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花 蓮 特 殊教 育 學 校 1 0 9 學 年度 第 1 學期
第3次 全 校 教 師 會 議
壹、日期：10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16 時 00 分~
貳、地點：視聽教室
叁、主席：林淑芬代理校長
紀錄：鄭琇瑜
肆、出席：全校教師、相關處室人員
伍、各行政單位重要政策宣導
(一)設備組 12 月份資安宣導、性別平等專欄如附件
1、ODF 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宣導：
如何使用 Writer 追踨修改 (LibreOffice Writer 公務文書製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4ciVq1YLc&list=PLGuK5pHqj2q
nsnwHGEMEuvpOUB64FpDRj&index=24
2、資訊安全及學生健康上網宣導：
常見手機詐騙案例 _ 全民資安素養網(如附件 1)
3、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面對愛情 學會思考、認識自己(如附件 2)
(二)輔導組－三級輔導處遇研習分享-(如附件 3)
陸、同仁研習心得報告
(一)國中部林燕忠老師
主題：第六屆教育部獎助製作特殊教育教材教具設計比賽頒獎典禮暨發表
知能活動分享。
柒、業務報告
一、連秘書吳霈：
1、11 月份大事誌。(請參閱附件 4)
2、因應少子化，生源減少，班上每一位學生都是寶貝。請加強與家長之間的
溝通，善用手機軟體，讓家長多了解子弟在校的學習狀況。學習有進步多
鼓勵，在校有狀況先告知。多給予家長溫暖的支持。
3、國教署要求回報 107 校務評鑑改善情形彙整表。感謝全體同仁，針對 107
校務評鑑缺失部份力求改善，讓學校變得更好。面對下一次的校務評鑑(不
曉得什麼時候?)請大家一起努力。
二、教務處：
（一）教務處林主任淑芬：
1、11/25(三)至國教署參加研商「110 學年度本署轄屬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特
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增調核班事宜」會議，議程資料原暫擬國小部減 1
班、 國中高職維持今年班級數，在本校爭取之下國小部改維持 3 班。
2、12/11(五)至台北參加研商「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110 學年度國民教育暨學
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聯合安置簡章研訂會議」
。
3、花特教學環境懇請同仁務必配合保持公開，請各班教室保持整潔及靠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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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窗戶不遮避，也有利校外人士到校參觀對本校教學環境觀感。
4、教務處管理員杜致念已於 12/1 至本校報到。
5、感謝黎明向陽園輔療團隊老師入校帶領均質化之特殊教育綠自然輔療特色
教學與觀課共三組 12 場次，感謝本校國中部、國小部及國風國中師生的參加。
6、性平融入教學:《蝴蝶朵朵》繪本談熟人性侵⋯ 女童驚爆「我有跟朵朵一
樣的秘密」網揪心！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922/1540762.htm#ixzz6g0vBk2he
《愛是什麼》情感教育/了解家人對愛的說法….
《我的小雞雞》性教育/ 繪本的內容不單單呈現基本的性知識與衛生習慣，
更包括了個人界線、自我保護、性侵害以及尊重生命等相關議題。透過山本
先生的繪本（書中談及隱私處、上廁所關門與可能的危險情境部分）
，讓小朋
友學習找到自己的界線，並尊重他人的界線。
（二）教學組翁組長逸蓉：
1、感謝全校教師共同協助修正 110 學年度高職部、國教階段之課程總體計
畫書，教學組已於 12/09(三)免備文寄出屏東特教學校。
2、本學期靜態學藝活動已於 12/04(五)辦理完畢，感謝各班教師費心指導學
生參加。教務處將配合歲末感恩活動時段進行頒獎。
3、配合本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透過公開授課或教學觀摩時收集夥伴教師
的回饋意見、教師於學期末的自我檢核，檢視個人課程實施與調整情形，提
供教學省思以作為未來專業成長參考之用。惠請全體教師配合填寫 108 學年
度課程計畫【教師】評鑑表(如附件 5)，於 12/25(五)下班前繳回教學組以
備查。
4、本學期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課程將於 12/31(四)結束，請各授課教師於
110/1/4/(一)放學前將成果報告及照片傳至教學組信箱
yirong0413@mail.edu.tw。
5、110/01/06(三)08:30-10:00 將辦理 FUN 科學到東部，邀請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終身特聘教授蒞校分享「廚房中的科學」。
6、請各班授課教師於校園內各處進行教學時，於教室外白板或課表板上顯
示上課地點，以周知巡堂人員。
7、惠請各班導師於 110/01/08(五)放學前將本學期「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
（每學期至少實施 4 小時）、
「環境教育議題融入」（每學期至少實施 4 小
時）
、
「反霸凌教育議題融入」（每學期至少實施 1 小時）
、
「校外教學課程」…
