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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 
 

 

會議手冊 
 

                                    

 

 

 

 

主辦單位：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協辦單位：臺北啟明學校、臺中啟明學校、高雄楠梓特殊學校、 

臺中惠明學校、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 

時間：2016 年 7月 9 日（周六）、7 月 10 日（周日）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114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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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目    的：為提昇、推廣視障教育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及促進海峽兩岸視障教育之交

流，特舉辦本研討會。 

二、主    題：雙視點字書製作規範及經費訂定 

三、補助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四、主辦單位：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五、協辦單位：臺北啟明學校、臺中啟明學校、臺中惠明學校、高雄楠梓特殊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視障重建中心、逢甲大學建築學系、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 

六、研討會日期：2016年 7月 9日（週六）、7月 10日（週日） 

七、地點：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114演講廳。 

八、使用語言：華語(國語/普通話) 

九、會議內容：與視覺障礙學生有關的教學、研究與推廣等教學相關議題。 

十、參加人員：視障教育領域的相關學者專家、教師、家長、研究生等 100 人。 

十一、名額分配：1.臺灣學者專家：自由報名參加，差旅費自理。 

              2.大陸代表：邀請華東師大等大學教授以及青島等十七個盲校之視障教育

專家約 50名，差旅費自理。 

              3.中華視障教育學會會員自由報名參加。 

              4.大學院校特教系、中心學者及研究生，自由報名參加。 

              5.臺中惠明學校代表每校 5人。 

                6.視障特殊教育班每班 1人。 

              7.各家長團體代表每單位 1人。 

十二、研討會方式：1.論文發表：4場。 

                  2.視障問題研討：4場。 

十三、經費來源：1.研討會經費擬請教育部(局)部分補助。 

   2.各單位代表差旅費請向服務單位申請。 

十四、參加資格：1.請特殊教育學校（班）給予參加研討會者公（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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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程參加者核發予 16小時研習時數。 

                3.按照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4.一經錄取後請務必全程參加，不克出席者請自行找他人遞補，無故缺席

者將取消下次參加活動資格。 

十五、報名費：免費。 

十六、研討會與報名等相關資訊請上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查詢

https://www.set.edu.tw/actclass/act/default.asp 

十七、大陸地區與會者，入臺相關手續及旅遊規劃，可以請教 

臺灣國際青少年交流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Association) 

Tel: 886-3-3568499 田小姐 Cell:886-918-375663或 138-11049683(北京) 

Web: http://www.tiyeabeijing.org 

十八、研討會聯絡資訊：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杞昭安教授。 

電話：（02）77345005  傳真：（02）2341-3061  Email：t14019@ntnu.edu.tw 

十九、確認錄取日期：2016 年 5月 30日前以傳真或 e-mail 確認錄取者名單。 

二十、本計畫經籌備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後實施。 

https://www.set.edu.tw/actclass/act/default.asp
http://www.tiyeabeijing.org/
mailto:t14019@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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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議程(2016.7.9.) 
主題：雙視點字書點譯規範與經費訂定 

時間 大會議程 地點 

08:10～08:40 報到 一樓川堂 

08:40～09:00 

開幕式 

貴    賓：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陳碧玉科長 

2.教育部前特殊教育小組韓執秘繼綏先生 

         3.青島盲校陳术明校長 

         4.山東白文國院长、南京特教學院馬建強館長 

主 持 人：國立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杞昭安教授 

一樓 114室 

09:00～10:10 

論文發表：1.點字雙視書製作之研究 臺灣師大杞昭安教授 

2.视障教育史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馬建強教授 

          3.驗光人員法立法過程暨驗光師在臺灣低視力服務中所 

扮演的角色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鄭靜瑩教授  

主 持 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教系莊素貞教授 

一樓 114室 

(每人 20 分鐘) 

10:10～10:30 茶敘 一樓川堂 

10:30～12:00 

視障問題研討：主持人／回應人：國立臺灣師大張訓誥教授 

發表者：1.黑暗領航員－因為你，我更有勇氣「看見」世界的美好！   

     臺中啟明學校羅瑞宏校長 

2.中醫整體觀念在小兒推拿中的運用 青島盲校劉軍教師  

        3. 讓「視」界更「睛」彩  臺北啟明學校蔡明蒼校長 

        4.盲校體育課急行跳遠教學方法初探  青島盲校侯成睿教師 

一樓 114室 

(每人 15 分鐘) 

12:00～13:30 午餐 一樓各教室 

13:30～14:40 

論文發表：1.臺北市視障學生成因調查與分析  

       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何世芸秘書長 

          2.初中視障學生點字讀寫速度個案研究  

浙江寧波盲校袁東主任 

          3.雙眼視覺機能與閱讀眼球運動模式之研究 

 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生謝錫寶驗光師 

主 持 人：長榮大學博雅教育學部部主任劉信雄教授 

一樓 114室 

(每人 20 分鐘) 

14:40～16:10 

視障問題研討：主持人／回應人：中山醫學大學鄭靜瑩教授 

發 表 者：1.視障學生溝通行為學習成效之研究  

   彰化師大學博士候選人王聖維教師 

          2.驗光師對於視覺障礙學生及輔具的影響  

 康寧大學視光系林蔚任講師 

          3.以驗光師的角度看待視障輔具評估 

            臺南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曾耀賢驗光師 

          4.臺北市高中職視障學生社交地位之研究  

       五常國中林佑鳯教師 

一樓 114室 

(每人 15 分鐘) 

16:10～16:30 與會者意見交流 一樓川堂 

16:30～17: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杞昭安教授 
一樓 11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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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議程(2016.7.10.) 

