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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兩 岸 溝 通 障 礙 學 術 研 討 會 

 

會 
 

議 
 

手 
 

冊 

 
指導單位：教育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科林聽能復健中心、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台北市立啟明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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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範大學、嘉義大學、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時    間：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地    點：台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114 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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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序   一 

首先歡迎各位長官、來賓、會員，前來參與 2020 年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學術研討

會。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邁入了第十八年，感謝多年來一直支持著學會的夥伴!中華溝通

障礙教育學會自創會以來，經歷任理事長的用心經營，每年舉辦學術研討會費盡心力，尤其

是創會理事長林寶貴教授，雖然年已八十二，從臺灣師範大學退休之後，每天仍為溝通障礙

教育、為學會、為兩岸交流，完完全全的投入，真是令人欽佩，在這裡特別表達無盡的敬意

與謝意。 

過去十多年來，每年參與溝通障礙教育研討會的夥伴，總在兩三百人的左右，其中大

陸地區的教育工作伙伴總在百人左右。研討會中相互發表個人在工作崗位上的心得和作品，

有人偏重在理論方面、有人偏重在實務方面、甚或提出實徵性的研究報告。報告型式或是拘

謹或是活潑、多元而充實。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學術研討會固定在教師節前舉行，為了這一兩天的會議，創會

理事長林寶貴教授需要花半年的時間來籌備，每年從三月到九月，林教授每天到研究室或在

家規劃議程、邀約演講者、徵稿等等工作，一手包辦。2020 年初，因新冠病毒（Covid 19）

的爆發，疫情的危急尚未解除，兩岸三地的朋友能不能前來參與研討會充滿變數。但是，林

教授仍不間斷地與所有支持我們的朋友進行溝通，為溝通障礙教育研討與交流全心投入。 

我們衷心的希望，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能一直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為社會及溝通

障礙教育作出一些貢獻。 

最後再度感謝各位的參與，願全球的人們都能平安度過疫情，期待明年兩岸的朋友再

相聚!。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六任理事長 

林 玉 霞 謹識 

   2020 年 9 月 12 日 

 

 

 

 



4 

 

 

 

序    二 

感謝各位敬愛的長官、特教先進、同仁，不辭辛勞，百忙中撥冗前來參加由「中華溝通障

礙教育學會」主辦的「2020 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今天個人就藉這個機會代表「中華溝通障

礙教育學會」，再度向特殊教育界的同仁們報告成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的目的。 

各類身心障礙學生多多少少均有聽、說、讀、寫的語言與溝通問題。溝通的方法很多，不

限聽與說、讀與寫，尚有唇語、手語、指語、筆談、圖畫、傳真、網路、簡訊、溝通板、綜合

溝通等管道，但是我們的社會、學校、教師、家長都習慣也只希望孩子用言語說話，啟聰班只

教口語，醫院語言治療師也是只矯正構音或口語訓練，我們的社會剝奪了身心障礙者利用其他

管道表達情意的權益。雅文基金會 Joanna 女士，生前希望未來 20 年內台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

障者，我一直借用她的這個遺願，希望未來 20 年內，台灣沒有溝通障礙的身心障礙者。 

雖然個人 64 年來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學、研究、服務對象，大部分以聽語及溝通障礙者為

主，可是仍然經常會碰到許多教師、家長表示，不知道怎樣幫助他的孩子解決語言、溝通與人

際交往的問題。1993-1998 學年度台灣教育部、教育廳委託個人規劃在桃園啟智學校連續舉辦

六屆的語言治療研討會，場場爆滿，可見語言溝通障礙專業知能研習需求之殷切。雖然台灣已

有一個「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可供聽語專業人員進修，但他們研習的對象比較偏重醫療系統的

專業人員，出版品或講義內容等，也充滿英文或醫學用語，對我們的特教教師、家長較難理解。 

近年來台灣特殊教育的領域中已有多位語言與溝通障礙學博士、碩士從海內外大學畢業，

我在退休前希望把這些人力結合起來，因此成立了「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希望有一個團

隊能有計畫、有系統地繼續為溝通障礙的學生及家長服務。語言矯治、溝通訓練的最佳人選是

家長與特教教師，溝通訓練的最佳場所是在家庭與學校，希望這個學會成立後，有一個平台、

一個園地能提供特教教師、研究生、與家長更多進修、研習、發表論述、溝通觀念的機會，以

增進特教教師與家長語言與溝通訓練的專業知能。 

本次研討會能順利舉行，首先要感謝我的小學同學王添成董事長，及學會理監事、工作人

員的大力支持與經費贊助，才能讓所有與會人士，無論是本會會員或非會員，均能取得會議手

冊、論文集、期刊、成果專輯等資料。其次要感謝今天所有主持人、專題演講人、溝通教學經

驗分享人、論文發表人的共襄盛舉、辛苦準備、精彩報告。同時也要向現任的理事長林玉霞主

任，以及熱心協助本次「2020 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的 11 個協辦單位(尤其是負責接待的台北

啟聰學校、科林公司團隊)、18 位籌備工作的夥伴、2 位論文集、9 位期刊的審查委員、及所有

義工，致上最高之敬意與謝意。謝謝大家的熱心參與、指導與協助。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創會暨名譽理事長                                       

                                            林 寶 貴  謹識 

                                                     2020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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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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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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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範大學、嘉義大學、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六) 、研討會日期：2020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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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樓 114 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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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語翻譯員、研究生、身心障礙福利團體代表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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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報名參加或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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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預定 2 場，每場 1 人。 

         3.論文宣讀：預定 6 場，每場 4 人。 

(十三) 、經費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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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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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透過以下網路系統回傳報名回條 

(https://www.set.edu.tw/actclass/act/default.asp)。 

3.需要線上研習證明者，請另外再至教育部特教資訊網報名 

                    (https://www.set.edu.tw/actclass/act/default.asp)。 

                   4.不需研習證明者，可領本會 8 小時的研習條。 

(十五) 、報名費/註冊費：報名及註冊免費。 

(十六) 、參加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2020 年 8 月 7 日(週五)17:00 前（請上網填寫報名回條）。 

(十七) 、研討會報名： 

         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林玉霞主任收 

         電話：05-2263411 分機 2300 

E-mail：yulin@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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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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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林玉霞主任收 

             電話：05-2263411 分機 2300 

    E-mail：yulin@mail.ncyu.edu.tw 

             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嘉義大學幼教系宣崇慧教授收 

             電話：05-2263411 分機 1562 

    E-mail：chunghui2002@mail.ncyu.edu.tw 

（二十） 、本計畫經理監事會議決議後實施。 

https://www.set.edu.tw/actclass/act/default.asp
https://www.set.edu.tw/actclass/act/default.asp
mailto:yulin@mail.ncyu.edu.tw
mailto:chunghui2002@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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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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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 

二、 會議地點：台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114 視聽教室 

三、 會議主題：營造無障礙的溝通環境 

大會議程 2020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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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樓 

113 教室 

8：30-9：00 研討會報到 總務組 
博愛樓 

一樓走廊 

9：00-9：20 開幕式 
主席致詞 

貴賓致詞 

林玉霞理事長 

長官、貴賓 

博愛樓 

114 視聽室 

9：20-9：40 

會務報告、提案討論 

      1.2020 年度工作計畫案 

      2.2020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3.2021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4.頒發感謝狀  5.臨時動議 

張淑品秘書長 
博愛樓 

114 視聽室 

9：40-10：20 
專題演講（一） 

我國語言障礙學生的鑑定:困境與突圍 

主持人：楊麗珍專門委員 

主講人：錡寶香教授 

10：20-10：35 茶  敘 
 博愛樓 

一樓走廊 

10：35-11：15 
專題演講（二） 

從筆記抄寫到聽打服務 

主持人：林坤燦主任 

主講人：蘇芳柳教授 

博愛樓 

114 視聽室 
11：15-12：00 

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 

1. 素養 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對應之課程 

教學設計 

 2.聽你唸書的狗狗-學習輔助犬融入讀寫活

動 

主持人：蕭金土教授 

分享人：1.洪雅惠主任 

 

 2.黃玉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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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兩場溝障經驗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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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翠蓉；手語翻譯：陳美琍、戴素美老師。 

     6.成果發表會後，歡迎理監事及貴賓在博愛樓門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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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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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熾康主任 朱經明教授 黃玉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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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南(一) 

2.吳秋南(二) 

3.杞昭安(一) 

4.杞昭安(二) 

9.羅怡 

10.黃妍妮 

11.林桂如 

12.韓繼绥 

17.葉子菁

18.賀超穎 

19.林思賢 

20.丁俐瑋 

15：00-15：20 茶  敘 博愛樓川堂 

15：20-16：50 

論 

文 

發 

表 

(二) 

二. 主持人 四. 主持人 六. 主持人 論文發表會場 

李芃娟教授 林秀錦教授 楊雅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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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昭安(三) 

6.王聖維 

7.袁東 

8.林祐鳳 

13.鄭姵均 

14.高培芬 

15.莊峻榕 

16.何嬿 

21.林琬穎 

22.魏如君  

23.蕭蜀珍 

24.陸春艷  

備註：1.論文發表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5 分鐘，每人報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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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場的論文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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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及貴賓在博愛樓門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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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討會論文集題目 

 

 

