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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障學會第三屆第四次理事會議 

議  程 

 

一、 時   間：民國 101 年 11 月 4 日（日）下午 2 點至 4 點 

二、地   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 7111 教室（一樓） 

三、主   席：王理事長瓊珠 

四、 應出席人員：  

常務理事 趙文崇、李俊仁、洪儷瑜、陳淑麗 

理  事 曾世杰、李佳穎、邱上真、林素貞、孟瑛如、陳心怡、   

          張顯達、楊淑蘭、劉惠美、蘇宜芬 

工作人員 吳琇滿助理 

五、 實到人數：見簽到表 

六、 會務工作報告 

（一） 會務工作編組 

（二） 兼任助理聘用狀況 

（三） 會址變更與繳稅狀況 

（四） 102 年度工作計畫和預算表（附件） 

 

七、 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章程第九條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章程第九條，略以「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

費之義務；未經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兩年未繳費

者，視為自動退會。……，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應繳

清前所積欠之會費。」故會員只要沒有連續兩年未繳費，即保有

會員資格。 

（二） 目前繳交會費的狀況如附件一。針對會員過去未繳費之部分，

是否要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執行時會員見解不一，是否可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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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收費方式，將「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這部份刪除。會費一

年收一次，該年會員資格有效期。 

（三） 仿效其他組織印製會員證，證件上明示會員有效期。繳費後，

一併寄發收據和會員證。 

決議： 

（一） 維持原章程條文不變。 

（二） 增進會費繳交之做法，提供助理參考： 

1. 每兩個月發信提醒尚未繳交會費之會員，至 11 月止。 

2. 對於連續兩年即將喪失會員資格之會員，再去信個別提醒補交

會費，以免喪失會員資格，但要尊重會員的決定。 

 

案由二：學會網站建置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學會過去網址及設計者不斷更換，皆無固定。 

（二） 第三屆的網站係由承接永齡案的工程師義務協助架設，但受損

後，至今尚無法恢復正常使用。 

（三） 網站設置有助於對內外消息之發佈，若有專業設計和固定網址

較為理想。 

決議： 

（一） 委外設計，網站以高師大為點。 

（二） 網站要做防火牆設計，以免遭駭客入侵。 

（三） 網站內容規劃初稿請參考工作報告第五項。 

 

案由三：102年年會之時間、主題與邀請主講人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 

（一）2013 年 TALD 年會時間謹訂於 2013 年 3 月 23 日（六）一整天。 

（二）地點：高師大 

（三）主題：關於閱讀能力評量與策略教學 

（四）主講人：邀請中。 

（五）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相關時程表如下： 

 1. 互動式海報徵稿：2012 年 12 月 8 日～201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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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論文審查結果公布：2013 年 3 月 10 日 

 3. 會議註冊時間： 

（1）2013 年 1 月 21 日~3 月 13 日（早鳥優惠期間） 

（2）開會當天亦可註冊，但無優惠價 

（六）徵稿辦法：參考 2012 年第八屆學術研討會論文徵稿暨最佳論文獎

評選辦法 

（七） 收費方式： 

1. 有效會員：免費（但年會當天，會一併收 2013 年「會費」1000 元） 

2. 非 2012 年有效會員及當天註冊者：僅收當天參加研討會的費用，

非會費。收費方式如下： 

（1） 會議當天：學生價：500 元，其他人士：1000 元 

（2） 早鳥價：學生價：300 元，其他人士：500 元  

 

案由四：編輯並出版學習障礙專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過去所編輯的兩本專書，101 年的版稅收入共（37942）元。 

（二） 為發揮本會對社會大眾或學界的影響力，是否再編輯並出版學習障

礙專書，預計 102 年底出版。 

 

決議： 

（一） 為擴大本會對社會和學術界的影響力，並增加本會收入，同意再推

出新書。 

（二） 不限於學習障礙領域之教科書或專書，可以擴大讀者群，包括學習

障礙或困難，補救教學，甚至是提升普通教育教學品質皆受用，從三

級學習輔導的概念入手。 

 

八、 臨時動議 

（一） 請邱上真教授和助理共同完成台灣學障學會 FB 之建置，在網頁尚

未建置之際，多提供會員一個收到訊息的管道。 

（二） 請助理再申請一個郵局劃撥帳戶，方便會員繳費，也減少信用卡轉

帳的作業困難及被扣手續費。 

（三） 建議未來多使用 GOOGLE 網路會議，增進散居全省各地之理監事

開會，減少南來北往的交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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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工作報告 

一、 會務工作編組 

（一）理事長：（1人）：王瓊珠 

（一）常務理事（4人）：趙文崇、李俊仁、洪儷瑜、陳淑麗 

（二）理事（10人）：曾世杰、李佳穎、邱上真、林素貞、孟瑛如、陳心怡、張

顯達、楊淑蘭、劉惠美、蘇宜芬 

（四）會務工作編組 

  

