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cial Educati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aiwan
一、實施目的：為促進特殊教育之相關理論、研究與實務的發展，匯集教育行政人員、研究
人員、專業人員與各級學校教師，提供國內外特殊教育之經驗交流與對話機會，藉以提
升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共享特殊教育研究成果，期以推動特殊教育國際參與及學習視野。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三、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活動時間：201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五、活動地點：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六、活動對象：各階段特殊教育教師、一般教師、大專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各領域治療師及
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研究生，計 250 名。
七、報名方式：2019 年 6 月 1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止。
(一)詳細資訊及議程將公告於本會議網站：
http://ksped.nknu.edu.tw/MWeb.aspx?Mid=1。
(二) 本會將以符合資格人員優先錄取，並以 E-mail 個別通知，本會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
參加之權利。
(三) 請服務機關（學校）准予參加會議人員公差（假）與會。
八、 聯絡資訊：
(一)電話：07-7172930 分機 1634 許純蓓助理、1631 莊筱珍助理
(二)聯絡信箱：nknuspek@gmail.com
九、注意事項：
(一)響應環保，請與會者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二)停車事宜（與會人員可於蓮潭會館免費停車）
(三)考量未來不可控之因素（如：地震、颱風&暴雨等）而導致研習需臨時取消，故煩
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注意 E-mail（您於註冊所留之電子信箱）或至本研討會網站
詳閱最新訊息，以了解是否因突發事件而需臨時取消之活動訊息。
(四)請準時報到，本會需每日簽到、簽退，再依實際參與時數核發研習時數。
(五)本會無註冊費，會議供餐（不包含晚餐）。
(六)非本會邀請之與會者，如需住宿，請自行與蓮潭會館聯繫，並告知為參與本會之與會
者，將享有住宿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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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動議程如下：

2019 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會議地點：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場地

2019.10.23（三）
4F 國際會議廳

08:30-09:00

議程（暫訂）
2019.10.24（四）
4F 國際會議廳
報到

09:00-10:00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10:00-10:30

報到

10:30-10:50

開幕

10:50-12:20

13:30-15:00

場地
15:00-15:10
15:10-16:3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特教、藝教分組領綱
重點與執行

茶敘 & 壁報發表

茶敘

4F 中央廣場

4F 中央廣場

閉幕論壇

專題演講

國外大專特殊教育及轉銜

CRPD 國際視野與臺灣經驗

午餐 R401、R402、R403

國外大專特殊教育的推展

R401

R402 R403
休息
論文發表場次一

A1

B1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國外演講

C1

臺灣推動資優教育的
現況與未來發展

大專身心障礙學生
生涯與轉銜

4F 國際會議廳

R401

R401

R402
R403
休息
論文發表場次三

A3

B3

C3

茶敘

茶敘 & 壁報發表

4F 中央廣場

4F 中央廣場

論文發表場次二

論文發表場次四

16:30-16:50

16:50-18:10

大專特殊教育性別平等
事件輔導與處理

國外演講

12:20-13:30

A2

B2

C2

2019.10.25（五）
4F 國際會議廳

A4

B4

C4

※國際會議廳、R401、R402、R403 場地位於蓮潭會館會議中心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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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特殊教育發展
暨未來展望

十一、研習會場交通與位置說明：
(一)大會接駁車：10 月 23 日及 10 月 25 日備有免費接駁車，報名時請註明接駁需求，
並請準時到達集合地點，詳細時間以本研討會網站公告為主
http://ksped.nknu.edu.tw/MWeb.aspx?Mid=1。
1. 10 月 23 日（星期三）左營高鐵站前站 2 號出口，預計 9 點 40 分準時發車。
2. 10 月 25 日（星期五）蓮潭國際會館大廳前方，預計 13 點 00 分準時發車。
(二)高雄捷運：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再搭乘紅 51 線公車至蓮潭國際會館站。
(三)自行開車：
1. 高速公路：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華路交流道下
接翠華路-左轉崇德路約距 250 公尺後，會館在您右邊。
2. 高雄市區：
(1)北上：博愛三路→ 左轉崇德路，距約 650 公尺後，會館在您左邊。
(2)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崇德路。

★蓮潭國際會館停車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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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蓮潭國際會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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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蓮潭國際會館會議地點

(六)蓮潭國際會館周邊景點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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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說明
一、實施目的：為促進特殊教育之相關理論、研究與實務的發展，匯集教育行政人員、研究
人員、專業人員與各級學校教師，提供國內外特殊教育之經驗交流與對話機會，藉以提
升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共享特殊教育研究成果，期以推動特殊教育國際參與及學習視野。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三、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論文徵稿主題：
本次會議以「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為主題，會議論文徵稿探討的重要議題如
下：
(一)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經驗
(二) 高中、職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經驗
(三) 國中、小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經驗
(四) 學齡前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經驗
(五)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研究之主題：包括以下主題，但不以為限：特殊教育的課程教學
與評量、融合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助科技、特殊教育評量與測驗、身心障礙教育課
程與教學、應用行為分析、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特殊教育學生輔導、特殊教育行
政與法規等。
五、論文發表方式
(一) 口頭發表
(二) 壁報發表
六、論文投稿注意事項
(一) 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
(二) 稿件格式
1. 本會採全文投稿之方式收件，依序包括標題、五百字以內之摘要、關鍵詞、本文、
參考文獻，並提供及英文版之標題、摘要、關鍵詞。全文以八仟字至壹萬字為宜；
稿件請以電子檔案 WORD 格式撰寫。
2. 全文版面邊界上下左右為 2 公分，字體大小請以題目 20 號、小標題 16 號、內文
12 號編輯，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行距為單行間距。
3. 全文請依 APA 格式第六版撰文，包含表格、圖片、參考文獻等；綱要層次請依
照：壹、一、（一）、1、(1)、a、(a)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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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稿方式
1. 來稿請以 E-Mail 方式寄送：
(1) 論文電子檔名為「第一作者姓名ＯＯＯ-文章名稱.doc」
，本會對來稿保留刪改
權，不願刪改者請事先聲明。
(2) 作者基本資料表（如附件 1）請簽名後掃描回傳，作者基本資料表註明第一
作者真實姓名、服務單位、職稱、聯絡電話、手機、E-mail、通訊地址、戶
籍地址（含鄰里）、及第二、三等所有作者資料。
2. 來稿請遵守著作權辦法，並請勿一稿二投，本會恕不退稿，請自行保留原稿。來
稿內容與見解由作者自負文則，不代表本會之立場。
3. 投稿信箱：nknuspek@gmail.com，信件標題請題為「作者姓名ＯＯＯ－2019 特殊
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本會收件後會回覆「確認收到」信件，即完成收件。
(四) 稿件審查：本會論文採相關領域學者雙向匿名審查制度。經審查通過之論文，將彙
集出版本會論文集。
(五) 審查結果：預定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前個別 E-Mail 通知，論文錄取者將邀請至本會
發表，會議日期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七、會議資訊：
(一) 時間：201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二) 地點：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三) 線上報名：預定 2019 年 6 月 1 日起開放線上報名，論文入選者亦需報名，詳細資訊
及議程將公告於本會議網站：http://ksped.nknu.edu.tw/MWeb.aspx?Mid=1。
八、聯絡資訊：
(一) 電話：07-7172930 分機 1634 許純蓓助理、1631 莊筱珍助理
(二) 聯絡信箱：nknuspe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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