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擴大行政會報
暨第 4 次新冠病毒肺炎防疫會議記錄
壹、 時間：109 年 3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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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辦理寶佳教育大愛獎，本次推薦如芬組長。請如芬組長提供 5 則感人事蹟
給人事室辦理。
(二) 今日下午督學到校視導，請總務處派車及環境整理。
(三) 1.小額採購流程分需求單位及採購單位依格式(如附件)所列分屬辦理。統一原
則:所有採購需校長核准後再採買。
2. 若緊急需求小額採購例如:教材、職教材料金額在金額 2000 元以下由教師自行
採購，請在採購單上以鉛筆註記(自行採購)，並由採購人(教師)貼發票及蓋驗
收章後再送總務處辦理後續程序。
3.貼發票核銷最後請總務處審核修正。
二. 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 教務主任
(1) 108 年度課程中心計畫案已順利執行完畢，109 年度新計畫案也於 3/5(四)函報
國教署提出申 請，感謝請各處室的幫忙。
(2) 109 年度教務處資本門預計執行項目為組裝教室空調、防毒軟體及防潮箱。
(3) 本學期均質化將傭續辦理 2 場次教師增能研習，6 場次赴國中端教學分享及 4
場次的跨校園藝課程共備會議，請大家持續協助。
(4) 預計 3/31(二)辦理能力評估工作協調會，4/8(三)辦理能力評估講習，4/11(六)
辦理能力評估，屆時在請各處室提供協助。
2. 教學組
(1) 資源中心活化空間申請案，去電詢問後，回覆目前初審已過，而複審結果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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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會來文通知。
(2) 應因疫情關係綠博校外教學官方網站已確定暫停舉行，故原訂 4/24 之校外教學
將有變動。
(3) 公開觀課時間預定表，目前蒐集到的資料如附件，已再通知尚未填表的教師盡
早完成，以便規劃執行。
(4) 3 月份的巡堂再麻煩各行政同仁。(週一陳鄯向組長、週二高藝真主任、週三黃
志欽、週四陳建良主任、週五張智為組長)，待教學進度表審議通過後，會附在
巡堂本裡供檢視參考。
(5) 在家巡迴多 1 名 301 班同學，家長怕交叉感染，故暫停巡迴到 3 月底。
主席裁示:
(1) 課發會改期 3/18 舉行。
(2) 公開觀課部分鼓勵教師多參予。
3. 註冊組
(1) 109 年度高中職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本校審查狀態為修正後通過，計畫及
經費項目名稱尚須在 3 月 10 日前進行些許修改。
主席裁示:
(1) 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計畫修正部分是否需要協助，再做進一度確認。
4. 實習組
(1) 校外實習 3 月 3 日開始，香格里拉及宏凰工作隊將由一輛校車往返接送，個別
校外實習的黃榮恩同學，初期將由校車接送往返香格里拉(週二至週四)，其餘 7
位個別校外實習的同學交通自理。
(2) 經向家長確認後，有兩位在醫院實習的學生改安置：302 謝宸恩改在鼎笙企業社
(宜蘭菸酒公賣局的外包商)，工作內容為酒瓶回收後的整理，另 302 李佑里則
回校內工作隊安置，畢業後家長另有計畫。
(3) 第 1 週 7 位在校外個別實習的同學還算穩定，其中 301 江紀權需要較多的支持，
擬和巡迴的老師們共同討論因應。
(4) 職教任課老師已陸續填寫需求的工具及計畫本學期預計採購的明細，擬彙整後
可以預估本學期所需材料費的金額。
(5) 本年度愛心優良廠商表揚提報 2 家廠商分別為餐飲協會及香格里拉飯店。
(二)學務輔導處
1. 學輔主任
(1)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措施，3/5(四)日國教署許陣興簡任視察已到校檢
視，對於學校的努力表示肯定，因疫情尚未結束敬請各處室繼續依緊急應變小
組工作職掌做好各項防疫措施。
(2) 上週五國教署許副座因故未到校指導，之後來校訊息再等通知。
(3) 相關疫情公告，連結疾管署網站、各項通知及本校防疫會議紀錄，請同仁參閱。
(4) 近日連續 4 天的相關委員會開會，請相關同仁準時與會。
2. 訓育衛生組
(1) 3/2(一)高 302 班林益翔同學因發燒支氣管問題住院觀察，已於 3/4 出院。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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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教室及 2 樓隔離室皆已消毒完成。
(2) 已告知宣導校車阿姨若學生額溫量測三次有二次超過 37.5 度，就算是有發燒，
告知家長學生當天應請假就醫休息。
