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108學年度第1學期11月全校教師暨導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11月12日（星期二）下午16時10分 

貮、地點：六樓大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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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務處報告 
 教學組 

一、 108學年度 IEP上傳作業已於 10月 30日前全數上傳完畢，謝謝所有

老師的協助。 

二、 特教研習時數規定如下： 

(1) 行政人員(含校長、主任、組長、幹事、護理師)每年至少 3小時。 

(2) 特教教師每年至少 18小時。 

(3) 特殊教師助理員(含約聘雇、計時)每年至少 9小時。 

(4) 相關專業人員每年至少 6小時。 

※請各業務單位轉知相關人員，務必於12月中旬前完成規定時數。 

三、 近期各課程中心陸續辦理各項研習，請各學部依規定推派教師參加。 

四、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教師希望心坊於 10月 6日啟用，歡迎教師從事

閱讀、研討、舒壓、休憩、工作坊…等活動，相關場地使用原則及申

請表已公告於本校網頁供教師參閱。 

五、 預計 11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9點召開國中小部課程推動小組、10:30

召開高職部課程推動小組，針對 109學年度課程規劃設計、課程計畫

填報等事項，敬請與會人員協助。 

 註冊組 

一、 本校 108學年度各學部入學參訪期程 

(1) 高職部：12月 4日(三)上午、12月 17日(二)上午、１2月 25日

(三)上午 



(2) 國中部、國小部：11月~12月中旬各安排 2 梯次。 

(3) 感謝各處室、各學部協助，包括課程活動照片提供、QA修訂、参

訪解說支援等等。 

二、各項填報與通報資料，感謝各位老師協助。 

 設備暨資訊組 

一、 感謝本校全體教職員工配合本次資通安全稽核，已全數稽核完畢。

亦請本校全體教職員工持續協助維護本校資通安全，如有相關問題

盡請聯繫設備暨資訊組。 

二、 依據北市教資字第 1083101567 號來文為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

文件標準格式，請協助留意以下規範: 

(一)各校網站之可編輯文件、表單應優先採用 ODF文件格式 

(二)學校單位之行政作業應以 ODF文件流通（電子交換）。 

(三) 政府檔案文件流通，如為可編輯者，應採用 ODF 文件格式；

如為非可編輯者，則亦可採用 PDF 文件格式。 

 復健組 

一、 一樓知動教室(114、116)已在11/7 (五) 搬遷完畢，謝謝行政同仁

的協助搬遷。後續的使用就恢復以往的方式，請有登記使用的老師

到教學資源中心借用鑰匙與設備附件；使用後也請老師將設備物品

歸位，電源確實關閉，使用紀錄確實填寫，若有設備故障或是損壞

的，也請一併告知，以便及時維修。 

二、 復健組已於11/11 (一) 邀請耳鼻喉科醫師以及聽力師到校，提供中

耳功能以及聽力檢查，主要的檢查對象為國中及國小尚未篩檢過的

新生，以及高職部高風險學生之追蹤。後續若有聽力相關問題需要

諮詢的老師，請與教務處復健組或是各班個管語言治療師聯絡。 

三、 本學期開學至十月底的服務紀錄將會在11/18以前發送至各班，請各

班老師將記錄轉發給學生家長以及收存於學生個人檔案內。 

四、 臨床心理、社工、視覺訓練等持續提供服務中，若班上學生有需求，

請老師聯絡復健組，以利後續相關專業的介入安排。 

█學務處報告 

●訓育組 

一、10月 17日(四)週會時間已舉行優良學生選舉，感謝各班老師協助指導學

生選舉投票事宜。108學年度第 1學期優良學生代表為國中部 901班姜厚



任以及高職部 303班賴柏安，將代表本校參加全市優良學生表揚大會。 

二、國小部全體師生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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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 月 5 日(二)已召開 108 學年度第一次耶誕望年會籌備會議及第一次校

