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二、地

間：107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紀錄：連欣儀

三、主
席：葉校長宗青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上次會議紀錄確認：同意備查。
六、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表。
七、各處室報告事項：如附件。
八、提案討論：
※輔實處
（一）案由：107 年度社區成人教育秋季班，外聘講師勞保及勞退機關補助款，擬由胡月霞捐
款支付，提請討論。
說明：
1.107 年社區成人教育班，預算未編列外聘講師勞保及勞退機關補助款(估每人每月勞
保 816 元，勞退 450 元，合計 1266 元)，擬由胡月霞捐款支付。
2.經詢問教育局承辦人，外聘講師勞保及勞退機關補助款，未來可編列至講師鐘點費項
目下。
決議：
1.107 年精算所需費用，外聘講師勞保及勞退機關補助款如不足部分，同意由胡月霞捐
款項下支付。
2.108 年因已編列，請精算成教班預算加上外聘講師勞保及勞退機關補助款後，重新估
算春秋兩期開設班級數或班期課程授課時數長度。
3.109 年編列預算時請加入外聘講師勞保及勞退機關補助款。
※總務處
（一）案由：108 年度綠屋頂設置位置，提請討論。
決議：在本校南排大樓頂樓設置綠屋頂。
九、臨時動議：-十、主席裁示：
（一）各處室辦理相關活動申請誤餐費時，請務必依照誤餐費相關規定，中午時段有相關任務
在身者方能使用誤餐費。
（二）教學教材請購請依據教學實際需求，不可作為回饋贈品使用。
（三）敬師節活動餘額新臺幣 6,550 元整，同意使用於 12/3 辦理敬師活動茶會。
（四）請各處室公文承辦人辦理公文時，若涉及差旅費請務必先會辦人事室再會辦會計室。
十一、散會：中午 12 時 5 分
十二、附件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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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教務處：
一、教學組
1.12/4(二)上午 9:00-12:00 南區特教資源中心借用本校場地辦理【臺北市 108 學年度學
前身心障礙帅兒入帅兒園鑑定及安置家長說明會】。本校帅兒部老師亦會出席說明本
校帅兒園教學及活動。當天活動場地借用已提出申請；引導指標、電子看版、跑馬燈
已協助製作完成。當天請總務處協助行政大樓地下 1 樓演講廳空調、燈光及音響開啟
事宜。
2.12/5(三)中午 12:00 召開國語文競賽決賽第二次工作協調會，12/7(五)中午 12:00 召
開工作人員會議，請各處室主任撥空與會。
3.因國語文競賽決賽辦理完畢時間為 12/13，許多事項尚在聯繫中(例如關東旗場佈等)
請同意經費申請不受限於 12/5。
4.手語翻譯技能檢定擬於 1/22(乙級)、1/23-25(丙級)辦理，屆時請校內切勿有任何工
程(含回收)，以免干擾檢定進行。
二、註冊資料組
1. 因應繁星成績登錄作業辦法，也為求公帄原則，高中職段考成績務必保留原始成績。
如有另擇期補考或補修，該成績則依補考或補修項目登記。
2. 敬請國中部九年級導師於期末 IEP 會議，將參與國中會考之意願放進期末 IEP 會議決
議並記錄，以做為報局處理之依據。
3. .107 學年度公立帅兒園身心障礙帅兒在校生鑑定共十二位，已線上開啟待南區確認，
辛苦帅兒園教師。
4. 國小六年級升國中之升學安置暨鑑定請於 12 月 14 日前完成報名表資料收件，感謝國
小部韓瑋凡教師協助。
5. .高三普通科繁星成績已上傳高一高二成績。
6. 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升大專院校報名即將開始，目前已發意願調查表以及收集相關費
用與證件作業。敬請高三各班導師於 12 月 8 日前交齊。
7. 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升大專院校簡章己發放完畢。
8.11/23 辦理高中職體驗營回饋表統計結果如附件一。
三、設備組
1. 教育部補助款的成果報告，煩請各處室協助以利彙整。
2. 107 年度駐校藝術家獲得特優，12/4(二)出席說明會，12/20(四)至碧湖國小辦佈展及
成果發表。
3. 單槍投影機、電動布幕及網路佈線預計下星期完工。
4. 設備組與資訊組於 12/15(六)帶高中組 3 位學生、國中組 4 位學生參加 2018 Power Tech
機器人比賽。
5. 每星期四鍾世華老師的成教班上課地點下學期改至北排後棟 206 教室(分組教室 2)，
鍾老師請設備組尋找適合的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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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學務處：
一、12/5 導師會議
二、12/22 聖誕節活動
三、12/24—1/4 春暉三對三籃球賽
四、11/22（四）高中職部環境教育研習活動已順利辦理完畢，感謝各相關處室協助各項
相關事宜。另，本校 107 年度之環境教育活動已全數辦理完畢，敬請本校教職員工再次
確認個人時數是否已滿，或待學務處發放通知。
五、本校已於 11/27（二）辦畢新生健檢活動，感謝相關處室協助相關事宜。
六、為防範流感疫情發生與傳播，敬請各班級與處室持續強化各項防疫措施，以降低流感
威脅，相關措施如下：
(一)落實良好衛生習慣：
帄時應養成勤洗手及注意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如有呼吸道症狀時應
配戴口罩，口罩如有髒污，應勤加更換；打噴嚏時應用 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或
用衣袖代替；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 1 公尺以上距離。
(二)維持健康生活形態：
適度運動、充分睡眠、均衡飲食，提升自身免疫力。
(三)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原則：
若確認已感染流感者，請務必戴口罩，並適當休息與補充水分，依醫師指示接受治
療，儘量於家自主管理，休養期間應減少或避免外出參加任何活動，以免傳染他人。
七、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7 月 11 日北市教體字第 1076015240 號來函表示，臺北
市已進入腸病毒流行警訊期，並近期腸病毒疫情已呈上升趨勢，敬請本校教職員工生應
留意相關防疫工作。
※報告單位：總務處：
一、採購提醒：
1.107 年一般性需求（含 12 底），請於 12 月 5 日前提出申請，併於 12 月 13 日前核銷
完畢。
2.請購需求請各處室，活動前或上課前蓋完章送出申請，不受理事後補請。
3.買東西不能刷卡，請付現。
4.“塑膠袋”不能申請經費核銷，請自備購物袋。
