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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T-LOUD®/[響亮治療] 治療前病史與言語評估 Initial Assessment [Mandarin Putonghua] 

 
基本資料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 第一次會面日期及時間:____________   

診斷/階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次診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最近一次服藥時間:________________ 最近一次服藥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   

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名稱: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腦神經外科醫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耳鼻喉科醫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理治療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腦神經病學及其他疾病資料: Neurological and Other Medical Information 

您的柏金遜病早期病徵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有沒有任何震顫的情況? 有:____沒有:_____  

如有,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有沒有其他疾病? 有:____沒有:_____  

如有,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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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資料: Medication Information 

您服用的柏金遜病藥物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服用的其他藥物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些藥物在那一方面幫助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服用的柏金遜病藥物有沒有影響你的聲線或說話能力? 有:____沒有:_____  

如有,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有沒有藥物引起的 「開/關」 病徵? 有:____沒有:_____  

如有,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有沒有任何藥物引起的 「不隨意手腳活動」 的情況? 有:____沒有:_____  

如有,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術資料: Surgical Information 

你有沒有曾經接受過神經外科手術或耳鼻喉科手術? 

如有: 手術類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術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術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醫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話能力的狀況: Speech Symptoms  

你以前有沒有曾從事依靠聲線的工作 (例如: 電台廣播，電視／電影演藝，舞台劇，演唱， 

唱歌等)，如有,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什麼時候發現你開始有柏金遜病引起的溝通障礙(例如: 聲線或說話能力有改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現在溝通上的障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主要的溝通障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平日說話(用聲)的情況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一天用多少時間（小時）說話?                                                        

你現在的聲線是否跟平時一樣?                                                

別人會不會叫你重複再講一次?                                                        

在甚麼情況下你特別想別人容易明白你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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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自己說的話有多清楚（百份之幾清楚）?                                          

柏金遜病有沒有令你減少說話?                  減少了多少?                       

為甚麼柏金遜病令你減少說話?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說話的時候會氣喘或者上氣不接下氣?                                         

你有沒有覺得深呼吸對你很困難?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說話的聲調缺乏抑揚 /低沉?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說話的聲線比起未患柏金遜病之前更高音或更低音嗎?                  

                                                                             

你覺得自己說話有走調的情況嗎?                                              

你覺得自己唱歌的聲線有改變嗎?                                                  

你覺得自己的聲線有改變嗎?                                                

如果有，形容下你發覺有什麼改變(提示：聲音沙啞， 粗躁，聲線緊逼還是有呼氣聲….)                                       

                                                                             

你覺不覺得自己的聲線顫抖?                                               

說了一整天後，你會不會覺得自己的聲線很疲勞 ?                                                

你覺不覺得自己的聲線比以前細弱?                                                    

你覺得自己說的話不清楚嗎?                                                   

你覺得說話的速度改變了嗎?                                                      

如果有，是怎樣的改變呀?(提示病人去選擇：快了，慢了，不一定…)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有口吃的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進食時，有沒有試過口腔裏的食物或飲料從你的鼻腔流出來？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說話的時候，音質會過多鼻音或不夠鼻音嗎？________________ 

你曾經接受過言語治療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接受過上次的言語治療之後，你的情況有改善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在那方面有改善？ 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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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嚥狀況  Swallowing Information 

你覺得進食，咀嚼或吞嚥時有困難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 請詳述： (如：食物種類， 困難出現次數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覺得到你的味覺或嗅覺有改變嗎？如有， 是怎樣的改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資料  Employment Information 

你現在還在工作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工作是甚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你形容一下你在工作時說話的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帕金遜病有對你的工作造成影響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怎麼樣的影響?                                                               

 
精神心理狀況  Neuropsychological information 

你覺得你的記憶力有沒有改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記憶力有怎麼樣的改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藥物有沒有影響你的記憶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是怎麼樣的影響?                                                             

帕金遜病在那一方面對你的影響最大?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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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決定‘魔幻/神奇時刻’的問題 Questions to help determine “Magical Calibration Moments” 

溝通的情況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在那個情況下，你想有很好的說話能力?                                               

                                                                             

形容一下這個情況(例如:你會跟誰說話，會說些什麼，會在甚麼時候說？) 

上午                                                                         

                                                                             

下午                                                                         

                                                                             

在甚麼情況下，你會覺得說話最困難?                                               

                                                                             

                                                                             

為甚麼在這個情況下說話特別困難?                                               

                                                                             

 

