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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報名通知 

 

各位敬愛的夥伴： 

    一年一度的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主辦的會員大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將於

本(105)年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二樓 201 演講廳舉

行。研討會的內容是有關各類身心障礙學生的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特教的

教學經驗分享、專題演講、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活動、論文宣讀等。檢附今年的研討會

活動計畫書、議程，屆時敬請本會會員及有興趣的人士踴躍報名參加。 

    各位會員聯絡信箱、聯絡電話、服務單位及職稱如有更動，請隨時來信告知，以

便保持聯繫。 

尚未繳交本年年費的本會會員或有意入會者，請在年會時繳交或利用郵政劃撥。 

    研討會報名聯絡單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黃楨芬老師 收 

  電  話：02-27321104 轉 62150 

  傳  真：02-27369840 

  E-mail：jenfeng@tea.ntue.edu.tw  

 

    學會郵局劃撥帳號：19783401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理事長 黃玉枝 

 2016.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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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活動計畫書 
一、目    的：為提升、推廣特殊教育工作人員及家長對語言、溝通障礙教育之專業知能，特舉 

辦本研討會。 

二、主    題：營造無障礙的溝通環境。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主辦單位：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五、協辦單位：科林聽能復健中心、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中啟聰學校、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臺北市龍江 

扶輪社。 

六、研討會日期：2016 年 9 月 24 日（週六）。 

七、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八、使用語言：華語、手語。 

九、會議內容：與身心障礙各類各階段學生的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有關的教學、研究與服 

務，或與特殊教育相關議題均可。 

十、參加人員：語言、溝通、特教領域的相關學者專家、教師、家長、聽力師、語言治療師、手語 

翻譯員、研究生、身心障礙福利團體代表等 300 餘人。 

十一、名額分配：1.本地學者專家：自由報名參加，差旅費自理。 

2.大陸學者專家：邀請一位主講人，其餘自由報名參加並發表論文。 

3.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會員自由報名參加。 

4.大學校院特教系/所、特教中心學者及研究生，自由報名參加。 

5.溝通障礙相關專業團體會員自由報名參加。 

6.各特殊教育學校代表。 

7.各類特殊教育班（含資源班、融合班）代表。 

8.各身心障礙福利團體代表。 

9.各家長團體代表。 

十二、研討會辦理方式 

         1.專題演講：預定 2場，每場 1人。 

         2.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預定 2 場，每場 1人。 

         3.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活動：預訂 7 組。 

         4.論文宣讀：預定 4-6 場，每場 4-5 人。 

十三、經費來源：1.擬向有關單位申請部份經費補助。 

2.與會人員差旅費請向各服務單位申請。 

十四、報名備忘：1.請各單位給予參加研討會者公（差）假。 

 2.全程參加者發給 8小時研習證明。 

3.按照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十五、報名費/註冊費：免費，出席會議者將提供會議資料（資料袋、會議手冊、論文集或      

光碟、溝障教育半年刊等資料）、餐點，但請回傳報名回條以便準備會議資料及餐

點。 

十六、參加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2016 年 8 月 26 日(週五)17 時前。 

請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 http://www.set.edu.tw/default.asp (研習與資源/教師

研習→大專特教研習→查詢 2016 年 9 月活動)，同時請回傳「參加意願調查表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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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研討會報名暨論文發表徵稿聯絡人： 

          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黃楨芬老師收 

       電話：02-2732-1104 轉 62150 

          傳真：02-27369840   E-mail：jenfeng@tea.ntue.edu.tw  

十八、確認錄取日期：報名後隨即確認。 

十九、研討會論文發表徵稿說明： 

1. 研討會論文截止收稿時間：2016 年 8 月 8 日 (週一)17 時前，截止收稿。 

2. 投稿論文發表稿件：以摘要或全文均可，摘要字數 1000 字以內；全文字數則以 8000 字為原

則，來稿請註明題目、作者、服務單位、關鍵字，每人以兩篇為原則，出席研討會發表論文

者酌支論文發表費。 

3. 格式請用 A4 紙張大小、單欄、內容字體大小為 12 號，每頁 38 行，中文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 字型，請寄 word 檔。 

4. 審查結果：擬於 2016 年 8 月 20 日後通知發表場次、順序、時間。請論文發表者自備      

Powerpoint 檔，當天帶至會場即可。 

     5. 論文投稿者請備妥下列文件 

(1)「投稿作者基本資料表暨授權書」，請至學會網頁 http://www.tcda.org.tw 下載填寫。 

(2)論文全文或摘要 word 檔。欲刊登全文者，請於 8 月 20 日前提供論文全文電子檔，本會

論文集將申請 ISBN。 

        (3)備妥上述文件後，請 E-mail 至黃楨芬老師收(帳號：jenfeng@tea.ntue.edu.tw)，收件

後將於二日內回覆確認，收到稿件即用 E-mail 確認，未收到確認通知者請來電

02-27371183 詢問。  

二十、本計畫經理監事會議決議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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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主辦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議程 

一、 會議日期：2016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二、 會議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三、 會議主題：營造無障礙的溝通環境 

大會議程 2016 年 9 月 24 日（教學經驗分享）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會場 

