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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小學部 

109 學年度第二次家長會代表大會校務報告—2021.05.29 

壹、教務處 

一、林口康橋遠距教學─停課不停學 

(一)國語、數學、自然、社會、美勞、音樂、資訊、康橋 Time、生活課程，都依照班級

課表上課，真正落實遠距教學。 

(二)教師運用 Google Classroom 公告學習重點、進行作業指導，以 Google Meet進行同

步線上學習課程。 

(三)導師同步在遠距課程中，和孩子互動，關心孩子的身體健康和在家生活。 

(四)4/29-5/5學生線上出席率 98.9%，5/18-5/28學生出席率 99.57%。 

(五)在家自主學習期間，學生線上作業繳交率 100%，導師每日追蹤孩子的學習情形。 

二、聆聽能力的培養─109學年度學習指導重點 

(一)分組討論的聆聽表徵 

1.靜靜地看著說話的人，微笑點頭，仔細聽到最後。 

2.聽完後，思考他人所說的哪些和我想的一樣、哪些和我想的不一樣？ 

3.回應對方，並說出自己的看法，如有疑問會提出問題。 

(二)全班共學的聆聽表徵 

1.孩子會主動站起來回答問題，其餘同學會轉身面向發表者。 

2.一個同學發言後，另一個同學會接續著發言，內容可能是贊同，也有可能是疑問、反

駁或是不同見解。 

3.老師適時地串聯、總結孩子們的發表重點，統整學習的目標。 

三、不一樣的康橋 Time 成果發表會 

隨著疫情的變化，109學年度的康橋 Time成果發表會，考驗著林口康橋孩子們習得

的素養表現，更展現了老師們為了成就孩子的教育熱忱。  

(一)一、四年級康橋 Time發表會：同學們在教室，以現場直播的方式進行發表。一年級

主題為有趣自製玩具，小小年紀的孩子自信流暢地表達，以誠摯的歌聲和親手做的

卡片表達對父母的感謝，感動了許多鏡頭前的爸爸媽媽；四年級的孩子們在鏡頭前

落落大方地說明一年來的探究歷程和成果，讓人驚艷不已。 

(二)五、六年級康橋 Time發表會：因疫情停課的關係，孩子們將海報、作品帶回家，每

個人在家找好適合的場地、設計海報擺設方式、作品的呈現。在正式的發表會時，

穿上正式服裝（制服），在自己的家裡進行線上直播發表，讓老師、同學、家長同

步欣賞，不因空間限制，反而更專注發表與聆聽。 

(三)二、三年級康橋 Time發表會：期待 6/15復課後，預定安排在期末之後進行發表。

孩子們一年的努力成果，我們應該讓它有展現的舞台。 

四、林口康橋昆蟲館 

(一)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自然團隊老師在六樓自然教室廊道，配合季節開始飼養昆

蟲，讓孩子親自就近觀察。已陸續飼養了：蝗蟲、蟋蟀、紋白蝶、瓢蟲、大鳳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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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薯天蛾、竹節蟲（葉脩、棉桿竹節蟲、泰國小紅翅竹節蟲、幽靈竹節蟲），孩子

