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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4 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 年 11 月 2 日 上午 9:40 

貳、 地點：校長室 

參、 參加人員：如簽到冊 

肆、 主持人：邱進興校長                       記錄：蕭英德 

伍、 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編

號 

列管事項 

執行情形 

已完
成 

正在
辦理 

尚未
辦理 

1 
菇園生態場地租借簽訂作業，請秘書與總

務處辦理。 

 V  

     

     

 

陸、 上次會報決議及裁示事項之執行情形： 

柒、 主席裁示事項： 

一、 列管事項持續列管至簽約完成。 

二、 歲末聚餐晚會排定 12月 14日於學校斜對面東方龍餐廳辦

理。 

三、 請輔導室對韋生個案持續追蹤，統合資源協助學生及老

師。 

四、 導師辦法修訂案，請學務處先與教師會協商後再簽辦。 

五、 防災演練檢討部分，學務處提供老師教學現場突發地震指

導學生措施之 SOP卡片及製作回報統計表看板，各組組長

製作各組之 SOP。 

 

捌、 工作報告： 

(壹)、 教務處： 

一、 已辦理事項： 

(一) 完成幼兒部學習區教學設備採購案交貨、驗收。 

(二) 陸續完成幼兒部應屆畢業學生入國小心評會議及入國小學

生報名相關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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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高職部一年級與幼兒部新生家戶所得財稅查調作業。 

(四) 完成辦理國中轉銜參訪活動(10/18、10/20)，感謝各位同仁

協助。 

(五) 感謝數位精進計畫執行協助(素美師、秋慧師、羚儀師、永

畯師)。 

(六) 申辦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習扶助課後班與暑期班計畫。 

二、 預定辦理事項： 

(一) 規劃、編寫、填報 112 學年度課程總體計畫書。 

(二) 辦理均質化各項子計畫活動及經費核結。 

(三) 執行 111 學年度學扶課後班(111.9.12~112.1.13)。 

(四) 執行 111 學年度假日小作班(111.9.17~112.1.14)。 

(五) 執行幼兒部音樂治療、直排輪多元課程計畫。 

(六) 檢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 IEP。 

(七) 辦理實習教師教學演示(111.11.25)。 

(八) 執行教師公開授課事宜。 

(九) 執行數位精進計畫(教師專業研習、公開觀課)。 

(十) 執行數位精進計畫網路工程。 

(十一) 10/4~12/27 台中教育大學學生教育實習。(每周一天) 

(十二) 編制 4 科別課程、教學簡介(科總召統籌)。 

(十三) 開立本學期代收代辦繳費單。 

三、 請協助事項： 

(一) 9/21 教師會議提案決議:科總召集人可提列導師積分每學年

0.5 分，就業導向專班二位教師可提列導師積分每學年 0.5

分，請學務處與教師會及相關處室確認後，於下次教師會

議依本校導師聘任辦法提案修訂。 

(二) 宣導公告:教育局資網中心/學習帳號及公務帳號

(@tc.edu.tw)之「共用雲端硬碟」預計自 111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三）起停止服務並永久刪除案，請轉知所屬師生查

照。 

主席裁示：謝謝炳輝組長代為報告。 

 

(貳)、 學務處 

一、 已辦理事項： 

(一) 10/21（五）施打教職員工生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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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車由豪賓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在 10 月 31 日開始履約。 

(三) 第 12 屆臺中市全市身障運動會，共計有：田徑、特奧保齡

球、桌球、特奧羽球、特奧(草地)滾球、游泳等項目，獎項

將於 11/23 週三早上升旗（晨操）時間頒獎。 

二、 預定辦理事項： 

(一) 高三畢旅重新招標事宜。 

(二) 10/14 週五早上 9 點全特會樂團巡演活動延至 11/11 週五早

上 9：30-11：00 。 

(三) 扶輪之子獎學金申請表已申請截止，將請社工師協助排序並

召開會議確定 10 位獲獎助學金的人選。 

(四) 11 月 5 日週六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中區初賽在我們學

校活動中心舉行，本校參賽項目有繪畫和陶笛隊-慢啼雞樂

團，音樂類青少年組僅我們一隊，將於 12/18（日）至臺北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參加總決賽。 