等教學紀錄表交至教學組彙整。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需附教學評量表、
教材及學習單。亦請授課教師採用新版格式撰寫，感謝配合。
（三）註冊組田組長淑文：
1、畢業班(小六、國九、高三)導師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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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導師期末 IEP 檢討會議，標題更改為「期末 IEP 檢討暨轉銜會議」
(2)小六及國九老師於會議中給家長填寫升學意願調查表。
(3)高三畢業班導師於會議中記錄相關轉銜事項。
2、預計 12 月發下紙本成績單，並於 LINE 群組提供電子成績單下載，煩請
導師於 1 月 4 日前繳交。
3、11 月 18 日(二)鳳林國小二年級家長至校參訪。
4、12 月 7 日(一)上午 10：00 召開「110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花蓮區安置委
員會」
。
5、12 月 16 日中午召開花蓮區宣導說明會工作會議。
6、12 月 18 日辦理「 110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花蓮區宣導說明會，請縣
內國中師生家長(約 300 人)參與，感謝處室協助再請導師提醒學生禮儀。
（四）設備組林組長燕忠：
1、廣達游於藝展結束後，感謝陳玉琴老師，帶領高 101 班學生，協助清潔整
理多功能教室，並將桌椅從教學資源中心搬回歸位。
2、109 年度開放文件格式(ODF)研習，11 月 5 日已於電腦教室辦理完成，並於
學校網站-其他公告，公告本次研習講義及教學錄影檔，歡迎同仁上網參閱。
3、本校申請「 109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及設施計畫」，
經核定通過，計畫內容將充實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購置電腦設備及進行教學
資源中心改善工程。
4、
「109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及設施計畫」將採購圖書一
批，歡迎同仁提供採購書單，12 月 31 日之前送交設備組(請參閱附件 6)。
(1)請先上學校圖書系統，確認學校無此藏書後，再提出書單。
(2)配合計畫申請，請提出的書單應有教學、教育意涵。
5、本校雜誌訂閱調查共計 33 位同仁投票，依序前 4 高票為商業周刊 23 票、
天下雜誌 20 票、親子天下 18 票、國家地理 17 票，依調查結果訂閱學校
雜誌。
6.第六屆教育部獎助製作特殊教育教材教具設計比賽得獎作品，未來將放置
在有愛無礙網站，歡迎同仁參閱使用。
7.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調查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視覺障礙學生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習所需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教材，有需求的學生班級，請老師
於 12 月 18 日前，填寫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需求調查表，提出申請。
8.檢附教學教學設備需求調查表，請老師可就教學所需，填寫所需設備項目，
於 12 月 14 日前送出，本表經彙整後，將在學校編列年度預算或特別計畫
輔助時提出，唯各項教學設備的採購，仍需視學校經費狀況進行採購(附件
7)。
三、學務處：
（一）學務處林主任佩真：
1、恭喜本校校隊遠征兩場（林口及台東）校外體育比賽榮獲優異成績，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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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衛組志城組長帶隊，謝謝指導老師的平日教導有方，預計於 12/23 歲末
感恩活動頒獎。
2、12/23(三)歲末感恩活動也將頒發家長會長，副會長及家長委員當選證書
。
3、麻煩各班導師（代導）每日準時填報學生出缺席系統回報學生出席狀況，
攸關學生公費發放事宜。
4、學生搭乘交通車各站點，期初固定後不接受臨時改點，如學生有搬家需要
調整站點請預先洽本處胡齊峰幹事，感謝大家的配合。
5、請各位老師持續在相關課程融入性平觀念，包含日常生活的細節都能符應
GRSBP 的精神，共同提升性平意識並時常複習期初發下的性平宣導貼紙（含
性平事件求助專線）
。
6、宿舍生的早餐提升品質及多樣化，12/7 起至期末，增加為四間早餐店送餐
，讓本校宿舍生有更好的用餐品質。
7、學生校服的定製感謝總務處協助招標等事宜，日前已完成驗收，感謝各位
老師的配合。
（二）訓育組呂組長芷璇：
1、原定 11/25 全校慶生會，因校慶提前，所以延期至 12/23(三)歲末感恩活
動當天一併辦理。
2、29 週年校慶於 11/13(五)辦理完畢，感謝花蓮縣體育會的支援，也感謝全
校教職員工生的配合，讓活動順利進行圓滿落幕。
3、救國團 110 年青年獎章受獎辦法及推薦表(如附件 8)，有意願報名遴選之同
仁請自行下載填寫，謝謝。
（三）生教組林組長育宇：
1、109/11/05（三）已辦理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109 年度交通車司機、隨車
人員及教師助理性別平等、愛滋病防治知能及危機處理知能研習時間
8：30-16：00。