慶籌備會議，討論活動流程及相關事宜。 

四、11 月 12 日(二) 16:10 將召開全校教師暨導師會議-教師藥物濫用防制知

能研習，請全校教師務必參加。 

五、11 月 14 日(四)、11 月 15 日(五)將辦理 108 學年度畢業旅行，地點為高

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駁二特區、旗津風景區以及義大遊樂世界等，11

月 4 日(一)已召開畢業旅行行前說明會，11 月 25 日(一)8：30 將召開畢

業旅行檢討暨勞務採購驗收會議，請相關人員準時出席。 

六、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生將至本校服務學習，相關服務項目如下： 

 (1) 11月 29日(五) 14:50-15:30於 2樓幼兒部梯廳走廊演出約 30分鐘

(6人)。 

 (2) 12月 6日(五)13：30~15：00 於 3、4樓梯廳與學生進行互動。 

七、學生畢業照及證件照拍攝時程如下： 

(一)11 月 5 日(二)上午已拍攝高職部畢業紀念冊團體照及沙龍照，下午

拍攝其他學部證件照。 

(二)11月 12日（二）上午拍攝尚未拍攝學生證件照。  

(三)11月 26日（二）上午 9:00拍攝幼兒部團體照。 

(四)1月 20日(一)上午 8：30將拍攝全校教職員工團體照。 

八、11 月 26 日(二)上午 10：00 將召開 108 學年度第二次耶誕望年會籌備會

議，請相關人員準時出席。 

九、第十五週(12月 1日~12月 7日)為第 2次聯絡簿抽查週，屆時將至各學部

收取聯絡簿，預計上午收取，待抽查完畢後隨即發回。抽查時間分配如下： 

星期一：幼兒部；星期二：國小部；星期三：國中部、高職部一年級；

星期四：高職部二年級；星期五：高職部三年級。 

十、12 月 13 日(五)下午高一汽車美容實務組 A、B 組學生將至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體驗學習。 

●生教組 

一、11月 7日(四)已完成學生走失演練，感謝同仁協助。提醒教師上課務必



確認學生出席狀況，若有狀況立即與學務處聯繫。 

二、11 月 12 日(二)全校教師暨導師會議時間將辦理「教師藥物濫用防治知

能」研習。 

三、11月 28日(四)將於班聯會辦理「法治教育」宣導。 

四、11月 29日(五)將召開度 108學年度 11月教師助理暨交通安全會議。 

五、生教組相關宣導教材如：家庭防災卡、藥物濫用防制知識等，已放置於

ii02/暫存區/學務處/生教組/相關宣導，鼓勵教師融入教學。 

六、請教師協助向學生與家長宣導勿任意把玩或購買非適用年齡之遊戲用槍

商品，謝謝。 

●體衛組 

一、 10月 14日(ㄧ)國小一、四年級腸道寄生蟲蟯蟲篩檢完成皆無異狀。 

二、 10月 15日(二)身心障礙牙科醫療團入駐校園治療開始。 

三、 10月 17日(四)國小中低年級臼齒窩溝封填防齲服務。 

四、 11月 1日(五)國中二、三年級女生 HPV疫苗接種第二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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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1月 12日(二)辦理幼兒塗氟保健防齲服務。 

七、 11月 14日（四）將於週會辦理 A、B、C肝炎傳染病防治研習。 

八、 11 月 19 日(二)國小一、四年級、國中一年級及高職一年級學生健康

檢查。 

九、 11月 19日(二)高職一年級學生抽血檢查。 

十、 11 月 20、21 日(三、四)將參加 2019 全國特教學校適應體育運動會。 

十一、 11月 23日(六)將參加第 28屆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十二、 11 月 29 日(五)將辦理 108 學年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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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12月 10日(二)辦理全校學生流感疫苗接種；目前教職員工未開放校

園接種，依規定配合中央疫苗發放接種期程，規劃於 1月份起依身分

別自行接種，如下表： 



 

