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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2018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暨兩岸四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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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文山特教學校、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南大附聰學校、臺北教育大學、臺灣師大特教系、    

屏東大學特教中心、臺北市龍江扶輪社、臺灣手語翻譯協會。 

(六) 、研討會日期：2018年 9月 15日（週六）  

(七) 、地    點：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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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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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組。 

         4.論文宣讀：預定 6-7場，每場 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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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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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多利用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 

                   3.全程參加者亦可領取 8小時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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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報名費/註冊費：免費，無論會員或非會員均提供會議手冊、論文集、期刊、

光碟、成果專輯及午餐餐盒，並提供外賓交流晚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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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7 日(週五)17:00 前（請以 E-mail

回傳報名回條）。 

(十七) 、研討會報名： 

         臺灣: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34號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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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段 129號  臺灣師範大學林寶貴教授 收 

              電話：886-2-77345032   傳真：886-2-23415584 

     E-mail：t14011@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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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收稿截止日期：2018年 8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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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34號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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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段 129號  臺灣師範大學林寶貴教授 收 

                  電話：886-2-77345032   傳真：886-2-23415584 

                  E-mail：t14011@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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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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18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主辦兩岸四地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議程 

一、 會議日期：2018 年 9 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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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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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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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度工作計畫案 
      2.2018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3.2019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4.頒發感謝狀   5.選舉理監事 
      6.臨時動議 

林秀錦秘書長 
教育大樓 

201演講廳 

9：50-10：30 
專題演講（一） 

聽障學生漢語唇讀理解能力的發展研究 
主持人：何雅娟副局長 
主講人：雷江華主任 

10：30-10：45 茶  敘 
 教育大樓 

二樓走廊 

10：45-11：25 
專題演講（二） 

兩岸輔助溝通系統（AAC）之發展現況 

主持人：韓繼綏前執秘 

主講人：楊熾康主任  
教育大樓 

201演講廳 
11：25-12：10 

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 

(一)自閉症學生情緒行為問題之溝通與互動  

(二)聽障學生融合教育的成功案例分享 

主持人：林坤燦主任 

分享人：1.翁素珍教授         

2.陳志榮老師         

12：10-13：40 午餐、參觀書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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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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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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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 分鐘為原則。 

       5.同步聽打員：解健彬、黃姿綝；手語翻譯：陳美琍、戴素美、魏如君、許晶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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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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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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經明教授 林玉霞教授 李芃娟教授 

1.博愛樓 114教室 

3.博愛樓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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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桂如 

2. 王悅甄 

3. 蘇芳柳 

4. 張偉鋒 

5. 鍾宜芬 

6. 賴為蓁 

14. 羅文吟 

15. 施子惠 

16. 陳怡華 

17. 吳雨芯 

18. 杜  涓 

19. 邢敏華 

27. 蔡天晟 

28. 李玉敏 

29. 曾丹英 

30. 王  静 

31. 黃妍妮

32. 趙欣怡 

15：10-15：20 茶  敘 博愛樓川堂 

15：20-17：10 

 

論 

文 

發 

表 

(二) 

二. 主持人 四. 主持人 六. 主持人 論文發表會場 

楊雅惠教授 宣崇慧教授 葉宗青校長 

2.博愛樓 114教室 

4.博愛樓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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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女喬 

8. 佘慧敏 

9. 烏稼閏 

10. 林宇韶 

11. 蔡似瑜 

12. 杜  涓  

13. 余惠珍 

20. 高鳳鳴 

21. 曾冠茹 

22. 章華英 

23. 趙  健 

24. 平  莉 

25. 黃國禎 

26. 高建林 

33. 林祐鳳 

34. 朱經明 

35. 林翠英 

36. 吳善揮 

37. 李芳章 

38. 蔡明富 

39. 王聖維 

     備註：1 論文發表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5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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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撰稿者名單及題目 