們反應熱烈。 

(二)依照昆蟲的時節、並配合自然課程飼養，製作海報介紹展示的昆蟲，讓孩子深入地

了解各種昆蟲的成長、食性、繁殖與特性。 

(三)目前預定將六樓自然教室廊道，規劃為林口康橋昆蟲館，屆時將有更完整、更吸引

孩子、引發孩子學習的內容呈現，我們拭目以待。 

五、不斷充實的學習寶庫─圖書館 

(一)本學期新增館藏計 5,349冊，累計至 110年 4月總館藏量 47,623 冊（中文：20,993，

英文：26,630）。 

(二)推動行動書箱入班與行動書車：為了拉近孩子與圖書的距離，營造支持性的閱讀情

境，培養孩子閱讀習慣，推動各項活動，逐步建立書香校園。 

(三)線上教學與學習資源平台：配合國際處與教務處的中英文教學主題，規劃跨領域學

習主題，收集整理相關學習資源，方便學生擴展主題學習的內涵，同時也提供教師

延伸教學內涵。 

六、109 學年度學生優異表現（榮譽榜） 

(一)2021年 IEYI 臺灣選拔賽：1金、2銀、1銅、2佳作。 

(二)109學年度新北市科學展覽：1特優、1優等、1甲等。 

(三)網界博覽會榮獲國際賽銀獎。 

(四)新北市語文競賽：榮獲新北市分區第五名。 

(五)新北市第 14屆聯合盃作文比賽：榮獲新北市佳作 3件。 

(六)新北市音樂比賽（同聲合唱）：獲得新北市分區優等。 

(七)新北市學生美術作品比賽：榮獲市級第一名 1件、第三名 1件、佳作 7件，2件代

表參加全國賽。 

(八)全國學生美術作品比賽：榮獲全國賽特優 1件、佳作 1件。 

(九)日本第 51屆世界兒童畫展：榮獲全國賽特優 1件、優選 2 件，1 件送往日本參賽。 

(十)稅務文宣創作比賽：榮獲新北市甲等 1件。 

(十一)日本第 13屆世界夢~文字書法大賽：榮獲全日本金賞。 

(十二)新北市未來心想像美感創意比賽：榮獲新北市佳作 2件。 

(十三)海峽兩岸（合肥）少兒藝術展作品徵件：榮獲全中國一等獎 3件。 

(十四)中華民國第 52屆世界兒童畫展：榮獲新北市入選獎 21件。 

(十五)「藝」起看見新北之美~迷你版畫徵選：榮獲新北市優選 2件。 

(十六)新北市「舞文弄墨好品德」書法比賽：榮獲新北市入選 2件。 

(十七)2021年第十一屆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榮獲新北市優勝 1件、佳作 2件、入

選 4件。 

貳、國際處 

一、Interclass Competition 班際競賽 

提供學生一個多元的舞台，運用英語所學的能力，展現自我的優點與長才。低年級的學

生選擇自己喜歡的英語歌曲，跟著歌曲的節奏，高聲歌唱並展現輕快的舞步。中年級的

學生從英文課本中選出自己喜歡的閱讀文章，運用肢體與抑揚頓挫的語調，把閱讀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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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展現出來。高年級的學生選擇自己想探討的生活主題，蒐集並整理好資料，製作成投

影片，並將這些收穫分享給大家。 

    (一)各年級比賽項目 

年級 比賽主題 

1-2 Song Competition 英語歌唱比賽 

3-4 Dramatic Reading Competition 英語朗讀比賽 

5-6 Show and Tell Competition 英語演講比賽 

   (二)比賽方式與規則 

    1. 於 3/8-3/19，在各班舉行初賽，選出班上的優勝者，代表班級參加決賽。 

        2. 於 3/22-3/26，在演藝廳舉辦決賽，選出各年級各級數的前三名優勝者。 

二、Collaborative Teaching 英語活化教學 

    (一)深化課堂教學四大步驟(Bridge, Connect, Discuss, Perform) 

1. 老師在設計每堂課程時，能充分將教學四大步驟，融入於教學與學習中，提高學

生學習動機，掌握學生學習節奏，鼓勵學生充分討論，以及提供學生發表自我想

法的空間。 

2. 培養聆聽的能力，從老師的指導，到學生之間的討論，以及學生上台的發表，學

生都能尊重聆聽他們的想法與意見。 

  (二)進化閱讀專題中學生之探究能力（Research Skill） 

1. 低年級學生能運用圖書館或是 ipad 蒐集需要的資料與知識，並進行簡單的資料

整理。 

2. 中年級學生能運用圖書館或是 ipad 蒐集需要的資料與知識，並分析資料的可用

度，進行資料的取捨，整理出有利用價值的資料佐證。 

3. 高年級學生能運用圖書館或是 chromebook，從書籍、資料庫以及網站資源，分析

與比對資料，找出相關重要的資料，懂得取捨與分辨資料的可信度，將這些找到

的有用資源，用來佐證支持自己的論點。  

三、Online English Open Day 線上英語成果發表會 

由於疫情的衝擊，本學期的 English Open Day 皆改為線上直播的方式發表。目前一年級

與四年級已經在學校完成線上直播；接下來的年級，六年級因為停課的影響，將會在當

日採學生分別在家中進行 Google Meet的線上直播。二、三、五年級，皆安排在期末考

過後，按照一年級與四年級的方式在學校線上直播。 

Grade 
年級 

Date  
日期 

Theme活動主題 

CET中籍英師 FET外籍英師 

1 

 
已於 5月 14日星期五 
完成線上直播發表  

I Love Whom I Am and  
What I Will Become 
熱愛自我及未來的自己 

Life Cycles 
生命週期 

2 

 
將於 6月 24日星期四 
進行線上直播發表 

 