●輔導組 

一、 本學期家長成長研習系列課程 10 月 21 日(一)快樂數字畫、11 月 18 日

(一)精油鑑賞入門、12月 16日(一)舞動魅力及 109年 1月 13日(一)探

索咖啡世界，感謝家長會協助辦理，每場次人數均已額滿，謝謝家長踴躍參加。 

二、 11 月 21 日(四)週會時段舉辦營養教育暨人口政策宣導，主題為「吃全

榖．愛健康」。 

三、 11月認輔紀錄請於 12月 10日前繳交，謝謝老師的配合。 

四、 12月 5日(四)上午辦理江翠國小生命教育體驗活動，屆時江翠國小合唱

團將於週會時間獻唱，後續進行地板滾球友誼賽，感謝曾智泓老師、柯

嘉銘老師、尤志偉老師的協助。 

█總務處報告 

1. 學校三樓玩具圖書館的遊戲設施已於 108年 11月 8日拆除。 

2. 配合教育局推動節能政策，學校申請 LED 節能燈具經費，預計汰換校內老

舊 T8燈具（走廊及其他空間），共約 500多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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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1月 15日（五）上午 9：30~11：30於六樓小研討室辦理「災

害情境引導工作坊」，請校內防災任務編組人員及無課務的教師務必

報名參加。 

（2） 109年 1月 20日（一）上午 8：30~10：00辦理全校性防災教育研習，

請全校教職員報名參加。 

4. 第二代表單管理系統，十月份有 2 件逾期填報。 



表單名稱 
刊登日期 

時間 

結束日期 

時間 

填報日期 

時間 
應填報單位 

107 學年度午餐
廚房供應敘獎
調查表 

08/10/01 

11:37:17 

108/10/03 

23:59:59 

108/10/04 

12:50:37 
學務人員 

本 市 各 級 學 校
105年度至 108

年度購買有機
米情形調查表 

108/10/31 

16:23:20 

108/11/01 

10:30:00 

108/11/01 

10:50:11 
學務人員 

5. 各項津貼入帳時程： 

負責 

處室 
項目 

入帳時程 

108年 

6月 

108年 

7月 

108年 

8月 

108年 

9月 

108年 

10月 

108年 

11月 

教務處 

教材編輯費 7/26      

代課費 8/6      

幼兒課後留園 7/18  10/30 10/30   

國小課輔費 7/18  10/28 10/28   

國中課輔費 7/11   11/8   

外聘治療師 7/8   10/18 11/6  

陶藝外聘鐘點費       

學務處 

教師助理（加班費) 7/19  10/24 10/24 11/14  

教師助理（交通費） 7/19 11/14 11/14 11/14 11/14  

導護費 7/10  10/24 10/24 11/14  

午餐指導費 7/26  10/24 10/24   

午餐退費 9/6      

外聘聯課指導費 7/5   10/8 11/12  

總務處 交通費 7/10 8/15 9/12 10/9 11/12  

實輔處 成教班外聘鐘點費 7/12   10/9   

南區 教材編輯費 7/26 7/26 11/14 11/14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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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1-3月南區巡輔教師交通費 

10/24 
4-7月南區巡輔教師交通費、9月代導費到、家訪公出交通費、國旅、在

職進修補助等 

10/31 10月代理教師薪津 

11/1 11月正式教師薪津+公教優惠存款 

11/1 9-10月入校服務鐘點費(職能、語言) 



11/08 9月自付代課鐘點、10月場地租借加班費 

11/12 
6-10月聯絡員公出交通費、10月校外交通費、10/19家長代表大會加班

費、差旅費、國民旅遊補助、幼特施測費等 

11/12 10月臨時教師助理薪津 

   11/14 7-8月巡輔教師交通費、個案輔導費等 

█人事室報告 

一、為維護同仁權益及避免行政資源浪費，請本(108)年度健康檢查尚未受檢同仁，

掌握時效儘速辦理。(螢光筆為已請領同仁) 

本校108年度符合健康檢查人員名冊如下表: 

