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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惠明盲校/惠明盲童育幼院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預定行事曆（擬） 
週 日期 預定事項 

預

備

週 

08/23 

│ 

08/29 

校 

運動器材保養。設備組彙整各部門提交教學資源需求表。訓育組彙整各部門班級、部門戶外教育預程表。 

08/23(一)09:00 校務發展會議。10:00 行政主管會議。11:00 第一次行政會議。 

         14:00 校務會議暨月例會。16:00-17:00 第一次各學部教學研究會。                                      

08/24(二)09:00-12:00 全體教職員大掃除。   

         14:00 借教具與輔具。14:00-17:00 佈置教室、整理專科教室。                     

08/25(三)-08/27(五)在家線上研習。      

08/29(日)09:00-17:00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IEP 期初會議暨親師座談會。 

         13:00-13:50 學校與育幼院同工交流座談會。家長暨家長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             

育 

08/23(一)11:00-12:00 主管會議。 

08/24(二)發電機保養。14:00-16:00 消防講習與 19:00-21:00 夜間自衛編組演練。 

08/25(三)10:00-12:00 全日型物復健治療課程開始上課。 

         14:00 全日型外出社區融合活動。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始上課。 

08/26(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開始上課。 18:30-20:30 全日型職能治療課程開始上課。           

08/29(日)13:00-14:00 學校與育幼院同工交流座談會。14:00 院生返院日。14:00-15:00 舉辦親子講座。 

         15:00-17:00 召開 110-2 擬定會議、半年檢討會議。                  

1 
08/30 

│ 

09/05 

校 

8/30-8/31 校園防疫準備工作日 

8/30-8/31 體恤家長工作辛勞，比照防疫措施，學校提供安親服務。 

8/30-8/31 治療師專團延後至 9/6（一）開始服務。 

能源、安全、防災教育主題月份。友善校園週-反毒反黑反霸凌。 

飲水機保養、電梯保養。 

本週個別課程(8/30)、語言治療課程(9/1)、職能治療課程(9/2)、物理治療課程(9/3)開始上課。 

08/30(一)16:30 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 

08/31(二)09:30 義剪。 

09/01(三)09:00 舉行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典禮，典禮後開始正式上課。 

         14:00-16:00 全校環境教育研習，地點:B1 大禮堂。16:00-16:30 召開認輔教師會議。 

09/02(四)16:40 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09/03(五)提交 109 學年度畢業生追蹤輔導記錄(7.8 月)至輔導組。 

育 

08/31(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09/01(三)夜間住宿型開學日。全日型服務-各家召開家庭會議。 

         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9:00-20:00 夜間消防驗證第一次預演，夜班同工全體參加。             

09/02(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園藝治療師。 

09/03(五)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住宿繳交 110-2 暑期假期生態評量表。 

2 
09/06 

│ 

09/12 

校 

本週推拿課程(9/7)開始上課。設備組辦理教學資源需求採購作業暨核銷作業。 

輔導組調查高關懷學生及認輔需求。 

09/06(一)教學組多障部英文課程、咖啡課程、烘焙等外部課程開始上課。 

         教學組提交暑假作業優良獎名單【含作業】。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召開第一屆第 13 次勞資會議。 

開放公開觀課登記【9/11 前完成登記】。 

09/06(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16:30 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09/07(二)09:30 第二次行政會議。( 審核戶外教育活動彙整表、教學資源需求彙整表。) 

09/08(三)14:00-16:00 全校防災研習，地點:未定。 

         15:00-15:30 教務暨學務會議(各班教師代表參加)，地點:B1 會議室。 

09/09(四)14:40-16:10 攝影課。 

09/10(五)09:00-09:30 全校防災避震預演。 

         16:30 前繳交 109 學年度家庭訪問記錄表，紙本繳交至訓育組。 

09/11(六)原定中秋節補班改至 110/1/21(五)上班。 

育 

09/06(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2:0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09/07(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院務會議。16:20-19:40 小提琴課程。 

         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09/08(三)電梯保養。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4:00 全日型外出社區融合活動。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 

