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主办两岸沟通障碍学术研讨会报名通知 

各位敬爱的伙伴： 

    溫馨提醒各位报名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在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大楼二楼 201演讲厅召开一年一

度的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主办的会员大会暨两岸沟通障碍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内容是有关各类身

心障碍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语言与沟通或各类特殊教育的教学经验分享、专题演讲、听障教育成

果发表活动、论文宣读等。检附研讨会活动计划书、议程、报名表，届时敬请准时出席开幕式。请点

以下连结网址报名：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4d35cb918ebbd21b。报到时请先签名再领取资料

袋及餐券，中午请凭餐券领取便当。餐券发放时间到 10:40为止，以便统计餐点人数。  

有意入会者，请在年会时缴交报名费。 

研讨会大陆与会者报名联络单位： 106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段 129号 

台湾师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林宝贵教授 

                  电话：886-2-7734-5032   传真：886-2-23415584 

 E-mail：t14011@ntnu.edu.tw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 

                     荣誉理事长 林宝贵敬邀 

                                2019.04.25 

  



2019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年会暨两岸沟通障碍学术研讨会活动计划书 

(一) 、目 的：为提升、推广特殊教育工作人员及家长对语言、沟通障碍教育之专业知能，特举

办本研讨会。 

(二) 、主    题：营造无障碍的沟通环境。 

(三) 、指导单位：教育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 、主办单位：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 

(五) 、协办单位：科林听能复健中心、台北市立启明学校、台北市立启聪学校、 

台北市立启智学校、台北市立文山特教学校、台中市立启聪学校、 

南大附聪学校、台湾师范大学、嘉义大学、台北市龙江扶轮社、 

台湾手语翻译协会。 

(六) 、研讨会日期：2019年 9月 21日（周六）  

(七) 、地    点：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 129号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大楼 201演讲厅 

(八) 、使用语言：华语、手语 

(九) 、会议内容：与身心障碍各类各阶段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沟通有关的教学、研究与

服务，或与特殊教育相关议题均可。 

(十) 、参加人员：语言、沟通、特教领域的相关学者专家、教师、家长、听力师、语言治疗师、手

语翻译员、研究生、身心障碍福利团体代表等 350余人。 

(十一) 、名额分配：1.本地学者专家：自由报名参加，差旅费自理。 

2.大陆学者专家：邀请一位主讲人，其余自由报名参加或发表论文。 

3.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会员自由报名参加。 

4.大学校院特教系/所、特教中心学者及研究生，自由报名参加。 

5.沟通障碍相关专业团体会员自由报名参加。 

6.各特殊教育学校代表。 

7.各类特殊教育班（含资源班、巡回辅导班）代表。 

8.各身心障碍福利团体代表。 

9.各家长团体代表。 

(十二) 、研讨会办理方式： 

         1.专题演讲：预定 2场，每场 1人。 

         2.沟通障碍教学经验分享：预定 2 场，每场 1人。 

         3.听障教育成果发表活动：邀请中。 

         4.论文宣读：预定 6场，每场 6人。 

(十三) 、经费来源： 1.拟向有关单位申请部份经费补助。 

  2.与会人员差旅费请向各服务单位申请。 

(十四) 、报名备忘：1.请各单位给予参加研讨会者公（差）假。 

                   2.请透过以下网络系统回传报名回执。 

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4d35cb918ebbd21b 

                   3.本会将发给交流证书。 

 



 (十五) 、报名费/注册费：报名及注册免费，但大陆团欲参访特殊教育学校或机构时，每人参访每

单位收取 50元新台币。由学会代收转付受访机构或特殊学校作為接待费。 

(十六) 、参加研讨会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 8月 21 日(周三)17:00前 

（请利用 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4d35cb918ebbd21b 线上网路报名或回传参加意愿

调查表回执）。 

(十七) 、研讨会报名： 

         台湾: 621 嘉义县民雄乡文隆村 85号 嘉义大学特殊教育中心林玉霞主任收 

              电话：886-5-2263645    传真：886-5-2266554 

     E-mail：yulin@mail.ncyu.edu.tw     

大陆: 106 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 1段 129 号  台湾师范大学林宝贵教授 收 

