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2022 全國特殊教育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特殊教育學生與 STEAM 教育 

一、 實施目的：為聚集國內外相關領域的人才，研討特殊教育相關重要議題，分享實務經驗與研究成 

果，期以透過專題演講，論壇以及論文發表，提昇國內特殊教育的教學與輔導工作， 

並提供特殊教育教師、學者、專業人員的經驗與學識交流場域。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協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五、 活動時間：111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六、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行政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行政大樓 9 樓 0908 教室； 

六樓第三、五會議室（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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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名。 

八、 報名方式：111 年 2 月 21 日~111 年 4 月 11 日止。 

(一) 本研討會請自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辦理報名：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unit_type=2→大專特教研習→依研習日期搜尋「2022 全國特

殊教育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 

(二) 請服務學校准予參加會議人員公差（假）與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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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注意事項： 

(一) 響應環保，請與會者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二) 週末高師大校內停車收費標準 5 小時內 60 元，超過 5 小時則收費 120 元。 

(三) 尊重演講者及論文發表人，請與會人員準時入場。 

(四) 研討會需簽到及簽退，全程參與者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 

(五)研討會如遇颱風或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致會議取消，將以 E-mail 通知已報名之學員，並於

本研討會網站（http://ksped.nknu.edu.tw/MWeb.aspx?Mid=4）公告最新資訊。 

(六)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俗稱武漢肺炎）防疫，本研討會將實施以下防疫措施，請大家多加配

合。 

1. 進入會場請配合體溫量測，額溫≧37.5，耳溫≧38，請回家休息。 

2. 進入會場請噴灑酒精消毒手部，務必全程佩戴口罩。 

3. 如有出現發燒或身體不適情況，請在家休息避免外出。 

4. 簽到時，請填寫「參與大型室內活動者之健康聲明及健康管理同意書」。 
  



 

十一、 活動議程如下： 

2022 全國特殊教育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議程 
會議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6 樓第三會議室； 

9 樓 0908 教室；6 樓第五會議室 
111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08：30 
09：00 報到 行政大樓 10 樓 

接待室 

09：00 

│ 

09：20 

開幕式 
主 持 人：蔡明富主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主任兼特教中心主任） 
來賓致詞：教育部長官 
來賓致詞：王政彥副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來賓致詞：王欣宜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來賓致詞：吳雅萍主任（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兼特殊教育中心） 
來賓致詞：陳志軒主任（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行政大樓 10 樓 
國際會議廳 

09：20 
│ 

10：50 

專題演講：適應藝術於特殊教育之應用 
主持人：姚村雄院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設系特聘教授兼進修學院院長） 
主講人：侯禎塘副校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0 
11：00 休息  

11：00 
│ 

12：30 

論壇一：科技應用於社會技巧課程之實務經驗 
主持人：侯禎塘副校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擴增實境（AR）應用於大專校院自閉症學生之社會技巧訓練 

與談人：王欣宜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2. 影片示範教學應用在大專特殊教育學生職場社會技巧訓練 

與談人：蔡明富主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與談人：林寶鈺輔導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源教室） 
與談人：黃葳庭輔導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源教室） 

行政大樓 10 樓 
國際會議廳 

12：30 

│ 

13：30 

午餐 
※請與會者前往教育大樓 4 樓及 5 樓用餐※ 

教育大樓4樓1402 
教育大樓4樓1403 
教育大樓5樓1502 
教育大樓5樓1503 
教育大樓5樓1504 

13：30 

│ 

15：00 

論壇二：科技應用於特殊教育 
學生的教學實務分享 

主持人：胡心慈主任（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虛擬實境科技在特殊需求族群的

研究與應用 
與談人：陳志軒主任（國立臺

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2.擴增實境結合影像示範教學對國

小特教生數學解題之應用 
與談人：吳柱龍副教授（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論壇三：國中小特殊教育學生的 
科學教育  

主持人：黃玉枝副院長（國立屏

東大學大武山學院） 
1.特愛科學「嘉」年華的活動規劃

經驗分享 
與談人：李育珊科長（嘉義縣

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2.幫助中重度認知障礙學生學習

適齡綱要的探究科學課程 
與談人：吳雅萍主任（國立嘉

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兼特

殊教育中心） 

論壇四：資賦優異學生的   
 STEAM 教育 

主持人：于曉平教授（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高雄市資賦優異學生 STEAM
教育之經驗分享—以高雄市國

