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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2018 年 7 月 21 日至 26 日 
 

 
 
 

国际辅助溝通协会 

摘要提交指引 
 

由 Sally Clendon 博士 和 Kate Anderson 博士和科学委员会、研究委员会、会议主席以及

ISAAC 国际执行官共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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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SAAC2018 
 
ISAAC 全称国际辅助和替代交流(AAC)协会。 
AAC 拥有一套多样化的工具和策略，能让身

体健康和身 心障身 的人们使用，进行交流。

AAC 的交流方式可能包括演讲、书写文本、

手势、面部表情、碰触、手语、符号、图片

和辅助技术。 
 
2018ISAAC 会议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举办。主要的会议日程在 7
月 23 日至 26 日进行，演讲人包括： 

 
• AAC 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顶尖专家 
• 世界各地的 AAC 临床和教育工作人员 
• 使用 AAC 的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能分享海量的智慧和经

验。 
 
主要会议也包括面對面互动、一场行业展会以及一个生动的澳大利亚主题式社

交项目。7 月 21 日至 22 日，会为使用 AAC 的人员举办一个会议前的工作坊

和身 隊。 

 
关于我们的翻译项目： 
昆士兰州政府和昆士兰旅游活动部门慷慨解囊提供资金，让我们能在主要会议

日程中选定一部分，把其翻译成标准汉语（普通话）和日语。 
 
我们在主会场提供口译服务。我们提供的双向翻译包括： 

• 开幕式和闭幕式 
• AAC 的精彩演讲 
• 亚太地区的社交会談 
• 主要会议日程中一些选定的分会。 

 
不会安排口译员参加社交会面、会议晚餐以及露营和会前工作坊。如果您想协

助组织自己的口译员参加此类活动，请联系我们。我们会为国际代表提供一系

列的其它信息和支持，将在会议前发布在我们的会议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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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选择 
您可以用英语、标准汉语（普通话）或日语在会议上进行演讲。您可以进行讲

台上演讲，也可以进行海报演讲。 
 
讲台演讲时长 20 分钟。会有额外的 10 分钟用于提问和演讲者之间的交接。我

们的现场口译员会将日语或汉语的讲台演讲翻译成英语，通过耳机对听众进行

同声翻译。 
 
海报演讲是研究发现、想法或个人经历的直观表示。通常融合图片和文字。海

报会用日语、汉语、英语，或是其中任意语言组合来表示。在会议的设定时间

中展示海报，安排演讲人利用简短的间隙时间和代表讨论自己的海报。我们无

法保证能为您的海报演讲提供口译服务，但是我们会将所有日语和汉语的海报

安排在各自的同一个时间间隙中，从而促进各自区域的社交。 
 
互动工作坊和研究研讨会的提交已结束。 
 
作者责任 
即使您准备用汉语或日语进行讲台演讲或海报演讲，您的摘要部分也必须用英

语进行提交。作者负责在提交前翻译摘要和其它必要信息。 
 
已提供以下指引，帮助您准备自己的摘要，使用在线提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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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系统中的提交 
 
所有通过在线系统提交的内容必须为英语。请注意，您的电脑必须安装 Java
才能使用在线提交系统。 
 

  请至我们的网站  https://www.isaac-
online.org/conference_2018/openconf.php 在线提交开题报告                                           

翻译过的论文提交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周五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8:00 关

闭。 

 
每一次提交都要求您： 

1. 完成在线表格——请在以下页面查看每个提交类型的不同要求。 
2. 请以 PDF文件的方式上传《ASHA 声明表》，每一份都独立进行。 

 
使用在线表格 
 
在线表格会敦促您提供以下详情： 
 

演讲标题： 
标题应该能明确显示您演讲的主题（不超过 15 个字）。 
 

作者详情：  
会让您提供每一位作者的姓名、单位、联系详情和简介（不超过 150 个字）。

您也必须表明哪个作者将在会议上演讲所提交的内容。 
 

演讲人要求： 
请在此处表明您演讲所用的语言。 
 
为讲台演讲人提供联网电脑、投影仪、屏幕、USB 接口和声音输出设备，用以

增强演讲人的效果。为海报演讲人提供海报板和订针。若您有任何其它聲音频

和视频设备的需求，请注明。也请列出所有的演讲人的可获得性需求，包括搭

建帮助、协助技术要求、就坐、或轮椅前进。 
 

https://java.com/en/download/
https://java.com/en/download/
https://www.isaac-online.org/conference_2018/openconf.php
https://www.isaac-online.org/conference_2018/openconf.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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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听众： 
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个： 

• 入门或一般知识水平的演讲着眼于初级从业人员或研究员或家庭，或者

广大范围的听众。 
• 中高级知识水平的演讲着眼于具备资深 AAC 背景的从业人员或研究员

或家庭，或者更小范围的特定话题。 
 

证据领域： 
能提交针对以下一个或多个证据领域的讲台演讲： 
 

• 研究证据——展现使用实验定性以及（或者）定量研究方法收集的高

质量证据。 
• 专业实践——分享您专业实践中的观察和经历，或者在他人的实践中

对其进行指导。 
• 个人经历和偏好——讲述您关于和 AAC 生活或工作的故事。 
• 研究方法和理论——讨论 AAC 研究方法以及（或者）AAC 理论。 

 

内容专注领域： 
请在您的演讲中表明以下专注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 

 

内容专注领域 实例 
AAC 获得新兴技术 促进 AAC 领域的创新工具、资源和技术 
AAC 获得语言文字 为使用 AAC 的人群优化语言文字的开发 
AAC 获得教育 获取早期教育、教学、公立及工作相关教育和终生