編

號 
作者 投稿研討會論文題目 

1 羅怡 自閉症兒童的私語、內在語言之回顧探討 

2 韓繼綏 淺談「視覺障礙者職業重建」那些事 

3 藍梓葭 嶺南師範學院無障礙設施滿意度調查研究 

4 藍遠婷 插圖教學法對高中聽障生閱讀記敘文能力成效干預的研究 

5 黎金鳳 功能性行為評估及干預對腦癱兒童課堂離座行為的影響 

6 鄭曉穎 隨機教學對中度智力障礙兒童自發性口語溝通行為之成效研究 

7 葉海恩 湛江市特殊兒童教育康復政策之研究 

8 高曉雲 過度矯正策略對自閉症兒童亂吐口水行為成效研究 

9 林祐鳳等 從障礙社會學角度回顧特殊教育法立法歷程 

10 杞昭安 遠距網絡課程滿意度之調查研究~以嶺南師範學院為例 

11 杞昭安等 兒童認知發展測驗應用在廣東省鑒定安置可行性之研究初探 

12 吳秋南 自我決策能力對身心障礙學生之重要性探討 

13 吳秋南等 中途失明者主要照顧家屬之心路歷程 

14 林祐鳳等 亞斯伯格美術資優兒童的故事 

15 林寶貴等 「聽障專業 10 學分班」辦理成效之調查研究 

16 袁東 初中視障學生點字讀寫速度追蹤研究 

17 杞昭安 實習見習課程對特殊教育學生專業知能習得之研究-以嶺南師院為例 

18 林桂如 學前聽覺障礙幼兒國小轉銜宜備能力評量表之發展 

19 鄭姵均等 大專以上聽障學生開啟人際互動的經驗探究 

20 高培芬等 特殊幼兒重要關係人參與幼小轉銜之困擾研究 

21 莊峻榕 國小聽障學生接受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對提升溝通能力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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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葉子菁等 學前集中式特教班實施融合方案之初探 

23 賀超穎等 肢體提示對視覺障礙者壓眼固著行為介入研究 

24 林思賢 淺談特教教師應用科技進行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之素養 

25 丁俐瑋等 淺談 RTI在幼兒園的運用 

26 林琬穎等 聾成人功能性閱讀素養電腦化測驗的編製及其效度 

27 陸春艷 嶺南師範學院圖書館無障礙環境現況的初步探究 

28 蕭蜀珍等 情緒與行為評量工具評析 

29 謝庭芳 小中大班幼兒聲韻覺識發展之分析 

30  魏如君等         從親子手語故事屋課程到親子手語入門完全手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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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溝通障礙教育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第 7 卷  2020 年 8 月 │ Volume 7  2020.8     

目錄 Contents 

手勢溝通教學對語言發展遲緩幼兒溝通能力之影響………………………1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Gesture Communication Teaching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bility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Language Delay 

李姝穎 

Lee, Shu-YING 

劉秀丹 

Liu,Hsiu-Tan 
通訊作者：李姝穎（bbiirrdd23@gmail.com） 

輔助溝通系統教學對高職聽多障學生溝通能力之成效……………………25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rough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Teaching Plan on High School Student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吳家綺 

Chia-Chi Wu 

林珮如 

Pei-Ru Lin 

陳志軒 

Chih-Hsuan Chen 

楊熾康 

Chih-Kang Yang 
通訊作者：陳志軒（ta895105@gmail.com） 

聽覺障礙兒童在 LOGO 程式語言的平面幾何圖形解題表現…………………63 

Plane Geometry Problem Solving by Hearing Impaired Children and their Logo Computer Programming 

Experience 

黃佩芬 

Pei-Fen Huang 

黃桂君 

Kuei-Chun Huang 
通訊作者：黃桂君（t2676@nknucc.nknu.edu.tw） 

聽障兒童舌根音清晰度現狀及訓練方法探討—以上海市第四聾校為例…97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raining methods of the perceptibility of velars of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Take Shanghai No.4 school for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as an example 

李晶潔 

Jin-Gjie Li 

張偉鋒 

Wei-Feng Zhang 

王蕾 

Lei Wang 

通訊作者：張偉鋒（9479693@qq.com） 

閩南地區聾校聽障兒童家庭教育需求現況之初探………………………125 

A Survey of Family Education Needs of Hearing- Impaired Children in Southern Fujian 

黃妍妮 

Huang Yanni 

胡潔 

Hu Jie 
通訊作者：黃妍妮（14166892@qq.com） 

親子繪本共讀對提升自閉症幼童語用行為之個案研究…………………141 

Improving of Pragmatic Behavior for a Young Child with ASD Through Parent-Child Picture Book reading: a 

case study 

沈子蘋 

Shen Tuz Ping  

林初穗 

ChuSui Lin 
通訊作者：沈子蘋（tuzping0707@gmail.com） 
 

 

 

  

mailto:bbiirrdd23@gmail.com
mailto:ta895105@gmail.com
mailto:t2676@nknucc.nknu.edu.tw
mailto:9479693@qq.com
mailto:14166892@qq.com
mailto:tuzping070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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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論文宣讀者名單及題目 

編

號 
宣讀者 題目 分類 

1 羅怡 自閉症兒童的私語、內在語言之回顧探討  

2 韓繼綏 淺談「視覺障礙者職業重建」那些事  

3 羅文吟 遠距網絡課程滿意度之調查研究~以嶺南師範學院為例  

4 黃靜玲 兒童認知發展測驗應用在廣東省鑒定安置可行性之研究初探  

5 王聖維 
實習見習課程對特殊教育學生專業知能習得之研究-以嶺南師

院為例 
 

6 
吳秋南

(一) 
自我決策能力對身心障礙學生之重要性探討  

7 
吳秋南

(二) 
中途失明者主要照顧家屬之心路歷程  

8 林祐鳳 從障礙社會學角度回顧特殊教育法立法歷程  

9 林祐鳳 亞斯伯格美術資優兒童的故事  

10 王聖維 初中視障學生點字讀寫速度追蹤研究  

11 羅怡 閩南地區聽力障礙兒童家庭教育需求情況調查  

12 林桂如 學前聽覺障礙幼兒國小入學轉銜宜備能力評量表之發展  

13 鄭姵均 大專以上聽障學生開啟人際互動的經驗探究  

14 高培芬 特殊幼兒重要關係人參與幼小轉銜之困擾研究  

15 
莊峻榕 國小聽障學生接受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對提升溝通能力之

研究 
 

16 葉子菁 學前集中式特教班實施融合方案之初探  

17 賀超穎 肢體提示對視覺障礙者壓眼固著行為介入研究  

18 林思賢 淺談特教教師應用科技進行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之素養  

19 丁俐瑋 淺談 RTI 在幼兒園的運用  

20 林琬穎 聾成人功能性閱讀素養電腦化測驗的編製及其效度  

21 黃靜玲 嶺南師範學院圖書館無障礙環境現况的初步探究  

22 蕭蜀珍 情緒與行為評量工具評析  

23 何嬿 特殊教育學校視覺障礙學生音樂點字認知之研究  

24  李依韋  從親子手語故事屋課程到親子手語入門完全手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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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2021 年度工作計畫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一、推薦本會會員代表出席全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並接受木鐸獎及服務獎頒獎 

二、舉辦特殊需求學生語言/溝通教育或聽語評量工具研習 

三、辦理 2020 年度會員大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 

四、提供教師及家長諮詢、解答有關溝通障礙疑難問題 

五、協助各縣市特教資源中心或大學特教中心辦理測驗工具研習講座 

六、贈送家長、特教教師、相關專業人員有關溝通障礙評量工具與溝通障礙相關教材 

  七、認證本會會員出席相關專業團體舉辦之研討會學分 

  八、填寫內政部各級人民團體活動概況調查表 

  九、繼續出版「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及「溝通障礙教育期刊」 

  十、協助大陸特教人士蒐集台灣特教相關法規、政策、課程、教材、評量工具等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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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1：專題演講（一） 
 

語言障礙學生的鑑定：困境與突圍 

錡寶香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教授 

 

一、前言 

（一）美國說話-語言障礙兒童的出現率在特殊需求兒童中都是佔居第二多的群體。 

（二）說話-語言發展問題也常常是很多特殊需求兒童除了主障礙之外，所顯現出來的附隨障

礙。 

（三）說話語言障礙對學業學習、社會-情緒及職業發展的影響 

（四）台灣 ——107年度語言障礙學生佔全體特教學生的 1.50% 位居倒數第三

 

二、萬般無爭議——法條依據 

(一)台灣 

    依據中華民國特殊教育法第三條第四款所稱：語言障礙，指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力與

同年齡者相較，有顯著偏差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者。 

前項所定語言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1、構音異常：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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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 

2、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 

    稱等現象。 

3、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 

    或急促不清等現象。 

4、語言發展異常：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或語用異常，致語言理解或 

    語言表達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 (教育部，2012) 。 

 

   也因此，從台灣特殊教育法的法令上來看，被鑑定為語言障礙者在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

力的發展上需要出現顯著篇差或低落現象，且要造成溝通困難。 

(二) 美國 IDEA Sec. 300.8 (c) (11) 

 (11) Speech or language impairment means a communication disorder, such 

as stuttering, impaired articulation, a language impairment, or a 

voice impairment, that adversely affects a child’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美國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IDEA）所界定的說話或語言障礙係指「說話或語言損傷乃指

一種溝通障礙，如口吃、 構音損傷、語言損傷、或嗓音損傷，且會不利於兒童的教育表

現」 

(三) 美國 IDEA 學習障礙 Sec. 300.8 (c) (10) 

 (10)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i)  General.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means a disorder in one or 

more of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understanding 

or in using language, spoken or written, that may manifest itself in 

the imperfect ability to listen, think, speak, read, write, spell, 

or to do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including conditions such as 

perceptual disabilities, brain injury,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dyslexia, and developmental aphasia. 

