在閱讀時之說話呼吸型態研究 謝雯華 王育才 

96 
短爆音與滴答音前庭誘發肌電位於正常受試者的

比較 
吳蕙君 李國熙 

96 比較不同群體對人工耳蝸植入術之意見 李明慧 林寶貴 

96 台灣學齡前 3到 6歲兒童構音/音韻發展 卓士傑 童寶娟 

96 聽損耳蝸死區及語音聽辨之相關研究 曾俐敏 李國熙 

96 
溝通品質量表的表現：台灣與美國之比較研究 

楊志翔 
Alex 

Johnson 

96 構音/音韻障礙兒童在非詞複述能力之探討 謝佑姗 錡寶香 

96 舌根化音韻異常兒童介入之語音類化分析 蔡宜霖 童寶娟 

96 
單側傳導性聽力損失患者嗓音環境下語音聽辨研

究 
何俊泓 劉殿楨 

96 
腦性麻痺兒童螢光吞嚥攝影之回朔性研究：初步報

告 
杜琬之 盛華 

96 榮民助聽器使用成效之問卷調查 方郁雯 楊儀良 

96 華語單音節字音語音聽辨之臨床信度研究 吳政融 楊順聰 

96 

以分頻段聽神經複合動作電位與聽性腦幹反應的

潛時值進行梅尼爾症與正常聽耳耳蝸行波傳導時

間之差異分析 

鄭秀蓮 王智弘 

97 語言治療師 AAC知能與臨床應用現況之調查研究 黃郁雁 楊熾康 

97 可接受噪音值與助聽器滿意度關係之探討 吳若琪 楊義良 

97 國小識字能力低落學童在中文「ㄧ般字彙知識」習 陳秀惠 童寶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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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初探 

97  
中耳注射高劑量慶大黴素於美尼爾氏症病患之長

期控制成效探討 
柯懿卿 林鴻清 

97 高功能自閉症學童的對話修補技能之研究 盧佩美 錡寶香 

97 
助聽器方向性麥克風和多頻道噪音抑制結合於噪

音下語音聽辨之效用 
林寬齊 劉殿楨 

97 舌根音化的音韻治療療效探討 李明純 童寶娟 

97 語言發展遲緩兒童之敘事表現 吳璦如 童寶娟 

97 
記憶支持和誘發表達對學齡前特定型語言障礙兒

童快速配對新詞彙之成效探討 
羊蕙君 錡寶香 

97 
探討中度至重度口吃成人流暢閱讀時呼吸群時序

結構 
賴保元 王育才 

97 
初探台灣基層婦產醫療院所施行三種「區域型新生

兒聽力篩檢模式」之特性比較 
賴美杏 林鴻清 

97 
功能性電刺激對於放射線治療後鼻咽癌患者吞嚥

障礙之療效：初步研究 
林沛宏 王亭貴 

97 發展中文成人口吃嚴重度評估工具 莊淳斐 楊淑蘭 

97 
對基層婦產醫療院所推廣新生兒聽力篩檢之成效

探討 
陳怡中 林鴻清 

98 成人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配帶數位助聽器之選配

法目標值比較 

陳雪霞 王智弘 

98 台灣聽力師工作滿意度及相關因素探討 陳岱靈 楊義良 

98 可接受噪音值與助聽器成效之關係 許致偉 徐建業 

98 正常聽覺者聽性腦幹反應及無線聽性腦幹反應閾

值與純音聽閾的比較 

林慧珍 楊義良 

98 職業噪音傷害聽力損失患者於噪音下之漢語語音

聽辨表現 

林燦娟 劉殿楨 

98 失語症多管道篩檢評量工具中文修訂版之研究 曹真 楊熾康 

98 以可接受噪音值探討人工電子耳植入者其接收性

溝通之能力 

張淑儀 林鴻清 

98 一個 Usher氏症候群第二型家族的基因型研究 林美珠 蔡循典 

98 短暫音誘發耳生傳射在早產兒的對側抑制 林雪梅 林鴻清 

98 語言發展遲緩孩童親子共讀之初探：完整閱讀循環

策略 

黃鈺婷 童寶娟 

98 成人男女嗓音聲學及生理學測量研究 陳慧臻 盛華 

98 正常聽力嬰幼兒無線聽性腦幹反應閥值與行為聽

力閥值之比較 

邱秀婷 楊義良 

98 語言發展遲緩學前兒童之雙耳整合於電生理的表 龔碧菁 楊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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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98 舌切除術後的構音及說話清晰度之初步研究 王麗美 童寶娟 