         18:30-20:00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19:00-20:00夜間消防驗證第一次預演，夜班同工全體參加。 

09/09(四)社工組團督。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0:30 輔具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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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09/10(五)10：00-12：00 盛順健康公司-黃英萍護理至育幼院進行健康管理。 

3 
09/13 

│ 

09/19 

校 

本週各班級更新並提交認養童個案資料 Excel 檔給認養組。電梯保養。視障部班級團體輔導。 

09/13(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 

09/15(三)09:00-09:30 頒發暑假作業優良獎項。 

         14:00-15:30 週三禮拜，講員:                          。 15:30 9 月教職員工月例會。 

09/17(五)09:00-09:30 全校防災避震正式演練。 

         HPV 人類乳突疫苗第二劑預防接種(預定)。地點:健康中心。               

育 

09/13(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09/14(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09/14(二)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09/15(三)飲水機濾心保養。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4:00-15:30 週三禮拜，講員:_______________。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 

         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9:00-21:00 夜間消防驗證第一次預演，夜班同工全體參加。 

09/16(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1:30 義剪。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4 
09/20 

│ 

09/26 

校 

辦理學生平安保險。 

09/20(一)-09/21(二)中秋節連續假日放假二日。 

09/22(三)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14:00-15:00 第一次行為功能方案研討暨個案研討會議。 

15:00-16:00 第一次領域教學研究會全校說明及研討。 

09/24(五)HPV 人類乳突疫苗第二劑預防接種(預定)。地點:健康中心。    

育 

09/20(一)-09/21(二)中秋節連續假日放假二日。 

09/20(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 

09/21(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 

09/22(三)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4:00-16:00 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慶生會活動。 

         16:00-17:00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09/23(四)黃靜玲老師團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 

         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09/24(五)夜間住宿型繳交 9 月份服務對象家庭會議紀錄、各樓層會議紀錄。 

         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繳交兩週評量。夜間住宿型繳交 110-2 電訪表。 

5 
09/27 

│ 

10/03 

校 

電梯保養、消防安全設備檢測及申報。本週惠明學園第 84 期出刊與寄發完成。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視障及學障用書核銷事宜開始。檢閱 09 月各班學生請假紀錄表。 

09/27(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 

09/28(二)110 學年度校內點字比賽 

09/29(三)14:00-16:00 第一次各學部教學研究會。14:00-16:00 新生轉銜座談會議。 

09/30(四)09:00 國資圖電影聽賞活動。 

育 

09/27(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09/28(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5:30 招敏慧老師體適能研習。 

         15:3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 樓研討室。16:20-19:40 小提琴課程。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09/29(三)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4:00-16:00 夜間住宿型社區融合。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 

         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09/30(四)全日型繳交 09 月份工作獎勵金評量表。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 

09/30(四)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0/02(六)消毒日。蓄水池水塔清洗。 

6 

 

 

 

10/04 

│ 

10/10 

校 

人權、多元文化、原住民教育主題月份。 

安美水質檢測。教育部校地校舍通報。 

10/04(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 

10/05(二)09:30 第二次行政會議。 09:30 義剪。 

10/06(三)14:00-16:00 全校原住民教育研習，地點:B1 大禮堂。 

10/07(四)14:40-16:10 攝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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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10/04(一)電梯保養。消防安全設備檢測及申報。   

         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0/05(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院務會議。16:20-19:40 小提琴課程。 

         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0/06(三)全日型服務-各家召開家庭會議。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4:00-16:00 性平研習，講師：__________。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 

         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0/07(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0:30 輔具維修。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0/08(五)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繳交兩週評量。 

         10:00-12:00 盛順健康公司-黃英萍護理至育幼院進行健康管理。 

7 
10/11 

│ 

10/17 

校 

電梯保養。視障部班級團體輔導。 

10/11(一) 雙十節彈性放假一日。 

10/12(二)09:30 行政主管會議。 

10/13(三)14:00-16:00 全校多元文化教育研習，地點:B1 大禮堂。 

10/15(五)09:40-11:10 南投高中音樂班蒞校音樂交流，地點:B1 大禮堂 (當日社團課暫停一次) 

