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花 蓮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1 0 8 學 年 度 第
第1次 全 校 教 師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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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期

壹、日期：108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16 時 00 分~
貳、地點：餐飲服務教室
叁、主席：林主任淑芬
紀錄：李蕙米
肆、列席：宋校長秉錕
伍、出席：全校教師、相關處室人員
陸、各行政單位重要政策宣導(一)設備組 10 月份資安宣導如附件 1
性別平等專欄如附件 2
柒、同仁研習心得報告1、ODF 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宣導：
如何設定 Writer 文件左右頁頁首不同設定(LibreOffice Writer 公務文書
製作) (講師孫在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w5oCFryvfo&list=PLGuK5pHqj2qnsnwHGEMEuvpOUB
64FpDRj&index=15

2、資訊安全及學生健康上網宣導：
將電玩遊戲成癮正式列為精神疾病 (全民資安素養網)(如附件 1)
3、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性平新視野 從情感教育看待孩子談戀愛」(如附件 2)
捌、業務報告
一、楊秘書曄玟：
1、近期活動及獲獎同仁訊息皆已置於粉絲專頁及新聞專區，請同仁自行參閱。
2、花蓮縣吉安鄉教育會於 9/20(五)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改選宋秉錕校長為
新任理事長，另楊曄玟秘書及莊淑卿主任為監事，未來辦理各項事務請各
位同仁配合及支持，相關活動亦將發函邀請吉安鄉教育會之會員學校共襄
盛舉。另花蓮縣政府所屬機關及邀請機關聯合運動大會已於 9/28(六)假花
蓮縣體育場舉行，感謝同仁組隊代表吉安鄉教育會參加其中一項趣味競
賽，也感謝學務處的協助。
3、本年度戲劇班新戲「2019 超級聯盟」主題為反毒及 3C 成癮議題，藉由健康
活動及陪伴，帶領孩子有良好的品德信念及生命觀，已於 9/30(一)開始挑
選學生參與選角及排練事宜。另臺東大學已確認邀約本校戲劇班於
12/11(三)2 場次、宜蘭特殊教育學校邀約於 1/8(三)前往巡演 1 場次。
二、教務處：
（一）教務處林主任淑芬：
1、108 學年度本校服務花蓮縣內身心障礙學生巡迴輔導班試辦實施計畫已於
9 月 3 日經國教署來函核備。感謝邱欣瑾老師、葉函玲老師、王勛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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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巡迴輔導教師。已於 9/9(一)、9/17(二)、10/3(四)召開第 1 次、第
2 次、第 3 次工作會議，並進行後續評估及提供服務。
2、將於 10/8(二)召開第 2 次特推會。
3、原訂於 8/27(二)辦理高中職均質化「特教新課綱知能(特殊需求課程)研
習」，延期至 12/14(六)辦理，請教師同仁預留時間並再上網報名。
（二）教學組翁組長逸蓉：
1、課務調整至 9/6(五)結束，教室外課表已更換，並公告校園網路。
2、國小課後照顧服務已於 8/30（四）開始上課，本學期共計開設 4 個班別。
3、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課程將於 9/16(一)開始上課，本學期開課班級為
繪本導讀班、道路安全班、滾球班、知覺動作訓練班、康樂活動班、音律
班，共 6 班。
4、
「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習扶助計畫」
已開始調查、報名作業，請導師於 10/7(一)
放學前將表單擲回教學組以利統計申請。
5、本學期在家教育巡迴輔導計畫已由各相關教師填妥教師行程課表，感謝導
師、專任教師、行政同仁共同協助執行，相關配合事項皆已轉知各服務教
師。
6、本學期開始實施公開授課，校長及教師公開觀課辦理時間規畫表已初步填
畢，相關表件皆已放置於校園網路教學組供老師們下載。執行流程再請全
校教師配合協助。
7、9/30(一)16:00 已召開 IEP 檢核小組會議，請教師依 IEP 擬定內容進行授課
並適時做滾動式修正。
8、高中職均職化適應體育瑜珈教學工作坊，研習日期：