              电话：886-2-77345032   传真：886-2-23415584 

     E-mail：t14011@ntnu.edu.tw    

 (十八) 、确认录取日期：报名后随即确认。 

(十九) 、论文发表： 

        1.论文发表收稿截止日期：2019年 8月 12日(周一)17:00前。 

2.论文稿约：稿长以 8000字为原则，每人以一篇为原则，出席发表者酌 

支论文发表费。请以 12号标楷体打字，A4每页 38行， 

寄 E-mail（图文件太大时请附光盘）。 

3.论文投稿地点： 

             台湾: 621 嘉义县民雄乡文隆村 85号 嘉义大学特殊教育中心林玉霞主任收 

                   电话：886-5-2263645           传真：886-5-2266554 

          E-mail：yulin@mail.ncyu.edu.tw     

             大陆:106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 1段 129 号  台湾师范大学林宝贵教授 收 

                   电话：886-2-77345032   传真：886-2-23415584 

                   E-mail：t14011@ntnu.edu.tw 

（二十）、本计划经理监事会议决议后实施。 

 

 

 

 

 

 

 

 

 

 

 

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4d35cb918ebbd21b


2019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主办两岸沟通障碍学术研讨会议程 

一、 会议日期：2019 年 9 月 21日（星期六） 

二、 会议地点：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大楼 201 演讲厅 

三、 会议主题：营造无障碍的沟通环境 

大会议程 2019年 9 月 21 日（教学经验分享） 

时间 活动内容 主持人/主讲人 会场 

7：40-8：30 理监事会议 理事长 
教育大楼 

贵宾室 

8：30-9：00 研讨会报到 总务组 
教育大楼 

二楼走廊 

9：00-9：20 开幕式 
主席致词 

贵宾致词 

林玉霞理事长 

长官、贵宾 

教育大楼 

201演讲厅 

9：20-9：40 

会务报告、提案讨论 

      1.2019 年度工作计划案 

      2.2019 年度经费收支决算案 

      3.2020 年度经费收支预算案 

      4.颁发感谢状  5.临时动议 

       

张淑品秘书长 
教育大楼 

201演讲厅 

9：40-10：20 
专题演讲（一） 

 

主持人：杨丽珍专门委员 

主讲人：申仁洪院长  

10：20-10：35 茶  叙 
 教育大楼 

二楼走廊 

10：35-11：15 
专题演讲（二） 

 

主持人：林坤灿主任 

主讲人：钟莉娟教授  
教育大楼 

201演讲厅 
11：15-12：00 

沟通障碍教学经验分享 

(一)自闭症的沟通问题 

(二)问题行为的沟通问题 

主持人：萧金土教授  

分享人：1.林乃超博士 

 2.林示安组长        

12：00-13：30 午餐、参观书展、辅具展  
博爱楼一楼 

教育大楼 

13：30-13：50 听障教育成果发表活动开幕式 
主持人：锜宝香教授  

致  词：林云彬副总经理   

教育大楼 

201演讲厅 

13：50-16：00 听障教育成果发表会 分享人：成果发表师生 

16：00-16：30 总结、颁奖 
总结：林宝贵教授 

颁奖：科林公司 

16：30-17：00 合照  

  备注：1.两场专题演讲，主持人介绍及结论 5分钟，主讲人每人 35分钟。 

        2.两场沟障经验分享，主持人介绍及结论 5分钟，分享人每人 20分钟。 

       3.每场均严格计时，报告结束前一分钟按一次铃提醒，时间到按二次铃，请报告者准时结束。 

4.第二场成果发表，分享人（含学生表演）每组 15-20 分钟为原则。 

       5.同步听打员：邀请中；手语翻译：陈美琍、戴素美、魏如君、金明兰老师。 

6.成果发表会后，欢迎理监事及大陆贵宾在博爱楼门口合照，合照后请受邀贵宾参加交流晚宴。 

 

 



2019 年 9 月 21 日下午（论文宣读） 

时间 活动内容 会场 

13：00-13：30 研讨会报到 博爱楼川堂 

13：30-15：10 

 

论 

文 

发 

表 

(一) 

一. 主持人 三. 主持人 五.主持人 论文发表会场 

杨炽康主任 朱经明教授 黄玉枝主任 

1.博爱楼 114教室 

3.博爱楼 112教室 

5.博爱楼 113教室 

论文宣读者 论文宣读者 论文宣读者 

1.邀稿中 

2.邀稿中 

3.邀稿中 

4.邀稿中 

5.邀稿中 

6.邀稿中 

13.邀稿中 

14.邀稿中 

15.邀稿中 

16.邀稿中 

17.邀稿中 

18.邀稿中 

25.邀稿中 

26.邀稿中 

27.邀稿中 

28.邀稿中 

29.邀稿中 

30.邀稿中 

15：10-15：20 茶  叙 博爱楼川堂 

15：20-17：00 

 

论 

文 

发 

表 

(二) 

