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108學年度第1學期10月全校教師暨導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10月15日（星期二）下午16時10分 

貮、地點：六樓小研討室 

参、主席：謝校長榮懋 紀錄：夏佩綺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報告：略 

陸、各處室業務報告 

█學務處報告 
●訓育組 

一、 108 學年度導師遴選委員選舉已於 108 年 9 月 17 日(二)上午 8：00

～下午 13：10完成投票程序，並選出本學期導師遴選委員會委員，

當選名單如下：高職專任代表孫藍莉老師(與廖雅瑩老師、廖勇勝老

師同票數抽籤決定)；高一導師代表張雅娟老師；高二導師代表尤志

偉老師；高三導師代表劉仁玉老師；國中專任代表凌鈺涵老師；國

中導師代表張雅祺老師。 

二、 9月 23、24日已進行教室佈置評分，比賽成績如下： 

幼兒部第一名太陽班；國小部第一名國小 3 班，第二名國小 4 班；

國中部第一名國中 901 班，第二名國中 801 班；高職一年級第一名

高職 104 班，第二名高職 101 班；高職二年級第一名高職 203 班，

第二名高職 201班；高職三年級第一名高職 302班，第二名高職 304

班。 

三、 10 月 5 日(六)已完成畢業旅行場勘，11 月 4 日(一)上午 8:30 將召

開畢業旅行行前說明會。畢業旅行日期為 11 月 14、15 日，地點為

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駁二特區、旗津風景區及義大遊樂世界

等。11月 19日(二)將召開畢業旅行檢討會議。 

四、 10 月 3 日(四)週會時間已辦理優良學生優良事蹟發表，將於 10 月

17 日(四) 上午 8：40 至 9：15 週會時間在本校四樓體育館舉行優

良學生選舉，請各班老師協助指導學生選舉投票事宜。 

五、 國小部全體師生將於 10 月 22 日(二)參加臺北市 108 學年度公私立

國民小學集中式特教班育樂活動，地點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

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及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六、 10月 29日(二)將召開 108學年度第一次耶誕望年會籌備會議。 

七、 11月 5日(二) 將召開 108學年度第一次校慶籌備會議。 

八、 本學期國立戲曲學校將再與本校進行表演活動，共計 3 場次，時間

為 11月 29日(五)下午 14時 50分幼兒、國小部，12月 6日(五)下

午 13 時 30 分高職、國中部，12 月 13 日(五)下午高一學部將至國

立戲曲學校參觀該校學生訓練過程。 

●生教組 

一、 10月 15日(二)於 108學年度 10月份全校教師暨導師會議辦理「防

治校園霸凌」宣導。 

二、 10 月 25 日(五)將召開 108 學年度 10 月教師助理暨交通安全會議。 

三、 10月 31日(五)將召開班聯會，主題為「菸害防制」宣導。 

四、 10月 31日(四)將於 12:40召開學生走失協尋演練說明會。 

五、 11月 07日(四)將於 14:30進行學生走失協尋演練。 

六、 請導師及召集人協助，因目前人力有限，教師助理較無法進行跨學

部支援，請確認代理人部分已協調完畢在於紙本假單上核章，若有

問題向生教組提出，謝謝。 

●體衛組 

一、 10月 7日(一)國中部｢ 侵入性醫療照護需求學生緊急應變演練｣  

二、 9月 20日(五)幼兒部｢侵入性醫療照護需求學生緊急應變研習｣。 

三、 9月 20日(五)國小一、四年級、國中一年級、高職一年級尿液篩檢

初檢。 

四、 9月 24日(二)~25日(三)108學年度第 1學期全校學生口腔檢查。 

五、 9 月 26 日(四)幼兒部太陽班｢侵入性醫療照護需求學生緊急應變研

習｣。 

六、 10月 2日(三) 國中二、三年級女生 HPV疫苗接種第一劑。 

七、 10月 4日(五)國小一、四年級、國中一年級、高職一年級尿液異常

者複檢及補篩檢。 

八、 10月 7日國中部｢侵入性醫療照護需求學生緊急應變演練｣ 

九、 10月 14日(ㄧ)國小一、四年級腸道寄生蟲蟯蟲篩檢。 

十、 10月 15日(二)身心障礙牙科醫療團入駐校園治療開始。 

十一、 為加強學校護理人員照護重症學童的能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委請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辦理旨揭研習「108年度學校護理人