視覺藝術類、平面繪畫 

特優：王淯馳、黃以萱 

優等：謝孟庭、陳正嘉、吳紹威、陳亮喻、松祐霆、楊凱喆 

佳作：陳佳暄、羅博俊 

入選：吳愛敏 

(五) 11/7 週一上午進行新生健檢 

(六) 11/20（日）糟老頭咖啡假日音樂會由 306 陳彥廷擔任演

出。 

(七) 11/23 及 11/30 兩個週三上午 8:30 在活動中心進行頒獎及晨

操。 

(八) 11/23（三）-11/25（五）2022 全國特教學校體育運動會在林

口體院，預計參加羽球及桌球教師組及學生組比賽。 

(九) 12/1（四）-12/2（五）高三畢旅。 

(十) 進行畢業紀念冊招標事宜。 

主席裁示： 

一、 謝謝陳主任報告。 

二、 請於下週行政會報說明運動會流程。 

三、 11月 5日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中區初賽之場地設

備操作，請學務處聯繫承辦單位學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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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輔處： 

一、 已辦理事項： 

(一) 國中參訪伴手禮製作：感謝邵嘉玲老師帶領手工皂組製作手

工皂禮物，簡美蘭老師利用假日做手工餅乾。 

(二) 就業專班實習職場簽約(冠球彩色印刷、正德南屯愛心廚

房、家樂福賣場)。 

(三) 已參加身心障礙者營隊職場體驗 4 場，高三 3 人次、高二 5

人次，感謝班級導師協助推薦及報名，感謝總務處協助派

車。 

(四) 轉銜服務： 

1. 10/20(四)下午、10/27(五)上午辦理「111 年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

銜講座」主題：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高三各班推薦共 13 位學

生(非專班、具就業潛能)參加。 

二、 預定辦理事項： 

(一) 職業加強班學生送舊迎新：依就業學生工作狀況協調退出或

升級職業加強班、公車訓練、協調加入職業加強班(烘焙

班)。已陸續新增 4 名學生。 

(二) 籌備 11/30 高三廁所清潔比賽。 

(三) 本學期食農教育有五次課程，10/05 開始上課，10/12 防災演

練順延一次，到 11/9 結束。 

(四) 職教大樓三樓家務處理教室 2 已開放借用，請上 google 日

曆登記。使用班級，請脫鞋入內。 

使用規則 

1. 使用完教室，教具務必收納回原位 

2. 衣物，歸回收納間 

3. 吊掛類用品，掛回洞洞板 

4. 床組，放回床頭櫃，或床箱櫃 

5. 使用完畢，清理教室，以保持教室整潔 

6. 上課三日前至 Google 行事曆登記借用 

7. 本教室希望提供師生優質教學環境，請共同維護、愛惜使

用 

(五) 轉銜服務： 

1. 11/9(三)、11/14(一)辦理家長機構參訪，海線山線各一場。 

(六) 支持性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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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錄取就業專班之高三就業轉介同學，鼓勵加入第八節及假

日班，並招收入就業成長小團體(9/30 開始)。 

2. 目前職輔進度： 

編號 班級 姓名 職場 職務 工作進度 

1 307 陳妤欣 
台灣中油向上

路站 
洗擦車、清潔 7/13~10/8 

2 畢業生 陳宗晨 
台灣中油 

明德 195 站 
洗擦車 

9/1 開始 

10/22 因行為問

題被辭退 

3 307 蔡萬霖 
台灣中油向上

路站 
洗擦車、清潔 

9/27 開始 

10/26 自己離職 

4 305 蘇利珊 壽司郎 廚房環境清潔 10/14 開始 

5 301 陳佳瑄 綠地環保 賣場清潔 

10/19 面試 

10/20 因遲到而

無錄取 

6 305 賴佳揚 萬鮮生產中心 
食品備制、環

境清潔 
10/24 開始 

 

