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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2019 年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  間：2019年 10月 20日 至 11月 4日 

二、地  點：網路討論 

三、出席人員姓名（詳如簽到表）： 

理事：林素貞、方金雅、呂偉白、宣崇慧、卓曉園、王立志、詹士宜、曾世杰、 

孟瑛如、張萬烽、黃秋霞。 

監事：王瓊珠、洪儷瑜、趙文崇、邱上真。 

四、缺席人員姓名： 

理事：李俊仁、陳淑麗、林彥同、胡永崇 

監事：周台傑 

五、請假人員姓名：無 

六、列席人員：楊淑蘭秘書長 

七、主  席：林素貞理事長           記錄：陳哲文 

八、主席致詞：(略) 

九、來賓致詞：(略) 

十、會務工作報告事項： 

（一）2019年年會 3月 16日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完畢。 

（二）結算至 2019年 8月 31日，本會結餘款共計 455,038元。 

（三）2020 IDA Global Partners會員資格續訂，已於 10月 14日電匯繳交會費美

金 100元。 

（四）第十九期電子報於 8月出刊，已寄發給全體會員並上傳學會網站。 

（五）電子報下期出刊編務說明（宣崇慧理事、卓曉園理事） 

（六）學障學會討論團營運情形說明（張萬烽理事） 

（七）新專書編輯進度報告（黃秋霞理事、趙本強會員） 

十一、上次提案討論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2019年暑期 pop會議因無法獲得過半理監事出席故暫停辦理，第二次理監事

會議改以線上會議方式進行。 

（二）2020年會向教育部、科技部申請國際研討會補助案，改由素貞老師、本強老

師以短期訪問方式提出申請。 

（三）本會專書【突破閱讀困難-理念與實務】、【帶好每一個學生-有效的補救教學】，

若主編有修訂需求再與出版社聯繫。 

（四）本會專書編撰支付標準，非理監事、會員稿費支付現依政府出版品標準（750

元/1000字），國外學者邀稿稿費支付時換算等值貨幣支付、學會成員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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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元/1000字，每篇稿費最高上限為 10000元/7500元。。 

（五）IDA Global Partners Video 2019製作，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

林維俞老師製作完成，並於 7月 8日交與新加坡。 

 

十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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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2020年年會舉辦之地點、時間與主題，提請討論。 

說明：過去三年年會辦理時間、地點及主題如下所述 

⚫ 2017年會 3月 25日於台南大學舉辦，主題為「中學後期的學習障礙鑑定」 

⚫ 2018年會 3月 11日於高雄師範大學舉辦，主題為「學習障礙學生的轉銜輔

導」 

⚫ 2019年會 3月 16日於高雄師範大學舉辦，主題為「縣市政府鑑定安置輔導

委員會之學習障礙學生的鑑定安置」 

2020年會擬於 3月 7日假高雄師範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搭配本屆出書，邀請美

國德州農工大學張大倫教授和日本鹿兒島大學片岡美華准教授演講，主題為「學

習障礙者的生涯發展與轉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學會會員名冊及分類確認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會 2019會員現有 67人，擬依專業領域分為神經醫學、醫療＆心理學、特殊教

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四類，會員名冊及分類表詳如附件四。 

（一）四項分類人數計，神經醫學 2人、醫療＆心理學 10人、特殊教育教師 47

人、普通教育教師 8人；是否依此分類提請討論。 

（二）再依四分類佔總數（共 67人）比例計算，四項分類所占理事（共 15 人）、

監事（共 5人），各分類最少為一人，試算名額分配如下表： 

 神經醫學 醫療＆心理學 特殊教育教師 普通教育教師 

所佔比例 3% 15% 70% 12% 

理事 1 2 10 2 

監事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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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ㄧ）會員專業分類類別：1. 神經醫學，2. 心理學、語言學、治療師、醫事相

關人員，3. 教育（不分特教，普教）。 

（二）三項分類人數計：神經醫學 2人；心理學、語言學、治療師、醫事相關人員

10人；教育 55人，會員名冊及分類表詳如附件五。 

（三）理事和監事員額分配方式：依三類佔會員總數比例分別計算，各分類最少為

一人。 

 神經醫學 
心理學、語言學，治療師、 

醫事相關人員 
教育 

會員人數 2 10 55 

所佔比例 3% 15% 82% 

理事 1 2 12 

監事 1 1 3 

 

提案四：提升選任理監事會議參與度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九條說明「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

