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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    間：2017 年 3 月 5 日(日)上午 10：00~13：00  

二、地    點：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227 會議室 

三、主    席：黃玉枝理事長                                   記錄：林秀錦 

理    事：林寶貴、杞昭安（請假）、錡寶香、林玉霞(請假)、韓福榮、楊雅惠、蕭金土（請假）、 

李芃娟、胡心慈（請假）、宣崇慧、翁素珍、朱經明、葉宗青(請假)、邢敏華（請假） 

監    事：蘇芳柳、楊熾康（請假）、林雲彬、謝榮懋(請假)、王莉如 

列席人員：林秀錦、張淑品、王美芳、陳惠珍、黃妍妮 

四、主席報告：  

1.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捐款名冊、收入及支出財務報表 (2016/01/01-12/30 如附件一)。 

2. 本次會議請推舉 2017 年會籌備工作小組委員，再麻煩這些委員協助籌備今年兩岸研討會事

宜。 

3. 非常感謝胡心慈理事幫忙登記今年溝障研討會教育大樓二樓的會場，待今天理監事會議確定

研討會議程後，將對學會會員及過去常出席的國內外單位發佈今年溝障研討會的訊息。 

4. 學會溝通障礙期刊第三卷第一期紙本將出刊，感謝理監事們的協助，請理監事或邀請研究生

踴躍賜稿，以增稿源。 

5. 感謝理監事們及很多特殊學校、特教中心協助辦理 2016 年 9、11 月廣東省特殊教育校長團來

台培訓及參訪事宜。 

 

五、林榮譽理事長報告： 

    1.  去年研討會後我代表學會出席王阿勉會員畫展，出席雅文聽障兒童文教基金會 20 週年慶， 

        出席科林聽語服務成果發表會，台北啟明學校 99 週年校慶因當時身體不適未代表出席，只

送盆栽。中聰改為台中市立，去年 60 週年慶只為他們特刊寫賀稿。2/5 與陳美琍、魏如君

老師去林口長庚醫院探望賴銘輝老師。 

    2.  今年廣州市慧雅特殊兒童潛能開發訓練指導中心，又將於 6/9-11 在廣州舉行第二屆學前教

育及第三屆特教論壇。盧總已邀請我們學會像去年一樣合辦特教論壇，今年的主題是融合教

育的繼續發展，只邀請個人開幕式致詞，宋秉錕主任主講輔具的教學與評估。當然也會送我

們學會一個展覽攤位，並邀請幾位學者專家代表出席。今天會後，要發通知給有興趣參展單

位寄出版品目錄或簡介來，4/20 前就要寄水陸去才來得及。已設計好學會參展攤位的展板。

若各單位有出版品、目錄、或簡介，請於 4/15 前郵寄屏東大學特教中心（地址：900 屏東

市民生路 4-18 號）黃玉枝主任彙整後，寄往廣州。簡介或目錄每單位 30 份，教材教具一份。

地址： 

    3.  2011-2014 我請楊雅惠理事幫忙申請的大學校院手語教材編輯專案，最後一年編了初階手語

理解能力測驗，成果繳交教育部後，往年教育部會委託台師大特教中心管理與借用，今年因

人事異動教育部未委託特教中心印製，我覺得辛辛苦苦編了一年的測驗不印、不推廣太可惜，

經與雅惠及玉枝討論後，決定由學會印製贈送有關教學單位。需要者可索取。 

    4.  去年 10/15 日，60 多位手語小組委員、彰師大、台師大校友在兄弟飯店聚餐，會中我建議

應繼續研究手語或成立手語翻譯協會，會後幾位熱心手語人士已開始籌備，3/18 手語翻譯

協會即將成立大會，有興趣者 3/18 下午一時可到北聰參加大會或報名會員。請在我們學會

網站也公布此消息。 

    5.  自從手語專案結束後，我請的義工交通補助費，就由我個人負擔，2014 年 12 月起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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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止，共支付了 170，777 元(附件七)，今年一月開始可否由學會支付？（同意） 