98 學前兒童構詞覺識能力發展初探 艾秀芸 童寶娟 

98 南投偏遠山區學前兒童文體參照策略之介入 許純培 童寶娟 

98 以基頻功率頻譜分析語前聽損者使用助聽器前後

基頻變異 

劉佳林 李國熙 

98 短時間連續白噪音刺激於自主神經的反應 陳美齡 李國熙 

98 有氧運動教練嗓音問題危險因子及其影響之研究 古郁鈴 盛華 

98 刺激音之高原及起落時間對眼球前庭誘發肌電位

的影響 

鄭玉琳 李國熙 

98 唇腭裂幼童舌根音化音韻歷程發展之回溯性研究 郭乃鈺 童寶娟 

98 台灣學童詞彙定義能力的發展 陳貞佑 錡寶香 

99 全喉切除術後嗅覺復健對吞嚥生活品質的成效 黃芝婷 盛華 

99 右腦中風患者之單詞指示性和隱含性語意處理能

力 

陳偉明 盧璐 

99 表音一致性和規則性對中文失讀症患者唸字的影

響 

林郁芬 盧璐 

99 延長言語時長與刻意停頓對痙攣型腦性麻痺兒童

語言清晰度的影響 

張曉涵 劉惠美 

99 使用聲學方式決定習語前重度至極重度聽損者朗

讀時吸氣位置之正確性分析 

黃詩媛 王育才 

99 影響學前聽損兒童詞彙能力相關因素之研究 陳清栩 黃瑞珍 

99 以聲韻處理能力預測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識字能

力 

張旭志 錡寶香 

99 語言治療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研究 張華玉 盧璐 

99 四到六歲兒童敍事能力發展研究 蔡志臻 童寶娟 

99 早期療育中心溝通障礙幼童 AAC服務遞送之行動

研究─以參與模式為例 

王道偉 楊熾康 

99 耳鳴減敏治療對耳鳴患者可接受噪音值之影響 張玉菁 黃啟原 

99 聽力損失病患佩戴助聽器對耳鳴的影響：結果與相

關因素的探討 

吳錡 劉殿楨 

99 老年女性的嗓音老化與身體活動量相關性探討 陳妤仟 盛華 

99 華語綜合失語症測驗編制與初步信效度分析 李瑜真 盧璐 

99 故事地圖策略對提升國小智能障礙兒童口語敍事

表現之探討 

葉芷吟 陳明聰 

99 構音音韻異常兒童的語音聽辨與聲韻覺識能力對

介入成效的影響 

林佳儒 張顯達 

99 兒童語用技巧檢核表編製之初探 許伊婷 黃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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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失智症患者命名能力之相關研究 張愛迪 盧璐 

