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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議 程 

一、時  間：2020年 12月 24日(四)19:00~20：50 

二、地  點：線上會議 

三、應出席人員： 

理事：王立志、呂偉白、李俊仁、宣崇慧、洪儷瑜、 

      胡永崇、翁仕明、張萬烽、陳淑麗、單延愷、 

      曾世杰、黃秋霞、楊淑蘭、詹士宜、趙本強。（按姓名筆劃排列) 

監事：王瓊珠、李佳穎、林素貞、邱上真、趙文崇。 (按姓名筆劃排列) 

四、出席人員： 

    理事：王立志、呂偉白、李俊仁、洪儷瑜、翁仕明、 

          陳淑麗、曾世杰、黃秋霞、楊淑蘭、詹士宜、 

          趙本強。 

    監事：王瓊珠、林素貞、邱上真、趙文崇。 

五、列席人員：候補理事卓曉園、秘書長陳昱君、秘書謝嘉恩 

六、主  席：李俊仁理事長     記錄：謝嘉恩  

七、主席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工作報告。 

（1） 2020年會 7月 18日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完畢。 

（2） 2019年度稅務已於 7月完成申報，本年度無須繳稅。 

（3） 結算至 2020 年 8月 31日，本會結餘款共計 437,382 元。 

（4） 第 21 期起，本會電子報由卓曉園、王宣惠負責，每年 6 月、12 月

發行一次，提供本會會務訊息及新知供會員閱讀與參考。 

（5） 學障學會討論團成員約有 13,000 人，由張萬烽暨 12 位管理員協助

管理。 

（6） 本會第六屆秘書長由陳昱君副教授接任。 

（7） 本會秘書自 2020年 11月份起由謝嘉恩接任。 

（8） 完成 2020 年 IDA全球合作夥伴關係續約，繳交$ USD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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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討論提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一：有關 2021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一案，提請討論。 

(參見附件一、二)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十六條與第三十二條，理事會職權之一為擬訂年度工作計

畫、報告及預算與決算，再提送會員大會議決。 

辦法：如獲理監事會議通過，再提會員大會討論通過。 

決議：全體出席理事通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二：本會第六本專書出版主題、主編和副主編，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每屆均出版一本專書，至今共五本，皆有不錯評價，版稅收

入持續掖助學會發展。根據往例，從擬定主題方向、邀稿到截稿、

校正、出版，預計需一年的工作時間。請討論今年度主題，並推

選主編和副主編各一人，先擬定專書大綱，並於 2021 年會報告出

版計畫後，即啟動邀稿與編輯作業。 

（二）本會歷屆出版品如下： 

1. 突破學習困難-評量與因應之探討（2005） 

2. 突破閱讀困難-理念與實務（2010） 

3. 帶好每一個學生：有效的補救教學（2014） 

4. 突破數學學習困難-理論與實務（2017） 

5. 身心障礙學生的轉銜教育與服務（2020） 

辦法：如獲會議通過，將依提案進行出版品編輯工作。 

決議：全體出席理事通過 

1. 以「學障鑑定」作為出版方向，未免對一般社會大眾產生困惑，主要對

象讀者為實務工作者(臨床、諮商心理師)。 

2. 編輯委員會由李俊仁老師擔任主編，理事會授權李俊仁老師尋找擔任副

主編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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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三：《帶好每一個學生，有效的補救教學》修訂版本事宜。 

說明：該書裡的法令用辭全部都不同了，教育部也不再用補救教學這個詞。 

決議：全體出席理事通過 

1. 修訂版本主編由陳淑麗老師擔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四：為完善會員資格審查程序，確認介紹人之程序，確認會員資格內容，

提請討論。 

說明： 

過往曾經出現過專業非學障相關研究或是工作者申請為會員，獲得部分理事審

查通過。介紹人無確認之程序。 

目前會員審查機制為 

（1） 申請資格： 

一、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研究或服務學習障礙

暨相關專業之經驗，並由會員二人以上介紹之資格者。 

二、團體會員：贊同本會宗旨，且經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公私立機構或

團體，由會員二人之介紹，得為本會團體會員。 

三、贊助會員：凡熱心學習障礙相關議題，並贊同本會宗旨之個人或機

構，由會員二人介紹，經理事會審核通過，得為本會贊助會員。 

四、榮譽會員：凡對於學習障礙之研究或推行，有重大貢獻者，由理事

會提經會員大會通過，推選為榮譽會員。 

五、預備會員：贊同本會宗旨，未具有研究或服務學習障礙暨相關專業

之經驗，並由會員二人以上介紹之資格者。 

註：會員(除贊助會員及榮譽會員外)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

會審核通過後，依章程規定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2） 審核程序： 

經常務理事審核通過者，經理監事會議同意成為非正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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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秘書通知繳費，查核匯款完成後取得正式會員資格。 