 

(ii) Disorders not included.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does not 

include learning problems that are primarily the result of visual, 

hearing, or motor disabilities,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of 

emotional disturbance, or of environmental, cultural, or economic 

disadvantage. 

三、台灣語言障礙學生鑑定–困境 

https://sites.ed.gov/idea/regs/b/a/300.8/c/10/i
https://sites.ed.gov/idea/regs/b/a/300.8/c/10/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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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障礙心評資料蒐集的挑戰 

(二)鑑定標準不明確 

1. 說話障礙 

2. 語言障礙 

3. 智力標準 

(三)學障 or 語言發展異常: That’s a question 

(四)語言障礙 or 發展遲緩: 混淆因素需釐清 

(五)醫療診斷: a must or not a must 

(六)被鑑定之年齡或年級:限制 OR NO 限制 

(七)語言治療師的參與合作 

(八)語障學生的教學或服務支持：特教教師的專業角色需界定 

四、台灣語言障礙學生鑑定–突圍 

(一)說話/語言評量測驗工具的持續發展 

(二)說話/語言評量研習 

(三)說話/語言障礙心評研習 

(四)各縣市訂定明確鑑定標準 

1. 說話損傷: 構音異常/語暢異常/嗓音異常嚴重度判定標準 

2. 語言發展異常: 嚴重度判定標準 

3. 智力標準: 排除其他障礙原則 

(五)醫療診斷 

    1. 嗓音異常需要 

    2. 構音異常、語暢異常、 語言發展異常不需要 

(六)年齡或年級限制 

    行政考量或教學考量可克服 

(七)語言治療師參與合作 

    現況須考量 

(八)語障學生對溝通或學習的影響: 需求優先 

    說話/語言/溝通: everyday, everywhere…. 

(九)學障鑑定與教學需釐清與考量語言心理處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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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說話語言障礙嚴重度檢核表 

說話/語言障礙嚴重度檢核表 

設計者：錡寶香/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一)嗓音異常嚴重度檢核表 

 正常 適當/成熟差異 輕度 中度 極重度 

嗓音

的描

述 

發聲 

 (音質、音

調、強度)並

未出現奇特現

象。 

在音質  

(張力、共

鳴)、音調、強

度出現不一致

或是極小的差

異。 

發聲的品質(張

力、共鳴)、音

調、強度出現

一致性或非一

致性的輕微差

異。 

發聲的品質(張

力、共鳴)、音

調、強度出現

一致性或非一

致性中等的差

異。 

發聲的品質(張

力、共鳴)、音

調、強度出現

一致性或非一

致性的嚴重差

異。 

他人

的反

應 

 

聽者常常未注

意到學童發聲

有所不同。 

聽者可能會注

意到學童發聲

有點不同。 

聽者會注意到

學童發聲的不

同。 

聽者會注意到

學童發聲明顯

的不同。 

自我

覺察 
 

學童常常未注

意自己發聲上

的不同。 

學童可能會注

意到自己的發

聲有點不同。 

學童通常會注

意到自己的發

聲差異。 

學童會注意到

自己的發聲有

明顯差異。 

對溝

通的

影響 

 

發聲的差異對

溝通沒有負面

影響。 

發聲的差異通

常不會干擾溝

通。 

發聲的差異可

能會干擾溝通

或是影響話語

清晰度。 

發聲的差異已

明顯干擾溝通

或是影響話語

清晰度。 

對教

育的

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未受

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可能

有受到一點影

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通常

已受到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已明

顯受到影響。 

註: 學童出現嗓音問題，建議應先至耳鼻喉科就診檢查，取得醫療診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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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構音異常嚴重度檢核表 

 正常 適當/成熟差異 輕度 中度 極重度 

語音的

描述 

話語中未出現

語音(發音) 錯

誤。 

話語中出現一

些語音(發音) 

錯誤。 

話語還算清晰，

但出現明顯的語

音錯誤。 

話語清晰度只

達中等程度 

(約為 50%)。 

對大部分聽

者而言，話

語是不清晰

/難以理解

的。 

診斷評

量 
 

在標準化的構

音/音韻測驗的

得分： 

介於-1 SD 與平

均數之間。 

在標準化的構音

/音韻測驗的得

分： 

(1)介於-1 SD

至-1.5 SD

之間 

(2)在百分等級

7-15之間 

在標準化的構

音/音韻測驗

的得分： 

(1)介於-1.5 

SD至 -2 

SD之間 

(2)在百分等

級 2-6之

間 

在標準化的

構音/音韻

測驗的得

分： 

(1)在 -2 

SD以下 

(2)在百分

等級 2

以下 

錯誤類

型 
 

錯誤是屬於發

展階段的正常

現象或是方言

所造成的差

異。 

錯誤主要是常見

的替代或扭曲的

類型。可能是還

在使用不是其年

齡應使用的音韻

歷程 (如：後置

或前置歷程)。 

1. 過度使用 

(40%以上)不

符合年齡發展

的替代或省略

歷程。 

2. 出現非典

型的錯   

誤。 

1. 過度使

用 (40%以 

  上) 不符

合年齡發展

的省略歷程

或是不尋常

的音韻歷

程。 

2. 話語中

的語音只局

限於少數幾 

個， 或是

只侷限 

於少數幾個

音群。 

與正常

語音發

展之比

較 

 

語音的錯誤在

發展上是適當

的；隨年齡增

加會自動發展

出正確的語

音。另外，方

言影響發音也

語音錯誤可能會

因詞彙或語句話

語等語境而有所

不同或不一致。 

隨年齡增加有可

能自動發展出正

確的語音。 

隨年齡增加而

自動發展出正

確語音的機會

不大。 

隨年齡增加

而自動發展

出正確的語

音應是不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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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接受的。 

對教育

的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未受

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情

意表現可能有受

到一點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通常

已受到影響。 

基本的認知

或情意表現

已明顯受到

影響。 

           (三)口吃/語暢異常嚴重度檢核表 

 正常 適當/成熟差異 輕度 中度 極重度 

語暢的

描述 

話語的流暢性

並未引起他人

注意 

一分鐘的話語

中出現 0-3 個

口吃的語彙； 

或是在說出的

所有語彙中有

0-3%的口吃語

彙。 

一分鐘的話語中

出現 3-5個口吃

的語彙； 或是

在說出的所有語

彙中有 3-5%的口

吃語彙。 

一分鐘的話語

中出現 5-10

個口吃的語

彙； 或是在

說出的所有語

彙中有 5-10%

的口吃語彙。 

一分鐘的話

語中出現

10個以上

口吃的語

彙； 或是

在說出的所

有語彙中有

10%以上的

口吃語彙。 

不流暢

的持續

時間 

 

不流暢的持續

時間是瞬間短

暫的。 

不流暢的平均持

續時間少於 1

秒。 

 

不流暢的平均

持續時間是 1

秒或更長。 

 

不流暢的平

均持續時間

是 1 秒或更

長。 

 

次發性

特徵 
 

次發性特徵未

出現。 

次發性特徵、挫

折與逃避行為可

能會出現。 

次發性特徵、

挫折與逃避行

為通常都會出

現。 

次發性特

徵、挫折與

逃避行為明

顯地已出

現。 

自我覺

察 
 

學童並未覺察

自己說話不流

暢的現象。 

學童可能覺察自

己說話不流暢的

現象。 

學童可能表達

已覺察自己說

話不流暢的現

象。 

學童已明確

表達覺察自

己說話不流

暢的現象。 

對教育

的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未受

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情

意表現可能有受

到一點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通常

已受到影響。 

基本的認知

或情意表現

已明顯受到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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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語言發展異常嚴重度檢核表 

 正常 適當/成熟差異 輕度 中度 極重度 

語言的

描述 

語言技能

是正常的 

可能出現一些不

一致的語言行

為；或是可能會

出現因方言所造

成的語言差異現

象。 

出現語言缺陷 

語言缺陷通

常會干擾溝

通 

有限的功能性語

言技能造成溝通

困難 

診斷評

量 
 

在標準化的語言

測驗得分： 

(1)在-1 SD以內 

(2)語言分數或

語言標準分

數在 85分以

上 

(3)在百分等級

16以上 

在標準化的語

言測驗得分： 

(1)介於-1至-

1.5 SD 

(2)語言分數或

語言標準分

數在 78-84

之間 

(3)在百分等級

7-15 

在標準化的

語言測驗得

分： 

(1)介於-1.5

至-2 SD 

(2)語言分數

或語言標

準分數在

70-77之

間 

(3)在百分等

級 2-6 

在標準化的語言

測驗得分： 

(1)低於 -2 SD 

(2)語言分數或

語言標準分

數在 69 分以

下 

(3)在百分等級 2

以下 

對溝通

的影響 
 

學童可能有時候

會/有時候不會

出現語言理解或

表達的困難，但

其所說出的話語

仍然可被理解。 

學童可能會出

現語言理解或

表達的困難，

但其所說出的

話語仍然可被

理解。 

學童明顯出

現語言理解

或表達的困

難，其所說

出的話語大

部分時間是

可被理解。 

學童只有限的語

言理解或表達能

力；其所說出的

話語常常是無法

被理解。 

 

對教育

的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情

意表現未受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

情意表現可能

有受到一點影

響 

基本的認知

或情意表現

通常已受到

影響 

基本的認知或情

意表現已明顯受

到影響 

上述資料係參考與改編自 

(1) Michigan Speech-Language Guidelines: Suggestions for Eligibility, Service Delivery, 

and Exit Criteria Revised. 

(2) North Dakota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Public School Guidelines: Section 

II: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Speech-Language Impairment. 