    6.  去年一年國北黃楨芬及游適芬老師幫忙學會的會務，但她們兩位過年前已請辭會務，麻煩楨

芬老師把她經手的申請經費公文、表格、會員及捐款名冊等資料，影印或寄電子檔給我或理

事長一份，以便延續後面的工作。以後有事聯繫，或有資料要上傳學會網站，只好請理事長

或秘書長多偏勞了！ 

    7.  本年 2月 1日聽語學會葉文英副理事長來函，請本會支持 2019 在台灣主辦的 IALP 會議。 

    8.  去年研討會後編印的成果專輯、科林公司印製的聽障教育成果光碟、手語理解能力測驗光碟

等，需要者請索取。成果專輯內容已上傳學會網站及两岸特殊教育群雲端上，雲端網站搜索

群组号（373113510）。 

    9.  去年研討會論文集及光碟還剩很多，你們的研究生有需要者可索取。 

   10.  5 月底前請記得申報所得稅。 

   11.  4 月 29 日北聰 100 週年校慶，請秀錦秘書長訂祝賀盆景。 

   12.  每年研討會下午的會場都借用台灣師大特教系場地，今年將台師大特教系及屏東大學特教中

心列為協辦單位。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2017 年會的活動計畫、議程草案，如附件二，請討論。 

決  議：1. 有關大陸專題演講人預訂邀請： 盧偉滔主任。                   

2. 今年年會仍擬辦理論文發表，請推薦論文審查委員名單：林寶貴老師、宣崇慧老師、

楊雅惠老師、翁素珍老師、蘇芳柳老師、韓福榮老師。如為碩博士論文則不再送審，指

導教授為當然審查委員。 

3. 請推薦研討會各場主持人、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人 ：  第一場主持人:林坤燦主任。

第二場主持人:台北市教育局曾燦金局長或楊麗珍專委。教學經驗分享主持人:張昇鵬教

授或陳心怡主任。教學經驗分享人:廖女喬老師、廖芳玫老師(附件二)。                   

        4. 本年年會擬頒贈感謝狀給陳韋安同學,以感謝他提供個人畫作為學會半年刊封面。 

        5. 請問科林公司今年是否繼續辦理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活動內容是否比照去年？比照

去年活動辦法及內容（請參閱附件三）。主持人邀請錡寶香教授擔任，活動聯絡人改由

陳惠珍小姐負責。         

        6.今年擬邀請協辦單位：邀請台師大、屏東大學，負責籌備單位：請台北市的理監事擔 

任，接待的單位：仍請北聰繼續協助。         

7.本年研討會論文集及半年刊仍擬申請 ISBN 編號，研討會報名方式除可向學會報名外， 

亦可在教育部全國特殊教育通報網上報名，煩請理事長或秘書長負責申請和上網。 

 

提案二：各分組工作項目及負責人，請討論。 

說  明：今年各分組工作項目及負責人，請參考附件四。 

決  議：1.「溝通障礙教育期刊」論文審查委員是去年推舉的，任期三年，委員名單如下:黃玉枝、 

林秀錦、杞昭安、林玉霞、錡寶香、楊熾康、韓福榮、蘇芳柳。 

2.年會分組工作項目及負責人，請參見附件四。 

 

  提案三：本年年會活動如何籌措經費，請討論。 

  決  議：1.大陸專題演講人旅費由學會負擔。 

          2.交流晚宴仍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一桌預訂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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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便當(訂隨意小吃便當)、點心(訂早上 1萬 5千元)、工作人員工作費、會場佈置、雜支 

等費用比照往年由學會負擔。 

4.今年仍擬向台北市教育局及教育部國際兩岸教育司、國前署申申請經費補助，煩請理事 

長及秘書長負責申請。 

          5.請不要再讓楊麗珍專委捐款了。 

 

  提案四：本會第五屆新入會員名冊，提請同意備查。 

  說  明：詳見附件六。 

  決  議：同意通過。 

 

提案五：可否邀請手語翻譯協會成為本會協辦單位？或兩會互為團體會員？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3/18 手語翻譯協會將成立大會，擬邀請手語翻譯協會成為本會協辦單位，兩會並互為團

體會員。 

 

提案六：學會還有很多資料借用杞昭安前理事長的實驗室存放，如何處理？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超過十年的原始憑證、帳冊、領據等資料可銷毀，重要文件及資料則保存。 

 

提案七：請討論學會半年刊組織章程和徵稿辦法修正案。 

說  明：1. 章程及辦法詳見附件八。 

2. 為擴徵稿源，請理監事們分別協助提供稿件。 

決  議：1.將溝通障礙教育半年刊改為年刊，每年三月出版，目前正在申請 ISSN。 

        2.「溝通障礙教育期刊」目前暫時發行紙本期刊，未來擬以電子期刊方式發行。 

 

提案八：下次理監事會議時間、地點，請討論。 

說  明：是否依循往例，年會當天開幕式前在會場貴賓室，先行召開理監事會議？ 

決  議：9/23 上午 7點 40 分召開理監事會議。 

  

提案九：2017 年會第一次籌備工作小組會議時間、地點、出席人員，請討論。 

決  議：1.時間:6 月 24 日(六)上午 10 點 

        2.地點:國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3.出席人員: 林寶貴、黃玉枝、杞昭安、錡寶香、韓福榮、楊雅惠、胡心慈、葉宗青、 