主題：雙視點字書點譯規範與經費訂定 

時間 大會議程 地點 

08:10～08:50 報到 一樓川堂 

09:00～10:10 

論文發表：1.全人概念探討臺灣低視能門診專業合作 

中山醫學大學曾開遠驗光師 

2.視障學生有生點字繪本教學之行動研究 

臺中惠明學校羅綉靜教師 

3.國小視覺障礙學童構音與口腔輪替速率表現之研究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范文姬小姐 

主持人：山東特教職業學院白文國院长 

一樓 114室 
(每人 20 分鐘) 

10:10～10:30 茶敘 一樓川堂 

10:30～12:00 

視障問題研討：主持人／回應人：臺南大學特教系張勝成教授 

發表者：1.盲聾大學生溝通困境與需求之個案研究 

臺南啟聰學校江佩珊教師 

        2.醫院建築物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現況探討--以臺灣中部 

五縣市為例逢甲大學建築系黃春滿、夏志禹、曾亮教授 

        3.越南峴港市無障礙設施之電梯點字系統研究 

逢甲大學建築系黃春滿、夏志禹、曾亮教授 

4.盲生自然科課程與教學調整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許惠菁博士 

一樓 114室 
(每人 15 分鐘) 

12:00～13:30 午餐 一樓各教室 

13:30～14:40 

論文發表：1.從藝術展覽探討視障者文化需求：以高雄勞工博物館

『眼出睛彩-視障者工作者特展』為例  

             國立臺灣美術館趙欣怡副研究員 

           2.外加口述影像之評量調整措施對重度視障生在數 

  學科圖題理解之成效 臺北啟明學校簡群恩教師 

3.視障學生職業刻板印象之調查研究  

            臺南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郭雅秋、林慶仁教授 

主 持 人：臺南大學特教系林慶仁教授 

一樓 114室 
(每人 20 分鐘) 

14:40～16:10 

視障問題研討：主持人／回應人：青島盲校陳术明主席 

發 表 者：1.视障资源和功能室的建设 

北京視障輔具公司譚朝康總經理 

2.視障就業的偏頗反思 

臺灣視障協會前視障就服督導王逸立先生 

          3.高中職點字教科書使用現況調查 北新國小余詩怡教師 

4.UV LED平板式噴墨印刷機製作視障教科書圖形說明 

威譽領先科技胡立智協理 

一樓 114室 
(每人 15 分鐘) 

16:10～16:30 與會者意見交流 一樓川堂 

16:30～17:00 

綜合討論 

閉幕式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杞昭安教授 

一樓 11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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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持人簡介 

1.杞昭安教授/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2.莊素貞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教系 

3.張訓誥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4.劉信雄教授/長榮大學博雅教育學部前部主任 

5.鄭靜瑩教授/中山醫學大學視光學系 

6.白文國院长/山東特教職業學院 

7.張勝成教授/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8.林慶仁教授/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主任 

9.陳术明校長/山東青島市青島盲校 

四、論文發表者簡介 

1.杞昭安教授/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2.余詩怡教師/新北市北新國小  

3.鄭靜瑩教授/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 

4.何世芸主任/國立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5.袁東主任/浙江寧波盲學校 

6.謝錫寶驗光師/門諾醫院驗光師/國立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 

7.曾開遠驗光師/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學士/臺灣低視能防盲學會理事/ 

歐寶視視光中心負責人 

8.羅綉靜教師/臺中惠明學校 

9.范文姬小姐/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0.趙欣怡副研究員/國立臺灣美術館 

11.簡群恩教師/臺北啟明學校教師 

12.郭雅秋.林慶仁教授/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五、視障問題研討發表者簡介 

1.羅瑞宏校長/臺中啟明學校 

2.劉軍教師/青島盲校 

3.蔡明蒼校長/臺北啟明學校 

4.侯成睿教師/青島市盲校  

5.王聖維教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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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蔚任講師/康寧大學視光系 

7.曾耀賢視光師/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 

8.林佑鳳教師/臺北市五常國中 

9.江佩珊教師/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10.黃春滿、夏志禹、曾亮教授/逢甲大學建築系 

11.夏志禹、黃春滿、曾亮教授/逢甲大學建築系 

12.許惠菁博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 

13.譚朝康總經理/北京視障輔具公司 

14.王逸立督導/臺灣視障協會前視障就服督導 

15.黃靜玲教師/國立臺灣師大復健諮商研究所 

16.胡立智協理/威譽領先科技 

 

六、論文海報發表者簡介 

1.諶小猛教授/早期視覺經驗缺失對於盲人心理旋轉能力的影響/ 

  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2.曾靖雯教師/國立臺南大學特教系 

3.杞昭安教授/視障融合教育括荒者～張訓誥教授 

七、臺灣地區與會者名單 

編號 姓名 工作單位及職稱 聯絡方式 

1 杞昭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t14019@ntnu.edu.tw 

0938015521  02-77345005 

2 張訓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退休教授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 

06臺北市大安區裡安街 208巷 40號 3樓 

t14006@ntnu.edu.tw 

0918587528  02-27072923 

tsai.harumi@gmail.com蔡春美 99.08.14 

3 莊素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40306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chuang424242@gmail.com  04-22183003 

4 何世芸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退休教師 
111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207巷 1號  

hoyun49@yahoo.com.tw 0930913105 

5 黃惠菁 臺中惠明學校教師 428臺中縣大雅鄉雅潭路四段 336號 

6 陳秋呈 臺中惠明學校教師 428臺中縣大雅鄉雅潭路四段 336號 

7 羅瑞宏 臺中啟明學校校長 
421 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三豐路 72號 

0928388006  (04)25562126-101 

mailto:t14019@ntnu.edu.tw
mailto:t14006@ntnu.edu.tw
mailto:tsai.harumi@gmail.com
mailto:chuang424242@gmail.com
http://www.tmsb.tp.edu.tw/tmsb/modules/tinyd2/index.php?id=1
mailto:hoyun49@yahoo.com.tw
http://www.hmsh.tcc.edu.tw/
http://www.hmsh.t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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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明蒼 臺北啟明學校校長 