編號 作者 題目 

專題 雷江華、張奮、宮慧娜 聽障學生漢語唇讀理解能力的發展研究 

分享 陳志榮 聽障學生融合教育的成功案例分享-以中年級小安為例 

1 
林桂如、陳姵樺 

林堂智、余星瑩、羅紹郡 

聽神經病變光譜障礙幼兒接受聽覺口語法教學之現況調

查 

2 王悅甄、蘇芳柳 新竹市同步聽打服務業務辦理成果報告 

3 蘇芳柳、王悅甄 督導新竹市聽打員提供聽打服務之研究 

4 張偉鋒 四至六年級聽障小學生漢語語音意識的實驗研究 

5 
鍾宜芬、錡寶香 

楊雅惠、王淑娟 

繪本結合桌上遊戲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生口語敘事能力之

研究 

6 
賴為蓁、錡寶香 

王淑娟、楊雅惠 

繪本結合腳本戲劇遊戲提升國小智能障礙兒童口語敘事

表達能力之研究 

7 廖女喬、錡寶香、林秀錦 支持發展遲緩幼兒父親運用繪本共讀之研究 

8 佘慧敏 高一聾生“被”字句學習實踐研究 

9 烏稼閏 
運用互動式信息技術提高低年級聽障學生詞句學習有效

性的研究 

10 林宇韶、林秀錦 
標準化測驗工具的選擇指引~以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

評量表為例 

11 蔡似瑜 
整合教學資源、搭建溝通橋樑、培養語言素養-高年級聽

障學生數學語言教學新探索 

12 馬利敏 聾校小學語文課堂實施差異教學的研究 

13 余惠珍  融合教育背景下幼稚園教師園本培訓現狀的調查研究 

14 羅文吟 
視覺式語言溝通教學提升學前低功能自閉症幼兒自發性

社會互動之研究 

15 施子惠 應用溝通輔具探討自閉症學童親子溝通歷程之成效研究 

16 
陳怡華、楊熾康 

鍾莉娟、黃馨儀 
圖片教學對提升低口語發展遲緩幼童溝通能力之初探 

17 
吳雨芯、錡寶香 

王淑娟、楊雅惠 

輔助溝通系統結合等待時間策略對國小特教班重度多重

障礙學生溝通能力提升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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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題目 

18 杜  涓  
基於情境認知和學習理論的聾校溝通與交往課程教學策

略探究 

19 邢敏華、鄭曉倩 聽障教育的手語雙語模式：融合安置探究 

20 魏如君、高鳳鳴 
家庭溝通無障礙—發展幼兒手語圖卡對聽語障家庭親子

溝通之經驗分享 

21 曾冠茹、林秀錦 
融合教育下提供手語支持系統對聽障兒童與班級師生的

影響 

22 章華英 
聾健融合幼幼園幼兒及家長手語雙語學習態度的調查研

究 

23 趙  健  中國畫之與聽障大學生心理調適功用研究 

24 平  莉 《規劃綱要》背景下的江蘇省殘疾人小康進程探究 

25 黃國禎 聽障者考上身心障礙特種考試之個案分析 

26 高建林 論科學聾人語言觀-手語結構新發現 

27 蔡天晟 聾校初中 STEAM 課程的構建與實踐研究 

28 李玉敏  
基於《聾校義務教育課程標準（2016）》下的歷史課程教

學策略初探 

29 曾丹英、曾婷、黎辛舒 廣州市特殊教育教師職業認同感現狀調查研究 

30 王  靜 
智能資訊輔助技術在特殊教育之應用-VR 技術及虛擬實

境 

31 黃妍妮  資源方案中三種合作諮詢模式之比較 

32 趙欣怡 視障與聽障群族之文化溝通與詮釋科技應用發展 

33 林祐鳳 視障者身心特質與輔導 

34 朱經明 東南亞語基模化數學文字題教學網站成效之研究 

35 林翠英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普通班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識自我知覺

之研究 

36 吳善揮、廖樂俊 香港特殊學校實施體育教學的困難及其因應策略 

37 李芳章 
南投縣國中教師對低成就學生實施補救教學方案現況之

研究 

7 
 



編號 作者 題目 

38 蔡明富 
中小學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科學活動實施結果初探─以

「生活科學營」為例 

39 王聖維 臺韓特殊教育實施現況之比較研究 

40 劉小青 家長參與對聾兒語言訓練康復具體路徑之個案分析 

41 蔣  昀 
讓聽障兒童在繪本閱讀中成長綻放-淺談繪本在學前聽

障兒童語言教學中的應用思考 

42 杞昭安 海峽兩岸視障教育教師專業知能調查研究 

43 何  嬿 特殊學校視覺障礙學生音樂點字認識之研究 

44 林蔚荏 視覺障礙者視覺功能與定向行動表現之調查研究 

45 王雪瑩 聾健融合背景下聽障幼兒交往能力培養的個案研究 

46 諶小猛 中國大陸現行盲文與臺灣國語點字比較研究 

47 諶小猛、徐玉林、李秋玲 視障圖形認知發展測驗使用研究的個案報告 

48 戴秀珍 聾和情緒行為障礙多重殘疾兒童的個案研究 

49 葉希科 
融合教育聽障幼兒個別化學習中專注行為的問題與改進

策略 

50 邵美容 融合幼稚園遊戲活動中聽障幼兒能力提升的策略探討 

51 鄭莉勝 隨班就讀聾兒生活常規訓練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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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論文宣讀者名單及題目 