蘇芳柳、林雲彬、謝榮懋、王莉如、林秀錦、張淑品、陳惠珍 

七、臨時動議： 

           1.主持人、演講人、分享人的邀請函由會務人員負責發出，盧偉滔主任和曾燦金局長則

請林寶貴老師協助聯繫。 

           2.兩岸研討會均向秘書長報名，若有大陸人員與寶貴老師聯繫，再請老師將聯繫資料轉

給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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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2016 年 收入及支出財務報表 
（2016/01/01  -  2016/12/30） 

項目 
收入與支出金額 

收支內容 
收入 支出 餘額 

2015 年餘額  1,231,190  

2016：會費收入 26,200 會員年費收入 

  捐款收入 500,000 見後附捐款芳名 

  補助收入 178,000 教育部及北市教育局 

  利息收入 2,344 郵局利息 

  其他收入 0   

2016 收入總額 706,544   

      

2016 人事費  223,760
研討會出席、工作費、主持等相關費用、

工讀費、審稿費 

  業務費   129,474   交流晚宴、會議便當、盆花、文具 

  印刷費  97,090   論文集、手冊、光碟、成果專輯 

    郵電費  13,704   專線電話費、郵寄資料費 

  差旅費  42,150   理監事交通費、研討會交通費 

  其他支出  13,760   慶賀盆栽費 

  雜費  6,381     

2016 支出總額 526,319   

2017/01/01 為止餘額 1,411,415
定存 1,000,000+劃撥 62,191

+存簿 336,751+零用金 12,473

會計：黃楨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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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捐款芳名 (2016/01/01-12/30)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蘇芳柳 2,000 華南師大報名費 46,000 

錡寶香 2,000 楊麗珍 3,000 

陳  旻 3,000 陳純惠 1,000 

胡心慈 1,000     合計           500，000

黃玉枝 18,900   

蕭金土 4,500   

邢敏華 1,000   

呂淑美 10,000   

盧偉滔 
人民幣 3,415 

(義工交通補助費） 

  

杞昭安 5,000   

黃楨芬 1,000   

宋金滿 15,000   

宋秉錕 10,000   

王添成 200,000   

郭良慧  2,000   

林寶貴 86,900   

林秀錦 7,000   

葉宗青 10,000   

林雲彬 2,000   

詹雅靜 6,000   

王阿勉 6,000   

文山特教學校 10,000   

戴素美 4,000   

科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8,000   

蔡明蒼 10,000   

心理出版社 5,000   

李淑惠 1,000   

楊雅惠 2,700   

李芃娟 4,000   

宣崇慧 2,000   

楊熾康 2,000   

陳美琍 2,000   

朱經明 2,000   

華南師大借用場地 4,000   

會計：黃楨芬        製表：林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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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2017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暨兩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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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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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啟明學校、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台北市立啟智學校、台北市立文山特教學校、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南大附聰學校、台北教大特教系、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台師大特教系、屏大特教中心、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六) 、研討會日期：2017 年 9 月 23 日（週六）  

(七) 、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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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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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輔導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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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臨床專業分享：預定 2 場，每場 1 人。 

         3.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活動：預訂 8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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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論文宣讀：預定 6 場，每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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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5 日(週五)17:00 前（請以 

E-mail 回傳報名回條）。 

(十七) 、研討會報名：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  台北教育大學林秀錦教授 收 

         電話：02-27371183   傳真：02-27369840 

E-mail：tcda2003@gmail.com   QQ 信箱:goutong2003@qq.com 

 

(十八) 、確認錄取日期：報名後隨即確認。 

(十九) 、論文發表： 

        1.論文收稿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07 日(週一)17:00 前。 

2.論文稿約：稿長以 8000 字為原則，每人以一篇為原則，出席發表者酌 

支論文發表費。請以 12 號標楷體打字，A4 每頁 38 行， 

寄 E-mail（圖檔太大時請附光碟）。 

3.論文投稿地點：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  台北教育大學林秀錦教授 收 

         電話：02-27371183            傳真：02-27369840 

E-mail：tcda2003@gmail.com   QQ 信箱:goutong2003@qq.com 

（二十）、本計畫經理監事會議決議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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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 2017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主辦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議程 

一、 會議日期：2017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 

二、 會議地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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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23 日（教學經驗分享）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會場 

7：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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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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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9：50 

會務報告、提案討論 

      1.2017 年度工作計畫案 

      2.2016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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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10：30 
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 林坤燦主任 