111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207巷 1號 

02-2874-0670#1000  0987-887-881 

minge0706@gmail.com 

9 范文良 臺北啟明學校退休教師 
臺北市基河路 228號 1樓 

fanwl0714@yahoo.com.tw  0937452365 

10 林佑鳳 臺北市五常國中教師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30巷 1號 

Jamers0808@yahoo.com.tw  0952668272  

11 陳進淵 臺北啟明學校退休教師 
324桃園縣平鎮市振中街 90巷 14號 

0917668526 b117@tp.edu.tw 

12 韓繼綏 教育部特教小組前執行秘書 
臺北市金華街 164巷 1弄 2號 6樓 

0955551151 02-23960160 fax:02-23921629 

13 余詩怡 新北市北新國小教師 
臺北市羅斯福路五段 218巷 6弄 16號 

Shihyi1@hotmail.com  0939912199 

14 黃靜玲 
社團法人中華定向行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臺北市實踐街 83巷 2號 

s33197@gmail.com  0928830965 

15 林慶仁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70005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spcjlin@mail.nutn.edu.tw   

16 王立君 常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130號 9樓之 7   

longleav@ms10.hinet.net  02-2397-0197 

17 劉信雄 長榮大學博雅教育學部主任 
711 臺南縣歸仁鄉大潭村長榮路一段 396 號  

shawn@mail.cjcu.edu.tw 

18 鄭靜瑩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學系副教授 
40242臺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 100號 

ldiioul@csmu.edu.tw                 

19 張勝成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jangsc48@ocu.edu.tw 

20 姜仲芃 臺北啟明學校教師 peng_0520@yahoo.com.tw 

21 黃國晏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300新竹市南大路 521號 03-5213132#3323 

khtc480@mail.nhcue.edu.tw 

22 許惠菁 彰化縣北斗鎮萬來國小教師 
kitty.hsu1201@msa.hinet.net 

彰化縣北斗鎮地政路 470號 4樓之 6 

23 劉芷晴 臺北市石牌國小教師 bin1014@ms41.hinet.net 0916870332 

24 江佩珊 臺南啟聰學校教師 xs8200@yahoo.com.tw 

25 張弘昌 彰化縣視障巡迴班 教師 
彰化市泰和路 2段 145巷 1號 

 arcochang@gmail.com  04-7222433 

26 曾怡惇 臺南大學副教授 

臺南市樹林街二段 33號

yitun@mail.nutn.edu.tw  

chunhuiwu@tea.ntue.edu.tw 

27 吳純慧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助理教授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chunhuiwu@tea.ntue.edu.tw 

mailto:minge0706@gmail.com
mailto:Jamers0808@yahoo.com.tw
mailto:jangsc48@ocu.edu.tw
mailto:peng_0520@yahoo.com.tw
mailto:bin1014@ms41.hinet.net
mailto:xs8200@yahoo.com.tw
mailto:yitun@mail.nutn.edu.tw
mailto:chunhuiwu@tea.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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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曾亮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ltseng@fcu.edu.tw 

40724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04-24517250#3314  04-24519507 

29 葉可鳳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 

寬心建設董事 

臺中市大德街 27巷 1號 0988699152 

Happy006.2@yahoo.com.tw 

30 陳旻琪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 

岩邑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設計師 

臺中市西屯區櫻城三街 12號 6F之 5 

0933411198 denhjin@yahoo.com.tw 

31 
陳林駿

良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五段 124巷 13號 3F 

0963234758 a8951596@gmail.com 

32 張文俊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 

成中恆營造工程師 

臺中市柳川西路 2段 193巷 6號 

0917286717 tkdog228@yahoo.com.tw 

33 周壽海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 

山設計集團工程師 

臺中市西區存中街 44 號 2 樓 04-23750301 

hai55101017@gmail.com 

34 陳聖翔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 

保榮貴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臺中市北屯區景賢路 161 號 10F 0987373936 

hotpan0091@hotmail.com 

35 夏志禹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 

花禧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責人 

0955301701 cyhsia88@gmail.com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65巷 21-1號 

36 黃春滿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研究生 

春滿空間設計 

0952668859 cmh.amanda@gmail.com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 808巷 5號 13F-2 

37 林長祥 
臺中啟明學退休老師 

視心出版社董事長 

lincs@cmsb.tc.edu.tw 

421 臺中市后里區新興街 29巷 20號 

38 鄭明芳 臺中啟明學視障資源中心老師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 72號

Mingfeng945@gmail.com 

39 林妱姈 臺中啟明學視障資源中心老師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 72號 

40 曾開遠 歐寶視視光中心負責人 
臺北市忠孝東路 4段 15號 11樓之 6 

0988037057 sssh7112@gmail.com 

41 林蔚荏 康寧大學講師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巷 137號 

(O)02-26321181#586 (H)0927079760  

miowenb@ukn.edu.tw 

42 趙元均 烏來國中特教教師 kungfuyaya@gmail.com 

43 車薇 臺北啟明學學務主任 
111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207巷 1號 

0958265047 chewei@tp.edu.tw 

44 何銘軒 臺北市五常國中教師 
104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30巷 1號 

02 2501 4320 

45 曾靜文 臺北市明光行負責人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5號 11樓之 6 

0960509559 didi101280@gmail.com 

46 張恬菁 康視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東興路一段 97號 11樓之 C 

0919018645 tien1107@outlook.com 

mailto:ltseng@fcu.edu.tw
mailto:Happy006.2@yahoo.com.tw
mailto:denhjin@yahoo.com.tw
mailto:a8951596@gmail.com
mailto:tkdog228@yahoo.com.tw
mailto:hai55101017@gmail.com
mailto:hotpan0091@hotmail.com
mailto:cyhsia88@gmail.com
mailto:cmh.amanda@gmail.com
mailto:lincs@cmsb.tc.edu.tw
mailto:sssh7112@gmail.com
mailto:miowenb@ukn.edu.tw
mailto:kungfuyaya@gmail.com
mailto:chewei@tp.edu.tw
javascript:void(0)
mailto:didi101280@gmail.com
mailto:tien1107@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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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李文煥 苗栗國中特教組長 360 苗栗縣苗栗市高苗里木鐸山一號 

48 王聖維 臺北市吳興國小班級導師 
臺北市松仁路 226號 0927052025 

crow@tmail.ilc.edu.tw 

49 麥雅嵐 
臺北市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巡迴 

輔導教師 

11665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一段 169號  

電話：(02)86615183 

50 朱宛如 
臺北市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巡迴 

輔導教師 

11665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一段 169號  

電話：(02)86615183 

51 吳芳淑 
新北市成州國小附設幼兒園巡 

迴輔導教師 

248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 493號 

電話：2293-3613 

52 高碧穗 永明發展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段 115號 4~6樓.  

