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溝通困難  視障   聽障 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
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
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題  溝通困難  視障   聽障
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
障礙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
題  溝通困難  視障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題  溝通困難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
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題  溝通困
難  視障   聽障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
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
症  情緒行為問題  溝通困難  視障   聽障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
力度活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題  溝通困難  視障
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
障礙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
題  溝通困難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障
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題  溝通困難  視障   聽障主流學校  特殊
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力不
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題  溝通困難  
視障   聽障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合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情
緒行為問題  溝通困難  視障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融
合教育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專注力不足  過度
活躍症  自閉症  情緒行為問題  溝通 	  

	  

	 

協辦:	

	  「特教平權」硏討會系列（一）	  

台灣經驗交流會 

 
•  SEN 家長的角色與策略  
•  台灣「特殊教育法」 
•  台灣升學 
•  港台家長交流 

!

 

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 (九龍塘達之路) 

日期      ：9月28日(六) AC2﹣3508 
            9月29日(日) AC1﹣LT5  
時間      ：10:00am – 5:00pm（詳見“程序表”） 
對象      : 有特殊教育需要者的家長與有興趣人士  

           （不設托管服務） 

費用      : 每日$50 (會員免費，請參閱登記表) 

網上報名  ：http://goo.gl/7ykNN5 

截止日期  ：2013年 9月20日 

 





聯絡我們:  
hksenrights@gmail.com             
www.facebook.com/SenRights 
	

台灣特殊敎育(SEN)家長組織親臨香港,分
享如何為SEN孩子爭取法律保障及權益，以
致孩子獲得適切、合理的教育機會和支援。 
 



  
28.9 (六)   AC2  3508室 29.9 (日)  AC1  LT5 30.9 (一) 

  9:30 - 10:00 登記 及 會員入會申請 

10:00 - 10:30 致歡迎辭 
交流會及研討會背境 
黃婉冰 

台灣升學必讀 
王達才 

經驗總結 
（內務） 

 
（主辦單位與 
    邀請嘉賓） 

10:30 – 11:00 香港台灣學習行分享 
張文倩  李鸝 

SEN 人士在台灣教育法下的權益保障 
郭馨美      主持 ：張文倩 

11:00 – 11:20 小      息 

11:20 - 12:10 家長在特教平權的角色與策略 
 
卓碧金  王晴紋 黃宜苑  郭馨美 
主持 ：萬雪容 

融合教育（Integrated Education) 與  
全納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之基本差
異 
         吳達明  黃婉冰 

12:10 - 12:30 上午答問時段         主持 ：吳達明   黃婉冰 

12:30 – 14:00 午      膳 

14:00 - 15:30 介紹台灣 《特殊教育法》 
 
郭馨美  黃宜苑 
主持 ：吳達明 

台港家長組織真情對話 
A組：個人身心靈健康處理  
（主持：王晴紋 伍敏姿） 
B組：家長參與政策改變過程面對成功/失
敗經驗 
（主持：卓碧金  莫美靈） 
C組：家長組織的成長過程 

  (主持：王宜苑  林月蘭） 

15:30 - 16:30 台灣家長的能量/能力來源 
 
卓碧金   王晴紋 

分享各小組討論結果 
 台灣家長組織看香港家長組織的團結策略 

（圓桌）(主  持 ：黃婉冰） 

16:30 - 17:00 下午答問時段         主持 ：郭馨美    萬雪容    

 「特教平權」硏討會系列（一）台灣經驗交流及研討會 
程 序 一 覽 



「特教平權」台灣經驗交流研討會會場 香港城市大學主校園圖 

 

AC1 LT5 
 從又一城行人隧道行至城大主校園學術樓一(AC 1)，由紅門進入。 

 前行至書局，右轉乘電梯往上一層(L4，大學道)，前行至黃區 LT5。 

(紅色粗箭咀指示。) 

 

或 

 從又一城行人隧道行至城大主校園(學術樓一 AC 1)，由紅門進入。 

 左轉，乘升降機往上一層(L4，大學道) ，行至黃區 LT5。 

(紅色、橙色粗箭咀指示。) 

 

 

AC2 Room3508 
 從學術樓一 AC 1(L4，大學道)，行至紅區，穿過紅門。 

 繼續前行(康樂樓)，經過泳池，按校園指示牌往學術樓二(AC2)。 

 乘升降機至三樓(3/F)3508室。 

(紅色粗箭咀指示。) 

 

餐廳 

 

學術樓一(AC1)紅區 L5 (City Express) 

學術樓二(AC2) (Canteen) 

學術交流大樓 (Garden Café) 

 

 

 

學術樓一(AC1)L4紫區有咖啡閣 (Coffee 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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