主講人： 盧偉滔主任 

10：30-10：45 茶敘 
 教育大樓 

二樓走廊 

10：45-11：25 
          專題演講（二） 

 

主持人：曾燦金局長/楊麗珍專委 

主講人：宣崇慧教授 
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11：25-12：10 

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 

(一)  

(二)  

主持人：張昇鵬主任 

分享人：廖女喬老師 

        廖芳玫老師 

12：10-13：40 午餐、參觀書展、助聽輔具展  
博愛樓一樓

教育大樓 

13：4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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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16：00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分享人：成果發表師生 

16：00-16：30 總結、頒獎 
總結：林寶貴教授 

頒獎：林雲彬副總經理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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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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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第二場成果發表，分享人（含學生表演）每組 15 分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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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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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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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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論 

文 

發 

表 

(一) 

一. 主持人 三. 主持人 五.主持人 論文發表會場 

李芃娟 朱經明 胡心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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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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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 
茶敘 博愛樓川堂 

15：25- 

17：05 

論 

文 

發 

表 

(二) 

二. 主持人 四. 主持人 六. 主持人 論文發表會場 

林玉霞 楊熾康 杞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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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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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論文發表每人報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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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時間可調整或開放討論， 

由主持人決定。 

           4.歡迎聽障朋友參加第三、第四場的論文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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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與會者填寫） 

 

聯絡人：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  台北教育大學林秀錦教授 

  電話：02-27371183   傳真：02-27369840 

E-mail：tcda2003@gmail.com   QQ 信箱:goutong2003@qq.com 

                                                                                              

□我願意參加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  

□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午   專題演講及教學經驗分享 

□ 9 月 23 日下午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 9 月 23 日下午          論文宣讀 

 

中  午  餐  點：□葷        □素       □我不用便當 

會  議  手  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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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光盤    □我都不需要 

交  流  晚  宴：□我願意參加交流晚宴         □不克參加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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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下午 

分兩場，請任選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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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意願調查表回條  (台灣與會者填寫) 

 

聯絡人：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 台北教育大學林秀錦教授 

         電話：02-27371183   傳真：02-27369840 

E-mail：tcda2003@gmail.com   QQ 信箱:goutong2003@qq.com 

                                    

□我願意參加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  

□ 2017 年 9 月 23 日上午   專題演講及教學經驗分享 

□ 9 月 23 日下午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 9 月 23 日下午          論文宣讀 

 

中  午  餐  點：□葷        □素       □我不用便當 

會  議  手  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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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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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下午 

分兩場，請任選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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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稿約  

 

投稿作者基本資料表 
作者姓名 

(通訊作者請註記) 

 

題    目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機關或 

就讀學校及系所 
 職稱  

聯絡地址 
 
 

電話(日)  
電話(夜)  

行動電話  
傳   真  

通訊作者 E-mail 
 
 

當日是否參加研

討會 
□親自宣讀   □他人代讀        □不宣讀  

午餐需求 □素食       □葷食   □不需準備  
 

是否需要會議資料 □會議手冊  □論文集  □光碟/光盤 （可複選） 

以上投稿之稿件，內容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如有不實而致使 貴會違反著作權或引起糾

紛，本人願付一切法律責任。 

 

作者簽章：                               2017 年     月      日 

備  註 
聯絡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E-Mail：                    ，聯絡電話： 

附註：本著作如有兩位以上之作者，請一位作者代表填寫本報名表。 

         

 



P.13 

授  權  書 

 

 

□同意 
□不同意 授權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及 台灣國家圖書館 將本人於《2017 兩岸溝

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所發表之著作，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電子出版品方

式發行，例如：以光碟/光盤型式發行、或與電腦網路連結、數位化等各種方式，提供

線上檢索、閱讀、複印等，供學術研究目的相關之公開利用。 

                     

*立授權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唯本授權書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

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視為本人同意授權) 

立授權書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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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17 年度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活動計畫 

一、 目的： 

1.關懷聽障學子，增進聽障教育界相互教學觀摩與交流的機會，藉以提升啟聰教育教學品質。 

2.喚起社會與政府對聽障教育的重視，增進特教資源，為聽障學子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三、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振興醫院聽覺醫學中心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

聲暉聯合會、台北市立啟聰學校、科林聽能復健中心、台北市雙蓮國小 

四、 成果發表內容：學前至大專各教育階段之聽障融合教育成效、聽覺口語法教學、多元智慧教學、

學科/職能培育或各項才藝演示及社會福利推動成果均可。 

五、 成果發表邀請對象： 

1.由主協辦單位各提供一項年度成果代表觀摩節目，於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中發表，發

