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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首先歡迎各位長官、貴賓、會員，前來參與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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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剛滿二十歲，感謝多年來一直支持著學會的夥伴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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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為舉辦學術研討會費盡心思，尤其

是創會理事長林寶貴教授，雖然年已高齡八十四，自臺灣師範大學退休後，每天仍為溝通障礙

教育、為學會、為兩岸交流，全心投入，此種退而不休的精神著實令人感佩。此外，今年寶貴

教授也榮獲第九屆星雲教育獎的「終身教育典範獎」，來表彰她對特教無私奉獻 65年。 

    過去十多年來，每年參加溝通障礙教育研討會的夥伴，總在兩三百人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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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有人

偏重理論探究、有人偏重實務策略分享、或者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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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每年吸引許多人來參與研討會的主因之一。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學術研討會皆固定在教師節前的一個星期六舉行，為了這一天的會

議，創會理事長林寶貴教授需要花半年時間來籌備，每年從三月到九月，林教授每天到研究室

或在家規劃議程、邀約主持人、演講人、經驗分享人、論文宣讀者等工作，一手包辦。自疫情

爆發以來，疫情警戒的危急尚未解除，每日的確診量也都超過兩萬人，今年中華溝通障礙教育

學會學術研討會的籌備工作充滿變數，能不能辦理？如何辦理？採取線上研討會？或實體研討

會？關心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的夥伴，也不斷詢問創會理事長林寶貴教授，而她仍不間斷地

與所有支持我們的朋友進行溝通，為溝通障礙教育研討會全心投入，這種奉獻精神的確值得大

家敬佩。 

    我個人衷心期盼，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能一直扮演好為溝通障礙者和其家長提供專業

的角色，同時也期待為社會和溝通障礙教育作出貢獻。 

    最後再度感謝各位的熱心參與和出席研討會，尤其是論文發表者無私的貢獻，更是感謝台

北市內湖國小朱怡珊校長犧牲假期協助論文集封面設計和排版工作。本人衷心期待疫情早日結

束，明年大家就可以實體方式面對面暢談溝通障礙教育的未來發展。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任理事長 

楊熾康 謹識 

   2022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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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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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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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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語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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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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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年來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學、研究、輔導、推廣、服務等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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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國內已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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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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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 2003年 6月 28日成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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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與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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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人

員、工作人員的大力支持與經費贊助，才能讓需要資料的與會或參加視訊的人士，無論是本會

會員或非會員，均能取得紙本會議手冊、論文集、期刊等資料或電子檔。其次要感謝今天教育

部長官、貴賓、主持人、專題演講人、論文發表人的共襄盛舉、辛苦準備、精彩主持、演講、

或報告。同時也要向現任的理事長楊熾康主任，編輯期刊的宣崇慧主任，編輯論文集的內湖國

小朱怡珊校長，編輯會議手冊的王聖維秘書長，熱心協助本次「2022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

的 5位北聰工作人員、9個協辦單位、6位本會的籌備工作夥伴、3位論文集、9位期刊的審查

委員、及所有志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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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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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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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東華大學、臺

北市龍江扶輪社、臺灣手語翻譯協會。 

(六) 、研討會日期：2022年 9月 24日（週六）  

(七) 、地    點：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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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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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場，每場 1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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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透過以下網路系統回傳報名回條 

https://forms.gle/ScQ9LVj1t79bAsaR6  

3.需要線上研習證明者，請另外再至教育部全國特殊教育資 

訊網報名(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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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參加視訊會議的與會者，請參考議程附註線上會議連結。                           

(十五) 、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 8月 25日(週四)17:00前（請上網填寫報名回條）。 

(十六) 、研討會連絡方式： 

         974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19號   

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楊熾康主任 收 

              電話：886-3-8903871    傳真：886-3-8900217 

     E-mail：ckyang@gms.ndhu.edu.tw     

(十七) 、論文發表方式： 

        1.論文投稿截止日期：2022年 8月 25日(週一)17:00前。 

2.論文稿約：稿長 8000字左右，每人以一篇為原則，請以 12號標楷體打字，

A4每頁 38行，寄 E-mail或 LINE 

3.論文投稿地點： 

             974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19號  

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楊熾康主任收 

             電話：886-3-8903871           傳真：886-3-8900217 

    email：ckyang@gms.ndhu.edu.tw               

(十八) 、本計畫經理監事會議決議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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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視訊會議議程 

一、 會議日期：2022年 9月 24 日（星期六） 

二、 會議主題：營造無障礙的溝通環境 

三、 會議直撥地點：臺灣師大博愛樓 317、327、328會議室 

大會議程 2022年 9月 24 日（專題演講） 

線上會議連結 
Google Meet 會議 

            https://meet.google.com/zye-aqnd-tzq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8：40-9：00 線上研討會報到 總務組 1.請各位主持

人、專題演講人

上午按照議程排

定的順序和時間

進行報告；聽打

員配合報告人在

旁手語翻譯。 

2.四位專題演講

人的主講論文或

大綱編在會議手

冊內。 

  

9：00-9：20 開幕式 
主席致詞 

長官貴賓致詞 

楊熾康理事長 

黃蘭琇副司長 

蕭金土 主任 

9：20-9：50 

   會務報告、提案討論 

   1. 2022年度工作計畫案 

   2. 2022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3. 2023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4.臨時動議 

王聖維秘書長 

9：50-10：50 

專題演講（一） 

大陸手語翻譯專業的實踐探索 

專題演講（二） 

聽力學聽覺復健二、三事 

主持人：黃蘭琇 副司長 

主講人：孟繁玲 院長 

       (錡寶香教授代讀) 

        陳小娟 教授 

10：50-11：00 茶敘 

11：00-12：00 

專題演講（三） 

小孩是不聽話?還是聽不懂話? 