員照護重症兒童知能進階研習」請有興趣之教師助理員上網報名

參加研習。 

十二、 10月 17日(四)國小中低年級臼齒窩溝封填防齲服務開始。 

十三、 10 月 23 日(三)下午將辦理國泰人壽「學生平安保險失能生活補

助之說明會」。 



十四、 10月 25日(五)將辦理 108學年度 10月份校舍委外清潔督導會議

及 108學年度期初健康促進暨健康檢查籌備會議。 

十五、 10 月 28 日(一)國小一、四年級腸道寄生蟲蟯蟲異常者治療後複

檢。(暫定) 

十六、 11月 1日(五)國中二、三年級女生 HPV疫苗接種第二劑。 

十七、 11月 7日(四)國小一年級、國中一、高職一年級新生及轉學生心

臟病篩檢心電圖檢查。 

十八、 11 月 7 日(四)週會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教育宣導-水域

安全宣導。 

十九、 11月 12日(二)辦理幼兒塗氟保健防齲服務。 

二十、 班上學生若要申請理賠，請導師務必至學務處拿理賠申請書請家

長填寫，請勿將學生的醫療理賠相關證件(醫療收據、診斷證明書

及家長存簿影本)直接放置在體衛組的桌上，請相關證件及理賠申

請書務必夾好或是收納在資料夾裡，體衛組無法代填寫及修改理

賠申請書事宜。 

二十一、 公告緊急送醫處理流程說明(詳附件)，目前幼兒部、國小、國

中皆完成相關演練及說明，若有部別需進行相關演練，再與學

務處進行聯繫及安排。 

●輔導組 

一、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敬師活動，感謝國中部孟令偉老師表演「神奇

魔術秀」，精彩的演出讓全校師生有難得的體驗，再次感謝孟老師

及全校師生的參與。 

二、 家訪交通費已於 9月底造冊完畢送出申請，若還有老師需要申請，

仍可送申請表至輔導組，也感謝老師的辛勞。 

三、 10月 1日、10月 8日、10月 15日、10月 22日及 10月 29日每週

二上午 10:10-11:50辦理「情緒覺察與人際互動」學生認輔成長小

團體。 

四、 10月 24日(四)週會時間舉行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宣

導活動。 

五、 10月 25日(五)辦理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輔導知能研習--「迴

味-芳香療法與情緒平衡」，設限於素材及主題因素，此場次限制 16

人參加，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歡迎教職員工踴躍參加。 

六、 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9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830914742 號函指

示，教育局製作自傷自殺三級輔導影片「雨晴日記」，有需要的老

師可至 http://bit.ly/2ZXLBLP 網址下載應用，另外 ii02\資料暫

存區\學務處\輔導組中也有已下載好的影片，供老師使用。 

http://bit.ly/2ZXLBLP網址下載應用，另外ii02/資料暫存區/學務處/
http://bit.ly/2ZXLBLP網址下載應用，另外ii02/資料暫存區/學務處/


附件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學生緊急送醫處理流程補充說明 

1. 現場人員撥打健康中心或護理站電話分機或撥打分機 119 即可 

(1)若為侵入性醫療照護學生優先撥打照護站(分機260)，聯繫照護站

護理師，若無回應則撥健康中心 (分機119)。(請明確告知地點、

狀況、學生姓名) 

(2)若非侵入性醫療照護學生優先撥打健康中心(分機119)。(請明確

告知地點、狀況、學生姓名) 

(3)現場人員先實施簡易急救措施。 

2. 由護理師指定現場人員撥打求救電話，順序 119→學務處→導師，指定

現場人員告知 119文山特教學校地址、學生狀況年齡、需要救護車。 

3. 學務處立即派員至現場及健康中心協助及通知總務處，傷患在 1F請從

大門，2F以上都從側門交通車乘車處送醫，搭乘各年段就近的大型電

梯。 

4. 導師通知家長。 

※學務處派1名人員及導師陪同搭乘救護車送醫，教務處排代，回程交

通費依規定申請由學校支應。 

※校內分機119屬於本校緊急傷病聯絡電話。 

 

 

 

 

 