(3) 108 級高三成年禮活動預定時間原訂 4/10(五)假梅花湖及三清宮舉行，因疫情
關係延期至 6/5(五)舉行。
(4) 原定 4/11(二)參加 108 年宜蘭縣特殊需求學生口腔衛生潔牙競賽，已確定延期
至 6/11(四)。
(5) 訓衛組籌畫高三國三畢業紀念冊，相關拍照採購等事務再請總務處教務處協
助。新進或欲更新照片之同仁請傳電子檔案給訓衛組。
(6) 目前酒精已陸續採購到貨及莊登州老師捐贈乙批酒精，存貨 35000CC，暫時存或
無虞。但口罩以下訂單政府管控中仍然無法到貨，原訂定第一線同仁每月發下
10 片，期初發下後目前全校剩餘數 2930 片，如一直無法再採得口罩，預期約可
供至本學期期末結束。目前的疫情狀況也無法得知暑假或下學期過後是否會停
止或好轉，且政府已公告個人每週可購買 3 片，且藥局確實可買得到口罩。訓
衛組提議是否改為第一線同仁每個月 8 片，同仁需自行部分負擔口罩使用以節
省學校口罩支用。請討論。
(7) 本年度綠色博覽會停辦，8 小時的環境教育時數，延至 9 月份敬學禮等活動獲得。
主席裁示:
(1) 感謝這段時間訓衛組對防疫工作的規劃及執行，目前各項防疫措施推動順利。
(2) 採購高三國三畢業紀念冊金額是否到達需要政府採購法最低金額，相關照相、
設計、編排及印刷部分，再仔細規劃。
(3) 有關口罩發放確定往後第一線同仁每個月 8 片。不論是學生或老師的發放原則
請掌握好，需控留一定的最低口罩數量，以防意外情況發生。老師發放的定額
口罩，若有教師覺不夠請自行購買。
(4) 對隨車人員防疫宣導再加強，並告知隨車人員對防疫工作需更謹慎行事。
3. 生教體育組
(1) 依照行事曆預計於 3/11(三)辦理本學期住宿生防災演練。
(2) 依照行事曆預計於 3/16(一)辦理本學期第 1 次班際體育競賽，項目-趣味接力
跑。
(3) 依照行事曆預計於 4/18(六)辦理特奧家庭健康論壇，特奧會來電需有 10 為獅子
會員、30 位學生及 30 位家長參與。
(4) 有關共融遊戲場，廠商於 3/3(二)到校勘施作場地，估價中。
(5) 有關申請「教育部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評選-績優學校獎」，申請表彙整中。
(6)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2 位學生申請住宿生(國中一班李育芯、李育儒)，經 3/4
住宿生管理委員會議決議通過，目前男宿 12 人，女宿 5 人，共 17 人。
主席裁示:
(1) 3/16 本學期第 1 次班際體育競賽場地在幸福農園，若天候不佳則延期辦理。
(2) 特奧家庭健康論壇需家長、學生及 10 位獅子會會員參與，相關細項部分再研議。
(3) 共融遊戲場計畫本週再追蹤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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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復健輔導組
(1) 預定於 3/30(一)於學輔處會談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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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心評複閱會議；4/6-10 擇日(尚與心
評人員協調時間)於二樓資源中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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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心評初判(個案提報資料審查)會
議；訂於 4/13-17 擇一日(尚與委員協調時間)於二樓會議室辦理 108 學年度高
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宜蘭區第二梯次新鑑定重新鑑定審查會議及分區
鑑定委員會議。
(2) 預定 4/21-29 擇一日(尚與委員協調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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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0 年 8 項移列計畫已申請完成相關電子檔也已寄出。
主席裁示:
(1) 109 年度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初選評選會議的委員國教署確定後，名單給校長
室 1 份。
(三)總務處
1. 總務主任
(1) 110校務基金購置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表已完成線上填報，確認無誤後今日將正
式產生編號，並完成紙本寄送作業。公務車與國教署科長確認後再一同編入。
(2) 三月份預計將進行報廢財產清運變賣作業，請各處組有需要報廢務必於週五
3/13前提出。
(3) 109資本門調整如下，請各處室確認並依進度執行
預計
執行
月份