--溝通語言發展的迷思與省思 

專題演講（四） 

認我行點字教學法的介紹 

 

主持人：蕭金土 教授 

主講人：黃瑞珍 教授 

        王聖維 博士 

12：00-13：30 午餐 

備註：1.四場專題演講，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8 分鐘，主講人每位 2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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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3.同步聽打員：許翠蓉、程偉茹  

      4.手語翻譯員：魏如君、戴素美、金明蘭   

 

 

https://meet.google.com/zye-aqnd-t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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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24 日 下午（論文宣讀）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

30 
研討會報到 

3.下午的論文發

表分三場，請各場

主持人開始前，先

宣布一下您主持

的是第幾場，及論

文報告者是哪幾

位老師。 

4.請參加溝障研

討會的與會者，自

行選擇論文發表

的場次，聆聽宣讀

者的報告！ 

5.請論文宣讀者

在宣讀前，先自我

介紹一下，您是第

幾場的哪一位報

告人。 

6.有意入會者，請

至學會網站

（tcda.org.tw）的

表格下載區下載。 

13：30-15：

00 

論 

文 

發 

表 

(一) 

一. 論文宣讀連結 

A 

https://meet.google.

com/jck-aaxj-ozq 

三. 論文宣讀連結 

B 

https://meet.google.

com/doz-xqxe-bek 

五. 論文宣讀連結 

C 

https://meet.google.

com/xbw-gpgo-bhr 

主持人： 

朱經明 教授 

主持人： 

林玉霞 教授 

主持人： 

黃玉枝 教授 

論文投稿者 

(代讀者) 

論文投稿者 

(代讀者) 

論文投稿者 

(代讀者) 

1. 吳尚書 

2. 王允駿 

3. 沈素戎 

4. 許雅玲 

1. 楊高潤 

2. 吳玉婷 

3. 鄧夢婷 

4. 陸佩怡 

1. 羅文吟 

2. 劉時旭 

3. 林靜如 

4. 蔣佳琪 

15：10-15：

30 
休息 

15：30-17：

50 

論 

文 

發 

表 

(二) 

二. 論文宣讀連結 

A 

https://meet.google.

com/jck-aaxj-ozq 

四. 論文宣讀連結 

B 

https://meet.google.

com/doz-xqxe-bek 

六. 論文宣讀連結 

C 

https://meet.google.

com/xbw-gpgo-bhr 

主持人： 

李芃娟教授 

主持人： 

林秀錦教授 

主持人： 

楊雅惠教授 

論文投稿者 

(代讀者) 

論文投稿者 

(代讀者) 

論文投稿者 

(代讀者) 

1. 何世芸 

2. 黃靜玲 

3. 何嬿 

4. 羅文吟 

1. 李文城 

2. 陳彤 

3. 蔡明伶 

4. 林雨青 

1. 丁美延 

2. 何岸婷 

3. 黃肖 

4. 林思賢 

    備註：1. 論文發表主持人介紹及結論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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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論文發表。 

           同步聽打員：許翠蓉、程偉茹       手語翻譯員：魏如君、戴素美、金明蘭 

 

https://meet.google.com/jck-aaxj-ozq
https://meet.google.com/jck-aaxj-ozq
https://meet.google.com/doz-xqxe-bek
https://meet.google.com/doz-xqxe-bek
https://meet.google.com/xbw-gpgo-bhr
https://meet.google.com/xbw-gpgo-bhr
https://meet.google.com/jck-aaxj-ozq
https://meet.google.com/jck-aaxj-ozq
https://meet.google.com/doz-xqxe-bek
https://meet.google.com/doz-xqxe-bek
https://meet.google.com/xbw-gpgo-bhr
https://meet.google.com/xbw-gpgo-b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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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撰稿者名單及題目 

 

編

號 
作者 投稿研討會論文題目 

1 
吳尚書、 

楊熾康 

介入三部曲之前二部曲對提升自閉症類群障礙成人溝通能力

之行動研究 

2 王允駿 
AAC 介入三部曲結合核心詞彙版面教學方案之初探：以腦性

麻痺幼童為例 

3 
沈素戎、楊熾康 語言治療師運用 AAC 介入三部曲建立 ASD 幼童溝通能力

之經驗分享 

4 
許雅玲、王允駿、

楊熾康 
特教教師使用輔助溝通系統現況及需求問卷編製歷程之研究 

5 楊高潤 大學生對盲道認知情況調查——以嶺南師範學院為例 

6 吳玉婷 東莞市商場無障礙設施調查研究—以星河城為例 

7 鄧夢婷 
廣東省梅州市購物中心無障礙設計情況研究——以梅州市萬

達廣場為例 

8 陸佩怡 湛江市商場無障礙設施調查研究--以鼎盛商場爲例 

9 

羅文吟、許文薰、

張乙熙、陳瑞鳳、

彭書勤 

訪談一位聽障兒童的母親對其女兒生活問題的報告 

10 

葉文英、 

劉時旭、 

陳信傑 

探討助聽器使用者在聲場中語音辨識能力與角度的關係 

11 
林靜如、 

林雅羚 

「我覺得自己還不錯！」：一位聽障大學生參與就業轉銜輔導

歷程之研究 

12 蔣佳琪 無聲勝有聲—重度聽障者職務再設計之個案研究 

13 杞昭安 大學生自我認知與自我管理現況調查研究：以嶺南師院為例 

14 杞昭安 兒童語言發展評量初探 

15 杞昭安 視覺障礙者心理特質之調查研究 

16 杞昭安 特殊教育學校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 

17 杞昭安 特殊教育學校教師職場生活現況調查研究〜以廣東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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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者 投稿研討會論文題目 

18 
李文城、 

錡寶香 

運用 AAC 搭配同儕示範對於國小二年級唐氏症兒童溝通表

達之探究 

19 
陳彤、 

錡寶香 

增強式情境化教學搭配 iPad 有聲溝通板對國小三年級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溝通表達之探究 

20 
蔡明伶、 

蔡佳曄 
線上治療的趨勢與 300 小時線上課程摘要分享 

21 
林雨青、陳韋峰、

黃櫳槿、楊雅惠 

特殊教育專業團隊對創傷性腦傷學生運用職能治療介入成效

之初探 

22 丁美延 
廣東省圖書館官網資訊無障礙建設現況研究：基於廣東省 18 

個市級圖書館的調查分析 

23 何岸婷 
特教專業學生的無障礙環境知識與態度的關係研究—以嶺南

師範學院為例 

24 黃肖 視覺障礙青少年自我決定能力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25 

林思賢、 

黃琪雯、 

劉秀丹 

以歷史科活動融入之跨領域教學提升高中資源班學生參與功

能性動作訓練課程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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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者名單及題目 