10/25（五）9:00-16:00(教師場次)
12/06 （五）9:00-12:10(親子場次)
9、高中職均職化鼓動琴聲樂器工作坊—木琴研習，研習日期：
第一場次 11/11(一)8:30-11:30 教師研習
第二場次 11/18(一)13:30-16:30 教師研習
第三場次 12/02(一)13:30-16:30 教師研習
第四場次 11/23(六)9:00-12:00 親子場次
（三）註冊組林組長錦泉
1、本學期國小六年級跨教育階段重新評估，本校提報計 4 位學生，感謝國小
導師協助填寫以及蒐集相關資料，特推會通過後預計 10 月送件。
2、下學期初為本校國八學生鑑定提報作業，註冊組會提早告知相關準備資料
內容以便讓老師有較充裕的時間做準備。
3、本校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計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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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月 25 召開本學期招生委員會議，預計於本學期辦理相關招生活動，再
請各學部同仁共同協助。
5、為增加本校 FB 花特粉絲團能見度，也讓外界更看的到老師的用心，請老
師們協助以下事宜。
打開本校粉絲頁，招生廣告按讚與分享。
學校生活點滴分享教學(1~3 張照片分享至導師群組-放於粉絲頁)。
（四）設備組林組長燕忠：
1、本學期書籍費請購作業目前辦理中，仍有班級未送出書籍費採購請示單，
請儘速送出，以順利完成請購作業。
2、本校辦理「108 年度因應新課綱規劃總體課程實施所需課室空間及適性學
習空間活化需求改善計畫」-多功能教室改善工程，展延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內完成。
3、教師 e 學院(https://ups.moe.edu.tw/mooc/index.php)資訊倫理類線上
課程，請教師同仁上網參與研習，以落實對資訊倫理、安全健康上網及
網路使用不當行為預防」相關議題的增能培訓。
4、教育部補助特殊教育學防災校園建置實施計畫建議固定教室及宿舍內之鐵
櫃，並清空上方堆置物品，以確保地震發生時物品不會掉落傷害師生。
二、學務處：
（一）學務處林主任佩真
1、10 月 5 日（六）補班補課當日，花蓮縣體育會假本校辦理親子綜合運動會，
各班如有報名，請任課老師帶至體育館參與活動。
2、本學年安學人力易祺老師業務主責各項校園安全演習等相關活動，謝謝各
位同仁協力合作 9/18（三）921 地震防災預演及 9/20（五）正式演練。
3、高職部導師因單導制度且巡迴輔導試辦即將執行，如導師有需要請假，無
論是要請半天或一天，請由導師先自行找代導，目前能代導的專任老師：
盧麗貞，陳玉琴，林子暉，樂蘭 四位專任老師，也謝謝四位專任老師協
助代理導師部分（順序 1.自行找代導→ 2.由學務主任指派）
（二）訓育組呂組長芷璇：
1、10 月份將召開 28 週年校慶籌備會議，有關本次校慶的活動內容與
形式歡迎
各位教師踴躍提供建議。
2、學務處安排教助陪伴早到校的學生，並製作「晨間安全工作日誌」請各位
值週組長及值週教師在日誌上核章。
3、有關全校慶生會，因高職部禮拜三上午 2-4 節無導師課務，如果導師欲安排
班級的慶生會活動，為使活動順利進行，請導師自行與任課教師調課，謝
謝。
（二）生教組林組長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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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法自行上下學的交通補助，本學期目前有 6 名學生申請，10/8 開校內特
推會，再將送國教署審核，後續結果如何，會再通知導師。
2、若家長有交代學生藥品請教助及住管協助用藥，請導師務必要求家長提供
藥物內容（藥單）送保健室記錄，以維護雙方權益。
3、各班教師助理員每天都會寫工作日誌，尤其需注意特別個案身體檢查、協
助學生用藥及各項復健等工作是否有確實執行，各班導師亦須核章。
4、9/22（三）已辦理秀水高級工業學校辦理「特教學校性平會運作與性別事
件處理」
、「校園性別事件辨識與處理」入校宣導講座。
5、9/25（三）週會課也邀請交通大隊黃增樟大隊長進行本學期交通安全宣導,
會後也請安學人員進行交通車安全宣導。
6、中華民國108年8月2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80095041號
主旨：有關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課後社團人員、代理代課鐘點教師或其他外
聘非正式教師人員）於權管學校調查釐清前，提醒各校審酌相關情事研議是否