教
總
學
教
學
教
教
教
教
學-移
總

2
2
3
3
3
5
5
5
6

實際
執行
日期

項

編列預算
(千元)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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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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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30
90
100
400
80
100
30
20
5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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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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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
行

備

註

1090305 提出將30,000 調整為41,000

1090305 提出需求
1090305 提出保留

預估 1,038,877

其他需求項目

總

二樓會議室液晶顯示器

100,000

廠商估價中

(4) 4/6防災輔導團到校訪視，是以更改演練模式或延期至5-6月執行，請鈞長裁示。
主席裁示:
(1) 剩餘額度159,000元各處室有緊急採購需求者儘速辦理。
(2) 110年預算編列:活動中心冷氣汰換、班級液晶顯示器及白板更換、辦公室10台
電腦主機汰換及學輔處輔具採購。
(3) 防災輔導團到校訪視傾向延後辦理，時間再另訂。
2. 事務組
(1) 「108年度自走式梯避難工程」案，已於109年3月5日決標，近期將召開開工前
工務會議。
主席裁示:
(1) 自走式梯避難工程需特別叮嚀廠商細節並確認廠商施工能力，建築師監造須確
實到位。宿舍的維安請學輔處告知住管員特別注意。
3. 出納組
(1) 本學期註冊費「電子繳款單」案，繳款期限自109年2月25日至3月10日止，目前
已陸續收取彙整繳費收據。預計3月20日前辦理結帳。
(2) 有關108學年度第2學期新進月薪制、時薪制教師助理員及住宿生管理員，依到
職日期2/25，製作2-3月薪津清冊。
4. 文書組
(1) 宜特報報第002期份數由200份改成300份。主題:
A. 性平專欄(性平社群會提供)
B. 3/16班際體育競賽
C. 4/10成年禮
D. 國際教育旅行(請哲瑋拿成果報告檔案)
E. 108年課程中心成果(請助理將成果彙編整理重點)
F. 教師相關課程,研習等教學活動
G. 專團相關短篇衛教(案專團排序-這次換蓁豪)
H. 均質化活動成果(請儀庭拿成果報告檔案)
請同仁們在4月初繳稿，稿件放於FTP上-109年002投稿區，同時歡迎教師群踴
躍投。
主席裁示:
(1) 宜特報報有家長反映字體太小，故成果展現可以再精簡，在第002期編排時再改
善。有適合稿件鼓勵教師投稿，若稿件太多可放下期使用。
(四)主計室
1. 本室佐理員劉心琪小姐已於 2 月底完成普考基礎訓練，並於 3 月 2 日回校上班，
各處室公文簽會本室請加會劉心琪小姐以利經費控管。
2. 各計畫賸餘款須繳回國教署時，國教署會開立收據並發函至本校，請承辦組長
簽辦公文時加會本室，收據係原始憑證須由本室留存保管，請注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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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第六點 學校向學生收取家長會費、課業輔導費、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三）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1) 以新臺幣七百元為上限，以支用班級教室之冷氣電費、冷氣機維護及汰換
費二項費用為原則。
(2) 前目冷氣電費以度計價，支應班級教室冷氣之基本電費、流動電費及超約
附加費用為原則。如有賸餘款，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退還學生。
(3) 第一目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每學期每生收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二百元，
每班收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九千元。如有賸餘款，得不退還學生。
(4) 依高級中等學校校舍及設備相關規定裝設冷氣設備之教學場所，屬學校基
本設施，不得向學生收取其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第十一點、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前，應依檢核表（如附表）自行辦理初核，
確認收費程序，並應於每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將檢核表逐級核章併相關
佐證資料留存備查。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及自行檢核之辦理情形，本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得隨時派員視導查核。
*上列檢核表(詳附件)是否有處室填寫。
主席裁示:
1.

校內相關採購核銷要加會主計室，感謝主計室細心把關。

2.

有關冷氣儲值卡待總務處裝置後做最完善經費盤整。特教團體對冷氣收費或維
護費持有不同意見，相關問題一併盤整後做妥善規劃。

3.

檢核表以承辦代收代辦單位(註冊組) 填寫，待討論後分期初審核及期末複核。
註冊組簽文會相關處室後檢視備查。

(五)

人事室

1. 本校教師助理員第 3 次公開甄選於 2 月 26 日辦理完畢，錄取新進人員范迦綺並
於 3 月 3 日到職。
2.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後開學，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
延至 3 月 20 日前申請完畢。
柒、 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 學輔處)
案由:訂定本校學生發燒緊急救護就醫流程圖(草案)及住宿生緊急救護就醫流程
圖(草案)，請討論。
說明: 為因應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措施(如附件一、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由:宜蘭特殊教育學校延長服務減少到班實施要點」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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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教育部 99 年 7 月 30 日台人（二）字第 0990124376 號函、教育
部中部辦公室 99 年 8 月 9 日教中(人)字第 0990583795 號書函辦理。
二、 檢陳「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延長服務減少到班實施要點(草案)」 (如
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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