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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屆第一次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第二次報名通知 

各位敬愛的夥伴： 

    提醒各位報名 9月 24日（星期六）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以線上方式

召開一年一度由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主辦的會員大會暨溝通障礙學術研討

會。研討會的內容是有關各類身心障礙學生的聽、說、讀、寫等語言與溝通，

或各類特殊教育的教學經驗分享、專題演講、論文宣讀等。 

檢附研討會活動計畫書、議程，屆時敬請準時出席線上開幕式。報到時請

先務必於訊息框簽名，以便核算研習時數。 

尚未繳交本年年費的本會會員或有意入會者，請在年會時繳交或利用郵政

劃撥。 

    研討會報名聯絡單位：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19號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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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郵局劃撥帳號：19783401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屆理事長 楊熾康 敬上 

 202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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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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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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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際扶輪社中華民國總會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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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七）、地    點：線上直播地點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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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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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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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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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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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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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3日（星期五）17：00前（請上

全國特殊教育資源網報名）。 

（十六）、研討會連絡方式：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19號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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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5日（星期一）17：00前。 

2.論文稿約：稿長 6000 字左右，每人以一篇為原則，出席發表者酌予

論文發表費。請以 12號標楷體打字，A4每頁 38行，寄

E-mail。 

3.論文投稿地點：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19號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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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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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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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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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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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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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者準時結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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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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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5：30 休息 

15：3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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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昭安（一） 
2. 杞昭安（二） 
3. 杞昭安（三） 
4. 杞昭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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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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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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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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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