聘用一案，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8年8月20日臺教學（三）字第1080112231號
函暨本署108年7月2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80083099號函（諒達）辦理。
二、依上開教育部函釋，有關學校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課後社團人員、
代理代課鐘點教師或其他外聘非正式教師人員，倘同時於多所學校服務，並涉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9項規定情
形（於調查程序予以暫時停聘）者，事件管轄學校應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第11條第1項規定，通知其他行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
其他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依性平法第27條之1第3項規定，於查證「事件管轄學校
調查結果」屬實前，依同條第9項規定，併予以暫時停聘，爰本案請依前開規定
辦理。
（三）體衛組劉組長志城：
1、2019 花蓮觀護盃國際籃球邀請賽於 9/25~9/27(星期三-星期日)花蓮小巨
蛋體育館舉辦，有興趣前往觀賞的同仁請至學務處領取入場券，同時也鼓
勵同仁們可以帶學生前往觀賞。
2、10/2(三)健康中心於體育館將辦理班際潔牙比賽，屆時備有豐富獎品，還
請鼓勵學生參與。
3、目前校內垃圾處理/資源回收已漸上軌道，偶有班級遺漏填寫班級名，還請
老師協助提醒。
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來文近期流感群聚事件已逐漸增加，請導師留意學
生健康情形，如有疑似病況還請通知健康中心，並請協助宣導生病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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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班避免群聚感染。
三、實輔處：
（一） 實輔處莊主任淑卿：
1、已於 09/17（二）13:30~14:30 家長支持成長團體課程, 主題內容：①親
職精油舒壓教及教師精油舒壓研習，感謝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店 Angsana
Spa(悅椿 Spa)芳療師及泰國籍經理 Ms. Thathinee Wongchana 蒞臨指導，
讓親子及教師享受國際級的紓壓體驗。
2、感謝高技士已於 9/10~20 上午 0800~1100 分，辦理專科職業教室防火防
演練,模擬職業課程或是職場上地震避難掩護演。
3、感謝社工師及慈大社工系四位學生於 9/19~12/12(四)1830~2000 分，夜
間宿舍輔導請大家多給予支持。
4、9/19~10/30 日申請國教署相關專業人員專業社群計畫課程，
【職業試探】
每週一及週五的第四節，謝謝社工師、職輔員及專業團隊。
（二）輔導組施組長珈汝：
1、已於 9/16(一)下午 16：10 分召開期初家庭教育委員會議。
2、已於 9/18(三)上午 08：20~09：20 週會課-協助衛生局辦理幸福捕手講座
-心理健康宣導。
3、已於 9/23(一)下午 16 點 10 分召開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執行委
員會議，當日通過修訂「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及輔導建議表」
，以供啟動
學校輔導機制使用。
4、已於 9/20(五)召開太陽班六年級邱生個案會議,藉由此會議凝聚行政、教
師、家長、宿舍老師、交通車共識, 不斷透過教育學習及生活給予個案更
多支持陪伴。
5、48 期校慶校刊徵稿，請班級任課老師協助平時多收集提供學生作品，或
是同仁分享寶貴心得予輔導組。
（三）實習組黃組長筱晴：
１、 職場清潔工作隊-貝宸洗衣場及吉安老人館已開始進行校外實作課程。
２、 高三校外實習陸續開始進行面試、交通訓練等，感謝校長、參與的導師
及職輔員協助，九月中已完成面試學生名單如下:
 高 302 班（陳○瑋）: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高 303 班 (劉○鈞) :提拉米蘇
 高 301 班 (鐘○慶) :承益洗車場
 高 303 班 (潘○怡):麥當勞中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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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實習職場