3. 家訪 307 蔡萬霖、307 劉惠姍。感謝社工師慕瑄帶她門診新

陳代謝科及婦科。帶 301 陳佳暄看眼科、配眼鏡。 

4. 10/28(五)昌平加油站面試:305 吳紹威、301 林泰全。 

主席裁示：謝謝張主任報告。 

 

(肆)、 總務處： 

一、 已辦理事項： 

(一) 10/3(一) 操場跑道修繕工程「第五次工程督導會議」(外聘

委員)。 

(二) 10/12、10/13、10/14 完成「111 學年度學生交通車服務」招

標案開標、評選、議價等工作。 

(三) 10/14(五)111 年無線網路基地台(AP)建置案開標(流標)。 

(四) 10/25(二)第二次開標(決標)。 

(五) 10/18 完成申請「112 年度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計畫經費」

案。 

(六) 10/20(四)辦理「操場跑道修繕工程」第八次工務會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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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估價驗收會議。 

(七) 10/21(五)下午辦理本校「消防自衛編組演練」。 

(八) 10/28(五)「111 學年度學生交通車服務」決標、簽約。 

(九) 10/28(五)「桌球教室地墊鋪設工程」公告招標。 

二、 預定辦理事項： 

(一) 學校操場整建工程：111.06.09 開工，目前正進行「跑道邊

緣打鑿加強接著處理、內操場人工草皮舖設」工程項目，完

成進度為總工程 82%。 

(二) 辦理本校「桌球教室地墊鋪設工程」發包招標。 

(三) 賡續辦理本校「111 年無線網路基地台(AP)建置案」重新招

標。 

(四) 賡續辦理本校「111 學年度高三畢業生校外教學服務」招

標。 

(五) 辦理「111 學年度畢業紀念冊製作服務」招標採購。 

(六) 辦理「112 年度校園綠美化勞務服務」招標採購。 

(七) 辦理「112 年度校園安全保全勞務服務」採購。 

(八) 辦理 111 年度本校資本門經費結餘款統籌分配及採購。 

(九) 於 11 月份執行 111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內治安死角

改善計畫」核撥經費 10 萬元，新裝及汰換校內外監視系統

設備。 

(十) 12 月底以前辦理全校教職員工「111 年度財產盤點」。 

三、 請協助事項： 

(一) 為樽節開支，校園修繕將依輕重緩急逐步安排施作，各班級

若有急迫性修繕需求，務必先行填報本校修繕系統以利總務

處規畫修繕排程。 

(二) 學校公務車支援校外教學部份，申請於一週前完成。公務需

要派車申請亦請於三天前申請完畢，以利人員及車輛調度。 

(三) 請各處室及班級務必安排時間到總務處職工室收取信箱內的

信件。 

(四) 請各班定時清潔、整理班級周遭花盆(容器)以及種植的植物

(修剪)，避免孳生蚊蟲，造成病媒傳染源。 

主席裁示： 

一、 謝謝楊主任報告。 

二、 總務處預估經費需求部分請與會計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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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輔導室： 

一、 已辦理事項： 

(一) 已規劃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輔導小團體。 

(二) 9/26 (一)完成親職教育輔導知能研習~正向管教。 

(三) 10/11 本校志工隊「志工隊團體督導」第一場次。 

(四) 10/15 本校志工知能研習。 

(五) 10/18 (二) 台中市家庭教育中心委辦「身心障礙子女之家

長特色親職教育研習」。 

(六) 10/19(三) 105 韋生個案會議。 

(七) 10/27 (四)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1：手作香氛球。 

(八) 10/29 (六) 協辦教育局輔具評估砥研習。 

二、 預定辦理事項： 

(一) 11/04 (五)親職教育戶外活動(一)，高職部二年級親職活

動。 

(二) 11/16 (三)親職教育戶外活動(二) ，幼兒部親子親職活動。 

(三) 11/23 (三) 9:20-11:05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2：正念舒壓趣。 

