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擴大行政會報
暨第 6 次新冠病毒肺炎防疫會議記錄
壹、 時間：109 年 4 月 6 日上午 10 時 15 分
貳、 地點：二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柯校長建興

記錄：俞舒涵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執行追蹤管制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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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事項
(一) 首先感謝如芬老師贈送同仁香皂。
(二) 同仁請假請依照相關法規辦理請假事宜，發生請假無人代理情事，請先協商，
切不可將責任推給主管處理，而是應自動自發找代理人核章，若無法達成共識，
則依相關請假規定及制度處理，請所有同仁恪守法令謹慎行事。並請落實請假
時需主管決行核章後才能離校規定。
(三) 4/28 師生作品展因應疫情本次不辦理開幕式，邀請卡上只載明展期及邀請觀賞
資訊。
(四) 本週六適性安置能力評估動線請教務處仔細規劃，國教署針對國中端有關評估
考生及陪同人員(只能 1 人)先做一次初步調查，是否有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者
人數，4/6 前回報資料至總召和美實驗學校。
本次應考人數計 37 位學生，因應疫情規定當日若有學生突然發燒，學生仍可以
考試但須有獨立空間(隔離試場)，是否要另搭帳棚再評估考量；另取消交通車
接駁及家長車輛停地下室之規定；試務中心改 3 樓會議室，所有試務人員一律
戴口罩，發燒篩檢務必確實執行，額溫槍回收請訓衛組協助；相關人力及校內
試場消毒請總務處協助(試前 4/10、試後 4/11 請委外廠商全面性消毒)，隔離考
場每評估完 1 位學生則消毒一次，相關工作請各處室協助。
(五) 國教署通知:往後召開會議若無法保持社交 1.5 公尺距離則戴口罩因應。
二. 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 教務主任
(1) 課程中心 109 年計畫案相關附件資料已補寄至國教署承辦人，感謝請各處室的
協助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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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質化 109 年度計劃，於 3 月份宜蘭區工作協調會已修正提出申請。
(3) 預計 4/8(三)將辦理能力評估講習暨工作協調會，4/11(六)將辦理能力評估，屆
時在請各處室提供協助。
主席裁示:
(1) 感謝同仁對課程中心辛勞的付出，本校執行的課程中心計畫不僅執行率高，且
獲得外界極高的評價。
(2) 感謝志欽主任的引薦，接洽到前教育處處長，詢問本校是否有光學科技教室的
需求(動手做設施軟體、VR..等)。教務處原有電腦教室重整之計畫，是否能藉
由此次申請案，改善電腦教室設施設備以符合學生的實際需求，屆時再請處長
多加幫忙。
2. 教學組
(1) 資源中心活化空間申請案，承辦學校(大甲高中)公告：目前陳核中，但因受疫
情影響最快於 4 月初核定，請各校靜候佳音。
(2) 4 月份的巡堂再麻煩各行政同仁。(週一張哲瑋組長、週二陳建良主任、週三黃
志欽主任、週四李嘉羚組長、週五游如芬組長)，巡堂本裡已附上各課程之教學
進度表，巡堂時可檢視參考，另再麻煩週五的巡堂同仁將該週的 5 份紀錄單交
至教學組，謝謝。
(3) 4 月份的公開觀課預計有 5 場次，【公開觀課倫理與重點】及時間表也已公告在
學校網站上。
(4) 5/1(五)高三年段已申請社區教學要至武荖坑進行環境教育課程，再請各處室協
助相關事宜(停伙、派車)。
3. 註冊組
(1) 109 年前瞻計畫申請已通過 200 萬經費，規劃於暑期前完成招標，並於暑期進
行相關工程。
(2) 學生註冊費尚有 1 名在家教育學生未繳(家長會費)，去年該生以家長聯誼會基
金支應，今天是否延續此辦法。
主席裁示:
(1) 學生註冊費視家庭經濟狀況給予協助，科目由家長聯誼會基金支應。
(2) 109 年前瞻計畫請註冊組於 4/30 前提出招標案相關簽辦及資料給總務處辦理招
標程序。
4. 實習組
(1) 本月份進行高一工作能力分析施測，由高一導師及專任老師協助施測。
(2) 本學期職場參訪為 5 月 5 日(星期二)，預計上午的行程在勞工處，下午在員榮
的庇護工場。
(3) 目前進行校外個別實習的學生有 9 位，表現持續進步中，已陸續探詢是否留任
原職場的可能性。
主席裁示:
(1) 職場參訪視疫情狀況再決定是否辦理。
(2) 學生實習感謝如芬組長及職輔員欣慧協助，疫情期間相關防疫宣導及衛教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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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辦理。
(二)學務輔導處
1. 學輔主任
(1) 國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人數持續增加，敬請各處室持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最新公告及本校緊急應變小組工作職掌做好各項防疫措施。
(2) 經國教署來電指示，預計 4/14(二)於國教署召開多感官教室經費審查會議，待
接收公文後辦理相關事宜。
(3) 本校申請共融遊戲區於 3/25(三)經國教署審查會議指示須評選建築師規劃、設
計、監造，屆時請總務處協助後續相關事宜。
(4) 住宿生熱水有不穩定供水情形，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5) 預計規劃臨床心理諮商室供學生使用。
(6) 有關資本門本處所提騎馬機因停產緣故，改採購振動機 2 台。
(7) 本處冰箱有雜音，不知資本門經費是否足夠供學輔處採購新冰箱。若能採購新
冰箱，舊冰箱則放於 2 樓茶水間供同仁使用。
(8) 今放學後召開學生魏揚益個案輔導。
主席裁示:
(1) 了解宿舍熱泵跳電原因並請總務處辦理熱泵招標作業。