電話：(02)2828-3051. 

53 鄭淑芬 臺北市東莞臺商子弟學校  

54 程美珍 臺北市永吉國中 
11069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161號 TEL：

02-27649066 

55 張言司 
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主任 

兼特教教師  

428臺中縣大雅鄉雅潭路 280號 

0953-563969  s0902539@gmail.com 

56 趙欣怡 國立臺灣美術館副研究員 
聯絡電話：04-23723552#329 

電子郵件：chy@aqrt.ntmofa.gov.tw 

57 錢有為 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428臺中縣大雅鄉雅潭路 280號 

58 黃泓翔 臺北市永樂國小專(科)任教師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66號 

59 吳佳蓉 臺中市神岡國小班級導師  429 臺中縣神岡鄉神圳路 1號. 

60 王兆熙 基隆市成功國中巡迴輔導教師 基隆市壽山路 9號總機:(02)24225594 

61 宋譿芯   

62 羅綉靜 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班級導師 428臺中縣大雅鄉雅潭路 280號 

63 吳崇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  500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64 何信儀 臺北市忠孝國中 
10341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 32號   

電話：(02)2552-4890  

65 費峻鴻 
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組長 

兼特教教師 

428臺中縣大雅鄉雅潭路 280號 

66 林祐鳳 臺北市五常國中特教組長  
10476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30巷 1號 

電話：(02)25014320 

67 陳秀虹 臺北市萬華國中專(科)任教師 
108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201號 

電話: (02)2339-4567 

mailto:crow@tmail.ilc.edu.tw
mailto:s09025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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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羅文吟 
新北市鷺江國小附設幼兒園班級導

師 

247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七號 

69 涂恩嘉 臺北市五常國小 
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街 16號 

電話：02-25023416 

70 林家珍   

71 林芳如   

72 韓霄玉 桃園市員樹林國小班級導師 
33549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 450號 

TEL：03-3801502 

73 陳素惠 臺北市大安國中 
106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 63號 

電話： 02 2755 7131 

74 陳美如 臺北市臺灣大學  

75 范文姬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臺北市內江街 89號 

76 王逸立 臺灣視障協會前視障就服督導 臺北市民權西路 79號 9樓之 1 

77 郭雅秋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70005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78 許方語 中壢市美麗托兒所教師 中壢市南園二路 57巷 21號 1-2樓 034622636 

79 鄭琨蓓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教師 111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207巷 1號 

80 林淑碧 臺北市北政國中教師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3段 2巷 14號 

81 潘儀聰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研究員 
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 407巷 99號 

82 黃雪芳 臺北市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教師 111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207巷 1號 

83 徐慧中 臺北市私立薇閣小學特教組長   112 臺北市北投區育仁路 106號 

84 謝錫寶   

85 簡素月 臺北市大同高中教師 
10485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67 號  

電話：02-2505-4269 

86 
黃鈺婷 台灣師大特教系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tina10035406@gmail.com 

 87 徐沛民 台灣師大特教系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ua03150712@gmail.com 

 88 黃淑珊 台灣師大特教系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仁和路二段159巷28

弄 11號  getty2822@gmail.com 

 89 林靖雅 台灣師大特教系 0935611342 bsj19941010@gmail.com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一段 55巷 24號 9樓 

 90 鄭  琹 台灣師大特教系 0988867976 chengchin14@gmail.com 

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 43巷 5號 5樓 

 91 周士城 台灣師大特教系 0915306101 c0926306101@hahoo.com.tw 

新竹縣湖口鄉愛勢村民族街 152號 

92 何巧珺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中壢市南園二路 57巷 21號 1-2樓

034622636 

mailto:tina10035406@gmail.com
mailto:ua03150712@gmail.com
mailto:getty2822@gmail.com
mailto:bsj19941010@gmail.com
mailto:chengchin14@gmail.com
mailto:c0926306101@h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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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陸地區與會者名單 

編號 姓名 工作單位及職稱 聯絡方式 

1 馬建強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教授 
905899094@qq.com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臺区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 

2 白文国 山東特殊教育職業學院副院长 
邮编：250022 济南市南辛庄西路 326号 

 15562660637 Jn8366@sohu.com  

3 姜爱芹 山東特殊教育職業學院副教授 
邮编：250022 济南市南辛庄西路 326号 

15562660618 sdtjzg@163.com 

4 黄艳华 山東特殊教育職業學院副教授 
邮编：250022 济南市南辛庄西路 326 

15562660630 1239051168@qq.com  

5 付文涛 山東特殊教育職業學院講師 
邮编：250022 济南市南辛庄西路 326号 

15562660627 15562660627@163.com 

6 袁東 浙江寧波盲校教師 

yuandong@nbip.net<yuandong@nbip.net 

315012 浙江省寧波市南苑糧豐街 165號 

0574-81176902 

7 孫宇 
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副研究

員 

郵編：130022吉林省長春市衛星路 6543號 

郵箱：382748050@qq.com手機：15506051268 

8 李純蓮 長春大學高教研究室教授 
郵箱：522764227@qq.com手機：13331669552 

郵編：130022吉林省長春市衛星路 6543號 

9 蔡雅娟 
半邊天基金會 

特教巡迴培訓師 

15160087520 

郵編：caiyajuan820@yahoo.com 

10 譚朝康 北京輔具公司董事長  

11 陈术明 青岛盲校校工会主席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0532-6889302 程凡浩老师手机：15265323688 

邮箱：489552377＠qq.com 

12 徐庆刚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13 侯成睿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14 原瑞芳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15 刘  军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16 王  姝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17 蔡素第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18 朱青华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19 史  平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20 王德盛 青岛盲校教師 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 44號 

21 朱浚溢 苏州大学心理学硕士 苏州大学 85326504@qq.com 

22 金  希 宁波大学法律硕士 宁波大学 

 

mailto:yuandong@nbip.net%3cyuandong@nbip.net
mailto:382748050@qq.com
mailto:522764227@qq.com
mailto:853265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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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討會籌備工作小組名單 