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

職。」。 

（二）若遇選任理監事會議參與度不高、告假次數過多，將影響理事會、監事會

之召開與運作，請共同思考如何提升選任理監事之會議參與度。 

決議：（一）將先進行第六屆理監事「到任意願調查」，被選舉人若無意願擔任理監事，

則由後補理監事依票數多寡依序遞補。 

（二）理監事會議補助每一位理監事單次交通費將自第六屆理監事會議落實執

行。 

（三）自第六屆起，理監事會議可以 on-line conference方式進行或是結合學會

活動共同舉辦，以提高參與度。 

 

十二、臨時動議：  

無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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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2020 年度工作計畫 
 

時間：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時間 工作內容 

一月 1. 籌備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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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年會 

2. 整理各項會務資料 

三月 1. 召開 2020 年年會暨會員大會 

2. 第六屆理監事改選，結果陳報內政部 

3. 召開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4. 進行業務交接 

四月 整理報稅資料，會員大會與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五月 1. 完成報稅 

2. 更新會員資料及繳費狀況 

六月 出版學會電子報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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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暨理監事聯席會議（開學前） 

2. 討論 2021 年第十七屆年會主題與時間 

九月 整理會議記錄 

十月 整理會員資料 

十一月 籌備 2021 年年會 

十二月 1. 出版學會電子報第二十二期 

2. 籌備 2021 年年會徵稿等各項事宜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2019 年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5 

 

附件二 

社團法人台灣學障學會  

2020年度 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款 項 目 名稱 預算 說明 

1     經費收入  152,340   

  1   入會費  10,000   

  2   常年會費  65,000   

  3   活動收入 50,000   

  4   捐款收入 2,000   

  5   利息收入 340   

  6   版稅收入 25,000   

  7   刊物收入 0   

  8   其他收入 0   

2     本會經費支出  152,340   

  1   人事費  60,000   

  2   業務費 92,000   

    1 差旅費 20,000   

    2 餐費 17,000   

    3 活動費 45,000   

    4 演講費 6,400   

  5 稿費   

    6 雜支 3,600   

  3   準備基金 340   

      餘額 0   

理事長：    秘書長：    監事長：     會 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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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灣學障學會 2019 年度 1 月至 9 月收支決算表 

2019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9 月 30日            單位:新台幣 

科  目 本年度 

決算 

本年度 

預算 

本年度決算與  

本年度預算比

較 說    明 

款 項 目 名稱 差異 

1     經費收入  129,074 153,400 -24,326  

  1   入會費  4,000 10,000 -6,000  

  2   常年會費  50,000 72,000 -22,000  

  3   活動收入 49,740 26,000 23,740  

  4   捐款收入 0 5,000 -5000  

  5   利息收入 170 400 -230 合庫、郵局利息 

  6   版稅收入 25,164 40,000 -14,836 心理 1/22, 7/18 匯入合庫 

      其他收入 0 0   

2     經費支出  118,459 153,400 -34,941   

  1   人事費  40,000 60,000 -20,000 臨時工作費 

  2   業務費 78,289 93,000 -14,711  

    1 差旅費 19,044 10,000 9,044 年會分享人、理監事出席差旅費 

    2 餐費 16,180 17,000 -820 年會餐點費用 

  3 活動費 33,931 55,000 -21,069 

年會場地費用、手冊印製、工讀

費、文具及布置等費用、IDA 影片

製作費 

    4 演講費 0 6,400 -6,400  

  5 稿費 8,000 0 8,000 
【突破數學學習:理論與實務】 

秦麗花師稿費 

    6 雜支 1,134 4,600 -3,466 手續費、士宜老師退休禮品 

  3   準備基金 170 400 -230 利息 

      本期餘絀 5,155 0 10,615   

 

    理事長：     秘書長：     監事長：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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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會員名冊及分類 