10/17(六)環境消毒。 

育 

10/11(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 

10/12(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3:30-15:00 截油槽清理。 

         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 樓研討室。16:20-19:40 小提琴課程。 

         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0/13(三)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4:00 全日型外出社區融合活動。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 

         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0/14(四)水質檢測。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1:30 義剪。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8 
10/18 

│ 

10/24 

校 

10/18(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 

10/20(三)14:00-15:30 週三禮拜，講員:                          。 15:30 10 月教職員工月例會。 

10/21(四)14:00 第 9 屆第 9次董事會議，地點:光明樓 B1 會議室。 

育 

10/18(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0/19(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0/20(三)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4:00-15:30 週三禮拜。14:00-16:00 夜間住宿型社區融合。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0/21(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0/22(五)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繳交兩週評量。 

9 
10/25 

│ 

10/31 

校 

10/25(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 

10/27(三)14:00-15:00 學部教學研究會(10 月份)。15:00-16:30 第二次教學領域教學研究會。              

10/29(五)下班前各班級導師提交輔導紀錄表至輔導組。 

育 

10/25(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 

10/26(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5:00-15:30 招敏慧老師體適能研習。15:3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 樓研討室。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0/27(三)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4:00-16:00 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慶生會活動。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 

         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0/28(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0/29(五)全日型繳交 10 月份工作獎勵金評量表。 

         夜間住宿型繳交 10 月份服務對象家庭會議紀錄、各樓層會議紀錄。 

10 
11/01 

│ 

11/07 

校 

品 德 、 法 治 教 育 主 題 月 份 。 

電梯保養。檢閱 10 月各班學生請假紀錄表。 

11/01(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 

11/02(二)-09:30 第三次行政會議。 09:30 義剪。 

11/02(二)-11/04(三) 第一階段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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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全日型和夜間住宿型開始撰寫 12 月期末感謝信 excel 及 word 檔。 

11/01(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1/02(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院務會議。16:20-19:40 小提琴課程。 

         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1/03(三)全日型服務-各家召開家庭會議。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1/04(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1/05(五)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繳交兩週評量。11:00-11:30 勞資會議(暫定)。 

11 
11/08 

│ 

11/14 

校 

教學組檢核全校學生 IEP 實施狀況、抽查視障部作業、統計期中學期表現優異項數量(11/10 前)。 

輔導組檢核學生輔導記錄表。學務處檢閱學生聯絡簿。 

11/08(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 

11/10(三)14:00-16:00 全校性別平等教育研習，地點:B1 大禮堂/會議室。 

11/11(四)14:40-16:10 攝影課。 

11/13(五)下午校內卡拉 OK 比賽(全校)。 

育 

11/08(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電梯保養 

11/09(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1/10(三)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4:00 全日型外出社區融合活動。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 

         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 

11/11(四)瓦斯熱水鍋爐保養。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0:30 輔具維修。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1/12(五)10:00-12:00 盛順健康公司-黃英萍護理至育幼院進行健康管理。 

         15:00-15:30 第五屆第二次服務對象權益維護暨申訴委員會。15:30-16:005召開膳食委會議(暫定)。 

12 
11/15 

│ 

11/21 

校 

電梯保養。 

行政入班觀課(依據小麥核心課程以各班社會及自然為優先觀課)。 

視障 部班級 團體輔 導。資 訊組 調 查 1 1 0 學 年度 第 二 期視障 學 生 用書清 單 。 

上網填報 109 學年度國中身心障礙畢業生未升學追蹤輔導問卷。 

11/15(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 

11/17(三)09:00-09:30 頒發期中表現優良學生獎項。 

         14:00-15:30 週三禮拜，講員:                          。 15:30 11 月教職員工月例會。 

11/17(三)14:00-15:30 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習，地點:B1 會議室。 

育 

11/15(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1/16(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1/17(三)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4:00-15:30 週三禮拜。14:00-16:00 夜間住宿型社區融合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 

         18:30-20:00 夜間路跑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1/18(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1:30 義剪 