99 AAC應用於一名中度智能障礙幼童視覺藝術活動

對功能性溝通語彙表達之研究 

朱恩馨 楊熾康 

99 家長訓練方案對提升語言發展遲緩兒童詞彙量之

初探─以南投山區親子為例 

謝玫芳 童寶娟 

99 以聲學分析評估喉部嗆入／吸入之成效初探 張惠雅 童寶娟 

100 氣管造口兒童語言表現之探討 黃竹均 童寶娟 

100 不同噪音遮蔽下的聽覺發聲回饋對母音發聲基頻

變異與共振峰之影響 

李紹瑄 李國熙 

100 「建立與分析」語言刺激策略對國小二年級至四年

級學童的閱讀流暢度成效探討 

李孟洲 童寶娟 

100 慢性中風失語症患者之社會參與研究 林怡君 盧璐 

100 運動狀態及噪音對青年使用隨身聽音量的影響 王備得 徐建業 

100 3-6歲語言障礙兒童 ICF-CY編輯組既問卷制定及

作答分析 

陳欣怡 盧璐 

100 AAC介入方案對國小重度智能障礙兒童語言表達

能力之研究 

許玲甄 楊熾康 

100 台灣新生兒聽力篩檢現況調查報告 陳姿均 林鴻清 

100 腳本治療策略於語言發展遲緩兒童之運用 賴燕姬 童寶娟 

100 台灣學齡兒童與青少年詞彙定義能力發展:口語與

書寫語言的比較 

陳美玲 詹妍玲 

100 聽力損失成人無線聽性腦幹反應與行為閾值之比

較 

劉馥蘋 楊義良 

100 以多面向噪音評估比較使用電子耳與聽力正常學

童的喉部功能和嗓音相關生活品質 

許宏瑋 盛華 

100 有氧運動教練嗓音異常盛行率之研究 顏莉霓 盛華 

100 中文寫字障礙學童之工作記憶能力初探 陳曉依 趙文崇 

100 可預測性繪本教學對國小聽覺障礙學生閱讀理解

的成效 

莊梅君 劉秀丹 

100 唸讀童謠對提升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損兒童聲調

辨識和表達成效之初探 

張素瑩 彭淑貞 

100 年輕與中老年失語症患者功能性溝通需求及表現

之異同:初探 

黃名嘉 盧璐 

100 高頻聽力損失耳鳴患者的殘餘抑制分析 鄧若珍 楊義良 

100 國小一到三年級學童口語及書寫敘事的句型發展

與比較 

蕭振民 童寶娟 

101  強化聲學線索對治療兒童舌根音化歷程之成效 黃雲 童寶娟 

101 探討台灣無喉者復聲協會講習班學員吞嚥問題百 張欣梅 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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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症狀，以及吞嚥問題對其社交活動和社交參

與的影響 

101 學前幼兒口腔輪替任務表現之探討 賴佩汝 童寶娟 

101 鼻咽癌患者經放射線治療後的吞嚥運動療效-初步

探討 

潘筱嵐 童寶娟 

101 華語自閉症青少年聲調與語調的聲學特徵 許家甄 曹峰銘 

101 聽力正常及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者之臺語語音接

收閾值與純音平均閾值的相關性 

賈乃文 楊儀良 

101 以功率頻譜法分析音聲基頻變異與音質聽知覺之

相關 

魏曉涵 蕭自佑 

101 「兒童嗓音障礙指數」量表中文版的信度與效度 凃雯齡 盛華 

101 比較不同助聽器回饋音抑制演算法對回饋音發生

前真耳增益差值之影響 

陳雅娟 林鴻清 

101 視覺線索對語言發展遲緩兒童在重述故事表現之

影響 

陳妍靜 童寶娟 

101 聽障成人和溝通夥伴共同參與聽能復健之效益評

估 

黃慧琪 田輝勣 

101 新生兒聽力篩檢實行於嬰兒室與新生兒中重度中

心比較研究 

陳威伊 林鴻清 

101 睡眠障礙對後半規管良性陣發性姿勢性暈眩使用

耳石復位術後之復發率影響 

劉勻智 林鴻清 

101 頸動脈及脊椎動脈超音波檢查與中老年人聽力之

相關 

桂格 田輝勣 

101 念讀童謠對提升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損兒童聲調

辨識和表達成效之初探 

張素瑩 彭淑貞 

101 年輕與中老年施予鄭患者功能性溝通需求及表現

之異同：初探 

黃名嘉 盧璐 

101 女性有氧運動教練自覺嗓音問題與聲學分析之研

究 

宋韋均 盛華 

101 神經性語障患者於台灣版蒙特利爾認知評估的臨

床表現初探 

林佳蓉 陳雅資 

101 台灣學齡前學習英語為第二外語雙語兒童之詞彙

量及聲韻覺識 

陳貽婷 江璧羽 

101 故事地圖策略對於提升國小智能障礙兒童口語敘

事表現之初探 

葉芷吟 陳明聰 

102 氣切兒童之聲母聲學空間與言語清晰度 劉子禎 童寶娟 

102 台灣成人華語言語清晰度、言語理解度及其效率的

連續性語料分析 

宋淨純 陳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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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敘事凝聚性之探討 張詠潔 童寶娟 