学习。 
AAC 进入社区 访问本地社区内外 

参与公民和公民身份 
支持交流合作方 
创建可获得性交流的业务和服务 

AAC 获得就业 职业、工作和志愿者行为 
下班后的生活 

AAC 获得多样性 多元身份：能力、性取向、性别、精神及其它 
获得文化和语言上的相应服务 

AAC 获得公正 获得法律援助和代表 
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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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社区中的暴力、虐待和安全问题 
AAC 获得文化 获得运动、休闲、文学和艺术 

支持自我表现 
AAC 获得人际关系 交友与合作伙伴 

AAC 和家庭 
性取向和子女教育 
获得客户和家庭为中心的服务 

AAC 获得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用于交友、学习、就业、约会、在线身

份、服务提供、倡议和意识。 
AAC 步入世界：AAC 的发

展中国家 
全球 AAC 所在国的交流意识、知识以及能力。 

AAC 进入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特定的 AAC 能力建设和社交

问题。 
 
如果您的提交有所要求，您也可以选择添加其它专注领域，比如健康关怀、信

息获取等等。 
 

利益关系声明 
作者必须选择以下声明之一： 

•  “作者表明自己和文中所提及的对象或单位无经济或其它方面的利益

关系” 。   
或者 

•  “作者表明自己和文中所提及的对象或单位存在以下经济或其它方面

的利益关系。。。”（请提供详情，比如，研究资金来源，产品或调节中

的商业利益等等。） 

该声明必须阐述文中所有作者的利益。 

 

摘要格式 
您的摘要必须用英文纯文本输入到提交表格中。摘要（包括最多 6 个参考文献

在内），不应该超过 750 个字。 
 
摘要应该提供会议论文集部分内容的详细描述，并能用于检查。 
 
研究证据的提交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和利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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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个人经历和偏好以及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提交摘要必须包括演讲的内

容和重点。 
 
摘要不应该包括作者的身份信息，从而能对所提交内容进行公正的审核。 
 
ASHA 利益表格 
 
这些表格让 ASHA 成员获得继续教育单位（CEU）的积分，从而能参加您的演

讲。每一次开题报告的提交都必须完成一份 ASHA 表格，并以 PDF 形式上传。

如果没有 ASHA 表格，则认为无法检查此开题报告，会退回给作者。 
 
可点击此处获得 ASHA表格，保存或下载至您本地的电脑即可。ISAAC国际推荐

使用完整版本的 Adobe Acrobat 用以在您的 PDF 上进行电子签名，然后上

传。或者也可以对复印的 ASHA 表格进行扫描或拍照，转换成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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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有作者的重要提醒 
 
请勿提交以下内容： 

• 已经在其它地方发布的摘要 
• 仅为实现营销目的的提交内容——此类内容应该放置在展商的展台 

[https://www.isaac-online.org/english/conference-
2018/exhibitor-information/].  

• 未经当事人许可，而包含其姓名、声音、图片或个人详情的敏感材料。 
 
版权 
 
ISAAC 将拥有会议所接受的所有开题报告的版权。 
 
伦理步骤 
 
希望所有的演讲人在临床和研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中都已遵循伦理步骤。这包

括保护演讲中所提及人群隐私的措施。仅在获得所描述人员的许可时，方可使

用图片和肖像（包括音频记录和图片或视频数据）。仅在获得所参与人员的许

可时，方可使用其真实姓名或缩写；否则必须使用非此人真实姓名的化名。如

果有人无法自己提供知情同意，则必须获得代理同意（比如，由一位家长或指

定监护人担当）。若要获得同意和批准步骤的更多信息，这两个链接可能会有

所帮助 Ethical Research Involving Children（ERIC1）和 Ethical Guidance 
for Research with People with Disability（国家残疾人机构）。 
 
作者有责任在自己的提交内容中做出同意或其它伦理考虑。对于疑似包含身份

信息的摘要，将认定为无法检查的内容，会退回至作者。 
 
 
 
 
1 http://childethics.com/  
2 http://nda.ie/Policy-and-research/Research/Research-Ethics/ 
 

https://www.isaac-online.org/english/conference-2018/exhibitor-information/
https://www.isaac-online.org/english/conference-2018/exhibitor-information/
http://childethics.com/
http://nda.ie/Policy-and-research/Research/Research-Ethics/
http://nda.ie/Policy-and-research/Research/Research-Ethics/
http://childethics.com/
http://nda.ie/Policy-and-research/Research/Research-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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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身 身 查和选择 
 
会根据以下标准身 查身 頭演讲： 

 理论性、科学性或专业性依据的强度。 
 根据开题报告类型所设定的相应内容质量和严格度。 
 ISAAC 听众的相关性和利益。 
 开题报告的整体清晰度。 
 所涉及演讲形式内容的适应性。 

 
项目委员会就以下内容会做出最终决策： 
• 流程和内容专注领域的分配 
• 每个演讲的最终形式（比如，海报还是讲台形式）以及持续时间。 

请注意，您的演讲形式和最初选择的可能不一样。 
 
 
接受通知 
 

1. 会在2018年2月23日前通知申请人其提交内容的接受或拒绝情况。 
2. 会在2018年4月30日前通知演讲人关于演讲的时间、日期和最终形式。 
3. 希望接受项目的作者进行会议活动的签到，能在所分配的会议时间中进

行演讲。不接受对分配时间进行改变。会在接受通知发送前公布会议签

到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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