2、本校校服服裝日前已進行全校班級套量,已請服裝廠商製作完成,校慶學生
皆已著新校服開心參與運動比賽。
3、請各班老師於相關課程加強宣導性平教育，並特別提醒：身體界線預防熟
人性侵及勿觸法…等相關議題教導。請各位老師多利用影音教學並解釋影
片中的關鍵事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ODjNovDYo&list=PL95puEQ
kQm50OJxpvzX-YjFHcnmPEErcv
4、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30 日臺教體署學(一)字第 1090036882A 號：
為強化校園性別平等概念，並落實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宣導，《校園
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學生體育活動參與中學篇》手冊及《校園性騷
擾、性侵害及性霸凌防治繪本–學生體育活動參與小學篇》置於「體育署
首頁」(網址：https://www.sa.gov.tw/)之「研究統計及出版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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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版品」項下，請老師們自行下載參考與運用。
（四）體衛組劉組長志城：
1、本月已完成游泳社團訪視、流感疫苗施打及口腔宣導、九太科技籃球隊公
益活動及相關活動，感謝各位同仁協助。
2、自 12 月 1 日起，啟動秋冬防疫專案，強制要求民眾進入「醫療照護、大眾
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洽公」等
八大類場所應佩戴口罩，未依規定佩戴勸導不聽者，將依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由地方政府裁罰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
元以下罰鍰，另因校內教職員工生屬特定人員不受本案規範，惟如有家長
或外部人士入校洽公則須配戴，還請導師協助宣導。
3、如有學生出國返臺，需配合疾管署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執行居
家檢疫 14 天。另防疫期間學生因出現症狀需請假相關注意事項 ，因目前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仍維持一級開設，因此，學校教職員工生倘有發燒、
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或有腹瀉、失去嗅、味覺等相關症狀，應
在家休息避免外出或立即就醫診治，避免到校上課上班，學校將不列入出
缺席紀錄。
四、實輔處：
（一）實輔處莊主任淑卿：
1、已於 11/13(三)上午 09:30 辦理家長及照護者成長支持團體-自閉症學生家
長親職教育工作坊，謝謝社工師協助﹐於 12/18(五)上午辦理期末耶誕節家
長成長營活動﹐請導師轉知家長報名參加。
2、補助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充實及改善相關專業團隊(職能教室)教室設施設備
計畫於 11/11 來文核定$2,100,000(經常門$1470000 資本門$630000)﹐再移
請總務處協助。
3、已於 12/3 上午「國軍花蓮總醫院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個案之教學研討會」
，
，805 醫院職能治療師到校提供的學生—-職能治療與評估，銜接工作前的訓
練策略謝謝賴老師到場協助。
4、感謝高 202 陳生家長贈送雞蛋供本校實習課程及學生餐廳使用。
5、於 109/11/19(四)、11/24(二)、12/10(四)、12/24(四) 18：30~20：00 分，
慈大兒家系三位學生進行宿舍夜間宿舍輔導,預計這一學期辦理四場次。
（二）輔導組張組長明觀：
1、給各班導師相關親職教育宣傳單各一張，再麻煩導師複印給需要之家長：(1)
手足議題線上座談，(2)親職教育到府服務資源宣傳單。
2、業已於 11/07(六)上午 08：30 至 12：30，辦理「負面童年創傷研習」
，感謝
同仁們利用假日到校研習。
3、業已於 11/19（四）上午 09：00 至 11：30，辦理第二次「嚴重情緒行為問
題個案之教學研討會」進行詹○程個案研討，感謝彩虹班導師參與。
4、預計於 12/17(四)上午辦理第三次「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個案之教學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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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能報名，會與國軍花蓮總醫院身心科團隊一同進行討論(李秉信醫師、
醫院社工師及劉允寰臨床心理師)，歡迎導師們踴躍報名參加唷！
5、兒童權利公約教育人員宣導手冊已放置校園網路「校內公告」區內，歡迎
校內同仁參考使用。
6、51 期花特通訊主題：
「花特廿九‧有愛無礙運動最 high」
，順利出刊，謝謝
各處室及校內同仁的協助；若有額外需要，歡迎來輔導組拿取。
（三）實習組黃組長筱晴：
1、已於 11/20(五)及 11/25(三)辦理完成高職部高二及高三職場參訪，地點:
美崙中油港口站及和平水泥園區。
2、已完成職業輔導員之考核評量，本年度考核結果為續聘。
3、目前高三校外實習學生，感謝參與的導師及職輔員協助，目前實習學生名
單如下:
姓名