Ben’s Wild Self 
變種牛蛙(班) 

Life Cycle of A Plant 
植物成長日記 

３ 

 
將於 6月 25日星期五 
進行線上直播發表 

 

My Dream Shop 
我夢想中的店 

Desirable 
Destinations 

嚮往的旅遊目的地 

４ 

 
已於 5月 13日星期四 
完成線上直播發表  

Mysterious Animals 
神祕動物之奇幻故事 

Extreme Jobs 
超越人類極限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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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於 6月 23日星期三 
進行線上直播發表  

My Club Rocks 
 搖滾學校 

Micro-nation 
創建微型理想國  

6 

 
將於 6月 11日星期五 
進行線上直播發表  

2021 Innovation Expo 
2021 科技創新博覽會 

Global Travel Agency 
環遊世界旅行紀實 

四、Hello English 英文電子報 https://helloenglish.kcislk.ntpc.edu.tw/ 

Hello English網頁提供定期的英文電子報，報導現場的英語教學與學習風貌，讓學生與

家長更能了解林口康橋小學英語教育的教學活動與學習的內容。 

五、Formal Lunch 西餐禮儀 

西餐禮儀每學期都會提供不同的菜單，除了提供美味的食物外，最重要是讓學生學習到 

不同的西方餐點，從享受美食的過程中，除了學習到西餐禮儀的重點，更有機會能在不

同於教室的學習空間中，與外師一同輕鬆地用餐與聊天，享受英語學習的不同風貌。 

六、Online Distance Learning 英語課遠距教學 

(一)英語遠距課程的內容涵蓋：Language Arts 中外師英語班、KCFS、PE體育外師、英

語村之線上課程。 

(二)學生按照學校課表上課，進入英文的 Google Classroom，找到老師的 Google Meet

連結，跟中外籍英師在線上真實地互動對話。老師提供線上教學資源，利用自製的

教學投影片、Kahoot、Jamboard、Youtube 影片等科技資源來吸引學生並提高學習的

動力。 

(三)老師將紙本作業轉化成線上作業，利用 Google Form或 Quizlet 進行作業安排，學

生利用線上做作業的方式，順利將作業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 或學習平台。 

七、英語村國際週 

期末，英語村將舉辦國際週的活動，此次的主題為冬季奧林匹克(Winter Olympic Games)，

學生可以從這個活動中，學習到冬季奧運的歷史與項目，並會在英語村現場嘗試有趣簡

單的奧運模擬活動。 

叁、學務處 

一、 中高年級小鐵人比賽 

3/26(五)至 4/1(四)中、高年級小鐵人比賽，實施對象為 3-6年級，參賽學生 808人，

參賽率為 92.6%，孩子均展現絕佳毅力與韌性。 

二、 康橋聯合行動勸募 

109學年度行動勸募於 11/20及 11/21辦理，參加學生數為 696 人，參加率為 79%，共

計募得 102萬餘元，感謝家長的支持與協助，讓孩子學習以自身能力勸募善款，懂得關

懷別人，給孩子很好的體驗學習機會。 

三、 築夢康橋圓夢雪山 

109學年度小學部畢業生登雪山領畢業證書活動已於 4/20-4/25辦理完畢，實際登山人

數為 187人，登頂率為 93%，全數學生均登頂雪山東峰。 

四、 交通車逃生演練 

109-2學期辦理中學 2/25、小學 2/26兩場次交通車安全逃生演練，積極提升學生搭乘

大眾運輸自我保護及安全觀念。 

五、 生活禮儀教育成效與防疫措施 

(一) 落實禮儀教育 

1. 由師長身教主動與孩子問早問好，孩子也都會主動問好。 

2. 學生朝會等儀典，理解場合需要的莊重、寧靜，孩子更專注聆聽與欣賞。 

https://helloenglish.kcislk.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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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早自習時段，班級均能安靜進行晨間儀式，為一天的學習做最好的準備。 