(一)召 集 人：杞昭安 

(二)秘 書 組：何世芸、車  薇、何銘軒 

(三)議 事 組：余詩怡、劉芷晴、林蔚荏 

(四)論 文 組：何世芸、鄭靜瑩 

(五)接 待 組：王立君、陳進淵 

(六)總 務 組：黃靜玲、林蔚荏、姚彥廷 

(七)司    儀：何世芸、余詩怡、劉芷晴 

(八)場地佈置：何世芸、余詩怡、王立君、陳進淵、黃靜玲、劉芷晴、車  薇 



 14 

十、研討會籌備工作項目及分工表 

2016年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工作項目及分工表 

組別 工作項目 負責人 

秘書組 
策劃、執行、協調、聯繫、收/發文、邀請函、籌措經費、

召開籌備會議 
何世芸、車薇 

秘書組 
接受及確認報名名單、寄發第二次邀稿、第三次開會通

知、第四次開會議程程及通知等 
何世芸、車薇 

秘書組 準備報到表、簽到表、裝 /發資料袋 何世芸、車薇 

秘書組 發函邀請各主持人、主講人 何世芸、車薇 

秘書組 
印、發研習條、義工感謝狀、名牌、帶子、上通報網(研

習證明) 

何世芸、車薇 

何銘軒 

議事組 開、閉幕式、綜合討論各場司儀 余詩怡、劉芷晴 

議事組 
攝影、錄影、視聽器材操作、大合照(照片當天沖印)、成

果專輯 

何銘軒、許方語 

林蔚荏、張言司 

議事組 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及綜合討論計時、傳遞麥克風 余詩怡、劉芷晴、林蔚荏 

議事組 安排、通知各承主持人、主講人、報告人 余詩怡、劉芷晴 

議事組 各場議題海報製作及張貼 余詩怡、劉芷晴 

議事組 整理綜合討論結論 余詩怡、劉芷晴 

論文組 論文審查、編輯 何世芸、鄭靜瑩 

論文組 會議手冊編輯 何世芸、鄭靜瑩 

論文組 邀稿、催稿、通知論文錄取與否 何世芸、鄭靜瑩 

接待組 會場接待 王立君、陳進淵 

接待組 機場接機 王立君、陳進淵 

接待組 發便當、招待貴賓 王立君、陳進淵 

接待組 發點心、招待貴賓 王立君、陳進淵 

接待組 會場內外茶水捕充 王立君、陳進淵 

接待組 會場引導、會後清理 王立君、陳進淵 

接待組 安排長官、貴賓、與會人士座位 王立君、陳進淵 

接待組 市區景點導覽 王立君、陳進淵 

總務組 準備支付主持費、演講費、論文發表費、工作費 黃靜玲、何銘軒、林蔚荏 

總務組 準備大會會場、視聽器材、桌椅、盆花 黃靜玲、何銘軒、張言司 

總務組 核銷經費 黃靜玲、何銘軒 

總務組 
借用餐場所/點心場所、準備茶水、紙杯、訂便當點心、

資料袋(德豐皮件 25590062 張小姐) 
黃靜玲、何銘軒、林蔚荏 

總務組 

場地佈置(紅布條/忠勝 0933015277  23910705 

annia@ms16.hinet.net舞臺背景、場內外議程海報、 

指示牌、主席臺主持人、主講人、報告人立牌 

黃靜玲、何銘軒、林蔚荏 

mailto:annia@ms1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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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參展單位簡介 

(一)常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laids.com.tw/index.html 

  886-2-23970197  886-910032658 

成立於民國 70 年以來,本著服務殘障朋友的熱誠，不斷的從國外引進最先進的科技

設備，為的就是能夠是殘障朋友能購和一般人一樣，能夠利用這些先進的科技設備，提

升其就學及就又的能力。近年來，社會及政府漸漸地也開始正視這些問題。我們相信，

在我們的努力下，我們的殘障朋友能重新開創便利的生活。 

服務內容/弱視類產品.全盲類產品.教材教具.其他 

 

(二)聯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usee.com.tw/normal/index.php  

886-2-2596-1695 

聯郃國際視覺輔具中心成立於 1997年。主要致力協助視障朋友藉由輔具的使用，重

建生活的自信及自尊。科技的進步使得許多原來無法看得見或看得清楚的視障朋友，利用

許多先進的設備也能和一般明眼人一樣正常地工作、上學、及生活。對其個人而言，得以

自給自足，自力更生；對家庭而言，家人無需再分攤時間與精神照料；對社會而言，視障

朋友不僅不再成為社會福利的負擔，反而能貢獻專長，使之人盡其才。但在視覺輔具的推

廣與提供過程中，我們發覺輔具的適配及維修服務是二大問題。適配因牽涉到眼疾治療及

評估，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專業眼科及視光學專業人士的投入，以便在這個階段對視障朋友

進行更完善的輔具評估。而在選定輔具專案後，提供的單位或廠商則必須具有完善售後服

務的能力。因為視覺輔具對視障朋友而言，就如同他們部份的視力功能。若輔具故障無法

及時完修，對他們是一大困難，生活作息都受到影響。以上這二點也是本視覺輔具中心極

力實行並推廣的概念與專案．我們期待藉由視覺輔具的推廣及使用，讓視障朋友重見”光

明”的視界！ 

 

(三)宇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86-2-2587-3206、2592-7990 

http://www.enable.com.tw/shop.php?manufacturers_id=100 

      宇崝企業有限公司自 1999年成立至今，秉持著不斷創新技術、追求卓越品質與服務

廣大弱勢族群的經營宗旨，逐步奠定企業基石。宇崝目前除了擁有唯一國產的超點點字

http://www.llaids.com.tw/index.html
http://www.iusee.com.tw/normal/index.php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Rar$DIa0.905/886-2-2587-3206、2592-7990http:/www.enable.com.tw/shop.php%3fmanufacturers_id=100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Rar$DIa0.905/886-2-2587-3206、2592-7990http:/www.enable.com.tw/shop.php%3fmanufacturers_i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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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摸顯示器之外，更積極著手研製新一代的視障輔具，來造福國內外視障朋友。宇崝向