16000元 8000元 3500元 

謝榮懋 魏淑華 張正宗 陳麗婷 郭勝平 周以蕙 林家瑜 

陳信萍 羅雪娥 張美珠 胡智坤 孟令偉 陳怡欣 孫藍莉 

譚俊彥 李麗玲 楊幸雪 傅競賢 陳怡蓁 張雅娟 吳嘉偉 

李美蒂 張淑英 莊智維 陳金鈴 廖女喬 謝淑珍 徐育婷 

單大民 林愛珠 呂琳 洪萬菘 陳淑貞 李蕙雯 劉仁玉 

李貞誼 許時淮 戈良惠 曾美娟 梁秀泠 陳貞玫 王莞綪 

羅月圓 龔玉華 翁慈蓮 周秀玲  吳舜菁 吳佳錦 

葉敏香 蔡翠芳 簡秀麗     

謝瓊瑩  林玉英     

一、檢查方式：由各受檢人自行選擇合法設立之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醫療機構、經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勞動部認可的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進行檢查，並依檢

查醫院所排定之檢查期間給予公假，補助3500元者得公假登記半天、補助8000元者得公假登記

1天、補助16000元者覈實給予公假。 

（一）校長每年得申請受檢1次，每次補助16,000元。 

（二）教職員年滿50歲(57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以上者，得選擇登記每2年（隔年）受檢1次，

每次補助16,000元(覈實給予公假)或每年受檢1次，每次補助8,000元(得公假登記1天)。 

（三）年滿40歲(67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以上者，每2年（隔年）得申請受檢1次，每次補助3,500

元。 

（四）核定於108年度退休之教職員（符合受檢資格者）亦可列為受檢對象。 

（五）未滿40歲之公務人員、職工同仁暨約聘僱人員得每2年1次公假1天自費前往受檢﹔未滿40

歲之教育人員得比照公務人員受檢，惟課務部分應自理。 

二、檢查費用：由教育局統籌科目項下支應，受檢人依核定範圍內檢據覈實補助，如有超出則由受

檢人自行負擔。 

三、請於108年12月13日前完成受檢並進行補助核銷程序。 

二、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已公告第15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事項，請同仁於選舉期

間，應確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等相關規定嚴守行政中立(詳見宣導附件)。 



  



  

 

█導師意見 

提案內容： 

一、營養午餐未吃完有剩餘，秉持著不浪費的精神，若有需要的人(如學生、老師

等)可打包帶回。但前陣子發現有助理老師未訂營養午餐，卻在午餐時間吃起營養

午餐，倘若是臨時忘了訂餐或沒時間訂餐，偶而吃一次可能還勉強可接受，但該

師吃的量不少。 

因為曾發現過他在盛玉米湯時，來來回回盛了兩三次，約盛了快10塊玉米；另外，

某次的豆腐湯也是一樣，感覺像是把營養午餐當自助吧，學生要盛湯，結果連一

塊豆腐都沒吃到，不扯嗎?未繳費的人，反客為主把料都吃光光，有繳費的學生、

老師們，卻吃不到料。 

有時，學生未用餐結束，就已經打包完畢，而用餐速度慢的學生，若想再盛菜或湯

或水果等，看到東西都沒了，請問心裡作何感想?! 

希望請學務處向助理老師們宣導，未繳費的人，請謹守自己的該有的分寸，因是

使用者付費，請勿貪小便宜、大吃大喝；另外，若要打包剩餘的食物，也請尊重用

餐者(學生、老師等)用餐結束後，再打包，謝謝。(高二/吳嘉偉) 

處室答覆：學務處已於會前與該師溝通，並將於各會議場合中加強宣導(學務處) 



柒、臨時動議： 

一、 本校預計外借為108年國中教育會考考試試場，為配合考前試場布置工作，

請各位老師預先做好5月15日下午課程安排。 

二、 依據本校108年11月07日學生走失協尋演練檢討會議決議，為即時掌握學

生走失及協尋狀況，請各位教師及行政人員共同加入本校「文山追追追」

群組。 

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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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散會時間：下午17時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