102 家長執行改良式情境教學對自閉症幼兒非語言要

求行為影響之個案研究 

陳家民 錡寶香 

102 三至五歲學前兒童的構詞覺識發展：以複合詞覺識

為例 

劉彦妤 童寶娟 

102 使用食道語及氣動式發聲器之無喉者基頻、說話速

度及言語清晰度研究 

黃惠君 盛華 

102 以年長者聽障問卷-篩檢版得分評估年長者的純音

及語音聽力檢查結果之相關性 

陳建宏 劉殿楨 

102 學前視障兒童口語敘事表現之研究 曾文慧 杞昭安 

102 國小高年級視障兒童寫作連貫之研究 陳錡君 杞昭安 

102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吞嚥問題和抗精神病藥物、認

知功能、運動障礙之相關性研究 

李佩曄 鄭湘君 

王亭貴 

102 傳統吞嚥治療合併遊戲式生物回饋對中風後吞嚥

障礙患者之療效 

王雪珮 王亭貴 

102 配戴助聽器對合併耳鳴之聽力損失患者的改善成

效相關因子探討 

姜可茵 田輝勣 

102 越南藉媽媽之親子對話式閱讀介入成效 吳姵儀 童寶娟 

102 非線性頻率壓縮及非線性高頻壓縮對高頻聽損者

華語語音聽辨之影響 

施婉婷 劉殿楨 

102 學前及學齡兒童的構音、語音知覺、聲韻覺識與中

文識字之關係 

何靜宜 李俊仁 

102 第二型糖尿病罹患時長與聽力損失特徵的關係 王寧襄 楊儀良 

102 成年女性各年齡層嗓音聲學及氣動學分析 莊羽蓁 盛華 

102 腦性麻痺兒童家長處理餵食及吞嚥問題的經驗、情

緒、需求、及知識 

陳愛華 童寶娟 

102 成年女性簡易版華語嗓音障礙指數量表與發聲氣

學分析相關性研究 

宋筱芃 盛華 

102 台灣成人華語字詞清晰度、說話速率、口腔輪替動

作速率與人口學的因子探討 

張雅萍 陳雅資 

103 「預防性吞嚥訓練」對放射線治療後吞嚥功能與吞

嚥生活品質之成效初探 

黃伊柔 童寶娟 

103 幼兒無線聽性腦幹反應閾值與行為閾值之比較 蔡螢芷 楊義良 

103 聽損成人使用非線性頻率壓縮助聽器效益之初探 周育聖 楊義良 

103 融入推論問題於對話式閱讀對學齡前兒童語言能

力之影響 

姚若綺 童寶娟 

103 識字桌遊對學齡前兒童文字萌發之影響 張詩朋 童寶娟 

103 環境印刷文字對華語學齡前兒童文字閱讀之影響 徐雅鈺 童寶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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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聽語與幼教專業人員對繪本適讀性之看法 蔡宜君 詹妍玲 