來用心掌握「創意」、「技術」、「管理」、「全球行銷」、「國際化經營」等五大成功要素，

期許在科技蓬勃發展的世界舞臺上，展現成功的驕傲。 

營業項目：各類視障輔具相關業務（含教育訓練） 

全盲類輔具—盲用電腦、點字觸摸顯示器、中英文語音軟體..等 

弱視類輔具—一般擴視機、遠近兩用攜帶型擴視機..等 

學習類輔具—語音計算器、語音溫度計、語音手錶..等 

生活輔輔具—各式放大鏡..等。 

 

(四)龍泰視覺輔具中心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50號 14樓之 22電話：02-2370-8988 

隨著臺灣人口結構老化日益嚴重，因老化而造成眼球疾病與視力衰退的病例亦不斷

攀升，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青光眼、老年性黃斑部病變等。再加上非老年人口因

意外或併發症造成的眼球疾病與視力退化，這些患者不但在生活與工作上遭遇諸多不

便，更可能間接影響心理狀態，導致於人際互動方面顯現封鎖、膽怯的外徵。 基於回饋

社會與人道關懷的精神，成立視覺輔具中心，專司輔導、推廣上述低視力患者使用專業

的視覺輔具，協助這些患者能夠獲得更便利的生活與社交自信。 此外，龍泰視覺輔具中

心也積極尋求眼科等相關醫療機構合作，於公共場所加強宣導視力保健、護眼的正確觀

念，期望為臺灣的眼科保健與低視力朋友多盡一份心力。  

    本公司經銷代理國內外視障相關輔具；位於臺北車站對面，新光三越站前店旁，臺

北地下街 Z2出口處，交通十分便利，歡迎有輔具需求的朋友來店參觀試用。  

 

(五)U-Wealth 富宇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聯絡人：張智婷訂購專線： 02-28717936 傳真電話:02-28727611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 213-7號 10樓 E-mail: service@u-wealth.com 

富宇醫療器材公司為美國 Live Eyewear公司臺灣總代理，經銷旗下 COCOONS、

VISTANA…等專業包覆式偏光太陽眼鏡。富宇成立於 2011年，有鑑於人口邁向高齡化及

對低視能、視障朋友之照護，因此，我們諮詢國際專業健康照護人士，引進高科技健康

mailto:service@u-w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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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及生活輔助產品，期許能服務更多顧客，以及延伸健康照護核心價值，以創新、誠

信、健康之理念，提升人們的生活健康品質。 

 

(六)華騰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二段 85巷 1弄 35號 電話：886-2-29379078  

（華） 886-2-29371703 （禾）傳真： 886-2-29371162（華） 886-2-29375126（禾） 

E-Mail：farterng@ymail.com 

公司創立於 1997 年，是在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陳自興先生的主導下，

延攬一群專業出版之企劃、編輯、行銷菁英人才所組成。公司出版方向除了幼兒教育外，

另還涵蓋初等教育、護理醫學、中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專業領域，並代理進口西文書。

而旗下禾楓書局有限公司則以出版食品營養、復健醫學等專業領域為主。 

 

(七)五南出版社 http://www.wunan.com.tw/about.asp 

客服專線：886-2-27055066    傳真：886-2-27066100 

地址：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339號 4樓 

五南文化事業機構，四十二年歷史風華。自 1966年，楊榮川先生在故里臺灣省苗栗

縣通霄鎮的五南裡創辦了「五南書廬」，四十二年來的戮力耕耘，由小城鎮到大都會，由

單一到集群，由考試用書到學術專著，由出版製作到通路發行，由圖書到雜誌，始終堅

持「平實出發、穩健經營、昂首邁進」的經營準則，不斷地往下紮根、向上崢嶸，成為

少數涵括圖書出版上、中、下游的文化出版機構，己然成為臺灣出版業的象徵品牌。 

 

(八)心理出版社 http://www.psy.com.tw/com.php 

客服專線：886-2-23671490 分機 128；傳真：886-2-23671457 

心理出版社創立於 1979年 4月 4日，由一群具有共同教育理念的學者籌組而成。

本公司出版方向涵蓋心理學、輔導諮商、心理治療、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幼稚教育、

特殊教育、教育研究及各級師資教育等專業領域，社會工作、社會學、性別教育等人文

社會科學，以及各類測驗評量工具，並代理進口西文書。 

        心理出版社一貫秉持創新與回饋的理念，以嚴謹的態度出版優良的出版品，為學者

專家與讀者之間搭起一座雙向的橋樑，永為學界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mailto:farterng@ymail.com
http://www.wunan.com.tw/about.asp
http://www.psy.com.tw/co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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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一般讯息 
臺湾，臺北 

臺湾位于太平洋的西边，目前人口约有二千三百万人。臺湾在全体国民的长期辛勤奋斗

之下，创造了被国际社会所称誉的「经济奇迹」，藉由财富的均匀分配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

主的稳定社会。臺湾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及人道救援，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臺北位

于臺湾北端，是臺湾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的中心。具有不断成长与发展中的艺术与学术

研究殿堂，以及许许多多的现代商业大楼。由于臺北活跃的文化特性以及成长的经济，臺北

将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 

机场至大会会场的交通 

目前行驶桃园机场之客运巴士计有臺汽公司、建明客运、大有巴士、长航通运、统联公

司。每日皆有固定班次往返于中正机场与臺北市区。一楼入境大厅各客运巴士柜臺贩卖车票。 

臺北市内交通指南 

站名公交车号码 

龙安小学           52, 253, 280, 284, 290, 311, 505, 626, 907, 0 南, 指南 1 

大安森林公园       3, 15, 18, 52, 72, 74, 211, 235, 237, 278, 284, 295, 626 

和平新生路口       253, 280, 290, 311, 505, 642, 0 南, 指南 1, 指南 5 

温州街口           3, 15, 18, 74, 235, 237, 254, 278, 284, 295, 907, 510, 291 

公务人力发展中心   52, 253, 280, 284, 290, 291, 311, 505, 510, 626, 642, 907,  

0南, 指南 1 

捷运臺电大楼出站后，由辛亥路步行约 10分钟后即可到达 

银行与汇率 

臺币以十进制为基本单位计算，硬币分别为 1元、5元、10元、50元，新臺币的代号为 NT$。

美金与臺币的汇率约为 1:33 元(视当天汇率而定)。 

大部分的银行、饭店、机场在一般营业时间内皆可兑换货币。大部份的餐厅、商店接受

信用卡消费，普遍使用的有 Master card 、Visa card、JCB card、AE card、U card等。 

上班时间 

银行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至下午三点半。邮局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八