█教務處報告 

 教學組 

一、 108學年度全校 IEP及需求彙整表，需於 10月底前送特推會審議後上

傳西區特教資源中心，請各學部老師務必於 10 月 14 日（一）下班上

傳完成： 

(一) 上傳 IEP 完整的電子檔：檔名更改為「教師名字-學生名字-個別

化教育計畫」，如「凌鈺涵-柯奕安-個別化教育計畫」。並上傳至

ii02\20_資料上傳暫存區_109.1.31 清除\01_教務處\教學組

\108-IEP電子檔。 

(二) 需求彙整表： ii02\20_資料上傳暫存區_109.1.31清除\01_教務

處\教學組\108-IEP電子檔\需求彙整表，資料夾中有今年規定之

檔案格式（高職、國中），請導師們以新的檔案格式確認學生之

需求彙整表，國小部沿用原有格式；並以班為單位，將檔名改為

「108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能力與課程需求彙整表-班級」。 

(三) 國中部 IEP 督導資料：請個管教師選擇一位學生之 IEP，並請他

人完成檢核，將 IEP電子檔及檢核表一併上傳至 ii02\20_資料上

傳暫存區_109.1.31 清除\01_教務處\教學組\108-IEP 電子檔\臺

北市國民中學 IEP督導計畫上傳區。 

二、 全校教師(含代理老師)108年度特教研習未滿 18小時者，請務必於 12

月中前補足時數。 

三、 2020第八屆星雲教育獎遴選，相關辦法已公告於本校網頁，歡迎老師

們推薦參加。 

四、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8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83048703 號函「108 學年度開學日及假日等行事簡曆一覽表」，一

般高中（職）學校為因應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將休業式提早於 109 年

1 月 16 日（四）舉行，並於 108 年 12 月 21（六）及 109 年 1 月 4日

（六）補課。本校因無學生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故不做此調整。

惟教育局原訂休業式為 109年 1月 20日（一），當天為半天，考量家

長半天接送不易，故調整於 109年 1月 17（五）舉行休業式，當天下

午 16點放學；109年 1月 20日（一）寒假開始。 

 註冊暨資料組 

一、 10/02 09:30召開 108學年度第三次特推會，地點在六樓小研討室。 



二、 10/3 下午簡報室召開臺北市 109 學年度智能障礙學生安置高級中等

學校綜合職能班及特殊教育學校家長說明會工作籌備會 

三、 10/14 下午臺北市 109 學年度身心障礙新生入學國民中學鑑定及安置

工作說明會研習在龍門國中由註冊組長、輔導組長、國中部召集人、

國小六年級教師 1人參加。 

四、 10/21-22 108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部(學校)註冊組長工作

會議由註冊組長參加。 

五、 10/09收回特教生鑑定家長同意書，10/29前完成高一新生鑑定學生名

單提報。 

六、 11/2(六) 臺北市 109 學年度智能障礙學生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綜合職

能班及特殊教育學校家長說明會。 

 設備暨資訊組 

一、 分組教室紀錄簿管理方式 

因各位師長反映每兩週更換一次紀錄本的方式容易遺忘，感謝各位師長

提供相關建議，管理辦法變更如下: 

(一) 調整為每月更換2次紀錄簿本(月中及月底) 即每月15日及30(31)

日進行紀錄本更換。教學資源中心也將會在簿本上進行標記，敬

請各位管理人協助。 

(二) 為有效管理分組教室並及時核章，請管理教師們在每月中 15號及

月底 30、31號繳交負責管理的分組教室紀錄簿(含鑰匙)給教學資

源中心書記張正宗先生。 

★新分組教室管理者名單 

分組教室 管理老師 分組教室 管理老師 

國小部 

209、224分組教室 

楊昀樺老師 高一 

419分組教室 

廖勇勝老師 

國中部 

302分組教室 

陳智華老師 高二 

320分組教室 

尤志偉老師 

國中部 

303分組教室 

孟令偉老師   

國中部 

307分組教室 

簡秀麗老師 

二、 線上資料庫推廣使用 

臺北市教育局提供本市教師/學生使用線上資料庫平台，內有豐富的自



然、歷史、音樂、繪本故事、飲食文化、線上影視影音與數位雜誌等內

容，可提供教師運用於課程之中、學生亦可進行課後瀏覽。其相關登

入方式請參照附檔(附件一)說明。 

三、 全民資安素養評量 

提供各位師長進行資訊素養課程的教材網頁、內含動畫、影音與成績

紀錄等內容，目前亦有辦理抽獎活動(至10月31日止)，詳請請上網

https://isafeevent.moe.edu.tw/event2/。 

四、 資訊素養與倫理 

臺北市教育局提供線上資訊素養與倫理相關教材，歡迎師長多加利用，

詳情請參考 http://ile.tp.edu.tw/ 

(以上三及四兩項，亦可從本校網頁-長期宣導-資訊安全內獲得相關資訊) 