103 典型發展兒童對詞彙歧義語段之覺察能力 黃鈺婷 詹妍玲 

103 台北都會區女性中小學教師上課後疲勞、溝通生活

品質及嗓音功能探討 

鄧敦弘 盛華 

103 探討使用食道語及氣動式發聲器之無喉者在塞

音、塞擦音之送氣/不送氣之聲學特徵與言語清晰

度的差異及相關性 

李依萱 盛華 

103 偏鄉學齡前兒童對話式閱讀介入成效 許原豪 童寶娟 

103 適應性噪音消除演算法之臨床效益評估 張雅評 張秀雯 

103 文字參照策略對學齡前語言發展遲緩兒童的文字

覺識能力之影響 

吳真鳳 童寶娟 

103 台北市老年人嗓音問題之盛行率與危險因子 黃靜瑤 盛華 

103 嬰兒型龐貝氏症的構音及語音清晰度 曾尹霆 童寶娟 

103 人工耳蝸開啟與關閉後期耳鳴之變化及相關因子

探討 

黃文亭 林鴻清 

104 識字桌遊對學前語言環境刺激不足兒童識字萌發

之成效 

李芝瑩 童寶娟 

104 以嬰兒期短聲誘發聽性腦幹反應推估兒童行為聽

力閾值之相關聯性研究 

吳芳瑋 林鴻清 

104 對話式閱讀對於學齡前語言發展遲緩兒童口語表

達能力的影響 

李晴 童寶娟 

104 成年男性各年齡層嗓音聲學及氣動學分析 王星懿 盛華 

104 台灣版吞嚥障礙生活品質問卷(SWL-QOL Taiwan 

version)之信度與效度分析 

傅之頻 盛華 

104 嗓音功能運動對預防中小學教師嗓音問題之短期

成效 

林秋珍 盛華 

104 學齡前兒童對話式閱讀介入的主動參與度 王麗婷 童寶娟 

104 運用輔助溝通系統與腳本治療方案對改善失語症

成人日常對話成效之研究 

蔡佳恬 楊熾康 

104 台灣典型發展學齡兒童與青少年動詞定義能力的

發展 

李康茹 詹妍玲 

104 變頻耳聲傳射的對側抑制於超高頻聽力閾值異常

之耳鳴患者的研究 

葉文英 王智弘 

104 兒童家庭閱讀環境與語用能力關聯性之初探 周艾蓁 童寶娟 

104 家庭執行聚焦刺激法對提升二-三歲語言發展遲緩

兒童詞彙成效 

陳金蘭 童寶娟 

104 國小視覺障礙學童構音與口腔輪替速率表現之研

究 

范文姬 杞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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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華語嬰幼兒聽覺行為發展量表之編製與應用 潘珍如 張秀雯 

105 國小學習障礙學童在音韻處理、快速唸名及 P300

之表現 

陳寶玉 趙文崇 

105 芳香療法對健康老化吞嚥能力的影響-老鼠的初步

研究 

高瑞筑 陳雅資 

105 二氧化碳雷射顯微手術對男性聲門癌患者嗓音影

響之成效追蹤研究 

張榕恩 盛華 

105 華語音素檢測工具之臨床應用 林郡儀 張秀雯 

105 聽損成人聽性腦幹反應及中潛時反應閾值與純音

聽閾的比較 

王若芷 楊義良 

105 台北市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嗓音問題之盛行率 劉黃芩 盛華 

105 單側感音神經性聽損者之嗓音下華語語句聽辨表

現與自覺聽障程度之相關性 

彭康政 楊義良 

105 學前聽力損失兒童之口語敘事表現：鉅觀結構分析 詹佳穎 詹妍玲 

105 比較聲調與非聲調語言女性之音域圖及氣動學參

數 

李凱珺 盛華 

105 以密集性治療介入偏遠地區學齡前構音/音韻異常

兒童之成效 

許桂菱 童寶娟 

105 內視鏡鼓室成型術 Type I前後之耳道聲場的變化 張琬婷 陳錦國 

105 自閉症類群障礙兒童與一般兒童在不同活動情境

中的溝通修補能力 

高千淑 詹妍玲 

105 唱卡拉 OK對台灣老年男性嗓音聲學、氣動學及生

活品質之影響 

楊涵絜 盛華 

105 京劇旦角小嗓的母音頻譜特徵 路昌容 蔡振家 

105 自閉症類群障礙兒童的可接受嗓音值表現 許井笠 楊義良 

105 不同社經地位家庭執行交談策略之初探 蔡薰儀 童寶娟 

105 改良式語意特徵分析策略於中風後失語症患者命

名困難之成效分析 

陳怡蕙 童寶娟 

105 臺灣版嗓音下漢語語音聽辨測驗與教師報告式量

表的相關性研究 

江尚靈 張秀雯 

105 基於深度卷積式類神經網路之噪音抑制演算法對

聽者的影響 

孫雍蓁 張秀雯 

105 人工電子耳成人植入者聲調與音樂旋律辨識能力

之探討 

傅奕霖 錡寶香 

105 四歲到六歲學齡前兒童舌頭肌肉力量及耐力探討 何明哲 童寶娟 

105 國小學習障礙學童寫字困難之分析 高佩茹 趙文祟 

105 探討國軍高強度噪音場域重砲射擊對人員作業前

後的聽力影響 

洪莉雯 王智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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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雙側不同時人工電子耳的華語語音、語句聽辨表現

和植入時間差之關係初探 

葉怡廷 林鴻清 

105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與正常兒童嗓音特質及用

聲行為之比較 

陳沛昀 盛華 

105 聽損基因檢測對未通過新生兒聽力篩檢複檢新生

兒母親焦慮程度與親職壓力之影響 

葉佳欣 田輝勣 

力博宏 

105 慣用語語音變體的語料分析與其影響因子的探討 葉佳琳 陳雅資 

105 探討語言治療系和護理系學生之嗓音音質 張縵容 盛華 

105 學齡前兒童台灣手語詞彙能力測驗之編製與施測

建議 

陳韻如 陳怡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