点至下午五点。周六、日不营业。 

公家机关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八点半至十二点，下午一点至五点。周六、日不上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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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衣着 

臺北的七月是夏天，平均温度约摄氏 30度，会议期间衣着以轻便为主。 

餐饮 

臺湾师大迎宾会馆住宿附送早餐券，可以自行到一楼指定店面用餐，地下室一楼设有庭

园餐厅；其附近也有许多餐厅，提供快餐、粤菜、越南菜、墨西哥食物、泰式料理、中式餐

饮等。更有师大夜市 

电压与用水 

一般电压为 110伏特，饭店与餐厅的饮用水必须煮沸才可饮用。 

语言 

臺湾的官方语言为国语，主要方言为臺语，很多人略通英语，但是大部分的出租车司机

不会讲英语。 

停车 

臺湾师大图书馆校区设有地下室停车场，目前停车费每小时 40元。 

护照与签证 

进入臺湾的与会者需要本国护照与『外人来华签证』。大陆地区人士须办理入臺申请，一

般申请时程 7-14天。 

臺湾有免签证及落地签证措施，应备条件请洽： 

外交部领事局 886-02-2343-2888。  网址：http://www.boca.gov.tw 

购物 

百货公司营业时间为上午十一点至晚上九点半，其余商店大多从上午九点或十点营业至

晚上九点或十点。 

时差 

臺北时差较格林威治时间约晚八小时。和大陆地区零时差。 

小费 

旅馆每一件行李的小费约 50元臺币(臺湾师大迎宾会馆不必付小费)；用餐时，费用中将

会自动增加百分之十的服务费。 

预防接种 

来自霍乱疫区者，到达之前，必须接种疫苗超过七天并少于六个月。 

抽烟 

臺湾一般在公共场合禁止抽烟。 

捷运与公交车 

捷运与公交车上禁止饮食、抽烟和嚼食口香糖，违者订有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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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2016视障教育研讨会考察交流参考行程 

一)活动规划 

活动行程 

活动日期 活动内容 住宿 

第一天 7/8 抵达桃园机场 

地点：臺北 

四、五花酒店 

住宿：臺北 

第二天 7/9 视障教育研讨会 

地点：臺北 

四、五花酒店 

住宿：臺北 

第三天 7/10 视障教育研讨会 

地点：臺北 

四、五花酒店 

住宿：臺北 

第四天 7/11 

参观臺北启明学校 
地点：臺中 

四、五花酒店 

住宿：臺北 臺北 101 

诚品书局 

故宫博物院 

士林夜市 

第五天 7/12 

参观臺北启智学校 

九份 

野柳地质公园 

地点：臺北 

四、五花酒店 

住宿：新北市 

第六天 7/13 

大溪花海农场 

臺中启明学校 

逢甲夜市 

地点：臺中 

四、五花酒店 

住宿：臺中 

第七天 7/14 

臺中惠明中学 

日月潭风景区 

伊达邵部落 

玄光寺 

九族文化村 

地点：臺中 

四、五花酒店 

住宿：桃园 

第八天 7/15 搭机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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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介绍 

臺北启明学校 臺北教育 111标竿，百年

名校 

建校迄今即将迈向

百年历史，是一所特殊教

育学校，主要招收对象为

视障学生及视多障学生。至此本校已成为幼稚、小学、国中 

、高中、高职五部兼具的学校，本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的特殊教育理念，全校师生齐心合作努力于 98学年度荣获臺

北教育 111标竿。 

臺中启明学校 臺湾视觉障碍教育之始 

是臺湾臺中市后里区

一所专收视觉障碍生的

国立特殊教育学校，1968

年独立创校，其历史课追溯至 1891 年（光绪 17 年）英国长

老教会牧师甘雨霖(rev. william campbell)先生租洪公祠成

立「训瞽堂」，是臺湾视觉障碍教育之始，亦为本校成立之源。

本校提供从幼儿部至高职部的全部课程，坚持品格教育、优

势能力、人文素养的教育主轴，给孩子机会，让他们肯定自

己、相信自己、看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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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惠明学校 

臺湾唯一的免费的私立特殊教育学校 

惠明学校是秉持基督爱的精神所创办的学校，也是目前

臺湾唯一的私立特殊教育学校。自 1961年创校以来免收任何

费用，招收来自臺湾各地的视觉障碍学生（含盲多重障碍生）

施予适性的教育与训练，培育独立生活的技能。 

臺北启智学校 以「学生」为中心理念，

提供学生适性之教育 

涵盖幼儿、小学、

国中、高职 4个部别，

总计 49 班，学前采用

主题教学，小学、国中

部以生活经验为核心，

分为生活教育、社会适应、实用语文、实用数学、休闲教育、

职业生活六大领域，高职部以职业教育为核心分为个人/家庭

生活、小区生活、职业生活三大领域。每位学生均有个别化

教育计划、落实转衔辅导、家长会支持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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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介绍 

士林夜市 品臺湾饮食文化 

臺北颇具规模且

相当知名的夜市

之一 

以阳明戏院

为中心所围成的夜市，主要由几条小巷道构成，穿梭其间，

格外有一种市井滋味。各式店铺及地摊挨家紧临，小吃摊、

服饰店、精品店、鞋店、唱片行、运动用品等，只要市面上

流行的，在此都找得到。每当夜幕渐渐笼罩，华灯一一亮起，

士林夜市即步入繁华。 

臺北１０１ 鸟瞰臺北市全境

地理位置，感受建

筑与科技 

全球最高岛屿

建筑物，臺北金融

商业重镇；融合东方古典文化及臺湾本土特色，造型宛若劲

竹，节节高升、柔韧有余。另外运用高科技材质及创意照明，

以透明、清晰营造视觉穿透效果。大楼内拥有全球最大的阻

尼器、与全球起降速度第二快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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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 