(3)Speech and Language Impairments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Guide (Wisconsin). 

(4)Arkansas Guidelines and Severity Ratings for Speech /Language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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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語言障礙對溝通/教育相關層面的影響檢核表 

設計者：錡寶香/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學科：從課程中學習的能力  社會：與同儕及大人的互動 

職業：參與與職業相關的活動 

學科影響 

 

社會影響 職業影響 

請列出因說話/語言溝通問

題所影響的學科領域 

                    

1. 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在全班平均   

  值至後面 25%中間 

□學業成績在全班後面  

  25%以下 

2. 作業表現 

□無法完成需使用語言 

  進行的作業 

□可以完成與語言無關 

  的作業 

3. □ 無法遵循口語指               

      示 

4. □其他 

請列出因說話/語言溝通問

題所影響的社會互動領域 

                     

1. □ 同儕嘲笑說話  

      語言的溝通問   

      題 

2. □ 因為說話/語言 

   的溝通問題而 

   出現難堪與挫 

   折 

3. □難以解釋他人溝 

  通意圖 

4. □其他 

請列出因說話/語言溝通問

題，而表現出不適當的與職

業相關技能 

                     

1. □ 無法理解或遵循   

      口語指示 

2.□ 對他人的反應或 

    意見，表現出不當 

的回應 

3.□ 無法以相對應/準 

     確的方式提問或 

      回答問題 

4. □其他 

 

 

參考資料 
錡寶香（2006）。兒童語言障礙：理論、評量與教學。台北：心理。 

錡寶香（2009）。兒童語言與溝通發展。台北：心理。 

錡寶香 (2013)。特殊教育中語言障礙學生的鑑定與安置：流程與評量。國民 

          教育，54（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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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2：專題演講（二） 

從筆記抄寫到聽打服務 

蘇芳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退休)副研究員 

 

一、聽打是什麼? 

  將溝通現場的口語訊息，透過電腦打出濃縮精簡的文字，使聽障者可以即時接收到語意

完整且正確（但並非逐字）的訊息，達到資訊無障礙的平等境界。 

 

二、話說廿年前… 

緣起一 2000的聽障青年領袖營和 2001 聽障青年留學講座 

全台首次啟用同步字幕(聽打) 

緣起二 2001台師大率先提供聽障大學生筆記抄寫服務 

 

三、政府部門與聽打服務 

1.2015年之前   

2.2015.12.16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1條修法 

3.修法之後 

 

四、聽打服務的樣貌 

1.各縣巿有所不同 

  2.聽打主題多樣化 

3.搭配設備因人數而異 

  4.克服場域的需求 

4.聽打員的酸苦與甜美 

 

五、疫情帶來的影響與契機 

  1.遠距教學、會議 

  2.疫情記者會 

 

六、未來努力方向 

1.服務使用者的自決 

2.分級制度與合理待遇 

3.中央證照 

4.聽打員持續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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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1：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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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玖-2：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二) 

聽你唸書的狗狗—學習輔助犬融入讀寫活動 

黃玉枝 

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屏東大學在古源光校長的支持及推動下結合特殊教育專業與獸醫的跨領域專業，引入受

過專業訓練的工作犬輔助學生學習，不僅成立了國內首座學習輔助犬訓練教室，更積極推動

學習輔助犬輔助學習計畫。由於屏東地區資源缺乏，本校特殊教育中心長期在輔導區內推動

特殊教育工作，特教中心二十多年來針對屏東地區有特殊需求的學童們進行免費的溝通訓

練，長期為大學社會責任之實踐。近來，也嘗試將學習輔助犬融入特殊需求學生的溝通訓練

中，尤其是增強孩子閱讀興趣、促進閱讀流暢度及口語表達，讓孩子有獨特的學習體驗。 

 

    為有效運用大學資源，以協助提升高屏地區校園的閱讀及推展深度生命教育，2016年

開始屏東大學與高雄市教育局及屏東縣教育處攜手合作，培訓種子教師，並在高屏地中小學

校推動學習輔助犬融入教學計畫。目前已經有 20所學校共四十多位現任老師完成培訓，

2019年高雄市有 11所學校加入；同時，屏東大學也著手將各級學校推行經驗編撰成書籍，

於 2020年 5月出版「狗狗開課囉!--學習輔助犬融入教育活動設計」。屏東大學也與屏東市

文化局介壽圖書館、竹田泰美圖書館合辦親子閱讀活動--「小朋友唸書給狗狗聽」，每學期

平均各 5場次的活動，至今累積約一百多個家庭參與。 

 

    這次演講內容介紹一些學校透過輔助犬融入讀寫活動，例如河濱國小「犬心犬意讀寫樂

園」、鳳山國小「為愛朗讀」、民生國小「彩色點點狗—幫狗狗寫故事」、鎮北國小「牛牛

故事屋」、鳳山國小「彎彎小書」、大汕國小「我是小頭家」等等的活動設計，在各校的推

動下，我們看到學習輔助犬融入讀寫活動的學習成效。在研究方面也陸續有實證的研究論文

(江慧專，2019;李虹瑩、黃玉枝、祁偉廉、陳晴惠，2017；林慈慧，2019)。 



36 

 

      所有學習的基礎來自於閱讀，我們期盼在高屏地區，學習輔助犬對在地教育創造更多

可能性，營造溫暖及正向的陪伴關係，重燃學生的學習熱忱。 

運用學習輔助犬相關研究: 

江慧專(2019)。重複閱讀結合動物輔助學習對提升學習障礙學生閱讀能力及動機之 

    成效(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屏東大學。屏東市。 

李虹瑩、黃玉枝、祁偉廉、陳晴惠(2017)。輔助犬對國小聽覺障礙兒童溝通能力影 

    響之研究。2017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11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 

    學會。 

林慈慧(2019)。學習輔助犬介入對國小英語低成就學生朗讀流暢度之行動研究 (未 

    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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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主持人、演講人、報告人、翻譯員簡介 

 

一、主持人： 

楊麗珍：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員 

林玉霞：嘉義大學特殊教育系/特殊教育中心主任/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現任理事長 

林坤燦：東華大學特殊教育系主任 

蕭金土：南台科技大學任教授 

楊熾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朱經明：亞洲大學幼兒教育系退休教授 

黃玉枝：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李芃娟：台南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 

林秀錦：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副教授 

楊雅惠：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副教授 

 

二、專題演講人： 

錡寶香：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 

蘇芳柳：台灣師大特教中心退休副研究員 

 

三、會務報告人： 

張淑品：台北啟聰學校前教務主任/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秘書長 

 

四、溝通教學經驗分享人： 

洪雅惠：彰化師大特教系主任 

黃玉枝：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五、論文報告人： 

宋金滿：台北啟聰學校退休教師 

韓繼綏：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前執行秘書 

王聖維：新北埔墘國小教師 

林祐鳳：台北龍門國中教師 

林桂如：雅文聽障兒童文教基金會研究員 

羅怡：台灣師大特教系碩士生 

羅文吟：新北鷺江國小附幼教師 

黃靜玲：台北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定向行動訓練師 

吳秋南：台灣師大復諮所研究生 

鄭姵均：台灣師大特教系研究生 

高培芬：台北市仁愛國小資源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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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峻榕：台北啟聰學校教師 

葉子菁：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學生 

賀超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生 

林思賢：臺北市明德國中特教教師 

丁俐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生 

林琬穎：台灣手語翻譯協會監事 

黃靜玲：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特殊教育學系學生 

何嬿：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兼任助理 

李依韋：台灣手語翻譯協會親子手語教師 

蕭蜀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學生  

 

 

 

六、手語翻譯及同步字譯 

陳美琍：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退休手語教師 

戴素美：台北市立啟聰學校學務主任 

解健彬：台北市社會局聽打員 

許翠蓉：台北市社會局聽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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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2020 研討會與會人員名單 

總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林玉霞 嘉義大學 主任 

2 張淑品 臺北啟聰學校 主任 

3 翁素珍 台灣師大特教系 兼任助理教授 

4 葉宗青 台北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校長 

5 李淑娥 退休 語言治療師 

6 黃國禎 員林農工職業學校 教師 

7 戴素美 臺北啟聰學校 學務主任 

8 韓福榮 臺北市立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9 林寶貴 台灣師大特教系 退休教授 

10 朱經明 亞洲大學幼保系 退休教授 

11 李芃娟 台南大學特教系 教授 

12 林秀錦 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副教授 

13 楊雅惠 彰化師大特教系 副教授 

14 楊麗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專門委員 

15 蕭金土 南台科技大學 退休教授 

16 黃玉枝 屏東大學特教中心 主任 

17 錡寶香 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教授 

18 蔡誌鑫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經理 

19 陳美琍 台灣師大特教系 退休兼任教師 

20 蘇芳柳 台灣師大特教中心 退休副研究員 

21 宋金滿 台北啟聰學校 退休教師 

22 楊熾康 東華大學特教中心 主任 

23 廖子綺 台灣師大特教系 學生 

24 李淑惠 新北修德國小 退休教師 

25 何嬿 國立政治大學 業務督導員 

26 林麗容 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校長 

27 葉文英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理事長 

28 陳旻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前社長  

29 周大中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前社長  

30 陳俊宏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前社長  

31 安永棠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社長  

32 吳秋南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前社長  

33 曾琪雅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幹事 

34 羅文吟 新北鷺江國小附幼 教師 

35 呂琳 台北文山特校 教師 

36 廖女喬 台北文山特校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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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林祐鳳 台北市龍門國中 教師 