二. 主持人 四. 主持人 六. 主持人 论文发表会场 

李芃娟教授 林秀锦教授 杨雅惠教授 

2.博爱楼 114教室 

4.博爱楼 112教室 

6.博爱楼 113教室 

论文宣读者 论文宣读者 论文宣读者 

7.邀稿中 

8.邀稿中 

9.邀稿中 

10.邀稿中 

11.邀稿中 

12.邀稿中 

19.邀稿中 

20.邀稿中 

21.邀稿中 

22.邀稿中 

23.邀稿中 

24.邀稿中 

31.邀稿中 

32.邀稿中 

33.邀稿中 

34.邀稿中 

35.邀稿中 

36.邀稿中 

     备注：1 论文发表主持人介绍及结论 5分钟，每人报告 15 分钟，其余时间开放讨论。 

                   2.每场均严格计时，报告结束前一分钟按一次铃提醒，时间到按二次铃，请报告者准时结束，以

免影响后面报告者的权益。 

           3.各场次如有报告人缺席，亦无代读者，剩余时间可调整或开放讨论，由主持人决定。 

           4.每一场论文发表都有安排台湾手语翻译员协助手语翻译或口译，欢迎听障朋友参加。 

5.论文发表后，欢迎主持人、报告人及大陆贵宾在博爱楼门口合照。 

           6.合照后请受邀贵宾前往三军军官俱乐部与大陆贵宾交流晚宴。 

 

 

 



 

大陆特教考察团参加意愿调查表回执   

联络人： 106 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段 129号 台湾师大林宝贵教授 

 电话：886-2-7734-5032   传真：886-2-23415584 

E-mail：t14011@ntnu.edu.tw    

                                                                                                

□我愿意参加第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两岸沟通障碍学术研讨会:  

□ 2019 年 9月 21 日上午 专题演讲及教学经验分享 

□ 9月 21日下午    1.听障教育成果发表会（教育大楼）    

□ 9月 21日下午    2.论文宣读（博爱楼） 

 

中  午  餐  点：□荤        □素       □我不用便当 

会  议  手  册：□请准备会议手册       □我不需要会议手册 

论文集(可复选)：□ 书面论文集  □ 书面期刊    □光盘（论文集及期刊）    □我都不需要 

论  文  发  表：□ 我要发表论文   □ 我請人代讀论文   □ 我不发表论文 

参加交流晚宴  ：□ 我要参加交流晚宴  □ 我不参加交流晚宴 

参访特教机构 ： □我要参访特教机构（欲参访者请另回传参访行程表） □我不要参访特教机构   

         

填表人：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会员：  □ 是       □ 否  

服务单位：                            职称：                                     

电话：（公）                            (宅)                               

传真：(公)             (宅)               手机：(必填)                         

e-mail：(必填)                                       

住址：□□□（邮政编码）        县（市）                                        

 

 

 

 

9月 21日下午分两场， 

请任选一场参加 



2019大陆特殊教育考察团预定参访行程表 

备注：1.参访特教学校或机构者，每人每单位酌收接待工作费台币 50元。由沟障学会代收，统筹支 

付各受访单位。 

2.参访时间：上午 9：30-11-30；下午 1：30-3：30。 

3.参访联络人：台湾师范大学林宝贵教授   

Email：t14011@ntnu.edu.tw   电话：886-2-77345032  

住址：106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 1段 129号博爱楼 101研究室 

 

 

 

日期 行程 请勾选参

访单位 

参访

人数 

联络人/ 

联络方式 

第一天 

9/20（周五） 

下午：抵达台北    

第二天 

9/21（周六） 

上午：参加两岸沟通障碍学术研讨会 

下午：参加两岸沟通障碍学术研讨会 

晚上：参加欢迎晚宴 

   

第三天 

9/22（周日） 

上午：参访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學系 

下午：参访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中心 

  

   

第四天 

9/23（周一） 

上午：参访台北市立启聪学校 

下午：参访台北市立文山特殊学校 

   

第五天 

9/24（周二） 

上午：参访台北市西区特教资源中心 

下午：参访台北市中山小学资源班/特教班 

   

第六天 

9/25（周三） 

上午：参访台中市立启聪学校 

下午：与台中市立启聪学校教师座谈  

   

第七天 9/26 

（周四） 

上午：参访彰化师范大学特教系/中心 

下午：参访彰化市大成小学幼儿园特教班 

（彰化市自强路 303号，校长：吴宗达， 

手机：0939-777-123） 

   

第八天 

9/27（周五） 

前往桃园机场，准备赋归    

mailto:t14011@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