表時間每組15分鐘左右。  

2.所有發表單位請於2017年8月24日（四）前提供表演流程，以便主辦單位製作當日流程表，並

準備所需使用器材。  

六、 成果發表時間： 

2017 年 9 月 23 日（週六）下午 13:40 起 

七、 成果發表獎勵： 

凡參與成果發表的單位/團隊，均提供 5000 元車馬補助費、感謝狀及成果發表當日之錄影 DVD

乙份。 

八、 活動聯絡人：科林助聽器公司 陳惠珍專員 

電話：（02）8921 8578 分機 264 

傳真：（02）8921 2886 

Email：sharon@clinico.com.tw 

九、 成果發表說明（電子檔，可於活動網頁內下載— http://www.ear.com.tw/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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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活動計畫 

 成果發表資料                                     填表日期：2017 年   月   日 

發表單位  

連絡人  職稱  

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 

 

成果發表主題  

成果發表類別 □手語 □聽覺口語教學 □多元智慧教學  □音樂  □美術 

□戲劇 □舞蹈 □特殊才藝 □學科教學 □其他：            

成果發表簡介 

（呈現方式、理念） 

 

指導教師  

學生姓名  人數：        人 

學生教育階段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學生配戴助聽輔具 □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以上皆有  □皆無 

師生主要溝通方式 □口語  □手語  □唇語  □筆談  □綜合溝通 

備註 
 

 

 

 

 

 

 

 

 

 

 

 煩擬電子檔 E-mail 至 teacher@clinico.com.tw，謝謝合作！（2017/8/24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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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017 研討會籌備工作分工表 

組別 工作內容 負責人 

秘書組 統籌/規劃研討會事務、籌措經費、寄發大陸邀請函、簽證文件、協調/聯繫參訪

單位、邀請主持人/演講人/報告人、編輯各項會議資料等 

林寶貴 

申請經費/聽打員、準備各項會議資料、寄發會員、理監事會議、籌備會議開會

通知、公文、會議記錄、負責台灣地區報名/投稿事宜等、 

黃玉枝、林秀錦 

主持年會/理監事會議/籌備會議、維護學會網路、編輯半年刊等 黃玉枝、林秀錦 

裝/發資料袋（會議手冊、論文集、光碟、研習條、感謝狀） 北聰、科林 

報到（簽到、領資料袋） 北聰、科林 

準備會議手冊、論文集、光碟、研習條、感謝狀、證書、簽到表等原稿及格式 林寶貴 

印製研習條、感謝狀、證書、簽到表、廚餘、分類海報等 北聰 

印製會議手冊、論文集、光碟、成果專輯 廠商 

議事組 研討會開幕式、各場議程司儀、會務報告、籌備會議記錄 林秀錦 

開幕式及上午議程錄影、下午拍照/錄影 北聰、科林 

上/下午各場專題演講、經驗分享、論文宣讀計時、拍照 北聰 

安排各場手語翻譯（上午/下午） 林寶貴 

接待組 佈置會場（製作/張貼會場海報、紅布條、盆花、主持人/報告人立牌、桌椅、紙

杯、飲料、餐巾、桌巾等） 

江德仁、北聰 

發餐券 李淑惠 

發便當/點心、招待長官、貴賓 北聰 

會場內外茶水、紙杯、飲料補充 北聰、科林 

會場引導、維持秩序 北聰、科林 

安排長官/貴賓、手語翻譯員、聽打員、聽障人士、與會人員座位 北聰 

連絡、接待長官、外賓、參訪學校 林寶貴、黃玉枝 

負責外賓機場接送、住宿、參訪、旅遊交通 旅行社 

總務組 準備、支付主持費、演講費、經驗分享費、論文報告/撰稿費、工作費、手譯/字

譯費、評審費、交通費、印刷費、餐點、場地、佈置等費用 

黃玉枝、林秀錦 

墊付及核銷經費 林寶貴、黃玉枝、 

林秀錦 

收費（入會費、年費、捐款等） 黃玉枝、林秀錦 

訂便當、點心、場地、盆花、借桌巾、海報板、茶桶、申請ISBN、教育部特教通

報網上傳/認證 

林寶貴、黃玉枝、 

林秀錦 

聽障組 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科林 

論文審查 林寶貴老師、宣崇慧老師、楊雅惠老師、翁素珍老師、蘇芳柳老師、韓福榮老師。      

年刊審查 黃玉枝、林秀錦、杞昭安、林玉霞、錡寶香、楊熾康、韓福榮、蘇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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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2016 年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實支經費一覽表 