編號 宣讀者 題目 分類 

1 吳尚書 
介入三部曲之前二部曲對提升自閉症類群障礙成人溝通能

力之行動研究 
其他 

2 王允駿 
AAC 介入三部曲結合核心詞彙版面教學方案之初探：以腦

性麻痺幼童為例 
其他 

3 
沈素戎 語言治療師運用 AAC 介入三部曲建立 ASD 幼童溝通能

力之經驗分享 
說 

4 
許雅玲 特教教師使用輔助溝通系統現況及需求問卷編製歷程之研

究 
聽語 

5 楊高潤 大學生對盲道認知情況調查——以嶺南師範學院為例 其他 

6 吳玉婷 東莞市商場無障礙設施調查研究—以星河城為例 其他 

7 鄧夢婷 
廣東省梅州市購物中心無障礙設計情況研究——以梅州市

萬達廣場為例 
其他 

8 陸佩怡 湛江市商場無障礙設施調查研究--以鼎盛商場爲例 其他 

9 
羅文吟 

 
訪談一位聽障兒童的母親對其女兒生活問題的報告 聽語 

10 
劉時旭 

 
探討助聽器使用者在聲場中語音辨識能力與角度的關係 聽語 

11 林靜如 
「我覺得自己還不錯！」：一位聽障大學生參與就業轉銜輔

導歷程之研究 
聽語 

12 蔣佳琪 無聲勝有聲—重度聽障者職務再設計之個案研究 聽語 

13 杞昭安 
大學生自我認知與自我管理現況調查研究：以嶺南師院為

例 
其他 

14 杞昭安 兒童語言發展評量初探 語言 

15 杞昭安 視覺障礙者心理特質之調查研究 其他 

16 杞昭安 特殊教育學校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 其他 

17 杞昭安 特殊教育學校教師職場生活現況調查研究〜以廣東省為例 其他 

18 
李文城 

運用 AAC 搭配同儕示範對於國小二年級唐氏症兒童溝通

表達之探究 
說 

19 
陳彤 

增強式情境化教學搭配 iPad 有聲溝通板對國小三年級中

度智能障礙學生溝通表達之探究 

說 

20 蔡明伶 線上治療的趨勢與 300 小時線上課程摘要分享 聽語 

21 
林雨青 

特殊教育專業團隊對創傷性腦傷學生運用職能治療介入成

效之初探 

其他 

22 
丁美延 

廣東省圖書館官網資訊無障礙建設現況研究：基於廣東省

18 個市級圖書館的調查分析 

其他 

23 
何岸婷 

特教專業學生的無障礙環境知識與態度的關係研究—以嶺

南師範學院為例 

其他 

24 黃肖 視覺障礙青少年自我決定能力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其他 

25 林思賢 

 

以歷史科活動融入之跨領域教學提升高中資源班學生參與

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之動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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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一）:手語翻譯專業的實踐探索及啟示以鄭州 

    工程技術學院（原中州大學）手語翻譯專業為例 

孟繁玲院長 

河南省學前融合教育發展支持中心 

 

2003年 10月，創建手語翻譯專業的論證神奇般的通過了專家論證，那時，因為高

校專業目錄裡沒有「手語翻譯「，於是，該專業套用了特殊教育（手語翻譯方向）的名

稱，屬大專學歷層次。2004年該專業首次招收學生，當年僅招到 7名學生，第二年招收

6名學生，學校同意為該專業聘請了一位博士生導師（原遼寧師範大學張甯生教授）為

特聘專家，支持手語翻譯專業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專業的創辦，填補了國內

高校的一項空白，推進了社會發展的文明進程，隨著手語翻譯專業的不斷發展，一定程

度上也帶動了學校的發展，2007年，學校參加高職高專合格評估，手語翻譯專業和聾人

高等教育支撐了學校特色和創新兩個觀測點，順利通過評估。在後來的多輪升本評估中，

手語翻譯專業一直作為學校特色專案，深受專家組重視，2016年，手語翻譯專業順利升

為本科，2019年，該專業被批准省級一流專業，目前正以良好的勢頭發展。事實證明，

教育創新是永恆的話題，適合人類發展急需人才的培養是時代的要求。本文將就我國高

校首家手語翻譯專業的實踐探索分享個人實踐體驗。 

關鍵字：手語翻譯；專業；實踐；探索 

 

 

孟繁玲個人簡介 

孟繁玲，女，生於 1958年 10月，教授。全國模範教師、河南省教育廳學術技術帶頭人，

鄭州市十大科技女傑。曾擔任鄭州工程技術學院（原中州大學）特殊教育學院院長、中

國高等教育學會特殊教育研究分會副秘書長、河南省特殊教育協會會長。2018年 12月

退休後，受聘于鄭州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擔任河南省學前融合教育專家委員會常務

副主任。參與創辦中州大學聾人高等教育、創辦國內高校首家手語翻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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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二）:聽力學與聽覺復健二三事 

 

陳小娟所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士班教授 

 

一、聽覺處理異常(Auditory Processing Disorder, APD)是指什麼？不同年齡層   

    的發生率如何？疑似 APD的孩童有何特別要注意之事項？ 

二、聽覺處理異常在特殊教育中被歸在什麼範疇？美國與本國各如何界定？ 

三、美國 IDEA列出 13種失能，對應中文，用的是哪些名詞？ 

四、這些名稱是否對等：聽覺缺損、聽力損失、聽覺障礙、聽覺失能、聽覺異常、 

    聽覺處理異常？ ICIDH與 ICF使用的名詞不同？為何如此？ 

 

   學歷：美國田納西大學聽力科學博士 

   經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士班教授兼所長 

         2021/8/1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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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三）:嬰幼兒溝通及語言發展之迷失與省思 

黃瑞珍主任 

 臺北市立大學語言治療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 

 

一、父母了解小孩發展階段是有效溝通的第一步 

二、掌握需求，掌握小孩溝通主動性 

三、口語非口語多元溝通模式開啟溝通 

四、多示範、少仿說，多引導、少教導 

五、將溝通及語言互動目標自然融入每日的生活 

 

學歷：美國奧瑞岡大學語言治療哲學博士 

經歷：成立全台第一個普通學校【資源教室】服務聽損學生 18年 

      臺北市立大學語言治療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 

執照：臺北市特殊學校教師 臺北市中等學校教師 

      美國科羅拉多州 學前到高中(K-12) 健康教育教師 特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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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四）:認我行點字教學法-個別化點字素養教學 