辦法：依會議建議修改。 

決議：全體出席理事同意 

1. 由申請人自己勾選專業類別，類別分別為「神經醫學」、「心理學、語言

學、治療師、 醫事相關人員」以及「教育」。 

2. 關於推薦人的確定，由學會秘書以 email 通知介紹人確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五：2021年年會舉辦之地點、時間與主題，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會過去 3年之年會均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舉行。 

（2） 日期是否依循往例在三月中辦理，並避開身心障礙甄試時間。 

（3） 2019年主題為「縣市學習障礙的鑑定程序與準則之運作」； 

2020年主題為「學習障礙大學生的升學轉銜與學習適應」。 

辦法：如獲會議通過，將依決議著手準備年會相關事宜。 

決議：第 1、2點關於時間以及地點部分，全體出席理事同意如下原則；第 3

點由各位理事透過信箱將主題以及推薦大會主題演講者後，寄給理事長

彙整後，再由各位理事投票決定。 

1.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時間：預定在六月底到七月初，確切時間由理事長決定。 

3. 主題：科技、學習、輔具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六：學障學會臉書討論版接受徵求受試者廣告或是學術問卷貼文。  

說明：建議臉書的討論版，可以有找受試或發問卷的功能，學會是學術團體，

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學術上的發展，規定不能找受試發問卷是不符成立的宗

旨的，這有共識就可開放。或設審核機制，也可以。 

決議：同意。後續由理事長組委員會討論審查程序。 

委員會成員：李俊仁、張萬烽、曾世杰、趙本強、楊淑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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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學習障礙鑑定課程套裝課程訓練內容、進行方式、收費標準、以及課

程收費方式。 

決議：組委員會討論，再回理事會審查並投票。為考慮區域平衡，委員會成

員：李俊仁、王瓊珠、林素貞、宣崇慧，趙本強等，後續再由理事長邀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臨時動議： 

(一) 電子報編輯仍由卓曉園、王宣惠擔任，同本次工作報告之第四項，明年

預定出刊兩期。 

(二) 李俊仁理事長提案每三個月辦一次線上個案討論，提請理事討論投票。 

 決議：理事會建議在有註冊系統、有帳號密碼進入的封閉式會議中進行。

參加對象以學會會員及各縣市特教資源中心推薦的老師為參加對象。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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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2021 年度工作計畫 
 

時間：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時間 工作內容 

一月 籌備 2021 年年會（徵稿，開放網路註冊）與會員大會各項事宜 

二月 1. 籌備 2021 年年會 

2. 整理各項會務資料 

三月 1. 召開 2021 年年會暨會員大會 

2. 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月 1. 完成會員大會與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送內政部備查。 

2. 整理報稅資料 

五月 1. 完成報稅 

2. 更新會員資料及繳費狀況 

六月 出版學會電子報第二十二期 

七月 1. 籌備 POP 會議暨理監事聯席會議 

2. 維護網頁 

八月 1. 召開 POP 會議暨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開學前） 

2. 討論 2022 年第十八屆年會主題與時間 

九月 整理會議記錄 

十月 整理會員資料 

十一月 籌備 2022 年年會 

十二月 1. 出版學會電子報第二十三期 

2. 籌備 2022 年年會徵稿等各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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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2021年度 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款 項 目 名稱 預算 說明 

1     經費收入  153,300   

  1   入會費  
5,000   

  2   常年會費  
70,000   

  3   活動收入 
50,000   

  4   捐款收入 
0   

  5   利息收入 
300   

  6   版稅收入 
28,000   

  7   刊物收入 
0   

  8   其他收入 
0   

2     本會經費支出  153,300 
  

  1   人事費  
60,000   

  2   業務費 
93,000   

    1 差旅費 
22,000   

    2 餐費 
17,000   

    3 活動費 
45,000   

    4 演講費 6,400   

  5 稿費 
0  

    6 雜支 
2,600   

  3   準備基金 
300   

      餘額 0   

理事長：    秘書長：    常務監事：     會 計：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