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暨暑假行事曆

月
份

日期
重要行事 備註週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9

年
7
月
暑
假

一 12 13 14 15 16 17 18

教務處-
◎各班級教室維護提報（教學組）
◎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助計畫平日班成果彙編及結報（教

學組）
◎108 學年度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及學習扶助計畫成果彙編

結報及申請 109 學年度。
◎7/15-8/7 開辦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助計畫暑期班（教學

組）
◎7/15-8/14 開辦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109 年度

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服務暑期專班（教學組）
◎教學資源中心圖書教材教具整理(註冊組)
◎前瞻計晝-教室網路佈線工程(註冊組)7-9 月
◎本學期職教、學生實習資料整理歸檔(實習組)

學輔處
◎本學期各組資料整理歸檔
◎清點整理各治療教室器材及輔具
◎整理維修體育相關器材
◎學生交通車路線規劃
◎新生家訪

◎7月14
日休業
式
◎7/14
下午 14
時校務
會議

二 19 20 21 22 23 24 25

教務處-

◎期末 IEP、總結性評量資料整理彙整（教學組）
◎教室日誌檢視（教學組）
◎本學期職教、學生實習資料整理歸檔(實習組)

學輔處-
◎本學期各組資料整理歸檔
◎清點整理各治療教室器材及輔具
◎整理維修體育相關器材
◎學生交通車路線規劃
◎新生家訪

總務處
◎校園環境設備維修養護
◎7/20 上午 9 時行政會報



8
月
暑
假

三 26 27 28 29 30 31 1

教務處-

◎本學期職教、學生實習資料整理歸檔(實習組)

學輔處-
◎本學期各組資料整理歸檔
◎清點整理各治療教室器材及輔具
◎整理維修體育相關器材
◎學生交通車路線規劃
◎新生家訪
◎結報 108 學年度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實施計畫
◎7/29(三)9:00 新生輔導會議
◎7/29(三)10:30 特奧辦事處會議

總務處-
◎校園環境設備維修養護

四 2 3 4 5 6 7 8

教務處-

◎班級教室修繕及班級牌調整（教學組）

◎辦理 109-1 學生註冊費相關工作(註冊組)

◎專科教室整理(實習組)

學輔處-

◎擬訂學輔處各項計畫
◎新生特殊需求學生輔具準備
◎擬定 109 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教師助理員招聘

總務處-

◎校園環境設備維修養護
◎8/3 上午 9時擴大行政會報

五 9 10 11 12 13 14 15

教務處-

◎下學年度課程安排（教學組）

◎教室日誌印製（教學組）

◎新學期 IEP 資料夾內頁發放（教學組）

◎專科教室整理(實習組)

學輔處-
◎擬訂學輔處各項計畫
◎新生特殊需求學生輔具準備
◎8/14(五)08:30 特奧家庭健康論壇及特奧家庭運動講習

會議

總務處-

◎校園環境設備維修養護人事室



109

年
9
月
開
學

六 16 17 18 19 20 21 22

教務處-

◎新生期初合科教學研究會議週(教學組)
◎課間巡堂安排(教學組)
◎8/18-20 新生期初 IEP 會議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助計畫平日班

課程規劃(教學組)

◎訂定 109學年度上學期校定選修科目校外實習計畫

(實習組)

學輔處-

◎擬訂學輔處各項計畫
◎新生特殊需求學生輔具準備

總務處-

◎校園環境設備維修養護

◎8/28
下午3點
期初校
務會議

七 29 24 25 26 27 28 29

教務處-
◎各班級特殊需求彙整表彙整。(教學組)
◎校務行政系統課程設定(教學組)
◎期初領域教學研究會議週(教學組)

◎109 學年度上學期選修課程實習分組名單確認(實

習組)

學輔處-
◎擬訂學輔處各項計畫
◎新生特殊需求學生輔具準備
◎預定 8/26(三)上午辦理體重控制營養學知能研習、依底
比斯症(癲癇)知能研習、下午睡眠障礙與助眠劑用藥研習

◎預定 8/28(五)10 點至 15 點性平教育知能研習
◎8/28 住宿生管理委員會議

總務處-
◎校園環境整理、復原與消毒
◎8/24 上午 9 時擴大行政會報
◎8/25 上午 9時自走梯教育訓練

一 30 31 1 2 3 4 5

教務處-
◎期初合科教學研究會議週(教學組)
◎8/31-9/7 專科教室借用登記(實習組)

◎9/2 上午職前教育宣導，下午選修課程實習分組(實

習組)

◎9/3 第 1 次在家教育巡迴輔導教研會
◎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108 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課
後照顧服務暑期專班成果彙編及結報（教學組）