4. 孩子越來越謹慎自己穿著的整齊與整潔度，每週一日的制服日，孩子穿著合格

率 98%，缺漏大多都是領結忘記別上了。 

(二) 落實防疫措施 

1. 持續執行每日在家及入校量測體溫，掌握孩子的健康狀況。 

2. 由導師、各科老師共同協助學生落實大下課濕洗手、入班前乾洗手，清潔手部

保持乾淨。 

3. 固定每週一次教室消毒、室內開兩扇窗、開空調使空氣流通順暢。 

4. 親師生合作落實生病發燒不上課、不上班的防疫準則，在家休息保護自己、保

護他人。 

5. 護理師每日致電關懷身體不舒服的孩子，掌握小學部學生健康狀況。 

6. 5/18-5/28 停課期間每日 8:40前孩子上線登記體溫填報率達 95%。 

六、 林口康橋遠距教學─推動體育、探索課程停課不停學 

(一) 體育、探索教師運用 Google Classroom 公告學習重點，以 Google Meet進行同步

線上教學。 

(二) 游泳課程結合運動知能學習，搭配第二節安排動態徒手運動，與 PE教師聯手關照

學生居家運動。 

(三) 低年級生活課程著重生活實驗，探索教師線上實驗，帶著孩子印證，學生更能在線

上照常進行實做。 

(四) 中高年級探索課程，利用學習回顧引導孩子進行反思與創意發想，兼顧知識學習、

身體活動與思考創想。 

(五) 5/18-5/28線上教學期間，學生出席率達 96.6%。 

七、 情緒教育班級輔導方案 

輔導組針對一、二年級規劃『心情魔術師』與『我是情緒小偵探』情緒教育班級輔導，

透過引發孩子興趣的活動與融入生活的題材，帶入情緒辨識、適當情緒表達方式、情緒

因應策略等元素，目標在增進孩子的情緒智能與人我互動上的同理能力。於四月已針對

一年級實施三個班級，尚未實施之班級將順延至期末辦理。 

八、 110學年度交通車重要調整 

(一) 110學年度起上放學交通車、課後交通車將於 6/9 於 N 合一線上調查中開放登記。

有鑑於小學部學生仍須導護老師協助與指導，因此自 110 學年起，不再受理小學部

學生申請 A8、A9捷運免費接駁車，如有乘車需求，敬請家長登記林口優惠交通車。 

(二) 為持續精進交通車管理並符合運作成本，康橋各校區自 110 學年起交通車各路線費

用一天車資調漲 20元整，林口優惠交通車、捷運免費接駁車除外。 

九、 展望 110學年度新氣象：迎接康橋二十週年聯合校區慶祝活動。 

肆、推廣中心 

推廣組 

一、 課間社團/課後才藝安親開課精進研議及幼小中銜接檢視 

(一)110 學年新增課程： 

1. 課間社團：芭蕾比賽及檢定認證專班、國標舞。 

2. 課後才藝安親：芭蕾比賽及檢定認證專班、圍棋高階班、運動體適能、動力機器

人開設初階/進階班。 

(二)110 學年課程調整： 

1. 課間社團：語言類社團將分初階班及進階班。 

2. 課後才藝安親：擊劍將細分為鈍劍與銳劍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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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暑期營隊之規劃 

(一)多元選課搭配：共有半日單週、半日雙週、全日單週、全日雙週之多元課程規劃，

提供更多課程選擇之彈性。 

(二)熱門營隊增加招收人數：游泳營每梯人數由 72 人增加為 90 人。 

(三)APP 選課：好評不斷，選課更加方便，營隊相關問題皆可於 APP 提問，專人會儘速

回覆。 

三、110-1課後選課時間為：110年 06月 09 日(三)中午 12時至 110 年 06月 16日(三)中午

12時，將另行發送選課通知。 

四、因應疫情發展及停課之影響，相關活動及課程異動如下 

(一)109-2小學部課間社團成果發表會取消辦理。 

(二)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之函文，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峻，暑期育樂營停

止辦理，故原規劃之暑期營隊課程取消辦理，將另行規劃合適的暑期線上課程。 

藝文組 

一、 音樂推廣與樂團經營 

(一)管／弦樂團為本校積極發展的特色項目，透過扎實的分部課與合奏課程訓練，培養

學生音樂素養、超凡的聆賞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二)藝文教育扎根，重視教學品質 

1. 會同老師共識學習目標，共備課程及演出內容，精進教學品質。 

2. 每月定期一次指揮會議，以便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提供協助、回饋家長。 

(三)辦理樂器能力評鑑 

1. 此評鑑作為 110學年度課間社團管、弦、打擊樂器類之分班依據，以利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2. 藉由評鑑遴選優異管弦樂團團員，代表學校參與新北市及全國音樂比賽，以豐富