(四) 12/14 (三) 13:00-15:30 教師暨家長輔導知能研習-正向行為

的建立。 

(五) 111 第一學期外聘復健科醫師到校服務(9/13、9/27、

10/11、10/25、11/8、11/22、12/6、12/20、1/5；共計 9

次)。 

(六) 111 第一學期外聘精神科醫師到校服務(9/16、9/30、

10/14、10/28、11/11、11/25、12/8、12/22、1/10；共計 9

次)。 

(七) 111 學年第一學期本校志工隊「志工隊團體督導」(10/11、

11/10；每場次 1 小時，共計二場)。 

三、 請協助事項： 

(一) 學生輔具申請有社會局及教育局兩個部分，請向復建組提

出申請。 

(二) 如發現學生有需專團介入或輔導需求，請通知輔導室。 

(三) 在學期間，班級學生如有特殊狀況，導師擬計畫家訪時，

請通知輔導室。 

主席裁示： 

一、 謝謝黃主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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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韋生個案，請輔導團持續追蹤輔導及找資源協助，另

請評估家訪事宜。 

三、 如有其他個案，請輔導室找資源協助學生及老師。 

 

(陸)、 人事室： 

一、 業務報告： 

(一) 111 學年度本校職員員額編制共 21 員，同 110 學年度員

額，並自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 

(二) 本校本校張 OO 教師緩召第三款 112 年度延長時效處理名冊

業經核定。 

(三) 教育部受託辦理 112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作

業案，擬 11/2 召開教評會議決。 

(四) 112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業，經公告調查至

10/28 截止日本校無教師有參加介聘意願。 

(五) 111 年度聘用、約僱人員考核晉級事宜，擬配合教育局期程

辦理。 

(六) 自 10 月 13 日起入境人員免除居家檢疫，改須 7 天自主防

疫，教職員工出國申請至差勤系統辦理，如於學期中因特

殊事由出國仍須先簽准。 

(七) 本校歲末聯誼餐會擬於 12/14 辦理，後續擬辦理餐廳、菜單

確認及參加意願調查。 

二、 宣導事項： 

(一) 市府重申公務員於辦公時間應盡職負責，不得利用上班時

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 

(二) 本市教育局針對教師常見職業傷害，洽詢市區、山區、海

區及屯區轄內 7 所醫院，規劃教師健檢專案，以提供教師

更完整照護服務。教師可參考利用。 

(三) 教育局重申本市立各級學校公務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

兼職，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請加強宣導並督

促同仁務必遵守。 

(四) 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

由國泰人壽依約承作至本（111）年 2 月 21 日 24 時止，該

公司獲選賡續承作至 114 年 2 月 21 日 24 時止。 

(五) 本府同仁發生 LINE 遭冒用情事，請本校同仁留意，以避免



第9頁 共 13 頁 

公務資料外洩。 

(六) 各級政府機關（構）學校人員出差、辦理各類會議、活

動、校外教學等，應入住合法旅宿。 

(七) 公務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相

關規定辦理，避免違法兼職，致生懲處之情事。 

(八) 實際教授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教師，因所任職務確有

體能上之限制，其自願退休條件自 111 年 2 月 1 日起，予以

調降為「任職滿 5 年，年滿 56 歲」。 

(九) 自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起，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數

時，其所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期間，以及曾服務於政

府機關（構）、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年資，得採計為公

務人員休假年資。 

(十) 行政院為落實「0-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軍公教人員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加發措施（加發 2 成薪），自本（110）年 7

月 1 日起同步實施。 

(十一) 111 年 10 月新增員工消費特約商店一覽表乙份，相關資

訊可至本府人事處優惠 e 店園網站參酌利用 

(十二) 為照顧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員工眷屬及公教退休人

員身心健康，本府 111 年度與本市 53 家醫院簽訂特約醫院

合約。 

(十三) 重申各機關學校應落實人員勤惰管理及維持上班紀律，

請查照確實辦理。 

(十四) 臺中市政府 109 年 1 月 21 日函布「臺中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本校

申訴窗口：人事室電話 22582289 分機 7001、傳真 225586 

53 電子信箱 yuanlisy@gmail.com。 

(十五) 再次重申臺中市政府禁止所屬員工於上班或午休時間飲

酒、酒後滋事及酒後駕車，請遵照 108 年 12 月 17 日修正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飲酒及酒後駕車懲處要