王聖維博士 

一、細說從頭認我行 

   二、 點字素養起手式 

   三、斟酌推敲關鍵詞 

   四、寓教於樂教字詞 

       五、雙手併用練追跡 

       六、自述平生學寫作 

       七、同心協力齊創作 

       八、 拼讀、識字及縮寫 

       九、拓展閱讀寫作詞 

       十、劍指閱讀流暢性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博士 

經歷：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秘書長 

曾任視障巡迴輔導員、特教班導師、資源班教師，資優班教師 

在世界各地發表二十多篇特殊教育領域論文 

      2021年教育學術聯合年會木鐸獎得主 

 認我行點字教學法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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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演講人、報告人、翻譯員簡介 

一、主持人： 

楊熾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主任/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現任理事長 

黃蘭琇：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副司長 

林玉霞：嘉義大學特殊教育系副教授 

蕭金土：南台科技大學教授兼主任 

朱經明：亞洲大學幼兒教育系退休教授 

黃玉枝：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大武山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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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二、專題演講人： 

孟繁玲：曾任鄭州工程技術學院（原中州大學）特殊教育學院院長/河南省學前融     

        合教育專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代讀者:錡寶香教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兼主任 

陳小娟：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士班所長、教授 

黃瑞珍：臺北市立大學語言治療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 

王聖維：新北市埔墘國小資優班教師/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三、會務報告人： 

王聖維：埔墘國小資優班教師/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秘書長 

 

四、論文報告人： 

吳尚書：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生 

王允駿：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生 

沈素戎：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生 

許雅玲：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生 

楊高潤：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吳玉婷：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鄧夢婷：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陸佩怡：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羅文吟：新北市鷺江國小教師 

劉時旭：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碩士研究生 

林靜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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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佳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博士生 

杞昭安：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李文城：桃園市僑愛國小教師 

陳  彤：桃園市瑞豐國小教師 

蔡明伶：AITEC愛得克整合性線上學習及教育機構語言病理師 

林雨青：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生 

丁美延：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何岸婷：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黃  肖：嶺南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林思賢：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特教教師 

 

六、手語翻譯及同步字譯 

許翠蓉：台北市社會局聽打員 

程偉茹：台北市社會局聽打員 

戴素美：台北市立啟聰學校學務主任 

魏如君：社團法人台灣手語翻譯協會理事長 

金明蘭：台北市手語翻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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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與會人員名單 

總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林寶貴 台灣師大特教系 退休教授 

2 朱經明 亞洲大學幼保系 退休教授 

3 李芃娟 台南大學特教系 教授 

4 林秀錦 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副教授 

5 楊雅惠 彰化師大特教系 教授 

6 蕭金土 南台科技大學 退休教授 

7 黃玉枝 屏東大學特教系 教授 

8 錡寶香 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 教授 

9 蘇芳柳 台灣師大特教中心 退休研究員 

10 宋金滿 台北啟聰學校 退休教師 

11 楊熾康 東華大學特教學系 主任 

12 葉文英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理事長 

13 詹念祖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社長  

14 曾琪雅 台北市龍江扶輪社 幹事 

15 羅文吟 新北鷺江國小附幼 教師 

16 翁偉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7 梁凱璇 台北市立永安國小 其他 

18 蕭聖山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其他 

19 謝沐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所  

20 
吳尚書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

班 
 

21 林雨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研究所  

22 蔡亞典 台南大學  

23 王姵穎 國立東華大學  

24 沈素戎 響響輔助科技協會 語言治療師 

25 林桂如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其他 

26 陳主欣 斗南高中實習教師  

27 
吳宜庭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與

輔助科技碩士班 
 

28 裴翊妘 桃園區中原大學  

29 張季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30 黃意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 研究生 

31 陳怡惠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社會工作師 

32 余昱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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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33 林瑞惠 無 其他 

34 
馬宛儀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特殊教育研

究所 
 

35 蔡孟娟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早療所  

36 林芳如 無 其他 

37 黃自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早療所  

38 劉時旭 三軍總醫院 聽力師 

39 黃正君 彰師大特教研究所  

40 劉芳羽 台北市文山特教學校  

41 李珮瑄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42 楊惠雯 中原大學特教所  

43 王怜鈞 市立永和國小 班級導師 

44 簡怡君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班級導師 

45 黃昭慈 新北市立樹林國小 班級導師 

46 林宜潔 新北市立樹林國小 班級導師 

47 陳汝綺 新北市立海山國小 其他 

48 李依珊 國立空中大學 其他 

49 黃凱君 市立秀朗國小 特教組長 

50 紀品阡 市立光復高中 專（科）任教師 

51 林怡伶 市立大觀國中 專（科）任教師 

52 林以婷 市立崇德國小 班級導師 

53 潘信亦 市立北港國小 班級導師 

54 李珮綺 市立興化國小 專（科）任教師 

55 陳子晏 市立豐年國小 班級導師 

56 黃于珊 市立修德國小 班級導師 

57 林嫊琴 市立育林國中 其他 

58 羅文吟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班級導師 

59 陳俊穎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專（科）任教師 

60 陳怡甄 市立指南國小 其他 

61 王采芹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班級導師 

62 陳玟瑾 國立政大附中 專（科）任教師 

63 王聖維 新北市立埔墘國小 教師 

64 
林祐鳳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借調台北市教育

局 

65 高采縈 臺北市中正區螢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臨顧助理員 

66 林思賢 市立明德國中 專（科）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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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67 利如瀅 桃園市立桃園國小 巡迴輔導教師 

68 江品臻 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班級導師 

69 鄭淑華 市立東門國小 班級導師 

70 廖乃錦 市立自立國小 班級導師 

71 林旻潔 市立霄裡國小 組長兼特教教師 

72 楊熾康 國立東華大學 特教系主任 

73 楊雅嵐 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臨顧助理員 

74 賴璿伊 私立嶺東高中 主任 

75 蔣佳琪 國立彰化和美實驗學校 專（科）任教師 

76 黃國禎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班級導師 

77 蔡明蒼 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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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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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大陸地區報名/投稿事

宜、準備/印製各項會議資料、申請聽打員、審查論文 

林寶貴 

楊熾康 

王聖維 

寄發台灣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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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學會網路等 