38 王聖維 新北市埔墘國小 教師 

39 陳俊旭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協理 

40 張乃文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專員 

41 黃司辰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專員 

42 陳惠珍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專員 

43 王美芳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副理 

44 張峻達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工程師 

45 蔡孟涵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聽能復健教師 

46 高凰雯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客服員 

47 林之苡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專員 

48 林姿誼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秘書 

49 吳雯欣 科林聽能復健中心 秘書 

50 解健彬 台北市社會局 聽打員 

51 林芸嫻 台北市社會局 聽打員 

52 何西哲 口吃治療教室 教師 

53 陳沛儒 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學生 

54 蔡明蒼 台北市立啟明學校 校長 

55 陳秀雅 台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校長 

56 曾美淑 台北市士東國小 教師 

57 游強生 台北啟聰學校 退休教師 

58 許清標 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退休主任 

59 高碧穗 永明發展中心   

60 丁俐瑋 台北教育大學特碩早療   

61 蕭蜀珍 國北教大特教系 碩士生 

62 曾礎儀 屏東大學特教系 碩士生 

63 謝侑容 國立清華大學   

64 洪雅惠 彰化師大特教系 系主任 

65 薛明里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退休助理教授 

66 鐘偉倫 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67 劉俊榮 台南大學 副教授 

68 劉秀丹 台灣師大特教系 副教授 

69 施雍穆 中華民國脊椎損傷協會 秘書長 

70 林伯川 台北龍江扶輪社 前社長  

71 黃瀅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碩士生 

72 李孟凌 國北教大特教系 碩士生 

73 黎晏辰 台南大學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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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74 蔡佳婷 臺北教育大學   

75 何宜真 台南大學特教系 碩士生 

76 劉又綺 屏東愛心關懷急難救助協會   

77 邱文琪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78 游翊屏 國北教大特教所 碩士生 

79 陳梓盈 國立屏東大學特教系 碩士生 

80 鄭姵均 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碩士生 

81 程建鑫 彰師大特教所 碩士生 

82 江景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碩士生 

83 歐陽弘益 桃園市   

84 簡如意 個人   

85 梁凱璇 台北市立永安國小 教師 

86 陳彥廷 臺師大特教系 學生 

87 王沂凡 彰師大特教系 碩士生 

88 林洸宇 國北教大特教所 碩士生 

89 黃靜玲 臺南大學視障重建中心 定向行動教師 

90 馬盛珍 台南大學特教系 碩士生 

91 黃坤全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92 吳柏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3 劉憶萱 長庚大學早療所   

94 彭薏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5 吳姿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6 林雪莉 國北教大特教系 碩士生 

97 林以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8 顏士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9 陳美足 國北教大特教系 碩士生 

100 林琬穎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監事 

101 朱紹平 銀河水晶藝品有限公司   

102 陳珮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所 碩士生 

103 莫曉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4 蕭舜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105 吳芷陵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6 李沂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 

107 江向涵 南投啟智教養院   

108 張元祥 浩宇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09 葉子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 

110 張庭瑄 國北教大特教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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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邱奕銜 臺北市立大學研究所   

112 林秀恆     

113 張晏馨 國北教大特教系早療所 碩士生 

114 林桂如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教師 

115 林佳樺 國北教大特教所 碩士生 

116 簡君庭 交通大學 學生 

117 易思嘉 新北市立忠義國小 教師 

118 孫毓禧 新北景新國小 教師 

119 鐘慧倫 新北保長國小 教師 

120 簡琪諭 新北埔墘國小 教師 

121 簡浩倫 新北新和國小 教師 

122 明佳蓉 新北三重國小 教師 

123 張潁芃 新北三多國小 教師 

124 林欣瑾 新北大崁國小附幼 主任 

125 林曉君 新北汐止國小 教師 

126 林奕妝 新北清水國小 教師 

127 蕭秀貞 新北鄧公國小附幼 教師 

128 許惠婷 新北林口國中 組長 

129 李旻融 新北中港國小 教師 

130 林妡樺 新北瑞芳高工 教師 

131 蕭淑玲 新北安和國小附幼 教師 

132 丁楷倫 基隆東光國小 教師 

133 陳立珣 基隆中正國小 教師 

134 廖芳玫 台北芳和國中 退休教師 

135 江亞衛 台北志清國小 教師 

136 吳欣憓 台北古亭國小 教師 

137 莊峻榕 台北啟聰學校 教師 

138 吳佳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 

139 林淑碧 臺北市立北政國中 教師 

140 楊淑君 臺北文修幼兒園 基金會承辦人 

141 蔡芷瑋 台北信義國小 教師 

142 孫慈雅 台北麗山國小 教師 

143 陳美宏 臺北市大附幼 教師 

144 何維又 台北明德國中 教師 

145 蘇豐政 台北啟聰學校 教師 

146 蘇芷瑩 台北成淵高中 教師 

147 高秀玲 台北雙園國小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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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郭庭序 台北文林國小 教師 

149 陳玟瑾 台北中正國中 教師 

150 陳俊穎 台北啟智學校 教師 

151 鄭淑華 桃園東門國小 教師 

152 劉義翔 新北公埔國小 教師 

153 陳彤 桃園瑞豐國小 教師 

154 李文城 桃園僑愛國小 教師 

155 陳貞伃 桃園內壢國中 教師 

156 羅娸嘉 桃園平南國中 教師 

157 黃珮雁 宜蘭光復國小 教師 

158 何信儀 宜蘭南澳高中 教師 

159 劉俐君 宜蘭二城國小 教師 

160 蔡立群 宜蘭二城國小 教師 

161 蕭婷儀 宜蘭光明國小 教師 

162 曾維德 花蓮美崙國中 教師 

163 劉貞利 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教師 

164 謝曉菁 台中永隆國小 教師 

165 吳明恩 台中西屯區泰安國小 教師 

166 林郁廷 臺中啟聰學校 教師 

167 塗意雯 臺中啟聰學校 教師 

168 蔡佩珊 台中國安國小 教師 

169 張方瑜 臺中啟明學校 教師 

170 黃鈺晴 南投竹山高中 教師 

171 蔡志遠 彰化成功高中 教師 

172 蔡憶琦 彰化員林國中 教師 

173 楊喬伊 彰化泰和國小 教師 

174 謝明融 彰化埔心國中 教師 

175 湯雅惠 嘉義阿里山國(中)小 教師 

177 李宜庭 高師大特教系聽語組 碩士生 

178 洪○珍 彰化師大特教碩士班 碩士生 

179 楊智全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教師 

180 盧○竹 高師大   

181 李怡嫻 臺師大特教系 博士班學生 

182 曾○誼 鳳鳴國中 教師 

183 吳○萱 新北三重商工 教師 

184 鄭惠尹 國北教大特殊教育學系 學生 

185 蕭蜀珍 國北教大特殊教育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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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翁瑜 國北教大特殊教育學系 學生 

187 賀超穎 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188 譚琳 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189 李○慈 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190 高培芬 台北市仁愛國小 資源班教師 

191 王俞方 國北教大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生 

192 蔡佳婷 國北教大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生 

193 林思賢 台北市明德國中 教師 

194 林佳玲 國北教大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生 

195 莊○涵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學生 

196 魏如君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理事長 

197 高鳳鳴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教師 

198 林琬穎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監事 

199 羅怡 臺師大特教系 碩士生 

200 張芃   

201 涂○誼 市立鶯歌國中 巡迴輔導教師 

202 宋秉錕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校長 

203 杜雅芳 台北市士林天母國小 幹事 

  204     杞昭安            嶺南師範學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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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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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

主持人/演講人/報告人、負責大陸地區報名/投稿事宜、準備/印製各項

會議資料、邀請手譯員、審查論文 

林寶貴 

寄發台灣會員、理監事會議、調查會議出席人數、發開會通知/會議記

錄/台灣地區報名/投稿通知、上傳/維護學會網站資料 

林玉霞、張淑品 

主持年會/理監事會議/籌備會議(林)、編輯溝障期刊/論文集(宣) 林玉霞、宣崇慧 

裝/發資料袋（會議手冊、論文集、研習條、感謝狀） 北聰、科林 

報到（簽到、領取資料袋） 北聰、科林 

準備會議手冊、論文集、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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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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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淑品 

開幕式及上午議程錄影、下午拍照/錄影 北聰 

上/下午各場專題演講、經驗分享、論文宣讀計時、拍照/錄影 北聰 

安排各場手語翻譯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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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寶貴 

分發午餐餐券 李淑惠 

分發午餐便當/茶敘點心、招待長官、貴賓 北聰 

會場內外茶水、紙杯、飲料補充 北聰 

會場引導、維持秩序 北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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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 林寶貴 

總務組 準備/支付主持費、演講費、經驗分享費、論文報告、工作費、手譯

費、論文審查費、出席費、交通費、印刷費、餐點、文具等費用 

蘇芳柳、宋金滿 

墊付及核銷經費 蘇芳柳、宋金滿 

收費（入會費、年費、捐款等） 宋金滿、義工 

訂便當、借會場、桌巾、海報板、紙箱、螢幕、茶壺、茶桶等開會用

品 

林寶貴 

申請 ISBN  林寶貴 

論文及期

刊審查 

林寶貴、林秀錦、黃玉枝、蘇芳柳、林玉霞、宣崇慧、杞昭安、楊熾康、楊雅惠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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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2020 年 3 月 8 日(六)上午 10：00-13：30 

二、地    點：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 328 會議室 

三、主    席：林玉霞理事長                                   記錄：張淑品秘書長 

理    事：林寶貴、杞昭安(請假)、錡寶香、黃玉枝(請假)、韓福榮、楊雅惠(請假)、 

          蕭金土(請假)、葉宗清、李芃娟(請假)、胡心慈(請假)、翁素珍、 

朱經明(請假)、林秀錦、蔡明蒼(請假)     

監    事：蘇芳柳、楊熾康、林雲彬、謝榮懋、安永棠 

列    席: 宋金滿(請假)、陳又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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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1-12/31 如附件

一)。 

2. 本次會議請推舉 2020 年會籌備工作小組委員，再麻煩這些委員協助規劃今年兩岸

研討會事宜。 

3. 今天年會及研討會議程確定後，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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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溝通障礙期刊已改為年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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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林榮譽理事長報告： 

     1.  今天是婦女節,感謝中.南.東部理事一大早趕來台北參加理監事會議,辛苦了! 