學輔處-
◎學輔處相關委員會選舉
◎8/31(一)8：30 家長大會；9：30 開學典禮暨反霸凌
宣導

◎8/31(一)社團暫停：環境教育宣導
◎8/31(一)班會 1(訓衛組)
◎9/1-9/11 期初體適能檢測
◎9/2(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9/3(四) 109學年度相關專業服務中心暨身心障礙學生鑑

定工作說明會(暫定)
總務處-

◎校園環境整理、復原與消毒
◎8/31 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說明會
◎9/4(五)08：00 防護團安全宣導

◎8/31開

學

◎8/31
下午4點
教輔會議



二 6 7 8 9 10 11 12

教務處-
◎9/7 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計畫開始上課（教學組）
◎9/7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開始執行（教學組）
◎社區教學申請開始（教學組）
◎9/9 校外實習開始(實習組)

◎9/9 第 1 次特推會

◎9/10第 1次課發會-教材及進度表及新學年設科計畫書審
查（教學組）

◎9/10 第 1 次課發會-教材及進度表
學輔處-
◎9/7(一)班會宣導-友善校園
◎9/8(二) 13：30 導師會報 1
◎9/9(三)12：40 體育委員會
◎9/11(五)新生健檢
◎9/1-9/11 期初體適能檢測
◎9/10(四)12:40 學生工讀審查委員會/學生急難救助委員

會
◎9/11(五)08：10 住宿生管理員會議
◎9/11(五)12：40 教師助理員會議

總務處-
◎9/7 上午 10:15 擴大行政會報
◎9/11(五) 08：00 防護團安全宣導、演練

三 13 14 15 16 17 18 19

教務處-
◎9/14~18 公開授課時間調查(教學組)
◎期初 IEP 檢核。(教學組)
◎9/14 暑假作業表揚（教學組）
學輔處-
◎9/13-9/14(日~ㄧ)109 年特殊奧林匹克雪鞋競賽暨
2022 年冬季世界特殊奧運會儲訓選手選拔賽

◎9/14 (一)班會 2(訓衛組)
◎9/15(二）12：40 期初衛生暨健康促進委員會
◎9/16(三)交通安全委員會
◎9/17(四）12：40 期初品德委員會
◎9/17(四)16：30 學生宿舍安全防護演練
◎9/18(五）進學禮暨環境教育校外教學

總務處-
◎9/14（一）09：21「國家防災日」避難掩護演練
◎9/14 伙食委員會中午 12:40

四 20 21 22 23 24 25 26

教務處-
◎9/23 校外實習期初教學研究會（實習組）

學輔處-
◎9/21-25 109 年度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頒獎典禮(暫定)
◎9/22(二)13：30 導師會報 2
◎9/25(五)門諾醫院眼科檢查
◎9/25(五)正向人際小團體 1
◎9/25(五)義剪

總務處-
◎9/21 上午 10:15 行政會報
◎9/21（一）09：21「國家防災日」避難掩護
◎9/24(四)16：00 防護團工作協調會議



109

年
10
月

五 27 28 29 30 1 2 3

教務處-

◎9/28 宜特園地(國中部)佈置

◎10/1 公開授課開始

學輔處-

◎9/28(一)班際體育競賽 1
◎9/28 (一)班會 3(訓衛組)
◎9/30(三)15：05 交通安全演練

總務處-
◎09/28～10/30 全校不定期複合式防災演練

◎10/1 中
秋節
◎中秋連
續假日

六 4 5 6 7 8 9 10

教務處-
◎10/6 第 2 次特推會-課程計畫書審查
◎10/7 第 2 次課發會-課程計畫書審查

學輔處-
◎10/5(一)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第一梯次收件作業

◎10/5 (一) 蘭陽女中舞蹈團融合演出
◎10/6(二) 13：30 導師會報
◎10/8(四)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
定第一梯次心評複閱作業(暫定)

總務處-
◎10/5 上午 10:15 擴大行政會報
◎09/28～10/30 全校不定期複合式防災演練

七 11 12 13 14 15 16 17

教務處-
◎教室日誌第一次檢核(教學組)

學輔處-

◎10/12 品德宣導活動(一)(訓衛組)

◎10/13-16 水療 1(暫定)

◎10/14-16 國三高三畢業旅行

◎10/15(四)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第一梯次心評初判作業(暫定)

◎10/16(五)正向人際小團體 2

總務處-
◎09/28～10/30 全校不定期複合式防災演練

◎10/12 伙食委員會中午 12:40



八 18 19 20 21 22 23 24

教務處-

學輔處-
◎10/19(一)班際體育競賽 2
◎10/19 (一)班會 4(訓衛組)
◎10/20-23 水療 2(暫定)
◎10/20(二) 13：30 導師會報 4
◎10/23(五) 防災教育校外教學
◎10/23(五)正向人際小團體 3