編號 宣讀者 題    目 類別 

1 林桂如 聽神經病變光譜障礙幼兒接受聽覺口語法教學之現況調查 聽 

2 王悅甄 新竹市同步聽打服務業務辦理成果報告 聽 

3 蘇芳柳 督導新竹市聽打員提供聽打服務之研究 聽 

4 張偉鋒 四至六年級聽障小學生漢語語音意識的實驗研究 聽 

5 鍾宜芬 繪本結合桌上遊戲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生口語敘事能力之研究 說 

6 賴為蓁 
繪本結合腳本戲劇遊戲提升國小智能障礙兒童口語敘事表達能

力之研究 
說 

7 廖女喬 支持發展遲緩幼兒父親運用繪本共讀之研究 讀 

8 佘慧敏 高一聾生“被”字句學習實踐研究 寫 

9 烏稼閏 
運用互動式信息技術提高低年級聽障學生詞句學習有效性的研

究 
寫 

10 林宇韶 
標準化測驗工具的選擇指引~以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為例 
語言 

11 蔡似瑜 
整合教學資源、搭建溝通橋樑、培養語言素養-高年級聽障學生

數學語言教學新探索 
語言 

12 許俊祺 聾校小學語文課堂實施差異教學的研究 語文 

13 余惠珍  融合教育背景下幼稚園教師園本培訓現狀的調查研究 其他 

14 羅文吟 
視覺式語言溝通教學提升學前低功能自閉症幼兒自發性社會互

動之研究 
溝通 

15 施子惠 應用溝通輔具探討自閉症學童親子溝通歷程之成效研究 溝通 

16 陳怡華 圖片教學對提升低口語發展遲緩幼童溝通能力之初探 溝通 

17 吳雨芯 
輔助溝通系統結合等待時間策略對國小特教班重度多重障礙學

生溝通能力提升之成效 
溝通 

18 杜  涓  基於情境認知和學習理論的聾校溝通與交往課程教學策略探究 溝通 

19 邢敏華 聽障教育的手語雙語模式：融合安置探究 手語 

20 高鳳鳴 
家庭溝通無障礙—發展幼兒手語圖卡對聽語障家庭親子溝通之

經驗分享 
手語 

21 曾冠茹 融合教育下提供手語支持系統對聽障兒童與班級師生的影響 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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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宣讀者 題    目 類別 

22 章華英 聾健融合幼兒園幼兒及家長手語雙語學習態度的調查研究 手語 

23 趙  健  中國畫之與聽障大學生心理調適功用研究 其他 

24 平  莉 《規劃綱要》背景下的江蘇省殘疾人小康進程探究 其他 

25 黃國禎 聽障者考上身心障礙特種考試之個案分析 其他 

26 高建林 論科學聾人語言觀-手語結構新發現 手語 

27 蔡天晟  聾校初中 STEAM課程的構建與實踐研究 其他 

28 李玉敏  
基於《聾校義務教育課程標準（2016）》下的歷史課程教學策略

初探 
其他 

29 曾丹英 廣州市特殊教育教師職業認同感現狀調查研究 其他 

30 王  靜 智能資訊輔助技術在特殊教育之應用-VR 技術及虛擬實境 其他 

31 黃妍妮  資源方案中三種合作諮詢模式之比較 其他 

32 趙欣怡 視障與聽障群族之文化溝通與詮釋科技應用發展 其他 

33 林祐鳳 視障者身心特質與輔導 其他 

34 朱經明 東南亞語基模化數學文字題教學網站成效之研究 其他 

35 林翠英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普通班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識自我知覺之研究 其他 

36 吳善揮 香港特殊學校實施體育教學的困難及其因應策略 其他 

37 李芳章 南投縣國中教師對低成就學生實施補救教學方案現況之研究 其他 

38 蔡明富 
中小學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科學活動實施結果初探─以「生活

科學營」為例 
其他 

39 王聖維 臺韓特殊教育實施現況之比較研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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