你想在說話能力上有怎麼樣的改善?                                                 

                                                                            

帕金遜病在那個方面對你最影響最大?                                               

                                                                            

其他意見:                                                                   

                                                                            

                                                                            

                                                                            

你有沒有因為帕金遜病而停止做某些事情(如:工作，義工，休閒活動，運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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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 因為活動困難，還是說話困難?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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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T－LOUD®/響亮治療 測試藍本 Evaluation Protocol 

 
測試一: 持續發 「啊」 音的最長的時間  
Task1: Maximum Duration of Sustained Vowel Phonation 

指示 : 「用你最舒服的音量及聲調發 「啊」 音， 發聲的時間越長越好。」 

評註: 聲量, 音質及持續時間 

記錄: 發聲的持續時間(秒)及聲量（分貝值） 

 
噪音計與測試者嘴唇之間的距離::                                            
 
 發聲持續時間 (秒)                             聲量（分貝值） 
 
1.                                                                            
                 
 
2.                                                                            
                 
 
3.                                                                            
                 
 
4.                                                                            
                 
 
5.                                                                            
                 
 
6.                                                                            
                 
評語： 
 
       平均時間:____   (秒)         時間長短幅度:______  (秒) 

       平均聲量:____  _(分貝)       聲量大小幅度: ________(分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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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二: 基本音調（頻率）的最大幅度 
Task 2: Maximum Fundamental Frequency Range 

 

指示: 「請你發 「啊」 音，聲音愈高愈好。」 

評註: 音調， 聲量及音質 

記錄: 最高的頻率(Hz)及電子調音器所顯示的音符和八度音階 

 
1.  4.  

2.  5.  

3.  6.  

 
最高的音調: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語： 

 

指示: 「請你發 「啊」 音，聲音愈低愈好。」 

評註: 音調， 聲量及音質 

記錄: 最低的頻率(Hz)及電子調音器所顯示的音符和八度音階 

 
1.  4.  

2.  5.  

3.  6.  

 
最低的音調: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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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三: 朗讀文章 (請自由選擇文章，例如「巴巴拉史翠珊」) 
Task 3: Reading of a passage 

指示: 「用你最舒服的音調及聲量朗讀以下的文章。」 

評註: 音調變化、 聲量、音質、構音、時速、韻律及重音  

記錄: 最低的分貝值 

 
噪音計與測試者嘴唇之間的距離::                                            
 

分貝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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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四:  獨白 
Task 4: Conversation Monologue 
指示:  

「請你跟我說一件令你非常高興的事。 請你記起那一刻的感受，盡量投入當時的情緒。 
試一試再經歷你覺得非常開心的事情，想像自己重返那個情境， 像是真的再發生一樣，

感受你當時的情緒。 你可以用一點時間回憶一下， 準備好就告訴我。」 

(當病人準備好) 
「請你用最少 90 秒說出一件令你覺得非常高興的事。」 

評註: 音調變化、 聲量、音質、構音、時速、韻律及重音  

記錄: 分貝值 

 
噪音計與測試者嘴唇之間的距離::                                            
 

分貝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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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五：命名 

Task 5: Generate Words 

做法說明: 「請你在一分鐘之內， 說出各種不同的動物名稱， 說得越多越好。」 

 

評註:音量及可理解度 

記錄:分貝值 

 

噪音計與測試者嘴唇之間的距離:                                                            

 

分貝值 

 
                                                                               
 
                                                                                
 
                                                                               
 
                                                                                
 
                                                                                
 
 
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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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六：口述一個步驟 
Task 6: Describe a Motor Task while completing a Dual Motor Activity 

 

做法說明: 「請你告訴我如何使用櫃員機或是提款機(ATM)提款。 你要假使我在這之前

對櫃員機或是提款機(ATM)提款完全沒有認識的， 你要把所有的步驟非常詳

細地跟我說一遍。」 

同一時間，治療師要要求病人一邊說話一邊完成一項手作活動，例如：把一組螺絲釘跟

螺絲帽組合在一起。或者是叫病人一邊講，一邊連續輕拍自己的大腿。治療

師可以選擇任何令到病人分心的手作活動。這項要求是安排病人同時進行兩

項活動，就是說活和手作的活動。病人需要同時進行口述和手作活動， 不會

因為任何一項而分心停頓。 

 

評註:音量及可理解度 

記錄:分貝值 

 
噪音計與測試者嘴唇之間的距離:                                                             
 
分貝值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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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七：仿說測試 Task 7: Stimulability Testing 
 