 

感知自然与人文

发现另一面日月

潭 

臺湾风景优

美的“天池”，

在清朝时即被选为臺湾八大景之一，有“海外别一洞天”之

称。日月潭之美在于环湖重峦叠峰，湖面辽阔，潭水澄澈。

一年四季，晨昏景色各有不同。日月潭四周，点缀着许多亭

臺楼阁和寺庙古塔。山腰的玄奘寺内存放着唐僧玄奘的部分

遗骨。气候四季宜人，冬天平均气温在 15℃以上，夏季 7

月份只有 22℃左右。 

逢甲夜市 

 

臺湾规模最大

的夜市 

在 交 通 部

观光局“2010

年特色夜市选

拔活动”中，因逢甲夜市的创新、多元的美食小吃，所以与

基隆庙口夜市共同取得“臺湾最美味夜市”头衔；以及在远

见杂志“全臺夜市游逛”大调查中，以 25.6％得票率获得臺

湾最喜爱的夜市（第二名士林夜市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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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与文化瑰宝 

面对面 

臺 湾 著 名

的历史与文化

艺术史博物馆，

依山傍水，气势

宏伟，碧瓦黄

墙，风格清丽典雅。院内设有 20 余间展览室，文化瑰宝不

胜枚举。院内收藏有二十四万余件文物，所藏的毛公鼎、散

氏盘等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

帖等皆为稀世之珍，展馆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 

野柳地质公园 漫步、赶海、欣赏奇石探索臺

湾不一样的海滩 

臺湾著名的十二名胜之一 

因造山运动影响形成的奇

妙景观。野柳海岸上海浪雕琢

的人物、巨兽、器物无一不是

惟妙惟肖。最为人们称道和熟

悉的是突起于斜缓石坡上高达

2 米的“女王头”，她髻发高

耸、微微仰首、美目远盼，姿

态绝色，高贵优雅，令人不由赞叹自然神工之美妙。此外还

有仙女鞋、梅花石、情人石、卧牛石等等，这里的海蚀石乳，

风化岩、豆腐岩诸景都是引人入胜的美景。野柳岬的迎风面

是险峭的断崖，背风面却是郁郁葱葱，种植了美人蕉、龙舌

兰、海芙蓉等海岸植物。漫步在穿行林间的小径中，别有一

番情调。每当退潮之后，岸边留下许多五颜六色的贝壳、海

胆。漫步、赶海、欣赏奇石是野柳岬探索的三大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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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花海农场 臺湾北部最大的花卉农场 

农场似馒头山状地形，范

围包括海拔 348 公尺的草岭

山，始终维持自然山林景致 

，沿线两侧苍郁的林木与野花，衬托幽静的天然环境与景观，

站在观景臺上还可远眺大溪、中坜与周边湖光山色。如今，

素有臺湾欧洲庄园之称的大溪花海农场已经成为偶像剧的取

景首选之地。   

大溪花海农场占地 16公顷，整座山头都是花田，营造成

普罗旺斯花海风貌。其中 2 公顷的彩虹花田，随着季节绽放

各色花卉，令人目不暇接。农场有一座数十年的老茶厂，改

造成具南欧风情的西餐厅梵高之家，透过米黄色调渲染，提

供欧风佳肴，包括精致套餐、下午茶、欧式自助餐等，在此

用餐让人心情特别好。 

 

二)实施方式与内容 

一、行前准备： 

制作活动行程手册 

二、活动进行： 

1.视障教育研讨会、学校参访及文化考察活动由中华视障教育学会组织邀 

请海峡两岸视障教育专家共同研讨视障教育教学并扩大对象学生需

求之正面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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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之外，安排一系列臺湾本土文化考察活动，并参访臺湾视障

教育优秀学校臺北启明学校、臺北启智学校、臺中启明学校、臺中惠明

中学，意在促进两岸特殊教育交流，共进步。 

于文化考察活动中见证知识之构造，于视障教育学校参访交流中将

直接感受并了解两岸特教之区别，取其长处，更上一层楼。 

藉由臺湾历史、文化之旅及景点参观感受多元，在过程中，体会臺

湾，感悟臺湾。 

2.交通巴士 

3.住宿四、五花酒店 

4.餐标 300新臺币/餐/人（约 60元人民币） 

5.保险 

团员若在臺期间有身体不适之现象，经判断需就医或住院时；可先

行送团员就医并代垫医疗费用后通知家属及学校窗口；返回后提供家属

或保险公司收据收取代垫医疗费用。 

三)所需费用 

四)联络信息 

联络人：臺湾国际青少年交流协会田珊珊 

电话：138-1104-9683 电子邮件：cathy@tiyea.org 

 

欢迎关注臺湾国际青少年交流协会（TIYEA）各个“站点”！ 

TIYEA臺湾网址：www.tiyea.org                   

TIYEA北京网址：www.tiyeabeijing.org 

官方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p/1006063700810323/home?from=page_100606&mod=TAB#place 

官方微信：（搜索公众号“TIYEA”/扫描二维码） 

 

臺湾地址：桃园市大兴西路一段 225号 6F-1电话：+886-3-356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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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迎賓晚宴桌次表 

第一桌  杞昭安  張訓誥  韓繼綏  陳朮明  莊素貞 

        白文國  姜愛芹  馬健強  劉信雄  陳碧玉 

第二桌  黃豔華  付文濤  譚朝康  王德盛  劉  軍  

        王立君  陳進淵  鄭靜瑩  朱浚溢  金  希 

第三桌  何世芸  車  薇  趙元均  翁詩婷  姚彥廷 

徐慶剛  侯成睿  原瑞芳  袁  東  袁文琪  

第四桌  蔡素第  朱青華  史  平  余詩怡  張言司 

蔡雅娟  王  姝  何銘軒  林蔚荏  范文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