 復健組 

一、 目前臨時的 114、116知動教室先前的臭味事件已經告一段落，目前的

使用狀況皆可正常穩定使用，請學部老師依照規定借用，也請老師們

在使用過後，將知動教室內的器材歸為原位、關閉電源並整理環境。

若在使用上有任何設備上的問題，請立即通知教學資源中心或是復健

組，謝謝。 

二、 目前黑屋多感官教室的漏水修補工程已到最後階段，預計於雙十連假

後將重新開放使用，確定的開放日期將視工程進度以及環境整理而訂，

請有借用需求的老師多加留意。 

三、 社工、心理、視覺訓練的服務都將持續進行，若班上學生有任何需求，

請老師或是導師持續提出轉介單，以利安排相關治療師介入提供服務。 

四、 學生輔具使用若有任何問題，也請各班導師立即通知各班個管物理治

療師或是與復健組聯絡，以便立即介入處理。 

 

https://isafeevent.moe.edu.tw/event2/
http://ile.tp.edu.tw/


附件一 

 

 

在校內使用，請點選”學校 IP登入” 



 

 

 

 

 

 



█實習輔導處報告 

  ●實習組 

一、 專科教室與實習工場宣導： 

1. 請教師依據教室預約系統上之預借紀錄，至實輔處登記借用鑰

匙。預約系統路徑如下：登入學校網頁→左方欄「校內子網站」

→職業課程場地_預約。 

2. 教師使用完畢後，請將環境整理乾淨並檢視設備是否收妥，課

程中使用之器具亦請課後確實歸位，以利其之後的人使用。 

3. 未借用專科教室時，請勿隨意拿取專科教室內物品(含借用)，

避免因物品短少造成借用教師課程無法順利進行。有需要借用

相關物品請於上課三天前至實輔處申請借用。 

4. 專科教室使用頻率高，各教室刀具、酸鹼類溶液等危險物品請

依規定務必上鎖至各教室櫃子中，以維護教室空間安全。 

  ●就業輔導組 

一、 9 月份每月之星(主題：負責任、守紀律)因無法搭配週會頒發，

為求時效性，高一、高二已於 10 月 9 日職業課上課時段完成表

揚，高三將於 10月 16日之職業課上課時間進行表揚。得獎學生

將每人有 20 元商品兌換券，請老師協助教導學生購買商品(超

商、手工…職業課程學生作品皆可)；另已製作表揚名錄張貼於

1樓川堂之布告欄及各實習工場之看板上。也請職教老師繼續落

實「每月之星」之活動，10月份「每月之星」之主題為「耐心」

及「勤快」。 

二、 新北市身心障礙就業轉銜方案，本校共 4 位學生提出申請：高

301陳奕孝、高 302嚴子涵、高 302吳忠育、高 303郭禹彤；台

北市職業輔導評量方案，本校共 2位學生提出申請：高 301翁儁

暐、高 301林思廷；上述皆已收到雙北承辦單位回覆，將盡快提

供服務，屆時由就輔組統一聯繫導師及家長進行晤談。 

三、 10 月 31 日(四)13:20-14:55，於 6 樓小研討室辦理「職場法律

常識面面觀」之高職特教生法律宣導活動，將邀請高職部校外工

作隊學生參加，也歡迎有興趣之無課務教師共襄盛舉。 

四、 轉衘安置機構參訪活動將於 11 月 7 日（四）、11 月 8 日（五）



舉行，目前家長報名表回收統計中，待確認空餘車位後，將開放

老師報名參加。除高三導師為第一順位並有公假派代外，其餘教

師以報名順序為遞補順序，給予公假課務自理，額滿為止，請假

公文放於 ii02/資料上傳區/實輔處/請假公文資料夾中。 

█總務處報告 

1. 依據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財產管理之定期檢核，每年

度至少實施一次，得邀請相關處室組成檢核小組辦理。本校已簽陳校

長成立本校盤點小組，包括：各處室主任及財管人員，並由各處室協

助監盤作業。 

（1） 108年度預計盤點時間：108年 10月 14~108年 12月 6日 

（2） 各處室盤點及監盤人員分配表 

預計盤點時間 財產保管處室 監盤人員 

11/25（一）-11/9

（五） 
各學部召集人 總務處相關人員 

2. 依據臺北市教育局 108 年 9月 17 日北市教特字第 1083090294 號函，

為維護學生安全，學校之遊戲設施需有相關檢驗及認證，並檢視兒童

遊戲場之現況，倘遊具已達財產年限，應即刻拆除。 

3. 本校大廳的中央電梯（4台）已於 10/3完成程式修改，並將左右兩側

分開獨立控制，避免等待位置和電梯不同。 

4.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特殊教育學校防災校園建置實施計畫」辦理情

形 

（1） 校內防災校園建置工作坊： 

I. 108 年 10 月 18 日（五）9：15-11：50，預計進行「矩陣式腳

本」討論，參加人員：防災校園工作坊人員。 

II. 108年 11月 15日、12月 13（五）9：30-11：30，講座：教

育部專家學者，參加人員：防災校園工作坊及任務編組人員。 