項目 金額 

1. 雜支  45

2. 盆花 2500

3. 郵資 260

4. 論文、會議手冊、成果專輯印刷費及稅金  92890

5. 光碟製作 3750

6. 晚宴紅酒飲料文具等 6589

7. 伴手禮 3000

8. 理監事/北聰/科林早點  1335

9.午餐便當 20000

10.點心費  18000

11.影印 450

12.電話卡 1200

13.晚宴 61700

14.人事費 
(含交通費 20600 元、出席/致詞費 20000 元、工作費 40000 元、

手譯費 12000 元、主持/指導費 28000 元、宣讀/報告費 35000

元、審查費 4700 元、經驗分享 4000 元、專題演講費 6000 元)

170300

林寶貴經手支出總額 382,019

科林贊助經費 189,000

總支出 571,019

    2016/09/24 當日收入 

收入項目 金額 

教育部補助款 40,000 

教育局補助款 138,000 

王添成捐款 200,000 

會員捐款 105,300 

會員會費 14,200 

總計 497,500 

       會計：黃楨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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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016 年新申請入會會員名冊 

編號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 / 傳真   E-MAIL 手機 聯絡地址 

119 鍾儀潔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系 
助理教授

yichieh@mail.ntpu.edu.tw 

08-7663800#31156 

06-2735736 

900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台南市永康區西灣里 46

鄰永華路 273 巷 43 號 

120 陳晴惠 大仁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pf.piano@gmail.com 

0920-269-991 

907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

20 號 

121 祁偉廉 大仁科技大學 副教授 

chiita.tw@gmail.com 

08-7624002#2805 

0922-925-602 

907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

20 號 

122 洪瑛禧 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教師 

jancy0057@gmail.com 

0918-339-719 

02-25924446   02-29908055

103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

路三段 320 號 

 

 

 

 

 

 

 

 

 

 

  



P.19 

附件七：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林老師支付義工交通補助費明細表 

補助金額：1. 2016/9 月以前交通補助費每小時 120 元。 
            2. 2016/ 10-12 月以後交通補助費每小時 130 元。 

姓名 實際時數 實付金額 小計 

蔡美郁 1 月 12 小時 1440 元  

2 月 8 小時 960 元  

3 月 6 小時 720 元  

4 月 10 小時 1200 元  

5 月 9.5 小時 1140 元  

6 月 6 小時 720 元  

7 月 14 小時 1680 元  

8 月 8 小時 960 元  

9 月 12 小時 1440 元  

10 月 12 小時 1560 元  

11 月 11 小時 1430 元  

12 月 9 小時 1170 元 14120 元 

陳玄惠 1 月 10 小時 1200 元 1200 元 

馮仲凱 1 月 4 小時 480 元  

2 月 17 小時 2040 元  

6 月 2.5 小時 300 元  

7 月 8 小時 960 元  

8 月 17 小時 2040 元  

9 月 7 小時 840 元  

10 月 3 小時 390 元 7050 元 

宋金滿 1 月 11 小時 1320 元  

2 月 7 小時 840 元  

3 月 17 小時 2040 元  

4 月 11 小時 1320 元  

5 月 11 小時 1320 元  

6 月 11 小時 1320 元  

8 月 6 小時 720 元  

9 月 10 小時 1200 元  

10 月 6 小時 780 元  

11 月 11 小時 14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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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 12 月 8 小時 1040 元 13360 元 

吳秋南 2 月 2 小時 240 元  

3 月 7 小時 840 元  

4 月 8 小時 960 元  

5 月 13 小時 1560 元  

6 月 6 小時 720 元  

7 月 6 小時 720 元  

8 月 20 小時 2400 元  

9 月 14 小時 1680 元  

10 月 24 小時 3120 元  

1-11 月 11 月 3 小時 390 元 12630 元 

陳依晨 3 月 3 小時 360 元  

4 月 2 小時 240 元 600 元 

黃致祥 4 月 4 小時 480 元  

5 月 5.5 小時 660 元  

6 月 2.5 小時 300 元 1440 元 

郭良慧 7 月 9 小時 1080 元  

8 月 9 小時 1080 元  

9 月 12 小時 1440 元  

10 月 3 小時 780 元  

11 月 6 小時 780 元 5160 元 

2016 年 1-12 月 合計   55560 元 

2014/12-2016/12 總計林寶貴老師支付義工交通補助費 170，777 元 

曾冠茹 8 月 20 小時 2400 元(秀錦付)  

9 月 6 小時 720 元(秀錦付)  