林寶貴 

王聖維 

主持年會/理監事會議/籌備會議、編輯溝障期刊等 楊熾康、宣崇慧 

裝/發資料袋（會議手冊、論文集、光碟、研習條、感謝狀） 北聰、義工 

報到（簽到、領取資料袋） 北聰、義工 

準備會議手冊、論文集、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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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江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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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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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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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杯、飲料等） 

林寶貴、北聰 

會場內外茶水、紙杯、飲料補充 陳又菱 

總務組 準備、支付主持費、演講費、工作費、手譯/字譯費、評審費、交通費、

印刷費、餐點、佈置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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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芳柳 

訂便當、借會場、海報板 林寶貴 

申請 ISBN、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上傳/認證 王聖維、楊熾康 

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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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集、期

刊、會議手

冊審查 

林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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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2023年度工作計畫 

(自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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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教育或聽語評量工具研習 

三、辦理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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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教育期刊」、「研討會會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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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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2022年經費收支決算表 

(2021年 9月 5日至 2022年 9月 4日) 

 

項目 
收入與支出金額 

收支內容 
收入 支出 餘額 

會費收入 23,020   會員年費收入 

捐款收入 431,000   見後附捐款芳名 

利息收入 8,945   郵局利息收入 

收入總額 462,965  

 收入 支出 餘額  

人事費  270,050  

會議出席/主持/指導費 180,000、工讀

費 28,330、工作費 51,720、期刊與論

文審稿費 10,000 

專題演講費  14,000  專題演講費 10,000、經驗分享費 4,000 

翻譯費  16,000  研討會手譯/聽打費 

印刷費  39,813  研討會手冊、論文集、期刊印製費 

    誤餐費  5321  會議誤餐費 

    郵電費  11,369  
郵寄資料費、郵政劃撥手續費、網站

空間租用費 

    差旅費  29,100  理監事會議、研討會交通費 

    雜費  27,707  
文具、飲料、紙杯、杯水、盆栽、禮

金、捐款等 

  支出總額 413,360  

本期(2022/9/4為止)餘額 49,605  

2022/9/4 學會總帳現況 1,842,609  元 
郵局存簿 651,456+定存 1,050,619+零用金

8,516+劃撥帳戶 132,018  

團體負責人：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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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2023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一、收入 

科目名稱       金額   備註 

會員會費    $  20,000  

捐款    $ 400,000      

利息收入 $10,000  

收入合計       $430,000  

二、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備註 

郵電費用    $  5,000  

文具費用    $  5,000  

辦公費    $ 150,000 含工作費、會議出席

費、論文審查費等 

學會學術研討會費用    $ 270,000  

支出合計       $430,000  

結餘               $ 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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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捐款芳名 

(2021/9/5-2022/09/4) 

日期 捐款者 金額  日期 捐款者 金額 

2022/7/22 
王添成 

200,000 

 2021/9/14 張淑品 1,000 

(王瀚霆)  2021/9/14, 9/25, 11/20 
黃玉枝 9,000 

2021/9/14 安永棠 2,000  2022/3/6, 6/12 

2021/9/25, 11/20, 2022/1/22  朱經明 4,000  2022/1/15 黃國禎 1000 

2021/9/25 吳嘉真 2,000  2021/10/30, 11/20, 2022/1/22 楊雅惠 3,000 

2022/6/12, 8/24 呂淑美 12,000  2022/1/22, 3/6, 6/12, 8/26  楊熾康 9,000 

2021/9/14, 10/30,  
宋金滿 9,500 

 2021/12/1 楊麗珍 3,000 

2022/3/6, 6/12, 8/2, 8/26   2022/1/22, 3/6, 6/12, 8/2  葉文英 8,000 

2022/3/6 李芃娟 2,000  2021/9/14, 10/30,  
葉宗青 10,000 

2021/9/25 李真賢 5,000  2022/1/22, 3/6, 6/12, 8/2 

2021/10/9 李鈴鈴 30,000  2021/11/20  

10,800 
2022/1/22, 8/2 杞昭安 3,000  2022/1/22, 6/12, 7/19, 8/2 劉秀丹 

2021/9/14, 9/25, 10/30 
林玉霞 14,400 

 2021/10/30, 11/20 
蔡明蒼 18,000 

2022/1/22, 3/6  2022/1/22, 3/6, 6/12, 8/2 

2021/9/14, 9/25 
林秀錦 11,000 

 2021/9/25, 11/20, 2022/1/22 蕭金土 6,300 

2022/1/22, 3/6, 6/12, 8/2  2021/9/14, 10/30, 11/20 
錡寶香 8,000 

2022/6/12, 8/2, 8/26 林家楠 6,000  2022/1/22, 3/6, 8/2  

2022/3/6 林祐鳳 1,000  2021/9/25 戴素美 4,000 

2021/9/14, 9/25, 10/30, 11/20 
林寶貴 16,000 

 2021/7/3 謝榮懋 1,000 

2022/1/22, 3/6, 6/12, 8/2  2022/1/22 韓福榮 1,000 

2021/11/20, 2022/8/26 宣崇慧 2,000  2021/9/14, 9/25,  
蘇芳柳 14,000 

2021/9/14, 2022/6/12 翁素珍 4,000  2022/1/22, 3/6, 6/12, 8/2, 8/26 

 

 

總計： 431,000元 製表：蘇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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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2022年 1月 22日(六)上午 10：00起~13:30 

二、地    點：國立臺灣師大特教中心 317會議室 

三、主    席：楊熾康理事長                            記錄：王聖維 

理    事：林寶貴、杞昭安、錡寶香、黃玉枝(請假)、劉秀丹、李芃娟(請假)、 

翁素珍(請假)、楊雅惠、韓福榮、林秀錦、葉宗青、宣崇慧、蘇芳柳、 

林玉霞、葉文英(請假) 

監    事：蕭金土、蔡明蒼、朱經明(請假)、安永棠(請假)、呂淑美(請假) 

四、主席報告： 

1. 恭喜也很高興大家當選第七屆理事與監事。 

2. 感謝各位今天願意撥冗出席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五、頒發第七屆理監事及會務人員聘書  

 

六、致贈第六屆會務人員紀念品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出席費是否應該調整，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目前各學會的出席費規定不一，本會經費尚稱健全，還是維持原來的 1000元，