     2.  本會第四次理監事會議記錄請參考(附件二). 

3.  2019/11/14 代表學會參加科林聽能復健教學中心 7 周年慶. 

4.  2020/1/11 受到刺激與提醒,決定收拾師大研究室搬回家, 自此學會無人接諮詢電

話.傳真及電腦.網站信件, 學會成空轉狀態! 

5.  2020/1/15 邀請學會會員參加台北啟明學校音樂晚會.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今天請各位理監事先討論溝障學會的存廢問題,並考慮疫情因素，其他提案才有

必要繼續討論. 

    說  明：學會每年重要工作事項之一是舉辦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但因去年大陸參

與者能成行者大減，這幾年臺灣也有多所大學與大陸交流密切，且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今年是否續辦兩岸研討會及學會存廢議題，請各位理事慎思並提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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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1.杞昭安理事、李芃娟理事、黃玉枝理事、安永棠理事、楊雅惠理事、蔡明蒼

理事、葉宗青理事支持學會繼續運作，但今年研討會辦理形式由理監事會議再

行研議。 

2.謝榮懋監事建議學會可以轉型續存，但需有人接續相關會務工作。 

3.寶貴教授提出經費及人力支援不足，請各位慎思若續存的話如何解決此二問

題。 

4.楊熾康監事提出本學會從全國指標性及學術專業性方向思考，建議續存，至

於人力及經費問題，則建議由理事長思考如何解決。 

5.翁素珍理事、錡寶香理事同意續存，但運作方式可以調整，例如：考慮聘請

兼任學會助理。 

 

決  議：1.支持學會繼續運作。 

2.聘請兼任助理或工讀生，預估每月用 6000元左右，由現任理事長聘請。 

 

提案二：如照舊，2020 年會的活動計畫議程草案如附件三，如何辦理請討論。 

       說  明：  

1. 大陸專題演講人預計邀請：                    

2. 今年年會如仍辦理論文發表，請推薦論文審查委員名單： 

3. 請 推 薦 研 討 會 各 場 主 持 人 、 溝 通 障 礙 教 學 經 驗 分 享

人 ：                       。 

4. 今年科林公司已經通知不繼續辦理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下午主會場活動內

容及場地是否需要變更?如果要變更活動,請推薦活動的主持人、總結人：          

5. 請問今年擬邀請哪些協辦單位？負責籌備及接待的單位是否需要變更？ 

6. 本年研討會論文集及學會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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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誰負責申請及上網？ 

7. 今年紙本論文集、學會期刊、成果專輯要印幾本？  

8. 大陸人士要向誰報名? 大陸論文要寄給誰? 請誰審查? 

  決  議： 

1. 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有許多不確定性，今年不擬邀請大陸演講人，以邀請

臺灣地區演講人為主，一位為去年木鐸獎領獎者蘇芳柳教授；另一位邀請洪

儷瑜教授。 

2. 論文集及期刊審查委員名單：參考去年名單。 

3. 各場主持人：第一場邀請楊麗珍專門委員；第二場邀請林坤燦教授；第三場

邀請蕭金土教授。論文發表主持人參考去年名單。 

3. 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人建議推薦彰化師大特教系主任洪雅惠教授及北京中

央音樂學院音樂治療師陳洛婷老師（台灣人），若陳洛婷老師無法回台，則推

薦高雄語障巡迴輔導老師擔任(請錡寶香教授負責推薦)。 

4. 研討會當天下午除論文發表會外，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科林公司今年因應疫

情，建議暫停舉辦。 



48 

 

5. 協辦單位、負責籌備及接待的單位比照去年模式。 

6. 本年研討會論文集及學會期刊，仍申請 ISBN 編號，請理事長全權處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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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嘉義大學上網申請,請楊熾康理事在通報網上增加各人報名回條需求的 

             選項。 

          8.會議手冊暫定印製 200本；紙本論文集暫定印製 100本；學會期刊暫定印製 

            100本，若今年有申請經費補助，再印製成果專輯 50本。 

          9.大陸人士報名及論文由理事長全權處理；大陸論文審查部分由本年度論文審查 

            委員協助。 

 

提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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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決  議：1.相關工作分配待助理或工讀生聘用後，再行調整。 

2.手語翻譯員及聽打員建請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 

   

  提案四：本年年會活動如何籌措經費，請討論。 

說  明： 

1. 請參考去(2019)年研討會會議手冊第 12 頁經費收支決算表。 

2. 大陸專題演講人旅費如何處理？ 

3. 交流晚宴餐費如何處理？ 

4. 便當、點心、工作人員工作費、會場佈置、雜支等費用，是否比照往年標

準，由學會支付？ 

5. 去年未向台北市教育局申請經費補助，亦未向教育部兩岸國際司及國教署

申請補助,請問今年會向這三單位申請補助嗎? 

6. 如果是研究生的畢業論文，已經審查過，就不必再送審查委員審查，那還

需要給指導教授審稿費嗎？ 

  決  議： 

1. 因應疫情，今年交流晚宴暫停辦理。 

2. 便當、點心、工作人員工作費、會場佈置、雜支等費用，比照往年標準。但會

場布置取消背版製作。 

3. 今年請理事長向相關單位申請補助經費。 

4. 有關研究生論文審查費比照往年方式辦理。 

   

  提案五：本會第六屆新入會員名冊提請同意備查。 

  說  明：1.詳見附件六(張妍乃、柴壽華、何嬿、許茜涵、李淑娥)。 

          2.以後新入會會員通過後,請誰把新會員名單及繳費資料加入會員名冊? 

  決  議：1.新入會會員，張妍乃、柴壽華、何嬿、許茜涵、李淑娥，同意備查。 

2.新入會會員通過後,請張秘書長把新會員名單及繳費資料加入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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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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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2 日(六)上午 7:40 分。 

  

提案七：2020 年會第一次籌備工作小組會議時間、地點、出席人員，請討論。 

說  明：籌備小組人員比照往年麻煩理事長及北部理監事出席。 

決  議：109 年 6 月 20 日(六)上午 10 點在臺師大特教中心博愛樓 328 會議室。 

 

提案八: 本會章程第十一條規定:理事監事連續兩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

職，由備取遞補，以後要嚴格執行嗎?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理事監事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請假。 

 

提案九: 請問以後學會會址.網站地址.連絡電話.傳真要換到哪裡? 傳真機要搬到哪裡? 

說  明：目前學會無人接諮詢電話及電腦跟網站信件, 學會成空轉狀態! 

決  議：1.學會會址、電話及傳真號碼，請更改為現任理事長資料。 

        2.傳真機搬到林榮譽理事長家。 

        3.請宋金滿老師陪同林榮譽理事長到中華電信局，辦理取消目前停用的學會電話  

         號碼。以節省現在每月白繳 350 元左右的電話費！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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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1、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六屆第一次籌備會議 

2020 年 6 月 20 日(六)上午 10：00-12:00  

二、地    點：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 328 會議室 

三、主    席：林玉霞理事長                                   記錄：張淑品秘書長 

四、出席人員 :林玉霞、林寶貴、杞昭安、錡寶香、黃玉枝(請假)、韓福榮、謝榮懋、 

楊雅惠(請假)、葉宗清(請假)、胡心慈(請假)、翁素珍(請假)、林秀錦、林

雲彬、黃司辰、陳俊宏、張淑品、蔡明蒼(請假)、蘇芳柳、宋金滿 

五、工作人員: 陳又菱 

 

四、主席報告：  

5. 今天謝謝 2020 年會籌備工作小組委員，協助規劃今年兩岸研討會事宜。 

6. 今天確定年會及研討會是否舉辦後，要再對學會會員及過去常出席的國內外單位發

佈第二次今年溝障研討會的訊息。 

 

五、林榮譽理事長報告： 

     1. 疫情期間還要麻煩北部各位理監事、杞昭安理事(從大陸)一大早趕來台 

        北參加第一次籌備會議，辛苦了! 