點」。 

主席裁示：謝謝袁主任報告。 

 

(柒)、 會計室： 

一、 業務報告： 

mailto:傳真225586%2053電子信箱yuanlisy@gmail.com
mailto:傳真225586%2053電子信箱yuanlis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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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1 年會計年度將屆，為配合決算編制期程，將於 12 月 5

日 17 時截止請購，請各處室配合，各項支出單據應於 12 月

15 日前送會計室辦理核銷，其他年度結束經費報支應行注

意事項請詳閱附件規定。  

(二) 各處室舉辦各種非例行性活動、研習等等，應將整個活動計

畫、預算表及經費來源事先簽奉校長核可後辦理該活動，以

免造成後續計畫執行困難及經費無法核銷的問題 

(三)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及委辦計畫結報規定，凡最終給付對

象為個人之經費(如：鐘點費、出席費、交通費等)及未支應

之經費項目，均不得與其他編列項目經費互相勻支，請同仁

注意配合辦理。 

(四) 各處室逕行採購案件，取具收據發票日期與送出核銷日期差

距過大，請依採購法規定於接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十

五日內付款。 

(五) 因校務基金會計制度規定校務基金並無帳務整理期，為順利

編列決算及預算管控，本年度同仁如有辦理文康活動及健康

檢查者，惠請各位同仁配合於 111 年 11 月底前檢據辦理核

銷。 

(六) 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費的同仁應事先填寫「健康檢查申請書」

奉校長核可後再前往受檢，並於檢查完成後檢附健康檢查費

用收據及其他證明文件辦理核銷作業。不得以健保看診收據

申請補助。健檢費為 2 年補助一次，請同仁申請時，留意前

一年度是否已補助，避免造成後續無法核銷。 

(七) （七）111 年度人事費預計短絀約 2,390 萬，業務費因疫情

導致場地收入不穩定等因素，預計將較預算數減少 50%以

上；請各處室業務請依輕重緩急排列優先順序，共體時艱，

撙節各項經費支用。  

(八) 請業務單位配合勿將 112 年收入於本(111)年度入帳，已入帳

者請辦理退回。 

(九) 學生實習作品收入應繳回市庫，支出也應由市庫支應，以本

校校務基金統收統支方式辦理，不可逕行收支坐抵。 

 

附件 

111 年度結束經費報支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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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項經常收支、轉帳案件： 

(一) 本年度各項經常支出，除水電、瓦斯、電話費及其他基於事

實需要經專案簽准者外，依總務處訂定時程，均於 12 月 5 日

17 時截止請購。爰此，處室請購（示）案件、各項活動請提

早辦理，並請預留總務處估價作業時間，前項支出單據應於

12 月 15 日前送會計室辦理核銷，並於 12 月 19 日前送達會

計室開立傳票付款。 

(二) 屬零用金支付者，含旅費報告表、超時加班及小額支付者，

請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前送零用金保管人員編製清冊；並請

零用金保管人員於 110 年 12 月 19 日前送達會計室開立傳票

付款，逾會計年度將無法報支，請轉知同仁注意，以免影響

自身權益。 

(三) 聯課活動、兼代課、不休假加班費、國內旅遊補助等各項印

領清冊，請於 12 月 15 日前送會計室審核，如於年底有變動

再通知會計室修正。 

(四) 各項費用（含委辦、補助經費），已取具 111 年 12 月 31 日以

前之合乎規定單據者（收據及發票日期需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係屬 111 年度之費用，均須於 111 年 12 月 19 日前辦

理核銷付款完畢，逾期不予核銷。 

(五) 各單位因業務需要，年度間借支之各項費用及預付設備款請

即查明，於 111 年 12 月 19 日前向會計室辦理報銷沖帳手

續，若有剩餘款亦應於上揭期限前至出納組辦理繳回。 

(六) 各項應收未收款項，請各主辦處室及總務處依「教育部及所

屬各機關學校對應收未收款項之列帳與催繳及控管處理作業

要點」規定催繳及辦理債權憑證保全等事宜。 

(七) 學生代辦費辦理完竣如有結餘請辦理退款。 

二、 資本門案件：資本門中各項設備採購及營繕工程，應儘速於

12 月 19 日前辦理驗收核銷，如不能在 12 月底前驗收結案

者，除已發生債務或有契約責任之工程、設備採購，請即查

明並於 12 月 31 日前填具資本支出保留申請表，並檢附契約

或證明文件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請保留外，一律停止

支用，不得辦理保留。 

三、 各項委辦、補助計畫： 

(一) 凡計畫期間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到期者，依下列期程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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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核銷作業： 