鼓勵出席。 

 

提案二：其他演講費、經驗分享費、主持費、論文發表費、撰稿費，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不做調整。 

 

提案三：入會費及常年會費，請討論。 

說  明：1.新入會費(學生、普通、團體)費用各為何？ 

        2.常年會費(學生、普通、團體)費用各為何？ 

        3.捐款者是否為會員？期限如何？ 

  決  議：1.入會費：個人 500元、學生 200元、團體 1000元 

          2.常年會費：個人 500元、學生 200元、團體 2000元 

            永久會費：個人 10,000元、團體 50,000元 

      3.個人每捐 500元或團體每捐 1000元就有一年會員資格，依此類推。大陸個人或       

        團體則給予榮譽會員，不參與理監事會議及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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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如何回饋長期鉅額捐款者，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每捐五萬元，致贈價值 5000元紀念品，依此類推。 

 

提案五：疫情變化不定，明年研討會專題演講是否一定需要邀請對岸學者擔任，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目前已經敲定今年是孟繁玲院長、黃瑞珍教授做分享，明年再視情況邀請。 

 

提案六：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日期、地點，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根據表單結果，訂為 3月 6日星期日早上 10:00，師大博愛樓 328會議室。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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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2022年 3月 6日(日)上午 10：00起~12:00 

二、地    點：台灣師大特教中心 328會議室  

三、主    席：楊熾康理事長                          記錄：王聖維秘書長 

    理    事：林寶貴、杞昭安(請假)、錡寶香、黃玉枝、劉秀丹(請假)、 

              李芃娟(線上)、宣崇慧(請假)、林玉霞、翁素珍(請假)、 

              楊雅惠(請假)、韓福榮、林秀錦、葉宗青、葉文英 

    監    事：蕭金土(請假)、朱經明、蔡明蒼(線上)、安永棠(線上)、 

              呂淑美(線上) 

    列    席：王聖維、蘇芳柳、宋金滿、陳又菱 

四、主席報告：感謝各位今天願意撥冗出席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五、榮譽理事長報告:介紹新當選理監事。 

    葉文英理事也是聽語學會理事長。聽語學會是著重理論，主要對象為專業人員；溝障學會

著重在實務，主要對象為家長、教師、學生。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今年研討會是要視訊會議?或是實體會議?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因為接下來要邀請主持人、演講人，需要讓對方有時間先準備。往年不只大 

        陸，香港、澳門也都有人來，其演講內容也要編到期刊中。往年的會議都是  

        在教師節前一個週末舉行，今年預計在 9/24(六)。目前疫情還在觀察中，但 

        已逐漸解封。所以我們以實體會議做準備，要改線上比較容易，視疫情而調 

        整。 

 

提案二：2022年溝障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請討論。 

說  明：請參閱附件一。 

決  議：如附件，第三場主持人改為林玉霞老師。 

 

提案三：本年期刊與論文集的收件人/送審人請誰幫忙，請討論。 

說  明：近年來期刊與論文集的收件人、送審人都是宣崇慧理事志願幫忙 ，今年她公費去美國

訪學半年，期刊與論文集的收件人請哪一位幫忙收件與送審? 

決  議：期刊與論文集的收件人、送審人都是宣崇慧理事志願幫忙。論文審稿:朱經明、錡寶香、

黃玉枝、楊雅惠、李芃娟、林玉霞、杞昭安、蘇芳柳、翁素珍、楊熾康老師。林寶貴

老師會提供兩岸習慣用語參考。 

 

提案四：今年研討會籌備會議時間與地點，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27 

 

決  議：本會今年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預定於 6月 12日(日)10:00於台師大召開。 請北區理

監事及北聰代表與會。 

 

提案五：下次全體理監事會議時間與地點，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下次全體理監事會議預訂於 9月 24日上午 7:40於台師大召開。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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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屆第一次研討會籌備會議紀錄 

一、時    間：2022年 6月 12日(日)上午 10：00-12:27 

二、地    點：線上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spu-wfme-zfi 

三、主    席：楊熾康理事長                          記錄：王聖維秘書長 

    理    事：林寶貴、杞昭安(請假)、錡寶香(請假)、黃玉枝、劉秀丹、 

              李芃娟(請假)、宣崇慧(請假)、林玉霞(請假)、翁素珍、 

              楊雅惠(請假)、韓福榮(請假)、林秀錦、葉宗青、葉文英 

    監    事：蕭金土(請假)、朱經明(請假)、蔡明蒼、安永棠(請假)、呂淑美 

    列    席：王聖維、蘇芳柳、宋金滿、林家楠 

四、主席報告：感謝各位今天願意撥冗出席第七屆第一次研討會籌備會會議。希望還是可以實

體會議為目標召開會議。 

五、榮譽理事長報告: 

(一)本來理事長是希望籌備會議可以召開實體會議，但鑑於疫情仍未平緩，所以五天前臨

時改為線上會議。 

(二)介紹第七屆新當選理監事竹南高中呂淑美校長、臺灣聽語協會葉文英理事長、臺灣師

大特教系劉秀丹教授。 

(三)特別感謝宋金滿總務長及蘇芳柳會計長，願意繼續義務幫忙第七屆的三年會務。 

(四)去年論文集的論文有 38 篇，期刊有 8 篇。今年因為疫情緣故，目前只收到論文集的

論文 6篇，期刊論文 2篇，而且都是嶺南大學投的稿，希望各位理監事，或請您們的

學生趕快踴躍投稿。 

 (五)論文集的總編輯除了論文內容之外，封面也要注意看一下。 

 (六)本來今年的年會要擴大慶祝第 19週年，但因為疫情，所以可能還是會像去年一樣採

線上方式舉行。 

 (七)接下來還有審稿費、論文集、期刊、會議手冊的印刷費、演講費、出席費、交通費、

主持費等要支出，所以請會計長及總務長先看一下學會的經費是否足夠，如果不夠，

我要再去募款。 

 (八)蘇芳柳會計長: 目前學會還有存款 165萬 6千多元。 

 (九)林寶貴榮譽理事長:學會還有接近 166萬，那我就放心了，目前應該是最有錢的學會。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今年 9/24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是要視訊會議?或是實體會議?或二者同時準          

        備? 