（2） 全校性宣導活動：108年 11月 7日（四）週會時間（8：30-8：

50）邀請消防人員擔任講座。 

（3） 家長防災教育宣導：家長代表大會 108年 10月 19日（六）（暫

訂） 



5. 各項津貼入帳時程： 

負責 

處室 
項目 

入帳時程 

108年 

5月 

108年 

6月 

108年 

7月 

108 年 

8月 

108年 

9月 

108年 

10月 

教務處 

教材編輯費 7/26 7/26     

代課費 6/27 8/6     

幼兒課後留園 6/27 7/18     

國小課輔費 6/27 7/18     

國中課輔費 6/13 7/11     

外聘治療師 6/14 7/8     

陶藝外聘鐘點費       

學務處 

教師助理（加班費) 6/19 7/19     

教師助理（交通費） 6/19 7/19     

導護費 6/19 7/10     

午餐指導費 6/19 7/26     

午餐退費 6/27 9/6     

外聘聯課指導費 6/6 7/5     

總務處 交通費 6/13 7/10 8/15 9/12 10/9  

實輔處 成教班外聘鐘點費 6/6 7/12     

南區 教材編輯費 6/13 7/26 7/26    

 

6. 近期團體戶匯款項目明細表如列（不含少數個人採電連入帳者）： 

日期 項   目 

9/20 107 學年度教師核定考績、108年 8-9月教師晉級補發差額 

9//20 7-9 月員工生日禮金 

9/30 幼兒、國小、國中、高職部暑期課輔鐘點費 

9/30 9月代理教師薪津 

10/1 國內在職進修補助費、研習講師鐘點費等 

10/1 10月正式薪津+優惠存款 

10/1 10月退休金 

10/7 暑輔泳訓薪資及鐘點費、家庭訪視交通費、國內在職進修補助費等 

10/9 9月臨時教師助理薪津、9月短代日薪等 

10/9 108 學年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備課日及 IEP交通費、加班費等 



█人事室報告 

一、 邇來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接獲民眾反映，部分學校教師於留職停

薪期間從事與申請留職停薪事由不符之行為，爰再次重申相關規定及

注意事項： 

(一)、查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9條第3項：「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

停薪期間，不得從事與留職停薪事由不符之情事；其違反者，

服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廢止其留職停薪，並

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二)、為符法制規範、避免爭議，請學校應覈實審認申請留職停薪事

由並依規定辦理留職停薪核定，另於留職停薪令(函)上載明

「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從事與留職停薪事由不符之情事；其違

反者，應廢止其留職停薪，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及教示

救濟程序；又於留職停薪期間，相關主管人員及人事人員應確

實督查並宣達同仁知悉相關規定，以避免類此不符情事再度

發生，維護教育人員聲譽及學生受教權。 

(三)、請各學校務必將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循校內宣導程序轉知相

關單位配合辦理，以提醒教師符合留職停薪之規範。 

二、 查本校線上差勤系統內請假代理所設虚擬黃代理及林代理二員，係供

行政同仁於寒暑休時段之彈性運用，故學期中校內全體同仁請假時，

務必依規定事前覓妥實質代理人員辦理，以符法制。 

三、 據銓敘部統計 107年在職亡故公務員死亡分析，以惡性腫瘤、心臟疾

病、自殺及肺部疾病為 4項主因，故市府來函籲請各機關積極推動公

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理，每年定期安排健康檢查，以期早日發現疾病，

早日治療；並養成良好飲食習慣、規律運動等。 

柒、注意事項 ： 

一、 各處室業務報告資料為校務行政會議精簡版，請老師務必參閱行政

會議閱讀詳細資料。 

二、 導師會議紀錄於陳核後上傳於學校網站首頁/導師會議記錄，敬請

下載及參閱。 

捌、散會時間：下午17時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