謝莉萍 

9 月 4.5 小時 540 元(學會付) 含午餐 

10 月 33 小時 6090 元(學會付) 含午餐 

11 月 26 小時 4550 元(學會付) 含午餐 

12 月 21.5 小時 3080 元（學會付） 含午餐 

合計 1-12 月   17380 元  

 
製表：林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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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溝通障礙教育」編輯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溝通障礙教育」之編輯委員會組織，依本辦法組成。 

二、編輯委員會委員共七人，任期三年。理事長為當然主任委員，其餘六名由理監事

推舉，並由理事長徵詢當事人同意後聘任。 

三、編輯委員會設主編、執行編輯及助理編輯各一名。主編由編輯委員推舉產生，執

行編輯、助理編輯由本學會理事長指任。 

四、本辦法經本學會 106.03.05 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溝通障礙教育」編輯執掌一覽表 

 編輯委員 主編 執行編輯 助理編輯 

任期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產生 理監事會推選 編輯委員推舉 理事長指任 理事長指任 

執掌 1. 出席編輯委員會

議 

2. 推舉主編 

3. 推薦審查委員名

單 

4. 協助處理重要之

審查與出刊相關

事宜 

1. 負責召開學刊編

輯委員會 

2. 進行形式審查，提

編委會議決。 

3. 依編委會建議，確

定審查委員 

4. 決定審查結果及

三審委員 

 

1. 進行形式審查，提

編委會議決。 

2. 依編委會決議，聯

絡審查委員 

3. 回收整理審查意

見 

4. 確認審查結果及

三審委員 

5. 通知作者審查結

果及修改 

6. 檢查各篇修改情

形與意見說明 

 

1. 徵稿：發函大

專院校各相關

系所及本會理

監事 

2. 收件：確認字

數是否在兩
萬字之內，檢

查隱匿作者資

料，影印一式

兩份、裝袋並

放入審稿費 

3. 聯絡通過審查

之作者，並進

行校稿、編

輯、出版、上

傳學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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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教育」審查程序說明 

1.形式審查（主編、執編 → 編委會） 

2.推薦審查委員（編委會） 

3.決定審查委員（主編、執編） 

4.聯絡審查委員（助編） 

5.進行實質審查（審查委員） 

6.回收審查意見（助編） 

7.決定：接受、通知修改、再送審（助編） 

  審查者 1 

 

審查者 2 

通過  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  未通過  

通過 接受 

 

通知修改 通知修改後送

原審查者再審 

送第三審 

修改後通過 通知修改 通知修改 通知修改後送

原審查者再審 

送第三審 

修改後再審 通知修改後送

原審查者再審 

通知修改後送

原審查者再審

通知修改後送

原審查者再審 

編委會議決議

未通過 

 

送第三審 送第三審 編委會議決議 不接受 

 

8.通知作者審查結果（助編） 

9.檢查各篇修改情形與意見說明（執編） 

10.決定當期刊登論文、排序與爭議案件處理（編委會） 

11.處理校稿、編輯、出版、上傳學會網站等事宜（助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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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教育」稿約 

 

本刊探討溝通障礙教育及特教相關議題，研究身心障礙、醫療復健、社會福利為宗旨。本刊園

地公開，歡迎踴躍投稿。凡有關溝通障礙教育及特教之研究性論文、文獻評論、教學案例、研究新知、

學術心得等創見新思維，均所歡迎。 

 

一、投稿 

(一)基本資料表：標題、作者、服務機構及其他聯絡有關訊息。 

(二)著作授權同意書 

(三)稿件內容： 

1.標題：中、英文摘要各五百字以內，包括關鍵詞(至多五個)。 

2.請使用單欄格式。 

3.投稿網址：http://www.tcda.org.tw/ 

二、文長： 

中英文文稿均可，每篇中文不超過二萬字，英文不超過八千字（含表格與參考文獻）為原則。 

 

三、稿件格式： 

稿件內容、圖表排列與參考書目，請依據 APA（第六版）格式。撰稿體例舉例如下： 

(一)圖表之格式：圖號與圖名在圖下方位置，表號與表名排在表上方位置。 

(二)參考文獻：所參考的文獻若有「數位物件辨識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者，應在該篇文

獻書目末加註此辨識碼。 

(三)中文字型一律採用新細明體，英文字型一律為 Times New Roman。除各項標題外，內文不分

中英文均為 12 號字體。 

(四)其他參考文獻格式舉例： 

1.書籍： 

格式：作者(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實例： 

林寶貴（2008）。聽覺障礙教育理論與實務。 台北市：五南。 

Mckee, D., Rosen, R. S., & McKee, R. (2014). Teaching and learning signed languag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編纂類書籍中的一章 