說  明： 

理事長:目前疫情一天都是 8萬多人，再這樣下去是比較沒辦法舉行實體會議。但我日前參加歐

洲的學會年會，歐洲已經沒有太多限制。大陸目前也沒有太多限制。 

葉文英:目前疫苗普及率已漸漸提升，實體會議應該比較沒這麼多危險。而且實體會議比較有學

術會議的氛圍，也可以和老朋友多見面。 

黃玉枝:九月管控應該是比較好了，可以實體會議的方式準備，到時如果疫情再起，就再加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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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議一起進行，我也希望可以和老朋友見見面。 

林寶貴:雖然很多人希望可以召開實體會議，但可以預見，今年如果進行實體會議，大陸的貴賓

也沒辦法入境臺灣。去年我們也是以實體會議的方向準備，但貴賓只有韓繼綏執秘一人

過來。目前單日確診人數最少也有 6萬人，而且很多無症狀感染，我們有沒有把握讓大

家可以在相聚之後保證可以平安回家。主辦單位應該有責任要保護大家的安全，請大家

多深思。 

林家楠:北聰有辦過實體會議，去年也辦過線上會議，所以我們都有經驗，辦理都沒有問題。但

如果考量疫情，線上會議會比混合方式效果為佳。 

決  議：論文截稿日是 7/25，我們以實體加線上會議的方向準備，我們 8/1 再看到時的狀況，

是否需要改為線上會議。 

 

提案二：2022年溝障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請討論。 

說  明：請參閱附件一。 

決  議：貴賓致詞預計邀請教育部學特司黃蘭琇副司長蒞會致詞和主持第一場專題演講。 

        請黃玉枝理事幫忙邀請。 

 

提案三：本年期刊與論文集的收件人/送審人請誰幫忙，請討論。 

說  明：1.近年來期刊與論文集的收件人、送審人都是宣崇慧理事志願幫忙，今年她   

          公費去美國訪學半年，期刊與論文集的收件人請哪一位幫忙收件與送審?  

        2.宣崇慧理事志願繼續幫忙期刊部分，王聖維秘書長願意幫忙論文集部分。 

決  議：目前網頁上公布的信箱是理事長的聯絡地址，理事長收到後會再請秘書長用 EXCEL

彙整。期刊一定要二位審查委員，論文集過去為節省審稿費與往返時間，都是林榮譽理

事長一個人審稿，今年會由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的審查委員共同審稿。論文集封面、編

輯由理事長及秘書長負責處理。 

 

提案四：疫情變化不定，今年研討會專題演講已經約好，明年研討會是否一定需要邀 

        請對岸學者擔任專題演講，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明年三月再討論。 

 

提案五：第二次籌備會議時間與地點，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8/2(二)10:00預計在師大博愛樓 328會議室舉行。 

 

提案六：請問出席實體會議與視訊會議的出席費一樣多，是否宜再斟酌?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本案緩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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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屆第二次研討會籌備會議紀錄 

一、時    間：2022年 8月 2日(二)上午 10：00~12:30 

二、地    點：臺灣師大博愛樓 328會議室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rxh-vowr-zzm 

三、出    席： 

    主    席：楊熾康理事長                          記錄：王聖維秘書長 

    理    事：林寶貴、杞昭安、錡寶香、劉秀丹(視訊)、翁素珍(請假)、 

              楊雅惠(請假)、韓福榮(請假)、林秀錦(視訊)、葉宗青(視訊)、 

              葉文英(視訊) 

    監    事：蔡明蒼(視訊)、呂淑美(請假)、詹念祖(請假) 

    列    席：王聖維、蘇芳柳(視訊)、宋金滿、林家楠、陳又菱 

四、會務報告： 

1. 今天謝謝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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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年論文集及期刊收稿，共計 26篇研討會論文。期刊 3 篇論文，兩篇審查中，5位審

查委員。 

4. 榮譽理事長報告: 

(1) 到目前為止病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疫情到目前也仍未解封。我個人比較偏向年會

比照去年，辦理線上會議。 

(2) 請問黃玉枝理事邀請學特司黃副司長蒞臨年會開幕式致詞，及主持第一場專題演講的

結果如何? 請告知。→黃玉枝院長回覆副司長可以主持開幕式。 

(3) 以後理監事會議或籌備會議開始後，請理事長先宣讀上一次會議的會議紀錄，以提醒

大家上次會議的決議。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疫情仍未稍歇，今年本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以實體、或視訊、或兩者同時並行，

如何請討論。 

    說  明：口頭報告。 

    決  議： 

錡寶香師：可以同時並行，目前國際上多已開放。 

杞昭安師：如果實體會議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目前來的人很有限，資源上

會耗費比較多。現在暑假的課也是線上舉行。 

楊理事長：東華目前的活動都是實體活動 

楊秀錦師：現在很多活動都漸漸以平常方式進行，實體應是可行。 

林家楠主任：現行的規定如果確診人數過多，還是會停課，影響課程進行，為了

避免對學生造成影響，建議用線上辦理。 

林寶貴師：如果要實體會議，場地也都先借了，線上、實體都是可行的。如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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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議就要去繳場地費、分工，如果線上舉行就要去退場地。 

楊理事長：6月是因為當時預想，到 9月確診人數應有機會降到千人以下，但目前

又升溫至 4萬人左右，為避免疫情影響研討會的舉辦，今年只好仍以線上方

式舉行。 

榮譽理事長：今年就以線上方式的方向準備，也歡迎台北的主持人、演講人來師

大博愛樓 317會議室現場參加。但萬一可以進行實體會議，還是可以在博愛

樓地下室 B109會議室進行。 

林家楠主任：去年線上舉辦時，只用一間教室，但建議最少借兩個場地。 

 

提案二：第七屆第一次籌備會議提案六的決議緩議，本次籌備會議再請問：出席實體會議

與線上會議的出席費一樣多，是否宜再斟酌，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建議在 9月份正式的理監事會議再議。也應該視疫情的狀況作適當的調整。 

 

 

    提案三：目前疫情尚未解封，是否每年年會仍要邀請一位對岸學者來專題演講？ 

說   明：之前是因為研討會名稱有掛上「兩岸」，加上大陸組團來參會的貴賓很多，所以不

好意思不讓大陸的學者也參與。但現在因為疫情，已經沒有大陸的學者或機構來，

又沒有掛名「兩岸」學術研討會，是否還有邀請大陸學者來演講的必要? 