         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1/19(五)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繳交兩週評量。 

13 
11/22 

│ 

11/28 

校 

資訊組辦理 110 學年度第二期視障及學障學生用書發文至各出版社、各縣市政府。 

11/22(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 

11/24(三)14:00-16:00「第三次領域教學研究會暨外埠參訪」(暫定：大雅小麥在地文化)。 

育 

本週全日型和夜間住宿型繳交 12 月期末感謝信 excel 及 word 檔，及直式認養照一張。 

11/22(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1/23(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1/24(三)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4:00-16:00 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慶生會活動。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 

         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1/25(四)感恩節餐會。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1/26(五)夜間住宿型繳交 11 月份服務對象家庭會議紀錄、各樓層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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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29 

│ 

12/05 

校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主 題 月 份 。 

飲水機保養。高低壓電氣檢測。電梯保養。訂定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預定行事曆。 

檢閱 11 月各班學生請假紀錄表。 

11/29(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 

12/01(三)14:00-16:00 全校性別平等教育研習，地點:B1 大禮堂。 

育 

11/29(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1/30(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5:30 招敏慧老師體適能研習。 

         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 樓研討室。16:20-19:40 小提琴課程。 

         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全日型繳交言 10 月份工作獎勵金評量表。 

12/01(三)全日型服務-各家召開家庭會議。(三)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2/02(四)黃靜玲老師團督。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2/03(五)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繳交兩週評量。 

         夜間住宿型繳交功能性視覺評估、定向評估、興趣喜好調查表、家長意見調查表。 

15 
12/06 

│ 

12/12 

校 

召開第一屆第 14 次勞資會議。 

12/06(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 

12/07(二)09:30 第四次行政會議。09:30 義剪。 

12/08(三)14:00-16:00聖 誕 節 活 動 第 一 是 綵 排 暨 活 動 演 練 ( 全 校 師 生 參 加 ) 。 

12/09(四)14:40-16:10 攝影課。 

12/10(五)14:00-16:00 國中畢業生多元進路轉銜座談說明會。  

育 

12/06(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 

         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電梯保養；電氣設備檢測。 

12/07(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院務會議。16:20-19:40 小提琴課程。 

         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2/08(三)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4:00全日型外出社區融合。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2/09(四)社工組團督。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0:30 輔具維修。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2/10(五)10:00-12:00 盛順健康公司-黃英萍護理至育幼院進行健康管理。 

16 
12/13 

│ 

12/19 

校 

電梯保養。視障部班級團體輔導。 

12/13(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 

12/15(三)14:00-15:30 週三禮拜，講員:                          。 15:30 12 月教職員工月例會。 

12/17(五)14:00-16:00 聖誕節<總彩排>。 

育 

12/13(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2/14(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2/15(三)飲水機濾心保養。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4:00-15:30 週三禮拜。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2/16(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1:30。義剪 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2/17(五)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繳交兩週評量。夜間住宿型繳交 2 份綜評+期末年度檢討。 

17 
12/20 

│ 

12/26 

校 

教學組寄發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 IEP 會議暨家長會通知單(預計 01/17-20 召開)。 

12/20(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 

12/22(三)14:00-15:00 第二次行為功能方案研討暨個案研討會議。 

         15:00-16:00 第四次領域教學研究會(討論外埠參觀融入課程成效)。 

12/24(五)聖誕節活動。下班前提交 109 學年度畢業生追蹤輔導記錄(6 個月)交至輔導組。 

育 

12 月期末感謝信於本週寄發完成 

12/20(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2/21(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2/22(三)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 

         14:00-16:00 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慶生會活動。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 

         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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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聖誕夜慶祝活動。18:30-19:30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18 
12/27 

│ 

01/02 

校 

教學組統計期末三獎項數量(1/10 彙整完畢)。 

12/27(一) 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 

12/29(三)14:00-15:00 第二次各學部教學研究會。15:00-16:00 第五次領域教學研究會。 

12/31(五) 元旦彈性放假一日。 

育 

12/27(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12/28(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 