中小創意運動會為例 
與談人：高子晴主任（高雄市

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2.臺北市資賦優異學生 STEAM
教育之經驗分享 
與談人：王曼娜主任（臺北市

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行政大樓 6 樓第三會議室 行政大樓 9 樓 0908 教室 



 

15：00 

15：20 
休息 

主題 
論文場次 A-特殊教育學生之溝通研究 

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論文場次 B-特教學生之教育及輔具使用 

行政大樓 6 樓第三會議室 

15：20 

│ 

16：40 

主持人：陳明聰院長（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1.龔書萍、任師萱、陳明聰 
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字面和非字面意義移動

動詞語句表達之研究 
2.謝佳倫、陳明聰、龔書萍 
花蓮地區國小學習障礙學生口語敘事能力

表現之研究 
3.黃詩琁、陳明聰、陳思涵 
學習輔助溝通系統版面符號之自動化歷程

初探 

主持人：黃桂君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 
 
1.陳任勛、吳雅萍 
中重度認知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學年教育目標分析之研究 
2.謝佳玲、陳麗圓、吳雅萍、陳政見 
腦性麻痺大專生使用溝通輔具的現況及需

求之調查研究 
3.曾敏、陳國龍 
線上繪圖計算機融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函

數教學成效 
論文場次 C-特教學生社會技巧及生涯就業 

行政大樓 9 樓 0908 教室 
論文場次 D-雙殊學生輔導與 STEAM 教育 

行政大樓 6 樓第五會議室 
主持人：王明泉主任（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

中心） 
 
1.賴以端、王欣宜 
藝術活動介入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智能障

礙學生社會技巧學習成效之研究 
2.鍾和村 
高職特教班智能障礙畢業生成人生活安

排、生涯選擇及就業歷程之研究 
3.蔡獻裕、陳芷琪、曾紹庭、蔡明富 
雙重殊異成人的職場困境與工作適應探

討—以南部某大專資源教室輔導員為例 

主持人：陳志軒主任（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 
 
1.黃波心、顏家宜、謝佑暄 
國小自閉症資優生行為處遇與輔導個案 
研究 

2.劉世閔、趙錫清 
創造力與 STEAM：以一所漁村國民小學學

生學習歷程為例 
3.趙士賢、蔡明富 
「特我」與「優我」之雙殊匯融—一位情緒

行為併數理優異者求學過程的自我敘說探究 

16：40 

│ 

17：00 

閉幕式與賦歸 
主持人：蔡明富主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主任兼特教中心主任） 
與談人：王欣宜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與談人：陳明聰院長（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與談人：陳志軒主任（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行政大樓 10 樓 
國際會議廳 

 
  



 

十二、 研習會場交通與位置說明： 

(一) 公車直達：https://www.tbkc.gov.tw/Service/PublicTransport/BusRoute 
搭乘火車者，可於高雄火車站搭 52、72、248 路公車，於中正文化中心站下車，再步行約 5 分

鐘即可到達（72 路公車可於師範大學和平校區門口下車）。 

(二) 高雄捷運：https://www.krtc.com.tw/ 
搭高雄捷運至 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口出車站，順著和平路走，約 500 公尺可到達（與

高雄大統百貨方向相反）。 

(三) 高鐵轉乘：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 
高鐵左營車站轉搭高雄捷運至 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口出車站，順著和平路走，約 500

公尺可到達（與高雄大統百貨方向相反）。 

(四) 自行開車： 
(1)二高 →燕巢系統轉(西向)國道 10 號 →仁武交流道→鼎金系統接中山高(南下)。(2)中山高

(南下) →鼎金系統 →中正路出口(注意：位於建國路出口後方約 100M，不要下錯交流道) →右

轉中正一路(不要下地下道) →(約 1.5KM)看到鐵路平交道(走中間車道) →(轉左上方)五福一路 

→左轉和平一路 →高雄師大。 

(五) 和平校區街道位置圖：http://www.nknu.edu.tw/html/m2.htm 

 
 
 

https://www.tbkc.gov.tw/Service/PublicTransport/BusRoute
https://www.k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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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knu.edu.tw/html/m2.htm


 

(六) 和平校區建物配置圖：https://w3.nknu.edu.tw/images/images/hp_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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