7：50-8：30 理監事會議 理事長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8：30-9：00 研討會報到 總務組 
教育大樓 

二樓走廊 

9：00-9：20 開幕式 
主席致詞 

貴賓致詞 

黃玉枝理事長 

長官、貴賓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9：20-9：40 

會務報告、提案討論 

      1.2016 年度工作計畫案 

      2.2015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3.2016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4.臨時動議 

      5.頒發感謝狀 

林秀錦秘書長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9：40-10：20 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待聘 

10：20-10：35 茶敘 
 教育大樓 

二樓走廊 

10：35-11：15 
          專題演講（二） 

情緒行為障礙者的語言溝通 

主持人：楊麗珍專門委員 

主講人：胡心慈教授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11：15-12：00 

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 

(一)語言治療組 

 (二)聽能復健組  

主持人：蕭金土學務長  

分享人：張綺芬理事長 

        葉文英副理事長 

12：00-13：30 午餐、參觀書展、助聽輔具展  
博愛樓一樓

教育大樓 

13：30-13：40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活動開幕式 
主持人：錡寶香主任 

致  詞：林雲彬副總經理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13：40-15：50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分享人：成果發表師生 

15：50-16：20 總結、頒獎 
總  結：林寶貴教授 

頒  獎：林雲彬副總經理 

16：20-16：50 合照  

  備註：1.兩場專題演講，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5 分鐘，主講人 35 分鐘。 

        2.第一場經驗分享，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5分鐘，分享人每人 20 分鐘。 

           3.第二場成果發表，分享人（含學生表演）每組 15 分鐘。 

       4.每場均嚴格計時，報告結束前一分鐘按一次鈴提醒，時間到按二次鈴，請報告者準時結束。 

       5.同步字譯：宣崇慧教授；手語翻譯：陳美琍、魏如君、戴素美老師等。 

6.成果發表會後，歡迎理監事及大陸貴賓在博愛樓門口合照，合照後請受邀貴賓參加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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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4 日下午（論文宣讀） 

時間 活動內容 會場 

13：00- 

13：30 
研討會報到 博愛樓川堂 

13：30- 

15：00 

論 

文 

發 

表 

(一) 

一. 主持人 三. 主持人 五.主持人 論文發表會場 

葉宗清校長 林玉霞主任 杞昭安教授 

1.博愛樓 114 教室

3.博愛樓 113 教室

5.博愛樓 115 教室

論文宣讀者 論文宣讀者 論文宣讀者 

1. 邀稿中 

2. 邀稿中 

3. 邀稿中 

4. 邀稿中 

  

9. 邀稿中 

10. 邀稿中 

11. 邀稿中 

12. 邀稿中 

 

17. 邀稿中 

18. 邀稿中 

19. 邀稿中 

20. 邀稿中 

 

15：00- 

15：15 
茶敘 博愛樓川堂 

15：15- 

16：55 

論 

文 

發 

表 

(二) 

二. 主持人 四. 主持人 六. 主持人 論文發表會場 

楊熾康主任 李芃娟主任 邢敏華教授 

2.博愛樓 114 教室

4.博愛樓 113 教室

6.博愛樓 115 教室

論文宣讀者 論文宣讀者 論文宣讀者 

5. 邀稿中 

6. 邀稿中 

 7. 邀稿中 

8. 邀稿中 

 

13. 邀稿中 

14. 邀稿中 

15. 邀稿中 

16. 邀稿中 

 

21. 邀稿中 

22. 邀稿中 

23. 邀稿中 

24. 邀稿中 

 

     備註：1.論文發表每人報告 18-20 分鐘，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5 分鐘，其餘時間開放討論。 

                 2.每場均嚴格計時，報告結束前一分鐘按一次鈴提醒，時間到按二次鈴，請報告者準時 

結束，以免影響後面報告者的權益。 

           3.各場次如有報告人缺席，亦無代讀者，剩餘時間可調整每人報告時間，或開放討論， 

由主持人決定。 

           4.歡迎聽障朋友參加第   場的論文發表，以便安排手語翻譯員協助手語翻譯或口譯。 

5.論文發表後，歡迎主持人、報告人及大陸貴賓在博愛樓門口合照。 

           6.合照後請理監事前往三軍軍官俱樂部與大陸貴賓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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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意願調查表回條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國北教大特教系       

黃楨芬老師  電話：02-27371183 

                 傳真：02-27369840 

   E-mail:jenfeng@tea.ntue.edu.tw 

                                                                                              

□我願意參加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  

□ 2016 年 9 月 24 日上午   專題演講及教學經驗分享 

□ 9 月 24 日下午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 9 月 24 日下午          論文宣讀 

 

中午請準備便當：□葷    □素    □我不用便當 

□請準備會議手冊       □我不需要會議手冊 

論文集(可複選)：□ 紙本論文     □光碟論文      □我都不需要 

                    

填表人：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會員：  □ 是       □ 否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公）                            (宅)                               

傳真：(公)             (宅)               手機：(必填)                         

e-mail：(必填)                                       

住址：□□□（郵遞區號）        縣（市）                                        

 

 

    9 月 24 日下午 

分兩場，請任選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