實習職場

實習日期

玉里廣盛堂

一、二
(09:00~16:00)
預計 11 月 23 開始實習

鍾○妍

金蒂美髮

一下午(13:30~16:00)
二全天(09:00~16:00)

楊○安

7-11

一、三(13:30~16:00)

鍾○婕

金蒂美髮

四全天(09:00~16:00)
五上午(09:00~11:30)

潘○吉

7-11

三、五(08:30~11:30)

由學校出發走路往返

江○馨

7-11

二、四(13:30~16:00)

由學校出發走路往返

余○玟

提拉米蘇

一、三(10:00~14:00)

交通路線規劃完成
由家長接送到實習地點

武○惠

備註

週三上午自行搭車到校上課
交通路線規劃完成(交通號誌
訓練)
由學校出發走路往返
由學校出發走路往返(交通號
誌訓練)
交通路線規劃完成(交通號誌
訓練)
由學校出發走路往返

（四）復健組張組長曼玲：
1、花蓮區高中職鑑定安置第一梯次提報作業：
(1) 花蓮區鑑定初審作業已完成，非常感謝本校專團人員及心評人員：柯
瓊宜老師、簡昀彬老師、邱欣瑾老師及林秀玲老師等人的協助。
(2) 國教署 12/10(四)辦理「109 學年度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
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第 1 梯次提報作業心理評量人員回訓」
，由本
校各學部心評老師代表出席：國小部林匯揚老師、國中部柯瓊宜老
師、高職部邱欣瑾老師、業務單位張曼玲組長。
2、花蓮區相關專業服務：
(1) 第一梯次服務期程至 108 年 12 月 16 日止。
(2) 12/08(二)、12/09(三)實輔主任及復健組長將參加國教署相關專業服
務工作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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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於 109.12.14(一)、109.12.28(一)、110.01.09(六) 、110.01.10(日)辦理
109 學年度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相關專業人員專業社群「心理劇角
色交換技術教師精進社群」研習課程。
3、本校專業團隊服務：
(1) 已於 11/24(二)16：10 召開第三次專業團隊會議。
(2) 12 月門諾醫院矯具義肢中心到校進行學童矯具和義肢需求評估暨維
修服務的時間為 12/22(二)上午 9:00，會再發下家長同意書給各班導
師，感謝林嘉芸物理治療師協助辦理。
五、總務處：
1、校史室工程已順利招標並於 12/4 開工，預計明年 1/6 完工。
2、自走式避難梯雜項執照已申請通過，將於 12/15 第一次開標。
3、行政院推行班班有冷氣，本校明年將執行冷氣電源及監控系統改善。
4、平時有演練災時不慌亂，12/4 防災訪視實際演練非事先準備。
捌、上次提案列管：
案號一
提案單位：學務主任 林佩真
案由：增加暑期輔導下午時段，以利於招生。
討論:有老師建議以方案二收費，並同時可進行募款，以減輕家長負擔。
決議:三個收費方案或其他方式之教師的意向，請由各學部召集人收集學
部資料，供行政會議及全校教師會議再討論參考。
執行情形:待學務處收回問卷調查表。
玖、臨時動議：
仁愛獎助金委員會補充報告兩點：
1.下周一下班前請各班繳交清寒學生獎學金名單。
2.提醒大家若有提出各類獎助金申請，收據部分的具領人應為學生，請學生親
簽或蓋章。若學生本人無法具領，需提出相關資料由他人領取。
3.若獎助金由導師代墊，請在收據上註明唷！
拾、散會：
主席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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