     2. 本會第五次理監事會議記錄請參考(附件一)。 

6. 5/3 及 6/1 代表學會參觀本會會員王阿勉老師畫展，個人並致送其花籃。 

7. 2020/1/11 從研究室搬回家後, 不久剛好疫情爆發，就很少到師大，學會的諮詢電

話、傳真、LINE 都在家裡處理，請大家以後有事聯絡我，打我家裡電話:02-

23690304，或利用學會 LINE 群組、或個人 email。 

8. 恭喜台北啟明學校今天畢業典禮。 

9. 今年未接到北聰校慶及畢業典禮通知，未前往祝賀請見諒。 

7.  恭喜林雲彬副總經理 4 月 15 日榮退，今後請陳俊旭協理繼續支持學會的活動。 

8.  恭喜謝榮懋校長榮退。 

9.  6/4 接到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寄給學會的開會通知，請理事長決定 7/7 上午要不要派

代表出席 

   會議 

     10.到目前為止，只收到論文集的論文 5篇，都是杞昭安老師師生投的稿！ 

 

六、頒發林雲彬副總經理榮退紀念品。 

    頒發謝榮懋校長榮退紀念品。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今天先請各位籌備委員考慮疫情因素後，決定今年溝障研討會是否照原定計畫舉

行，其他提案才有必要繼續討論。 

    說  明：疫情關係，視障學會已經決定取消今年視障研討會，我們是否照原訂計畫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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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決  議：2020年溝障學會繼續辦理。 

 

提案二：如照舊，2020 年會的活動計畫議程草案如附件二，如何辦理請討論。 

       說  明： 

              1. 專題演講一原來決議邀請洪儷瑜院長，她因公未答應，改請錡寶香教授擔任。 

              2. 論文集及期刊謝謝宣崇慧理事志願擔任執行編輯。 

              3. 請確定論文集的截稿、審查、編輯、付印日期。 

              4. 8/1起北聰校長換趙麗華校長，請問研討會協辦單位、負責籌備及接待單位工作 

                仍照去年請北聰及科林公司協助嗎? 

              5. 上次決議本年研討會論文集及學會期刊，申請 ISBN 編號，由張淑品負責，請確認。 

              6. 很多人在問學會網路上找不到本年溝障研討會的訊息及如何報名，請再確認是在全 

                 國特殊教育通報網或學會網站報名？ 

              7. 兩岸到目前為止不能通航，所以可能大陸人士無人報名，論文只能投稿論文集或期 

                 刊，到目前為止，只收到五篇論文，都是昭安老師和他的學生投的，謝謝昭安老師! 

           

 決  議：1.有關研討會論文宣讀，目前只有 5篇，若截至 8/7 投稿截止前，論文發表篇

數仍未達標(至少四場，每場四人)，請理事長邀請過去投期刊或論文集的投

稿人發表論文！  

2.論文集的付印日期預定於 8/25 前，論文集的編輯與審查由理事長負責。 

3.原則上今年研討會協辦單位、負責籌備及接待單位工作仍比照去年請北聰及科林 

  公司協助。 

4.研討會論文集及學會期刊，申請 ISBN編號，由張淑品負責於 8月初申請。 

 

提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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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附件三。 

決  議：1.有關報名資訊，6月底前臺灣會員請張淑品主任發第二次研討會及投稿通知。 

          大陸報名通知，請林寶貴負責。 

2.相關工作分配修正如附件。 

 

  提案四：本年年會活動如何籌措經費，請討論。 

說  明： 

1.請參考去年至(2020)附件四學會目前收支明細表。 

        2.去年未向台北市教育局申請經費補助，亦未向教育部兩岸國際司及國教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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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補助,請確認今年會向這三單位申請補助嗎? 如果沒有申請是否又需要募款？ 

  決  議：理事長擬向台北市教育局、教育部及國教署申請補助。 

 

提案五：下次籌備會議時間、地點，請討論。 

決  議：8/11(二)下午 14:00於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 328 會議室召開。 

  

提案六：請問學會會址、網站地址、連絡電話、傳真換到嘉義大學後，有人負責接收和

回應嗎？ 

說  明： 

      1.目前學會諮詢電話、傳真及電腦訊息、信件變成傳到林常務理事家裡或其手機。 

      2.學會電話及傳真已取消，電話費變成由林常務理事個人負擔。 

決  議：學會會址、網站地址、連絡電話、傳真換到嘉義大學，目前由嘉義大學專人負

責。  

 

八、臨時動議： 

1.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7/7 會議請韓福榮理事代表學會參加。 

 

九、散會：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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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2、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六屆第二次籌備會議紀錄 

一、時    間 : 2020 年 8 月 11 日(二)下午 2：00 起  

二、地    點：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 328 會議室 

三、主    席：林玉霞理事長                                   記錄：張淑品秘書長 

四、出席人員：林玉霞、趙麗華、錡寶香、韓福榮、楊雅惠、葉宗清、翁素珍、林秀錦、 

              蔡鋕鑫、安永棠、張淑品、蔡明蒼、宋金滿、林寶貴 

五、工作人員: 陳又菱 

六、主席報告： 

    1.  今天謝謝 2020 年會籌備工作小組委員，協助規劃今年研討會事宜。 

    2.  今年已經確定要舉辦年會及研討會，請秘書長再對學會會員及過去常出席的非會員 

        發佈第二次今年溝障研討會的訊息。 

七、林榮譽理事長報告： 

1. 疫情又暑假期間還要麻煩北部各位理監事再來台北參加第二次籌備會議，辛苦了！ 

2. 今天要先歡迎北聰趙校長、科林公司蔡經理能撥冗出席本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3. 今天也要先祝賀安永棠社長生日快樂！ 

4. 本會第六屆第一次籌備會議記錄請參考(附件一)。 

5. 7/22 又代表學會參觀本會會員王阿勉老師畫展。 

6. 疫情期間，各單位活動減少，但是連續接到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兩封開會通知單，謝

謝韓福榮理事第一次代表出席會議，第二次是否出席，請韓理事決定。 

7. 7/8 接到桃園市立美術館來函及一份海報，請學會刊登該館將於 8/22-8/23 舉辦聽損

兒童藝術共融「應用劇場工作坊」，已請秘書長上傳學會網站。 

8. 7/19 到史丹佛大學一封要學會回答問卷調查的信，謝謝理事長填寫電子問卷。 

9. 到目前為止，我只收到論文集的論文 18 篇，今年大陸人士不能來台，投稿的論文

也減少很多，溫州市特教資源中心袁東主任報名參加研討會，我們需要有現場可視

訊會議的設備。  

10. 7/25 突然接到今年年會經驗分享人之一陳洛婷老師大陸方不批准她來台演講，感謝

黃玉枝理事願意代她分享「聽你唸書的狗狗-學習輔助犬融入讀寫活動」。 

11. 今年我的小學同學又捐款 20 萬元給本會，謝謝宋金滿老師幫忙訂做紀念牌，贈送

給王添成董事長。 

12. 請理監事記得 9/12 上午 7:40 到博愛樓 112 教室開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13. 請淑品秘書長邀請趙校長加入理監事群組。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韓福榮理事報告代表本會出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會議內容。 

    說  明：1.本會屬列席單位。 

         2.會議內容以翻譯文本討論為主，且因與會者對用語有許多爭議，會議討論非

常冗長，建議未來會議本會不需再派代表出席。 

    決  議：本會不再派代表出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會議，只將會議決議轉知本會理監事。 

 



54 

 

    提案二：修改後今年研討會的議程，請參考附件二，是否同意，請討論。 

    說  明：如附件。 

    決  議：論文宣讀者待補，請理事長盡速提供名單。 

 

       提案三：請宣崇慧理事報告本年論文集及期刊收稿情形。 

       說  明: 宣崇慧理事請假，無法出席，林榮譽理事長代為報告: 

       決  議：期刊共收到 6 篇，9 位審查委員；31 篇研討會論文，2 位審查委員。 

 

       提案四：請問北聰趙校長是否同意繼續擔任本年學會研討會的協辦單位、負責籌備及接待單位 

               工作？ 

       說  明：往年北聰均擔任學會研討會的協辦單位、負責籌備及接待單位的工作，今年是否同意繼 

               續幫忙？ 

       決  議：北聰今年仍會繼續支持年會的籌備及相關工作。 

 

       提案五：請問科林公司今年是否仍比照往年協助本年學會研討會的裝資料袋及布置會場的工作？ 

               會不會參加輔具展？ 

       說  明：雖然林雲彬副總退休，今年也不舉辦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決  議：1.科林公司今年仍會繼續提供資料袋約 150 個，協助布置會場、裝資料袋工作， 

               並參加輔具展。 

2.今年因為會場只在博愛樓一樓，場地空間較狹窄，不擬安排書展。 

        

       提案六：請問需不需要再跟北聰趙校長及工作人員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 

       說  明：如果需要，請討論：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出席人員。 

       決  議：第三次籌備會議原則上訂 8/26 日上午 9:30 起，地點在博愛樓 203 室，出席人員 

               為林寶貴榮譽理事長、林玉霞理事長、蔡誌鑫經理、林家楠主任、蘇芳柳會計長、 

               宋金滿總務長、張淑品秘書長。 

 

       提案七：請問今年研討會的點心、便當，向哪一家訂購?  

       說  明：點心往年向大統，去年換郭秉華介紹的一家；便當向隨意小吃訂的，今年如何請討論!           

       決  議：點心訂大統；便當訂隨意小吃。 

 

九、臨時動議：1.請問理事長或會計長今年有無向教育部或台北市申請經費補助:無 

              2.請問論文如請人代讀，議程上是掛原作者名字或代讀者: 原作者 

              3.請問今年研討會能否現場看到視訊轉播?今年將把會議放置 youtube 上 

               做實況轉播。 

4.會議手冊印 150 本、論文集 100 本、期刊 100 本，並放置 QR code 

讓與會者可連結雲端下載資料。 

十、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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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3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六屆第三次籌備會議紀錄 

一、時間：2020年 8 月 26日上午 9：30至 12:00 

二、地點：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203 教室 

三、主席：林寶貴                          記錄：張淑品 

四、出席人員：林寶貴、張淑品、林家楠、宋金滿、蔡誌鑫(請假) 

    列席人員：陳又菱 

五、主席報告： 

1. 感謝科林、北聰，今年繼續支持研討會的籌備工作。 

2. 今天繼續協調所有研討會的籌備工作細節。 

3. 會議手冊、論文集、期刊今年仍請江德仁幫忙印製。希望 8/31前能趕出來給他付

印。 

4. 台灣報名人數到第三次籌備會的統計是 204人。 

5. 預計準備會議手冊 180本、論文集 150冊、期刊 100本，9/12午餐便當葷預計訂

150份，素 30份。 

6. 紙本期刊數量有限，除送 45個特教系、中心、國家圖書館、作者外，剩下的讓需

要者自行拿取。 

7. 等一下請家楠主任記得帶 100張感謝狀回去印給主持人、演講人、經驗分享人、協

辦單位代表、投稿者、論文發表者、論文代讀者。 

8. 感謝科林公司今年又贈送學會 220個資料袋讓我們裝資料。 

9. 第一場主持人是楊麗珍專門委員，如果她又要捐款，請不要再讓她捐。 

10. 今年研討會大陸人士不能來參加，人數、資料袋、會場、交流晚宴等都有所改變! 