格式：作者(年份)。章名。載於編者(主編)，書名(頁○-○)。出版地：出版社。 

實例： 

黃玉枝（2008）。雙語繪本故事教學對學前聽障兒童語言學習成效之研究。載於陳軍（主

編），聾校語言教育研究（159-172 頁）。北京：藝術與科學電子出版社。 

Haybron, D. M. (2008).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 Eid & R. J. 
Larsen (Eds.),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p. 17-4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3.期刊論文 

格式：作者(年份)。篇名。期刊名，卷數(期數)，頁碼。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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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寶香（2008）。特定型語言障礙檢核表之編製。測驗學刊，55 (2)，247-286 

Hsing, M. H., ＆ Lowenbraun, S. (1997). Teachers´ perceptions and actions in carrying out 
communication polices in a public school for the deaf.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42, 
34-39. 

Daley, T. C., Munk, T., & Carlson, E. (2011). A national study of kindergarten transition 
practices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6(4), 
409-419. doi: 10.1016/j.ecresq.2010.11.001 

 

4.專題研討會論文 

格式：作者(年份，月)。論文名稱。論文發表於舉辦者舉辦之「會議名稱」，會議舉行地點。 

實例： 

林玉霞 ( 2000 年 1 月)。聽覺障礙學生字彙檢索歷程之調查研究。「2000 嘉義大學輔導區

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嘉義。 

Hsing, M. H., Ku, Y. S., Huang, Y. C., & Su, S. F. (2012, July). The impact of sign bilingual 
partial inclusion experimental program on deaf and hearing kindergarten students’ 
language vocabular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repo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Asia Pacific Congress on Deafness, Singapore.  

 

5.未出版之論文 

格式：作者（年份）。論文名稱(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校名，學校所在地。 

實例： 

李芃娟（1999）。 聽覺障礙兒童國語塞擦音清晰度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彰化師範大

學，彰化市。 

Chi, P. (199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xonomic assumption and syntactic categories: Data 
from Mandarin Chinese-speaking childr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U.S. 

 

四、審稿： 

本刊之稿件均須通過審查後方得刊出。每一稿件之審稿者以二人為原則；若兩位審稿者中一人審

定不可刊出，則將請第三人審稿。俟審查完畢後，方通知原作者審查結果。 

 

五、稿酬： 

文稿經收錄刊登後，即贈送作者全文 PDF 光碟一份，不另支稿酬。 

 

 

 

六、稿件致送：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授權同意書 (請於學會網頁 http://www.tcda.org.tw/ 下載)、文稿電子檔 (word、

PDF 檔，各一份)，請寄：「溝通障礙教育」編輯委員會之電子信箱 tcda2003@gmail.com 

 

七、出刊日期 ： 

本刊每年三月出刊，採隨到隨審制。 

 

八、注意事項： 

1.若稿件為研究所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不可掛名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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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勿同時一稿兩投。 

3.本刊各篇文字由作者負責校對，內容應由作者完全負責。 

 

九、若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經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

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十、本稿約如有未盡事項，得由「溝通障礙教育」編輯委員會修訂之。 

 

十一、相關訊息請參見學會網頁 http://www.tcda.org.tw/，如欲詢問，請來電 02-27321104 轉 82609，或

電子郵寄至 tcda200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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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教育」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稿
件
基
本
資
料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使用語文 □中文     □英文 字   數 (不含中英文摘要)

徵稿規則 □本人已詳閱貴刊徵稿規則，並接受貴刊之文章審查流程。 

作
者
基
本
資
料 

作者資料 姓   名 服務單位（學校系所或機關全銜） 職  稱 

第一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二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三作者 
中文：   

英文：   

通
訊
作
者
資
料 

通訊作者  

聯絡電話 
公：（   ） 行動電話： 

宅：（   ） 傳真號碼：（   ）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地  址： 

單位名稱： 

E - Mail  

1. 本文是否改寫自碩博學位論文？ 

□否  

□是（學校/系所/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 

2. 本文是否改寫自專案計畫？□否 □（補助年度/單位：＿＿＿＿＿＿＿＿＿＿＿＿＿＿＿＿＿＿＿＿＿） 
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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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教育」著作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本論文作者同意【溝通障礙教育】進行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數位或集結成專書出版； 

2. 以數位、重製等方式收錄於資料庫，透過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用戶檢索、瀏覽、

下載、列印等服務； 

3. 依貴刊規定得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前項之行為； 

4. 為符合各資料庫系統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擁有本論文之著作權，有權以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 

 

三、作者擔保本論文係原創性著作，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四、作者擔保本論文內容未曾以任何文字或其他形式發表或出版。如有聲明不實，而致貴刊違反著作

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五、若本論文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需經全體作者簽署本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