(2) 由語言治療室改成心理諮商室，儘量布置成溫馨獨立空間。
(3) 資本門尚剩餘 159,000 元，由學輔處規劃以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新冰箱；未來電
器將統籌規劃後採購，並配合總務處採購核銷時程進行。
2. 訓育衛生組
(1) 宜蘭縣成年禮登龜山島因疫情關係，經 3/30 開會綜合 9 校高中職開會討論取
消，縣政府擬用各校申請經費(4 萬元)補助各自辦理。本組預計申請此活動經費
用於本校自辦梅花湖小三鐵成年禮。
(2) 宜蘭縣退休警官協會預計有 6 位警官入校陪同高三學生，1 對 1 教導高三還尚未
學會及較不熟練的學生以及認識培養默契。將利用學生體育課或班會、社團課
抽離上課。抽離時間確認好會告知教務處及導師、任課老師。
(3) 電蚊拍已採購送到各辦公室，請各辦公室同仁保管使用。
主席裁示:
(1)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補助成年禮活動，視疫情狀況 6/5 前再評估是否辦理。
(2) 電蚊拍管理需註記保管人及放置地點，避免換班級或辦公室時產生遺失問題。
防疫小組會議：
(1) 教育部 109 年 3 月 27 日校園集會活動參加人數應有所限制。凡室內超過 100 人
以上、室外超過 500 人以上的集會活動建議停辦，以減低社區感染的風險。室
內 100 人以下、室外 500 人以下的集會活動，若經評估活動性質具有較高風險，
建議應延期或取消，或改以其他方式辦理。請各處室組長注意辦理活動之人數
管控。
(2) 擬規定本校自即日起各項會議開會同仁皆須配戴口罩。若有全校師生聚集之活
動，全員須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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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導室外合宜防疫社交距離為 1 公尺，室內為 1.5 公尺。
(4) 計算至今日本校口罩尚餘 1812 片，扣留 1000 片供緊急狀況使用，算至期末
7/14，還需再發 2.5 月。因考量第二線人員亦有開會或商談需求，討論是否取
消第一線第二線人員分級制，改為統一全校同仁同一層級每人皆可領取校內防
疫口罩。另自 4/9 起政府口罩購買新制為兩周可買 9 片，請同仁也部分負擔，
結算估計用量後 4/25 可提供每月每人 3 片口罩。國教署已來文調查編制內護士
及司機將提供每日一片口罩。
(5) 已發放 4 月體溫紀錄卡給同仁及學生及回收 2.3 月體溫卡。
(6) 連續清明假期後國教署調查教職員生國內旅遊史，今日發調查表給學生及同仁
填寫。並請有旅遊史學生及同仁全程戴口罩及自主健康管理。
(7) 週六能力評估量體溫部分請加強守衛室人力。
主席裁示:
(1) 捐贈的 15 支額溫槍分配:12 支為各班級使用，另 3 支由健康中心登記保管使用。
(2) 7/14 止校內提供同仁每人每 3 片口罩，不足部分由個人自行採買，或疾管署提
供電鍋消毒口罩資訊來補足不夠的量能，但其餘不被證實的消毒方式較不建議
使用。(護理師及司機例外，由疾管署統一鎖健保卡管制)。
近日發現學生有戴布口罩情形，請導師注意並了解學生口罩使用情形。
(3) 連續清明假期發生台灣 11 熱門景點人潮擁擠現象，疾病管制署及教育部公布相
關訊息要民眾配合事項，故於今日由學生端(導師發送調查表給家長)及同仁端
(幸福宜特 line 群組寄送調查表)發送旅遊調查表填列，請導師務必追蹤家長填
寫進度，同仁儘速將調查表填列完畢。另本校同仁切勿有隱瞞旅遊史情形，若
有老師或同仁有相關旅遊史，請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3. 生教體育組
(1) 原訂綠色博覽會交通車安全演練 4/24(五)，改於 4/20(一)班會課辦理宣導。
(2) 有關生體組各項對外活動因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延期或取消
的有:
A. 原訂 4/18(六)辦理，特奧家庭運動員講習(特奧家庭健康論壇)，延期。
B. 原訂 4/29-30 日，2021 年冬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滑冰選拔賽，延
期。
C. 原訂 5/16-17 日，2021 年冬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雪鞋選拔賽，延
期。
D. 原訂 5/21-25，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延期。
(3) 共融遊戲區計畫修正後再審。
(4) 有關體育績優學生計畫修正後再提申請。
主席裁示:
(1) 共融遊戲區計畫內遊戲器具採歐洲制國教署持肯定態度，但希望找建築師整體
規劃處理排水、整地、鋪面等問題，儘速找建築師處理。
4. 復健輔導組
(1) 108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第二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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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相關會議時程：
A. 3/30(一)於學輔處會談室辦理心評複閱會議。
B. 4/6(一)上午及 4/10(五)下午時段於二樓資源中心辦理心評初判(個案提報
資料審查)會議。
C. 4/16(四)於二樓會議室及客房服務室辦理新鑑定重新鑑定審查會議及分區
鑑定委員會議。
(2) 4/23(四)於國教署第一會議室辦理 109 年度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初選評選會
議。
主席裁示:
(1) 109 年度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活動，國教署參賽人員資料已收齊，尚剩餘市
立學校未齊全，屆時辦理活動時請各處室協助。
(三)總務處
1. 總務主任
(1) 110資本門編列更正已完成線上及紙本列印寄送；
(2) 學美美學業已於3/31完成線上申報，二周後將會通知是否入選進行下一階段作
業。
(3) 109年度資本門執行狀況如下，請進度落後之處室儘速辦理
預計
執行
月份