 

六、討論提案： 

項目一：第二次籌備會議記錄請自行參閱。(附件一) 

項目二：研討會活動議程請參閱附件二 

項目三：研討會分工項目及負責人請自行參閱(附件三)。 

項目四：秘書長研討會當天備忘事項，請自行參閱(附件四)。 

項目五：義工備忘事項，研討會當天請兩位工讀生負責上、下午的收費事宜。 

項目六：請二位工讀生協助會費及捐款收費事宜，會費及捐款電子檔及收據請宋金滿 

        總務長提供。 

項目七：北聰備忘事項、協助準備的工作項目、及需要事先印製的表格，請參閱北聰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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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事項，並開始印製各種感謝狀及海報，感謝狀不夠再找我拿，請家楠主任加  

        我的 LINE：t14011，或打我的電話：(02)2369-0304，事先約時間去研究室 

        拿。今年大陸希望也能同步看到研討會現場視訊，請大陸貴賓至 YOUTUBE 上網  

        觀看，搜尋【2020溝障學術研討會】。 

項目八：科林聽能復健中心備忘事項請自行參閱(附件五)。 

項目九：北聰準備工作請參考去年的工作項目內容及工作項目，備忘事項如下： 

1.研討會計畫及議程：論文宣讀如有人缺席，請主持人盡量不加評論，留更多時間

給論文宣讀者及與會者互相交流。 

2.感謝狀多重身份時只給一張。 

3.資料袋內容:會議手冊(最好每人都給)、論文集(報名需要者優先)、期刊(報名需 

             要者優先)、感謝狀、學會簡介(需要者)。  

4.與會人士簽到表(北聰) 

5.開幕式主桌名單:林玉霞、楊麗珍、林坤燦、蕭金土、錡寶香、蘇芳柳、洪雅惠、 

                 黃玉枝、林寶貴(北聰) 

6.北聰工作費收據 

7.證書章、研習條、研習章代刻! 

8.博愛樓川堂桌椅、論文發表會場、廚餘分類海報(北聰) 

9.準備今年頒發的協辦單位感謝狀。 

   項目十：如何節省感謝狀的資源如下: 

      1.多重服務身份時：擔任會議的主持人、司儀、論文審查、工作人員屬於服務性質， 

        只給一張感謝狀。 

      2.又撰稿又宣讀：同一人又撰稿又宣讀只給一張撰稿者感謝狀；不同人時要都給。 

   3.又服務又發表論文時：服務方面一張、論文方面一張。 

      4.不必給我感謝狀。 

   項目十一：大陸人士有多位投稿論文，但只有一位代讀者，感謝狀、論文集給杞昭安老師  

              及羅怡代讀者轉寄。 

   項目十二：論文集和期刊有限，先給登記需要者，其餘自由索取。 

   項目十三：請問 9/12上午 7：30要不要為理監事、北聰、會務人員、準備早點。 

決議：請準備早點 10份給北聰，理監事按出席人數。先到我研究室拿文具等物品，  

      再到 112 教室開理監事會議，或準備報到。(請宋金滿老師代訂早點) 

   項目十四：請問北聰、科林、會務人員 9/11 下午 14：00來師大幫忙裝資料袋及佈置會場， 

有幾位工作人員，是否需要準備便當？  

決議：不用準備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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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 

1. 以上準備工作請北聰在 9/11 上午前完成，9/11 下午 14 時在 103 裝資料袋時帶來。

請科林公司 13:30送資料袋 220 個。 

2. 比照往年科林公司的建議，請師大特教中心準備 10個紙箱，以便裝資料袋。 

3. 9/11 下午佈置會場時，博愛樓川堂記得準備點心桌、輔具展桌椅 1 套、視訊會議設

備及操作人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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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 2020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時間： 2020年 9 月 12日(星期六) 上午 7：40至 8：30 

二、地點：台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112教室 

三、主席：林玉霞理事長                                    記錄：張淑品  

四、出席人員： 

理    事：林寶貴、錡寶香、黃玉枝、杞昭安(請假)、胡心慈(請假)、蕭金土、朱經明、 

          李芃娟、楊雅惠、韓福榮、翁素珍、林秀錦、楊熾康、葉宗青 

監    事：蔡誌鑫、蔡明蒼、謝榮懋(請假)、安永棠、宣崇慧 

列席人員：張淑品、蘇芳柳、宋金滿 

五、主席報告： 

1. 今天的理監事會議議程請參閱會議手冊 p.7。 

2. 第六屆年會第三次籌備工作會議記錄請確認（如會議手冊 p.55）。 

3. 報告 2021年度工作計畫、收支決算表及 2021年度收支預算表（如會議手冊 p.13~15）。 

六、林常務理事報告： 

1. 今天是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感謝各位一大早就趕來出席理監事會議，謝謝大

家一年來的支持與辛勞。 

2. 本年年會因為疫情關係大陸代表只有 1人，但她會代替另外一位陸生發表論文。 

3. 本年度年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報名及會費繳費通知，共發了 3次。 

4. 本年只獲得健順泰建設公司單位補助 200,000元，加上個人捐款 200,000元，應該

不夠支付所需費用，需要學會自行負擔。 

5. 今天下午論文發表會分三場，在博愛樓 113、114、115 三個場地，請會務人員、科

林公司及北聰工作人員依照場地容量引導入場。 

6. 今年非常感謝北聰、科林團隊、及工作人員，協助行政支援及接待工作。 

7. 今年大陸特教教師投稿論文只有 12 篇、台灣 19篇，謝謝昭安老師鼓勵他指導的兩

岸學生投稿。 

8.今年理監事、會員、我的同學、學員，還是提供很多捐款，謝謝各位的熱心贊助。 

9.本年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將在 11 月 13-14日(五、六)舉行，請大家推薦兩位代表

本會參加木鐸獎和服務獎，請這 2 位代表準時前往領獎。寄推薦資料給教育學會

前，請先寄給我蓋章。 

10.今天各場主持人在介紹主講人、經驗分享人、論文報告人時，請參考會議手冊內：

拾、主持人、演講人、報告人、翻譯員簡介（p.37）。 

11.各場主持人的角色主要是介紹主講人或論文報告人並控制時間，而不是引言人或評

論人，每場主持人介紹及結論只有 5分鐘，每個論文報告人時間只有 20分鐘，請不

要做太多評論或補充，否則會耽誤下一場議程的進行。論文宣讀者如臨時缺席，請

主持人把每人報告時間酌予調整。 

12.因無確定餐點調查資料，所以只準備 150份葷食，30份素食，如數量不夠請發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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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淑惠老師再加點。 

13.請北聰準備感謝狀頒給協辦單位，請理事長頒發。 

14.理監事會議結束前，請各位不要忘記把簽好的出席費和交通費收據交給芳柳會計長

或金滿總務長，資料袋也不要忘記拿。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會 2021 年度的工作計畫是否恰當？請討論。 

說  明：如會議手冊 p.1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會 2020 年度收支決算是否恰當？請討論。 

說  明：如會議手冊 p.1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會 2021 年度收支預算是否恰當？請討論。 

說  明：如會議手冊 p.1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年參加教育聯合年會木鐸獎及服務獎名單，請推薦。 

說  明：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將在 11月 13-14日(五、六)上午 9:00在台灣師大教育大樓 

         舉行。 

決  議：木鐸獎：翁素珍博士               服務獎：宋金滿老師            。 

 

提案五：本會期刊原本是半年刊，但是前幾期嚴重脫刊，是否缺稿時可將半年刊 

        改成年刊？請討論。 

說  明：每期邀稿常稿源不足，請大家鼓勵研究生踴躍投稿，也請幫忙審稿， 

        不要推辭！ 

決  議：本會已向相關單位申請年刊通過，2021年第八卷刊物開始徵稿。 

 

 

提案六：下次理監事會議，時間、地點，請討論。 

說  明：下次理監事會議要討論明年度的年會及研討會相關事宜，煩請務必出席。  

決  議：2021年  3  月  13  日  上 午   10   時  0  分 

        地點：台灣師大博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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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一)從前幾年台北教大兩位會務人員請辭，我只好又勉強當了幾年的義工。

今年研討會後，師大研究室退休教授越來越多。我已經搬回家，無法再繼續

像往年一樣，每天從早到晚坐鎮在研究室，為學會處理大大小小的事，以後

拜託現任理事長及各位理監事多幫忙，才能讓學會繼續運作下去，否則只好

把十八年來辛苦經營的學會結束。謝謝大家十八年來的熱心支持與協助。 

             (二)在不違法且不影響學會權益前提下，本會期刊同意放置元照平台提供讀

者搜尋並下載。        

 

九、散會： 8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