為促進會務推動及經驗傳承，依據本會章程第五條（11 項本會之任務），擬

將會務工作編組規劃如下： 

組別 工作說明 擬邀請協助之會員 

（部分已確認，部分尚在聯繫中） 

研究組 傳播國內外學障相關研究新知，協

助年會學術研討會之稿件審查 

蘇宜芬、曾世杰、李佳穎、

廖晨惠、邱上真 

出版組 一年兩期電子報（6 月與 12 月）及

特定專書出版規劃 

方金雅、陳淑麗、林彥同、

呂偉白、宣崇慧 

政策組 參與政府政策擬定、告知相關法規

修訂訊息 

洪儷瑜、趙文崇 

國際組 聯絡國外學障組織或專家來台交

流、傳遞國際會議訊息，鼓勵會員

共同參與 

李俊仁、林素貞、廖晨惠 

聯絡組 對內聯繫本會會員，增進會員互動 邱上真、詹士宜、陳秀芬 

 

二、 兼任助理聘用 

自 101.8 月起聘一名兼任助理，吳琇滿小姐，月薪 5000 元。 

 

三、 會址變更與繳稅情形 

（一） 會址變更至新任理事住址，原住家之部分面積（20.6 平方尺）更改

為「非住家非營業用地」，房屋稅另外（稅率 2％）。預估一年增加 1000

元房屋稅。 

（二） 會址變更需至法院申報與登報作業，花費共 1000 元。（建議考慮設

立永久會址於某校，減少每屆因理事長輪替產生的費用） 

（三） 去年所得稅繳交情形：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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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2 年度工作計畫和預算 

（一）102 年工作計畫 

1. 三月召開會員大會、學術研討會、理監事會議（上半年） 

2. 六月發行電子報（第八期） 

3. 九月召開理監事會議（下半年） 

4. 十二月發行電子報（第九期） 

 

（二）預算表如附件 

 

五、 網站建置架構規劃 

（一） IP 設置點：高師大電算中心 

（二） 網站設計：外包專業設計 

（三） 經費預算：三萬 

（四） 建置時間：2012 年 11 月～12 月 

（五） 後台管理與維護：兼任助理 

（六） 架構內容（草案）： 

 首頁 

1. 表頭（LOGO，中英文名稱） 

2. 最新消息（本會與學障相關新知消息、研習、會議資訊） 

3. 榮譽榜（會員得獎喜事，擔任新職務等） 

4. 主要選單按鈕 

 關於 TALD 

1. TALD 簡介 （中文與英文） 

2. TALD 章程（最新修訂版） 

3. TALD 理監事（歷屆名單） 

 會務公告 

1. 工作報告 

2. 會議記錄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2. 會員大會活動報導 

 學術研討會 

1. 研討會公告 

2. 徵稿辦法 

3. 研討會網路報名（報名系統：（1）身份別：會員/非會員/學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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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2）姓名，（3）服務單位，（4）職稱，（5）繳費方式：免費

/預繳/當天繳，（6）聯絡電話/EMAIL，（7）飲食選擇。報名成功後

會通知當事人結果，開會前再發出提醒通知） 

4. 研討會議程手冊 

5. 研討會活動報導 

 學會出版品 

1. 電子報（各期） 

2. 專書介紹（照片與書評導讀） 

 加入 TALD 

1. 申請資格與辦法 

2. 線上會員申請（在線上填寫申請表，然後送出） 

3. 線上會員審核（自動傳給常務理事審查，通過者，由助理通知結果，

並收會費與收據） 

 好站相連 

提供國內外學習障礙相關網站之連結 

提供國內特殊教育圖書期刊相關網站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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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學障學會 102 年度 收支預算表(草案) 

 

時間：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科                     目 
預    算 說    明 

款 項 目 名稱 

1    經費收入  125,000  

 1  一般經費收入 75,000  

   1  入會費  5,000  

  2  常年會費  70,000  

 2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50,000  

  1 銷售貨物收入 40,000 售書版稅 

  2 銷售勞務收入 10,000 年會、研習等報名費 

2    本會經費支出  201,000  

 1   人事費   65,000  

  1  兼職人員薪資 60,000 兼職人員每月 5,000 元 (不含年終等) 

  2  臨時工資 5,000 年會期間或編輯所需臨時工讀生 

 2  業務費  136,000  

  1 雜支 30,000 文具、郵資、電話費等 

  2 會辦租借費  1,000 房屋稅 

  3 辦理年會費用 100,000 
含講師費、交通費、住宿費、餐費、 

工作費、審稿費、場地水電/租借費 

  4 編輯電子報撰稿費 5,000 共兩期 

    -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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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會員人數 2011-2012 會員共 78 人 

2011-2012 尚未繳匯款的有劉明松......共 13 人 

全繳費：邱上真......等 56 人 

2012 尚未繳費的有葉靖雲......共 9 人 

目前有效會員人數 65 人（繳清 ＋ 部分繳清，未達連續兩年） 

繳費狀況 

 

收費困難部分 

(7-10 月) 

從 6-10 月期間，一共發信了三次，繳費的共有 20 筆 

繳費方式如下 

 

信用卡繳費: 5 人 

優點: 

對習慣使用信用卡及外國人，很方便 

缺點: 

1. 需要扣手續費，45 元/筆 

2. 無法使用銀行原有之線上登錄系統（網路版） 

3. 經多次洽總行後，最後請銀行人員以人工方式請款，才將

費用匯到學會的帳戶。 

劃撥單繳費：4 人 

優點: 

處理方便，程序簡單 

跨行轉入繳費： 11 人 

缺點: 

存摺上不會有匯款人的資料，導致助理要一一確認匯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