序號 姓名 分類 序號 姓名 分類 

1 邱上真 特殊教育 21 黃秋霞 特殊教育 

2 王瓊珠 特殊教育 22 陳秀芬 特殊教育 

3 李俊仁 心理學 23 連文宏 特殊教育 

4 洪儷瑜 特殊教育 24 單延愷 心理學 

5 趙文崇 神經醫學 25 黃碗婷 醫事相關 

6 楊淑蘭 特殊教育 26 陳怡伶 特殊教育 

7 方金雅 普通教育 27 黃純敏 特殊教育 

8 周台傑 特殊教育 28 林彥同 特殊教育 

9 孟瑛如 特殊教育 29 張淑娟 特殊教育 

10 胡永崇 特殊教育 30 張毓仁 普通教育 

11 曾世杰 特殊教育 31 王曉嵐 特殊教育 

12 曹峰銘 心理學 32 黃柏華 特殊教育 

13 童寶娟 語言學 33 吳怡慧 特殊教育 

14 許天威 特殊教育 34 寧李宇芳 特殊教育 

15 陳心怡 特殊教育 35 劉載興 特殊教育 

16 詹士宜 特殊教育 36 李佳穎 語言學 

17 劉惠美 特殊教育 37 陳雅嬿 醫事相關 

18 林月仙 特殊教育 38 王立志 特殊教育 

19 林素貞 特殊教育 39 陳新豐 普通教育 

20 陳淑麗 普通教育 40 呂偉白 特殊教育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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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會員名冊及分類 

序號 姓名 分類 序號 姓名 分類 

41 宣崇慧 特殊教育 61 林玉涓 普通教育 

42 卓曉園 特殊教育 62 曹祐榮 特殊教育 

43 王宣惠 特殊教育 63 趙本強 特殊教育 

44 張萬烽 特殊教育 64 羅育齡 普通教育 

45 陳凱玫 語言學 65 陳俐妤 特殊教育 

46 蔡荏靖 特殊教育 66 曾瓊禛 特殊教育 

47 王瑋璘 特殊教育 67 何淑玫 特殊教育 

48 黃美慧 特殊教育    

49 張詩朋 語言治療師    

50 胡菁琴 特殊教育    

51 賴怡萍 特殊教育    

52 翁仕明 神經醫學    

53 王淯恩 特殊教育    

54 翁伯寧 特殊教育    

55 陳寶玉 語言治療師    

56 許嘉倫 特殊教育    

57 馬志穎 特殊教育    

58 陳麗文 普通教育    

59 鐘偉倫 普通教育    

60 鍾和村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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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會員名冊及分類 

神經醫學 
 

心理學、語言學 

治療師、醫事相關人員 

序號 姓名 分類  序號 姓名 分類 

1 趙文崇 神經醫學  1 李俊仁 心理學 

2 翁仕明 神經醫學  2 曹峰銘 心理學 

    3 童寶娟 語言學 

    4 單延愷 心理學 

    5 黃碗婷 醫事相關 

    6 李佳穎 語言學 

    7 陳雅嬿 醫事相關 

    8 陳凱玫 語言學 

    9 張詩朋 語言治療師 

    10 陳寶玉 語言治療師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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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序號 姓名 分類  序號 姓名 分類 

1 邱上真 特殊教育  31 陳新豐 普通教育 

2 王瓊珠 特殊教育  32 呂偉白 特殊教育 

3 洪儷瑜 特殊教育  33 宣崇慧 特殊教育 

4 楊淑蘭 特殊教育  34 卓曉園 特殊教育 

5 方金雅 普通教育  35 王宣惠 特殊教育 

6 周台傑 特殊教育  36 張萬烽 特殊教育 

7 孟瑛如 特殊教育  37 蔡荏靖 特殊教育 

8 胡永崇 特殊教育  38 王瑋璘 特殊教育 

9 曾世杰 特殊教育  39 黃美慧 特殊教育 

10 許天威 特殊教育  40 胡菁琴 特殊教育 

11 陳心怡 特殊教育  41 賴怡萍 特殊教育 

12 詹士宜 特殊教育  42 王淯恩 特殊教育 

13 劉惠美 特殊教育  43 翁伯寧 特殊教育 

14 林月仙 特殊教育  44 許嘉倫 特殊教育 

15 林素貞 特殊教育  45 馬志穎 特殊教育 

16 陳淑麗 普通教育  46 陳麗文 普通教育 

17 黃秋霞 特殊教育  47 鐘偉倫 普通教育 

18 陳秀芬 特殊教育  48 鍾和村 特殊教育 

19 連文宏 特殊教育  49 林玉涓 普通教育 

20 陳怡伶 特殊教育  50 曹祐榮 特殊教育 

21 黃純敏 特殊教育  51 趙本強 特殊教育 

22 林彥同 特殊教育  52 羅育齡 普通教育 

23 張淑娟 特殊教育  53 陳俐妤 特殊教育 

24 張毓仁 普通教育  54 曾瓊禛 特殊教育 

25 王曉嵐 特殊教育  55 何淑玫 特殊教育 

26 黃柏華 特殊教育     

27 吳怡慧 特殊教育     

28 寧李宇芳 特殊教育     

29 劉載興 特殊教育     

30 王立志 特殊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