二、提醒各公文承辦人員公文處理時限：最速件：1 個工作日、速件：3 個工作日、普通
件：6 個工作日。送存查的公文是以校長決行時間為公文結案時間，送發文的公文是
以承辦人員做完送發文動作完畢後為公文結案時間。公文逾期者請於下個月填寫逾期
分析表。
※報告單位：輔導實習處：
一、輔導組
1.12/7(五)晨間由吳靜嬪心理師進行性侵害暨性騷擾防治教育宣導(網路交友與約會安
全)。
2.12/14(五)晨間由魏筠家語言治療師進行生命教育宣導-繪本導讀(花婆婆)。
3.12/20(四)及 108/1/9(三)進行物理治療巡迴服務。
4.108/1/4(五)辦理學生榮譽制度第 3 次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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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8/1/11(五)學生榮譽制度獎品兌換。
二、轉銜組
1.12/3 高三孝賴生及何生北市開案晤談。
2.12/11 高職信吳生及葉生開案晤談。
3.12/18 成教班結業式。
4.12/10 鬍鬚張實習結束。
5.12/31 完成畢業生就業追蹤。
6.12/7 完成實習個案巡查。
※報告單位：聽障資源中心：-※報告單位：秘書室：
一、科思創提供寒假打工名額一名
工作內容：海洋繪本回函整理、快遞、禮品分類整理、行政處理
時間：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4 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請各位主任推薦合適人選。
二、12/12(三)上午 10:00-13:30 筑波大附屬聾校學生蒞校交流。
三、12/28(五)下午 13:30 東京都廳聾校蒞校交流。
四、四校聯展得獎作品已移至大同圖書館展出，展期從 12/1 至隔年 1/31，歡迎大家前往
欣賞。
※報告單位：人事室：
一、本府教育局 107 年 11 月 20 日北市教人字第 1076067564 號函轉教育部修正發布「教
師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1 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婚假及喪假計算單位由「半日計」修正為「得以時計」。（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將休假計算單位由「半日計」修正為「得以時計」。（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臺北市政府 107 年 11 月 20 日府授人考字第 1072140518 號函轉考試院、行政院會銜
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0 條、第 19 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將事假每年准給日數由「五日」增加為「七日」，婚假及喪假計算單位由「半日計」
改為「得以時計」。（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將休假計算單位由「半日計」改為「得以時計」。（修正條文第十
條）
（三）本規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行政院 107 年 11 月 16 日函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
措施」第五點及附表，並自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一）國旅卡休假補助費部分：需請休假半日以上（上午半日或下午半日）始得持國旅卡
消費請領休假補助費（註：請休假半日以上，持國旅卡至特約合格商店刷卡消費，始得
視為合格交易；如請休假為 1 至 3 小時者，持國旅卡消費不符上開請領休假補助費規定）
，
最高以 14 日核給 1 萬 6,000 元為限。
（二）逾上開 14 日以外之國內休假補助費部分：得以時計，於年終一併結算，至年終累
計未達 1 日之時數，按休假時數比例支給（按：600 元÷8 小時=75 元/時）。
（三）未休畢之休假部分:得以時計，截至年終累計未達 1 日之時數，按未休畢時數比例
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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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會計室：
一、各處室業務資料請自行建檔列管，對業務執行情形請自行掌握，各處室對會計室憑證
調閱部分，淪為業務查詢工作，基於權責分工及礙於工作量之負荷，爾後除憑證有疑
義外，不接受調閱。107 年 10、11 月份書面查詢已達 20 件之多。
二、107 年預算請於 12 月 5 日前完成請購，12 月 13 日前完成核銷。
三、107 年預算經常門性別帄等教育宣導活動 20,000 元未執行。
四、敬師節活動款項尚有 6,550 元，請討論繳回或辦理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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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中職體驗營回饋表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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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編
號

1

2

3

上次會議裁示事項

承辦處室

處理情形

等
級
A

案由：2018 年 10 月 31 日評鑑委員至 教務處
本校評鑑檢討事項。
決議：請教務處協助於導師會議及晨
會瞭解各老師被評鑑委員詢問項目並
做紀錄以作為本校修正依據。

107.11.30
已完成。

鼓勵本校行政人員先掌握 107 年度優 各處室行政人員
質學校評選指標，並踴躍參與 107 年

107.11.30
辦理中。

B

107.11.30
辦理中。

B

度優質學校卓越經營研討會再共同研
擬。
請相關單位積極執行 107 年度設備及 尚未執行完處室
工程催辦案件尚未執行完成部分。

等級說明：A－解除列管
列管辦理

B－持續辦理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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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進度落後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