1. 設備購置於 12 月 19 日前完成核銷。 

2. 經常支出於 12 月 19 日前完成核銷。 

(二) 計畫期程跨 111 及 112 年度之計畫，已取具 11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之合乎規定單據者，係屬 111 年度之費用，於 110 年

12 月 19 日前辦理核銷完畢。 

(三) 如委辦或補助經費尚未核撥到校，仍請配合前述期程辦理核

銷，並將相關核銷完妥之粘存單正本送至會計室，於款項入

校後，據以開立傳票。 

(四) 已於 111 年度向學校基金先行借支之計畫，考量年終將屆，

為免影響決算作業，請儘速向委託或補助機關催款到校，俾

憑辦理後續轉正事宜。 

(五)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列專案計畫請編製支出明細表函送其補

助（委辦）機關。 

四、 請各處室承辦人及各相關計畫執行人務必依規定時間辦理。 

五、 以上所揭各日期皆以會計室收文為準。 

六、 年度收支結束後，其應歸屬於 111 年度之費用未辦理核銷之

延誤案款如有損失，應請各承辦人自行負責。 

主席裁示： 

一、 謝謝司主任報告。 

二、 年底將屆，請各處室依會計室關帳規劃期程辦理。 

三、 請楊主任對操場案之估驗金額向上級請款，另本案於

完工後先行校內程序借款付驗，待補助款入帳後再歸

墊。 

 

(捌)、 秘書： 

一、 111 年度特殊教育學校校務評鑑實施計畫已經公告，重點

如下 

1. 評鑑期程： 

（1） 採實地訪視評鑑方式辦理，評鑑期程自 111 年 2 月 1 日

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餘辦理事項及期程詳如實施

計畫。 

（2） 各受評學校於實地訪視評鑑前需完成自我評鑑工作，於

學校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後自行辦理，並於規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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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內繳交自我評鑑報告。 

2. 評鑑資料範圍：受評年度前 4 個學年資料，資料範圍自

107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止，以及前次校務評鑑各評鑑項

目缺失事項(即 107 年度評鑑報告書之待改進事項)之改善

情形。 

3. 評鑑內容包括校務發展、課程教學與實習、學務輔導、環

境設備及社群互動等 5 項。 

二、 11 月 4 日(五)上午 9:30 將召開 111 年度特殊教育學校校務

評鑑-受評學校自評說明會，請相關處室派人員參加說明會 

1. 辦理時間：111 年 11 月 4 日(五)上午 9 時 30 分。 

2. 地點：線上研習(https://meet.google.com/iex-zzog-ugo)。 

3. 報名方式：請參加人員於 111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前，至下列 google 表單(https://reurl.cc/gMn9bV)填寫報名

資訊。 

三、 如有「111 年度特殊教育學校校務評鑑實施計畫」相關詢

問事項，請逕洽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張俊鈞先生(04-7232105

轉 2420 )。 

四、 「111 年度特殊教育學校校務評鑑實施計畫」已公告於國

教署特殊教育網路中心（阿寶的天空；

https://www.aide.gov.tw/home），請自行下載參閱。 

主席裁示： 

一、 謝謝秘書報告。 

二、 請處室主任報名參加 11月 4日上午線上研習校務評鑑

-受評學校自評說明會，倘當日另有公務者，指派其他

人員參加。 

三、 評鑑的之指標主責部分，除單一處室業務自行辦理，

跨處室部分擬於下週行政會報分工說明。 

 

玖、 討論提案：無。 

壹拾、 主席裁示及結論：如各項之裁示。 

壹拾壹、 臨時動議：無。 

壹拾貳、 散會：11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