教
總
學
教
學

2
2
3
3
3

實際
執行
日期

項

目

編列預算
(千元)

實際執
行

41
30
90

40,800
24,162

163 公升防潮箱×2
冰箱
騎馬機×3
AR（含電競用電腦）×2
宿舍熱泵電熱水器

100
400

總

二樓會議室液晶顯示器

100

教
教
教
教
學-移
總

組裝教室冷氣
防毒防勒索軟體
多功能教室超短焦投影機
氣動式投影布幕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
自走梯工程不足額

80
100
30
20
50
1,100

5
5
5
6

備

註

已核銷
已核銷
請儘速執行
請儘速執行
標案準備中

90,000 併教務處已招標
87,344

執行中

預估 1,038,877

109 年 1～6 月校部資本門原申請編列 1,040,000，目前為 2,041,000

學

8

擺位用彈玻泡棉

100

學

8

電動傾斜床×3

500

學

8

健康中心置物櫃

50

109 年 1～12 月校部資本門原申請編列 2,950,000 目前 2,691,000
校部資本門(2,950,000)餘額

159,000

(4) 本校辦理均質化活動，若統一由門房測量體溫，恐會造成校門口堵塞情形，建
議由業務單位人員在穿堂量測體溫或到校參加活動單位提早在上車前量體溫方
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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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疫情期間是否可以使用冷氣問題請裁示。
(6) 五結鄉公所暫定4/9做登革熱病媒蚊消毒作業。
主席裁示:
(1) 資本門3月份執行進度儘速辦理。
(2) 正常出入門禁管理，守衛室同仁須確實執行。辦理研習或活動請各業務單位事
務人員及總務處加派人力處理到校量體溫一事。均質化活動請儀庭老師跟羅東
國中老師聯繫相關防疫事宜(事先於羅東國中先量一次體溫，若對方學生發燒則
不可參加研習)。
(3) 冷氣使用先暫停，看疫情變化再評估討論。
(4) 4/9鄉公所到校消毒登革熱病媒蚊，消毒時間請總務處事先公告讓老師知曉。
2. 事務組
(1) 「108年度自走式避難梯工程」案，雜項執照已通過，承包廠已著手準備開工相
關事宜。
(2) 「109年度無線麥克風系統等相關設備採購」案，已於3月25日決標，履約期30
日曆天。
主席裁示:
(1) 自走式避難梯工程開工後請住宿生管理員多注意學生動態。
3. 出納組
(1) 本學期註冊費大部分已入帳，僅剩202班孫妤峰(在家教育)1人未繳(家長會費
100元)，可能是家長在經濟上有困難。
(2) 因出納組需要時常跑銀行，騎機車時容易發生事故，是否可以幫出納組保意外
險。
主席裁示:
(1) 依據公務人員法規: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7 條規定，本辦法
施行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故請出納組自行調整去銀
行時間，勿因趕時間而造成交通意外事故，並注意騎車相關安全。
(四)

主計室

1. 目前正籌編 110 年度預算，國教署主計室常會調查預算相關資料，請各處室配
合填報。
(五)

人事室

1. 提醒同仁上下班刷卡務必正常，差勤系統中若出現「異常訊息」必須處理，若
有忘刷卡情形 30 日內可於差勤系統填寫忘刷卡證明單。
2. 同仁請假基於網路禮儀請告知職務代理人會簽假單，並追蹤假單簽核進度，待
辦妥請假手續後始離校。
3. 109 學年度教師介聘電腦作業，本校未能介聘成功。
柒、 提案:無。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上午 11 時 5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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