學生的音樂視野。 

二、 學習成果與榮耀 

(一)辦理藝文同樂會。 

(二)辦理個別課成果發表會。 

(三)本學期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榮譽榜： 

1. 全國音樂比賽：中、小學管弦樂團、中學部鋼琴三重奏晉級全國音樂比賽。（教

育部因應疫情取消全國賽辦理） 

2. 全國音樂比賽個人賽項目： 

(1) 10B吳俐萱，榮獲全國賽長笛獨奏優等。 

(2) 1001 郭蕙瑜，榮獲全國賽個人項目法國號獨奏甲等。 

三、 因應疫情發展及停課之影響，相關活動及課程異動如下 

(一)取消藝文同樂會共 3場、個別課成果發表會共 2場之辦理，保留學生演出機會，將

於 110學年度優先安排演出。 

(二)7/4藝文公演取消辦理，研擬延至 110 學年度另行規劃辦理。 

(三)暑期樂團集訓將另行規劃線上課程。 

(四)規劃新增暑期線上樂器個別課課程。 

伍、招生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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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學生之兄弟姊妹優先審查入學申請說明 

一、適用對象：校內學生之直屬兄弟姊妹（須檢附戶口名簿）。 

二、申請時程及方式：前一學年度上學期期中考後（約 11月中下旬），屆時學校會提供書面

申請單。 

三、入學流程： 

(一)須於申請截止日前完成優先審查入學申請單填寫並繳回。 

(二)學生仍須完成面談檢測流程，並通過入學標準。 

(三)若申請年段有缺額，審議時將優先錄取符合入學標準之校內學生之兄弟姊妹。 

陸、總務處 

一、 109學年的努力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持續依教育部「教室及各學習場域環境通風

及定期消毒注意事項」落實辦理，加強防範校園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

安全。 

1. 平日消毒作業 

(1) 使用漂白水以 500PPM的稀釋比例，在每日上下午各 1次進行公共區域消毒

作業。 

(2) 區域包含：樓梯扶手、安全門把、廁所門板、沖水閥、電燈開關、飲水機按

鍵等。 

(3) 防疫隔離區每日消毒擦拭與蒸汽消毒。 

(4) 特定教室需求進班清潔與消毒，先以稀釋漂白水消毒擦拭後，再用電解次氯

酸水做全面性的噴灑覆蓋消毒。 

2. 假日防疫消毒(每週六或日) 

(1) 進入全校各個教室辦公室，使用電解次氯酸水，以濃度 50PPM的稀釋比例做

全面性的噴灑消毒。 

3. 活動防疫執行 

(1) 在人多的入口處使用拱門型噴霧器，使用電解次氯酸水以濃度 50PPM的稀釋

比例進行消毒。 

(2) 活動結束後的消毒。 

4. 人員進出防疫管理 

(1) 持續落實健康監測機制：全校師生、家長、訪客等進入校園須配戴口罩，酒

精消毒雙手，量測額溫；超過 37.5度者不可入校。 

(2) 訪客入校皆須掃描防疫實聯制 QR Code，並完成填寫「防疫關懷問卷」。 

(3) 物流送貨人員無入校，仍須量測額溫及掃描防疫實聯制 QR Code。 

（二）為了解本校師生對團膳服務的重視度與滿意度，於 109年 12 月完成校內餐飲滿意

度問卷調查；其結果分析（滿分 5 分），重要度 4.65分、滿意度 4.08 分。將持續

提升餐飲供膳品質，以供應符合師生期許之健康、營養、美味餐食。 

（三）硬體設備類：體育館二樓固定玻璃窗改成橫拉窗，讓室內空氣對流更流暢。 

二、 110 學年的展望   

（一）持續精進制服樣式與材質，例如：運動長褲/運動外套之碼重增加以提升耐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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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衣服領標、毛背心等品項；優化學生系統制服訂購專區，透過網頁呈現實際