實習開始

備註

劉○鈞

提拉米蘇

9/20

由自家往返職場，由學校騎單車前往職場

陳○瑋

瑞穗春天酒店

10/2

9 月份於校內餐廳實務訓練，已完成體檢及交通訓練

曾○婷

7-ELEVEN

鐘○寶

承益洗車場

10/1

已於 9/19 安排面試；由學校騎單車前往職場

潘○怡

麥當勞中正店

10/1

已於 9/19 安排環境評估及面談工作項目

尚在評估中

厲○群
楊○明

尚在評估中
畢士大教養院

10/14

畢士大院生(安置實習銜接庇護就業)

畢士大教養院
10/14
畢士大院生(安置實習銜接庇護就業)
３、 潘○成
已
於 9/19(四)辦理完成均質化職業教育「神奇的植物療癒美感教育」研習，
講師賴尚志助理教授，課程內容豐富-食療養生藥膳之應用及體驗，非常
感謝友伴學校花蓮農校實習主任到校分享及學校同仁參與。
４、 於 9/25(二)下午 16:10 召開期初高三校外實習巡迴輔導討論會議，地點
職業教室。
５、 技士報告：
1.本學期開始專科教室固定借用之班級會在期初進行防災演練，請任課
教師務必於課堂上多加宣導防災意識。
2.專科教室內之器具請勿攜出使用，教室內之器具使用完畢請歸位。
3.專科教室非上課時段/臨時借用等請避免讓學生借用鑰匙，應由教職員
向實輔處依正常程序借用。
（四）復健組張組長曼玲：
１、高中職鑑定安置：
(1)已於 9/6(五)召開花蓮區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第一梯次提報作業
當天感謝欣瑾老師及各處室協助。
(2)9/6(五)說明會議上已發放各校 107 學年度第 2 梯次鑑定證明。
（3)花蓮區各高中職提出跨校心評派案，感謝以下老師到各校協助心理評
量工作：林秀玲、邱欣瑾、簡昀彬。
２、專業團隊服務：
(1)已於 9/17 (二)下午 16：10 分召開本學期期初專業團隊委員會議，感
謝各委員出席參加。
(2)各班已繳交專業團隊服務轉介單、調查表、學生輔具需求調查表。感
謝專業人員於開學至今積極與各班導師討論評估接案情況，專業人員也
已開始進行課務提供學生專業服務，已陸續收到各班專團服務家長同意
書。
３、相關專業服務：
(1)本學期已開通特教通報網，讓各高中職校提出申請。
(2)本學期相關專業始業輔導研習申請說明會，這學期無校提出到校服務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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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花蓮區相關專業服務－知能研習 10/04(五)上午 09:00~14:00 研習地
點：本校 2 樓餐飲服務教室﹐講師慈濟醫院張雲傑醫師、主講及諮詢少年肥胖及保健營養問題，歡迎無課教師參加,請導師協助鼓勵家長一
起陪同學生一起到校參加。
(4)本學期花蓮區高中職提出跨校巡迴服務，感謝以下教師協助：
 聽障-呂芷璇（玉里高中)、邱欣瑾（花蓮高商)、曾張旅（四維高中)、
林秀玲（花蓮高中)老師
 語言-陳麗鈴語言治療師（花蓮高中、玉里高中、花蓮高農)
4、宣導：
衛生福利部補助社團法人高雄市臨床心理師公會製作之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衛教單，已公告校園網路提供全校教師參閱
（網址：http://dep.mohw.gov.tw/DOMHAOH/cp-3560-46726-107.html）
四、總務處：
（一）孫主任聖翔：
1、10/9 早上消防演練，因仁里消防隊一早另有要務，所以延至九點開始。
2、教室立式電扇損耗嚴重，若改採廁所內工業壁掛扇，應就能長久使用，唯
一缺點，開最大速所產生的噪音問題。
五、 人事室: 宣導事項如附件 3
玖、提案討論：無
拾、臨時動議：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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