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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亞太融合教育與生涯發展」 

2020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cial Education –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一、 計畫緣起 

融合教育自 1990 年代發展迄今，已然成為特殊教育的顯學。為促進亞太地

區在融合教育理論發展與推動經驗上的交流，特此籌辦「2020 特殊教育國

際學術研討會─亞太融合教育與生涯發展」，邀請各國關注融合教育及生涯

發展之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齊聚一堂，進行學術理念與實務經驗交流，

共同探討融合教育精緻化之努力方向與具體策略。 

二、 計畫目的 

(一) 強化亞太地區此領域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之互動交流，在融合教育  

之理念推廣與經驗交流上有新的思維激盪與改革創新。 

(二) 建立亞洲地區融合教育學術與實務交流的平臺，並建立網絡，以開啟  

跨國研究之合作。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二)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 活動日期暨地點： 

(一) 日期：2020年 11 月 2日（一）至 2020年 11月 4日（三） 

(二)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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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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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要日期： 

(一) 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20年 6月 15日（一） 

(二) 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20年 6月 24 日（三） 

(三) 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20年 8月 15日（六） 

(四) 全文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20年 8月 24 日（一） 

(五) 報名截止日期：2020年 10月 05日（一） 

七、 報名方式：  

(一) 本研討會分三天報名，請自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辦理報名：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大專特教研習→依研習日期搜尋

「2020 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亞太融合教育與生涯發展」。 

(二) 請服務學校准予參加會議人員公差（假）與會。 

八、 聯絡資訊： 

(一) 電    話：02-77495075 

(二) 聯絡信箱：ntnus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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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B2-B3停車場，共 120 個停車位，每小時 40 元。

車位有限停滿為止，建議可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恕無法事先預約

車位） 

(三) 尊重演講者及論文發表人，請與會人員準時入場。 

(四) 本研討會需每日簽到及簽退，後續將依實際參與時數核發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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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本研討會網站公告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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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議程（暫訂）如下：  

日期 
2020.11.02（一） 2020.11.03（二） 2020.11.04（三） 

時間 

08:00-09:00 報到 
  

報到 

08:30-09:20 

報到 

08:30-09:20 09:00-09:20 開幕 

09:20-10:40 

專題演講Ⅰ 

主題：雙殊教育議題 

講者：Susan Baum, Ph.D. 

(2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ridges Academy, USA)  

專題演講Ⅲ 

主題：大專資源教室的支持
服務 

講者：SAKAI Haruna 

（Disability Resource Center, 

Ritsumeikan University, 

JAPAN） 

口頭論文發表場次 二 

09:20-10:20 

茶敘 10:20-10:40 

10:40-11:00 茶敘 茶敘 圓桌論壇Ⅳ 

主題：身障主題 

主持人：姜義村教授兼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 

與談者：邀請中 

10:40-12:00 

11:00-12:10 

專題演講Ⅱ 

主題：雙殊教育議題 

講者：Pamela Heaton, Ph.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專題演講Ⅳ 

大專智能障礙類生其生涯
進路之探究 

講者：胡心慈教授兼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閉幕式 

12:00 -12:30 12:10-13:30 午餐 

13:30-14:30 

圓桌論壇Ⅰ 

主題：雙殊教育議題 

主持人：于曉平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 

與談者：邀請中 

口頭論文發表場次一 

賦歸 

14:30-15:30 茶敘暨海報論文發表 
茶敘 

14:30-14:50 

15:30-17:00 

圓桌論壇Ⅱ 

主題：資優學生升大學後相關
輔導及培育規劃 

主持人：林福來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教育中心） 

與談者： 

1. 周素卿教授（國立臺灣 

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 李世光特聘教授（國立臺
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3. 林俊吉教授（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數學系） 

圓桌論壇Ⅲ 

主題：運動與生涯發展之
對話 

主持人：待邀請 

與談者： 

1. Ms. Stephanie Handojo

（International Global 

Messenger, Special 

Olympics, 

INDONESIA） 

2. 范晉嘉先生（財團法人
金車文教基金會） 

14:5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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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會場交通與位置說明： 

(一) 搭乘捷運: 

1. 搭乘淡水信義線(紅線)至臺大醫院站 2 號出口，步行大約 6分鐘即可  

抵達。 

2. 搭乘板南線(藍線)至善導寺站 2號出口，步行約 7-10分鐘內即可抵  

達。 

(二) 搭乘公車: 

1. 臺大醫院站：22 / 15 / 615 / 227 / 648 / 648 綠 / 中山幹線 / 208 / 208 直  

達車，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2. 開南商工站(近徐州路口)：0南 / 15 / 22 / 208 / 295 / 297 / 671，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3. 仁愛林森路口站（林森南路口）：295 / 297 / 15 / 22 / 671，步行約 3分  

鐘即可抵達 

4. 仁愛林森路口站（仁愛路口）：245 / 261 / 37 / 249 / 270 / 263 / 621 / 651   

/ 630，步行約 5分鐘即可抵達 

(三) 自行開車: 

1. 請沿林森南路往南過徐州路至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入口進  

入。 

2. 請沿仁愛路一段往西過林森南路至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入口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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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位置及停車動線圖 

 

(五)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會議地點(3樓 301廳) 

 

報到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