服裝示意圖與尺寸對照表，以提供學生/家長更詳盡資訊。 

（二）硬體設備類： 

1. 於三號校門申請建置一組紅綠燈號誌，確保人車安全，預計於 110-1啟用。 

2. 原訂 109 學年建置一座警衛管理室，因疫情關係延誤改期至 110-2學年。 

3. 優化幼兒園前後院景觀與設施，打造一個溫馨活潑、美觀安全的優質學習環境。 

柒、資訊中心 

一、提供學校防疫專區各項小學部訊息通報，及因應疫情舉辦之線上班親會，協助教務和國

際處各班級中外師與家長相互溝通了解課程教學的方式及學生在校上課的情形。           

二、成功導入寒暑輔營隊 APP系統，方便家長可於手持式裝置上透過 APP推播，即時了解各

項校內活動內容及規劃報名寒暑輔營隊，讓學生們都可過一個充實豐富和難忘的寒暑假

生活。 

三、建置田園網站及 Hello English網站，透過田園網站學習，讓學生可對生態和動植物的

多重感官經驗，來加深學習印象和生態環境的保育知識。在 Hello English 網站中則可

加強學生在校內英語村的數位教學體驗和啟發，並於活動花絮中展現出學生活潑好學的

各種表現。 

四、製作下學年度作息調整之文宣和規劃網站專區，協助家長學生了解下學年作息時間的新

舊調整差異，以及對交通或課表等相對應的訊息溝通。 

捌、幼兒園 

一、 因疫情延長至 6/15(二)復課，艱困時刻我們共體時艱，但孩子的成長我們念茲在茲，在

此信念下園內重要行事之調整如下（視疫情發展及指揮中心相關規範滾動式調整）： 

【大班行事曆】 

日期 活動 6/15 復課 到期末仍無法復課 

5/18-6/11 英文 FUN特別企劃 恢復正常課程 持續線上教學 

5/31-6/07 大班直升小一英文檢測 復課後安排檢測 線上口試測驗 

6/07-6/11 課後多元社團觀摩週 取消 取消 

6/10 小一生活初體驗 取消 取消 

6/22 畢業活動《成長晉級》 視政府政策調整 取消 

6/23 畢業活動《成長印記》 視政府政策調整 取消 

6/25 課後多元社團發表會 取消 取消 

6/27 小一新生家長說明會 視政府政策調整 另行公告 

7/02 畢業活動《Wonder Party》 視政府政策調整 取消 

7/03 
畢業典禮《We Are Wonder4》 

Wonder4》 
線上轉播 線上轉播 

7/05-7/30 夏令營 如期舉辦 暫定如期辦理 

8/02-8/13 小一先修營 如期舉辦 線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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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班行事曆】 

日期 活動 6/15 復課 到期末仍無法復課 

5/12-5/18 花鹿班、企鵝班教學觀摩 取消      取消 

5/18-6/11 英文 FUN特別企劃 恢復實體課程 持續線上教學 

6/07-6/11 課後多元社團觀摩週 取消 取消 

6/25 課後多元社團發表會 取消 取消 

6/28-7/03 第三主題統整活動週 如期舉辦 取消 

7/05-7/30 夏令營 如期舉辦 暫定如期辦理 

二、 防疫作為 

(一) 幼生及教職員到校前測量體溫，每日 9:30及 14:30再次測量體溫並確實記錄。 

(二) 幼生及教職員入園後，於室內及室外活動時均全程配戴口罩；搭乘幼童車之幼生、

幼童車駕駛及隨車導護於車程內亦全程配戴口罩。 

(三) 每間課室及公共區域均開啟冷氣及窗戶，保持通風。 

(四) 持續宣導勤洗手、進行手部消毒作業；強化幼生健康衛生習慣，用餐時使用隔板，

落實用餐不語及教導用餐禮節。 

(五) 為減少人員接觸，不開放家長進入園內接送幼兒，小學線接駁服務亦暫停進行。 

(六) 為減少混班情形，晨間活動、圖書借閱活動、學習區及課後多元社團取消辦理。 

(七) 教師每日消毒課室內桌椅、櫃子、教具、玩具、床墊、幼生廁所…等，每日 00:00

至 00:40進行課室內自動紫外線消毒作業；公共區域由園內清潔人員專責消毒；幼

童車每日上下午出車前以酒精消毒全車、出車後以漂白水消毒全車；總務處每週至

各班教室及公共區域消毒。 

(八) 持續進行防疫物資盤點與列管，確保防疫物資充裕。 

(九) 停課期間班級教師每日電聯幼生家長關心幼生身體健康，掌握幼生及同住家人接觸

史。 

三、迎接 110-1學期 

(一) 完成新學年招生及新生報到相關事宜。 

(二) 完成幼生編班及班級教師配班作業及公告。 

(三) 籌備寶貝歡迎日及開學日活動。 

(四) 幼兒園景觀及遊具設施檢視，進行調整與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