    決  議：除了接待的問題之外，目前大陸的學者也沒辦法過來，研討會名稱已無    

            「兩岸」，似可以不用再請大陸學者，但宜在全體理監事會議時再做討論。 

    

    提案四：本會第三次籌備會議時間、地點，請討論。 

說  明：請討論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出席人員。今年稿件較少、審稿委員也較少，應該

要趕快進行。學會網頁的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是 8/25，報名人數確定後才可以進

行其他工作事項的討論。 

決  議：訂於 8/26(五)，上午 10:00該次籌備會是工作分配，所以只需要北部理監事、工作

人員、會務人員出席即可。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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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屆第三次研討會籌備會議記錄 

一、時    間：2022年 8月 26日(五)上午 10：00~12:30 

二、地    點：臺灣師大博愛樓 328會議室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yqg-nxpz-nmq 

三、出    席： 

    主    席：楊熾康理事長                          記錄：王聖維秘書長 

    理    事：林寶貴 

    列    席：王聖維、蘇芳柳、宋金滿、林家楠、陳又菱 

四、會務報告： 

    主席報告: 

1.今天謝謝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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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今年溝障研討會的訊息，公佈在理監事群組、會務人員群組及學會網站。並把本次

會議紀錄及附件一:研討會議程放在學會網站。 

3.本年論文集及期刊收稿，共計 31篇研討會論文，4篇期刊論文，5位審查委員。 

 

榮譽理事長報告: 

1. 到目前為止疫情仍未完全解除。我個人比較傾向年會比照去年，辦理線上會議。 

2.黃玉枝理事邀請教育部學特司黃蘭琇副司長年會開幕式致詞並主持第一場專題演講的結

果是:可以! 請楊理事長郵寄邀請函及議程給黃副司長。 

3.最近黃玉枝院長建議:理監事會議可以討論手語的定位問題，我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疫情呈高原現象，今年本會暨學術研討會，以實體、或視訊、或兩者同時進行? 如

何請做最後決定。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確定會以線上會議方式舉行。 

 

提案二：目前疫情尚未解封，是否每年年會仍要邀請一位對岸學者來台專題演講？ 

說  明：第二次籌備會未做決議，今年的專題演講人孟繁玲院長已經把講稿傳給我，我也

傳給王秘書長了! 她不可能來台，問題是要請她線上演講? 或請人代讀? 

決  議：秘書長已經有和其他專題演講人聯繫，預定下週(月初)會再跟演講人確定講稿內

容。 

        建議孟院長以錄影方式進行，比較不會有斷訊的問題。 

        每年年會仍要邀請一位對岸學者來台專題演講，本案列入下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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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本次研討會需要印幾本期刊、論文集、會議手冊? 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目前論文集內文編輯、封面、排版已交由內湖國小，會議手冊由聖維負責。 

        論文集、期刊各印 50本，會議手冊二十本。 

        何時可將期刊、論文集電子檔傳給林理事過目。 

        

提案四：本會年會會場在哪裡召開? 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本年本會視訊研討會，會務人員及北聰工作人員在台灣師大博愛樓 317、327、 

        會議室進行。 

 

提案五：目前論文發表稿件已收 31件，全文 26件，摘要 5件 (期刊 4件)，預計共分六場，       

每場四篇。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袁東主任 8/21 才寄論文過來，所以先不予發表。錡寶香老師那邊有再補寄兩            

篇全文，只有摘要的部分就不予收錄。請秘書長把作者的電郵給理事長，編輯必

要時可直接聯繫作者。 

     

提案六：本會第四次理監事會議需不需要再召開? 請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在研討會當天早上 7:40仍須先召開線上理監事會議。 

 

提案七：三位手語翻譯員是否需要到現場? 

說  明： 

決  議：三位手語翻譯員需到現場。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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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線上會議議程 

一、時    間：2022年 9月 24日 (六)上午 07：40起~08:30 

二、地    點：線上會議 

             (Google meet 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nzd-ougx-cvm) 

三、主    席：楊熾康理事長                          記錄：王聖維秘書長 

      理    事：林寶貴、杞昭安(請假)、錡寶香、黃玉枝、劉秀丹、 

              李芃娟、宣崇慧、林玉霞、翁素珍、楊雅惠、韓福榮、 

              林秀錦、葉宗青、葉文英 

    監    事：蕭金土、朱經明、蔡明蒼、詹念祖、呂淑美 

    列    席：王聖維、蘇芳柳、宋金滿、林家楠、陳又菱 

四、主席報告：本次因台灣疫情仍然嚴峻，故採視訊方式進行。首先感謝各位今天願意撥

冗出席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五、榮譽理事長報告: 

    感謝各位今天踴躍出席本次的線上理監事聯席會議，同時也要感謝籌備期間，北聰林家

楠主任帶領 5位同仁共同協助本研討會的籌備工作。 

 

六、提案討論 

提案ㄧ：2022年溝障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請討論。 

說  明：請參考會議手冊。 

決  議： 

 

提案二：本會 2022年度收支決算是否恰當？請討論。 

說  明：請參考會議手冊。 

決  議： 

 

提案三：本會 2023年度收支預算是否恰當？請討論。 

說  明：請參考會議手冊。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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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說明 

決  議：木鐸獎：               服務獎：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https://meet.google.com/nzd-ougx-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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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入會申請表                       西元      年      月       日填 

                                                                    會員證編號                        

茲贊同  貴會宗旨申請入會為  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申請人：                          （簽章） 

戶籍地址（含里、鄰）：                                                                               

 

申請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最高學歷  

現在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所屬類別 

電話  

傳真  

E-mail  

 

理事會通過日期  

繳費方式： 

郵局劃撥或 

年會時親自繳納 

郵局劃撥帳號：

19783401 

戶名：社團法人

中華溝通障礙教

育學會 

年度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請於接獲准予入會通知後繳交會費 

1.入會費：  個人  500 元  

學生  200元 

團體 1000 元 

2.常年會費：個人  500 元 

            學生  200元 

團體 2000 元 

3.永久會費：個人 10,000 元     

團體 50,000元      

入會費      

常年 

會費 
    

 

永久 

會費 
    

 

團體 

會費 
    

 

970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一之 19號 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楊熾康主任收 電話：03-890-3871  e-mail: ckyang@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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