總務處-
◎10/19 上午 10:15 行政會報
◎09/28～10/30 全校不定期複合式防災演練
◎10/22 全國特殊教育學校防災觀摩研習(暫定)

十 1 2 3 4 5 6 7

教務處-
學輔處-

◎11/2 (一)班會 5(訓衛組)
◎11/6(五)正向人際小團體 5
◎11/7(六) 23 週年校慶活動

十

一
8 9 10 11 12 13 14

教務處-
◎11/9-27 高一影像式興趣量表施測(實習組)

學輔處-
◎11/12(四) 109 年度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小組
檢討會(暫定)

◎11/11-11/12(三~四)109 年特殊奧林匹克競速花
式滑冰競賽暨 2022 年冬季世界特殊奧運會儲訓
選手選拔賽

◎11/13(五)正向人際小團體 6
總務處-

◎11/9 上午 10:15 擴大行政會報(校慶補假先暫定，
再另定日期)



109

年
12
月

十

四
29 30 1 2 3 4 5

教務處-

◎教室日誌第二次檢核(教學組)

◎期末領域教學研究會議週(教學組)

學輔處-

◎11/30 性平小團體輔導(三)
◎11/30 (一)班會 7(訓衛組)
◎12/1(二) 13：30 導師會報 6
◎12/4(五)正向人際小團體 8

十

五
6 7 8 9 10 11 12

教務處-
學輔處-

◎12/7 性平小團體輔導(四)

◎12/7 品德宣導活動(二)(訓衛組)

總務處-
◎12/7 上午 10:15 擴大行政會報

十

六
13 14 15 16 17 18 19

教務處-
◎期末 IEP 會議時間調查

學輔處-
◎12/14 性平小團體輔導(五)

◎12/18(五)12:40 教育儲蓄會管理小組會議

總務處-
◎12/14 伙食委員會中午 12:40

◎12/15
教輔會議

十

七
20 21 22 23 24 25 26

教務處-

◎12/21 宜特園地(高二年段)佈置（教學組）

◎合科期末教學研究會（教學組）

◎12/26 適性輔導安置宜蘭區宣導說明會(註冊組)

學輔處-

◎12/21 (一)班會 8(訓衛組)
◎12/25(五)聖誕節感恩活動暫定
◎12/25 (五)班際體育競賽 3

總務處-
◎12/21 上午 10:15 擴大行政會報

十

二
15 16 17 18 19 20 21

教務處-
◎11/17 教學資源中心管理委員會議(註冊組)
◎11/18 職場參訪(實習組)

學輔處-
◎11/16 (一)班會 6(訓衛組)
◎11/17(二) 13：30 導師會報 5
◎11/20(五)正向人際小團體 7
◎11/16 性平小團體輔導(一)
◎11/20(五)義剪

總務處-
◎11/16 伙食委員會中午 12:40

十

三
22 23 24 25 26 27 28

教務處-
◎11/23 宜特園地(高三年段)佈置

學輔處-
◎11/23 性平小團體輔導(二)
◎11/24(二)機構參訪(暫定)
◎11/27-11/30(五~一)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總務處-
◎11/23 上午 10:15 行政會報



110

年
元
月

110

年
元
月

十

八
27 28 29 30 31 1 2

教務處-

◎12/30 校外實習期末教學研究會（實習組）

◎12/31 公開授課結束（教學組）

學輔處-
◎12/28(一)12:40 學生工讀審查委員會
◎12/29(二) 13：30 導師會報 7

◎1/20休

業式

◎1/21寒

假

十

九
3 4 5 6 7 8 9

教務處-

◎1/6 下學期學生代收代辦費審查會議(註冊組)

◎1/7(1/9 假日班)學生學習扶助計畫結束（教學組）

◎成績單彙整（教學組）

學輔處-
◎1/4-1/15 期末體適能檢測
◎1/4 (一)班會 9(訓衛組)

總務處-
◎1/4 上午 10:15 擴大行政會報

二

十
10 11 12 13 14 15 16

教務處-
◎1/11 期末在家教育巡迴輔導會議（教學組）

◎1/12-15 期末暨下學期初 IEP 及高三轉銜會議（教

學組）

◎1/13 外實習結束(實習組)

學輔處-
◎1/4-1/15 期末體適能檢測
◎1/12(二) 13：30 導師會報 8
◎1/14(四)五結獅子會歲末聯歡暫定
◎1/15(五)8：10 住宿生管理員會議
◎1/15(五)12：40 教師助理員會議
◎1/15(五)義剪

總務處-
◎1/11 伙食委員會中午 12:40

二

十

一

17 18 19 20 21 22 23

教務處-
◎教室維護與修繕（教學組）

◎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助計畫成果彙編及結報（教學組）

◎1/19 特推會

◎1/20 第三次課發會

學輔處-
總務處-
◎1/18 上午 10:15 行政會報
◎校園環境設備維修養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