做法說明: 用「跟我示範的一模一樣」來提示病人發出越來越大的聲音。 
  
評註: 病人能否增強發聲的力量，音量，音質改變，可理解度和構音清晰度？ 

 
持續發 「啊」 音 Sustained Vowel Phonation “AH” 

 
做法說明:「先深呼吸，之後發「啊」音，要跟我示範的一模一樣大聲」治療師示範越來

越大聲和音質良好的「啊」音。如有需要，幫助病人修正聲線, 如運用推力

來閉合聲帶或把嘴巴張大。 

 

記錄:分貝值 
 
噪音計與測試者嘴唇之間的距離::                                                             
 
 發音持續時間 (秒)                        聲量（分貝值） 
 
1.                                                                            
                 
                                                                             
 
2.                                                                            
                 
                                                                             
 
3.                                                                            
                 
                                                                             
 
病人能否成功改善音量及音質?                                                                  
 
                                                                             
 
那個是最好的發聲方法?                                                                  
 
                                                                             
 
其他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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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的最高和最低音調 Maximum High and Low Phonation 

 
指示： 「請你嘗試發一個最高音的「啊」， 要跟我示範的一模一樣。」 
(治療師示範，如有需要，可協助病人改善發聲,即是運用推力來閉合聲帶或把嘴巴張大。) 
 

評註: 音調， 聲量及音質 

記錄: 最高的頻率及電子調音器所顯示的音符和八度音階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示： 「請你嘗試發一個最低音的 「啊」，要跟我示範的一模一樣。」 
(治療師示範，如有需要，可協助病人改善發聲,即是運用推力來閉合聲帶或把嘴巴張大)  

評註： 音調， 聲量及音質 

記錄： 最高的頻率及電子調音器所顯示的音符和八度音階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最高或最低音時，音質有改變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好的技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重要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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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句子 Functional Phrases 

指示：「請你用大聲／響亮的聲音跟我重複以下的字/語句。」 

評註: 音量，音質及可理解度 

記錄: 分貝值 

(治療師可以為病人選擇更多他/她常用的字/語句。) 

 

噪音計與測試者嘴唇之間的距離::                                                

(普通話詞彙) 

1. 喂？        5. 再見 

2. 是        6. 不好 

3. 我不知道       7. 你好嗎？ 

4. 謝謝        8. 不用客氣 

大聲能否改善可理解度?                                                       

                                                                            

其他重要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資料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安排耳鼻喉科醫生喉頭檢查:                                                                

現在的溝通情況及 LSVT –LOUD®的作用?                                                        

                                                                            

病人對「大聲點」的提示的反應::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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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T-LOUD®/響亮治療 跟進問題 Follow-Up Questions 

基本資料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 第一次會面日期及時間:____________   

診斷/階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次診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最近一次服藥時間:________________ 最近一次服藥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   

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名稱: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腦神經外科醫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耳鼻喉科醫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理治療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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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治療後,可以問以下的問題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an be asked post-treament and in follow-up sessions: 

聲線及說話狀況資料 Voice and Speech Information 

完成治療後, 你覺得聲線和說話有改變嗎?                                                     

                                                                             

如有, 請形容一下這改變                                                                   

                                                                             

其他人有沒有説現在更容易明白你?                                                     

                                                                             

他們説了甚麼?                                                               

                                                                             

其他人會不會叫你重複在講一次?                                                               

                                                                             

其他人會不會很難明白你?                                                     

                                                                             

在甚麼時候你想其他人很容易明白自己說的話?你會怎樣做?                                          

                                                                            

你會多久這樣做一次?                                                        

                                                                            

完成治療後, 你有説更多話嗎?                                                     

                                                                             

多了多少?                                                                    

                                                                             

為甚麼?                                                                     

                                                                            

你覺得自己說的話有百份之幾清楚 (別人明白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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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練習?                                                               

多久練習一次?                                                                 

                                                                            

你練習的時候會做甚麼?                                                          

這樣做有幫助嗎?                                                             

 

吞嚥狀況 Swallowing Information 

你覺得進食， 咀嚼或吞嚥有改變嗎?                                                     

                                                                             

如有,請形容一下                                                                   

                                                                             

健康狀況 Medical Information 

在過去六個月,你有轉變藥物嗎?                                                     

                                                                             

如有,請詳述藥物轉變                                                                   

                                                                             

在過去六個月, 你的帕金遜病有轉變嗎?                                                     

                                                                             

如有,請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