         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 樓研討室。15:00-15:30 招敏慧老師體適能研習。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12/29(三)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4:00-16:00 夜間住宿型社區融合。 

         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12/30(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夜間住宿型及全日型服務繳交兩週評量。夜間住宿型繳交 2 份綜評+期末年度檢討。 

         夜間住宿型繳交 12 月份服務對象家庭會議紀錄、各樓層會議紀錄。 

19 
01/03 

│ 

01/09 

校 

生 命 教 育 主 題 月 份 。 

安美水質檢測。電梯保養。教學組檢閱各班學生成績、受獎名單以及各種評量記錄。(01/09 前) 

檢閱 12 月各班學生請假紀錄表。 

01/03(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 

01/04(二)09:30 第五次行政會議。適性輔導安置志願模擬選填。 

01/05(三)、01/06(四)第二階段定期評量。 

01/05(三)14:00-16:00全校人權教育研習。地點: B 1 大禮堂。 

01/06(四)14:40-16:10 攝影課。 

育 

01/03(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電梯保養。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01/04(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院務會議。16:20-19:40 小提琴課程。 

         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01/05(三)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 

         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01/06(四)09:30-10:30 輔具維修。水質檢測。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4:00-15:00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01/07(五)夜間住宿型繳交 2~3 份現況能力+111-1 年擬定+長短期。 

20 
01/10 

│ 

01/16 

校 

教學組開始進行 IEP 總結性評量；預備 IEP 檢討會議及期末各項準備工作。檢檢核及訂定寒假作業。 

視障部班級團體輔導。 

01/10(一)09:30 行政主管會議、防疫會議。 

01/11(二)09:30 義剪。 

01/12(三)14:00-16:00 全校生命教育研習，地點:B1 大禮堂。 

01/14(五)下班前各班提交學生輔導紀錄至輔導組。 

育 

01/10(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11:00-11:30 行政會議。14:30-16:00 啦啦隊課程。 

01/11(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16:20-19:40 小提琴課程。18:30-20:00 水上芭蕾社團。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01/12(三)10:00-12:00 太鼓社團-顏明義老師。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3:30-15:00截油槽清理。 

         14:00 全日型外出社區融合活動。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18:10-20:00 爵士鼓課程。 

         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01/13(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09:30-11:30 義剪。18:30-19:30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01/14(五)冷氣中央空調冰水主機保養。夜間住宿型繳交 2~3 份現況能力+111-1 年擬定+長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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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電梯保養。輔導組檢核學生輔導記錄表。檢閱 01 月各班學生請假紀錄表。 

01/18(二)10:00 繳回下學期不使用或需進行維修的輔具。 

01/19(三)14:00-15:00 週三禮拜，講員:                          。 

         15:30 1 月教職員工月例會暨期末教、學務會議。 

01/20(四)09:00 休業典禮暨本學期 IEP 檢討會議(預計 1/17-20 IEP 會議以 20 日下午為主要時間)。 

01/21(五)補班-中秋節調整上班。(補 9/11 中秋節補班) 

         09:30-10:00 家長委員會。15:00-16:00 第五次領域教學研究會。 

育 

01/17(一)09:40-11:10 英語會話課程。 

01/18(二)10:00-15:30 音樂打擊課程-蔡若煦老師。15:00-16:00 教保組督導會議，地點:7樓研討室。 

         18:30-20:30 夜間住宿型職能治療，地點:5 樓職能室。 

01/19(三)10:00-12:00 全日型物理治療課程。14:00-15:30 週三禮拜。16:00-17:00 惠冠老師音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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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20:00 爵士鼓課程。18:30-20:00 週三路跑.地點:大雅國小。 

01/20(四)08:00-10:00 樂團練習課程。14:00-15:00 團藝冶療課程-陳幸惠。 

         18:30-19:30 夜間住宿型物理治療、全日型職能治療。 

01/21(五)夜間住宿型繳交 01 月份服務對象家庭會議紀錄、各樓層會議紀錄。夜間住宿型結業式。 

01/22(六)環境消毒。全日型期末會議。 

01/23(日)-02/04(五)省親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