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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小學部 

109學年度第一次家長會代表大會校務報告—2020.10.17 

＊教務處 

一、109學年度繼續推動課程與活動 

(一) 烹飪體驗課程(KC Cooking) 

1. 每學期安排 2節課到烹飪教室進行烹飪課程。 

2. 教務處組成教學團隊，並請營養師協助指導，各班導師擔任助教。 

3. 在烹飪的歷程中學習做事的方法、體驗合作的樂趣、享受生活的美好。 

(二) 行動書車 

1. 每星期三天於下午大下課時間，將於小學樓 2至 4樓推動行動書車服務。 

2. 讓孩子就近方便借還書，借還書更便利，閱讀零距離。 

(三) 寫作大賞 

1. 全年級安排統一的 2節課時間，進行集體沉浸式寫作。 

2. 讓學生在課堂中獨立完成一篇作文。 

3. 評估學生寫作的真實表現，大大的賞識孩子的成就。 

二、 共同備課、公開觀課，持續精進教學 

(一) 持續教師共同備課、公開觀課，精進教學。 

(二) 課例探究模式的教師專業發展。 

(三) 分析學生錯誤類型，研擬教學策略並實施補救教學。 

三、 109學年度指導重點~聆聽能力的培養 

(一) 聆聽能力是學習的根本 

1. 懂得聆聽，才能尊重他人，建立良好互動。 

2. 懂得聆聽，才能進一步的思考，建構個人見解。  

3. 懂得聆聽，才能深化理解，良好的表達能力。 

(二) 聆聽能力的基本表徵 

1. 靜靜的看著說話的人 

2. 微笑點頭，仔細聽到最後 

3. 哪些和我想的一樣 

哪些和我想的不一樣… 

4. 提出自己的見解，能問問題。 

＊國際處 

一、 英語活化教學 Collaborative teaching 

 107-108學年教學演示成果 

 英語教學步驟與方法(Reading Project & Writing Assignment) 

 108學年英語成果發表(English Open Day) 

二、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Technology Integration 

 1-4年級 iPad教學概況 

 5-6年級 Chrombook教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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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English Online課後學習資源 

三、 康橋未來技能 Kang Chiao Future Skills 

  1-2年級專題探討 

  3-4年級專題探討 

  5-6年級 KCFS課程說明以及新書介紹 

四、 推動閱讀計畫 Reading Promotion Program 

  108學期Monthly Must-Reads閱讀成果 

  未來推動閱讀計畫之藍圖 

五、 英語村 English Village 

108學年度英語村課程回與 109學年度英語村課程介紹。 

107-108學年度英語村國際週課程。 

英語村行政與服務。 

(一) 銀行服務：每週一上下午大節下課，即日起至本學期結束。 

(二) 電影時間：每週三下午大節下課，即日起至本學期結束。 

(三) 由於本學期英語村有規劃賣文具的課程，本週中籍英師將會向小朋友發放『超

級商店捐文具活動』的通知單。捐文具活動將持續一個月。（凡有捐贈的小朋友

即可獲得英語村感謝券一張，小朋友可用此券參加英語村於下課時間所舉辦的

活動。） 

六、 西餐禮儀 Formal Lunch 

107-109學年度菜單以及課程安排。 

七、 英語話劇社團 Drama Club 

108學年度英語話劇社成果展現。 

109學年度英語社團介紹。 

八、 新加坡小學國際教育交流 Singapore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al Trip  

108學年度活動成果說明。 

109學年度日本名古屋、帛琉-無牆的學習與文化交流 

Taiwan-Nagoya-Palau Learning Without Walls Project 

九、英語活動 English Activities 

108學年度萬聖節活動與聖誕節活動回顧。 

109學年度萬聖節活動與聖誕節活動說明。 

 

 

＊學務處 

109-1 重大活動 

一、10/19(一)流感疫苗施打 

二、10/20(二)、10/22(四)中、高年級水上運動 

三、10/21(三)六年級登山啟動儀式 

四、10/23(五)校慶慶祝活動 

五、11/16(一)-11/20(五)一、二、六年級班暨體育競賽 

六、11/21(六)-11/22(日)康橋學校聯合行動勸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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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2/31(四)因應跨年提早放學 

＊推廣中心 

一、推廣中心的定位與價值 

(一) 提供多元學習、多元試探的空間，並提供展現舞台。廣開課程，讓孩子可以多面

向的探索自己的興趣。 

(二) 音樂推廣與樂團經營： 

1. 管／弦樂團為本校積極發展的特色項目，希望鼓勵學生經由樂器學習，積極參

與藝文活動，展現自身才藝。 

2. 本學年度已報名「新北市小學管弦樂團」、「新北市中學管弦樂團」、「國中弦樂

四重奏」、「高中鋼琴三重奏」等已確定晉級全國賽，預計於明年 3月進行比

賽。 

二、堅強、優秀的師資團隊 

(一) 挑選最優師資：師資聘用逐一面試、多位 PK。 

(二) 積極杜絕狼師問題： 

1. 師資來源透信賴的教師口碑推薦。 

2. 密集巡堂、密切與教師互動。 

3. 透由新北市教育局進行狼師查詢。 

(三) 定期舉辦教師研習。 

三、109學年度工作要項： 

(一) 營隊課程升級 

1. 半日自由配：五日為周期，每日半天（時段固定），家長可自由組合課程。 

2. 新增優質課程：音樂劇、版畫、擊劍、高爾夫、寫作、個器個別課。 

3. APP：選課、請假、觀看活動相簿。 

(二) 入班觀課機制優化：包含觀課重點、回饋交流、教師評核。 

(三) 辦理校園快閃演出，增加中小學藝文交流。 

＊招生辦公室 

一、校內學生之兄弟姊妹優先審查入學申請 

(一) 適用對象：校內學生之直屬兄弟姊妹。 

(二) 入學流程： 

1. 仍需配合申請校區當年度入學流程進行，非申請即入學。 

2. 若申請年段有缺額，且與其他申請學生具備相同條件，審議時將優先錄取校內

學生之兄弟姊妹。 

(三) 申請時程：2020年 11月 16日至 11月 30日。 

二、校內六升七直升期程 

(一) 11/17 中學課程初體驗 

(二) 11/18-11/20 優秀學長姐分享會 

(三) 11/23-11/25 班級座談會 

(四) 11/28 直升家長說明會 

(五) 12/26 國內外升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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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21/1/7 發放直升調查表 

(七) 2021/1/13 家長回覆就讀意願及學部選擇 

(八) 2月底 通知直升審議結果 

(九) 3月底 發放直升繳費單 

(十) 20214/10 繳費截止，確認名額 

＊總務處 

一、108學年的努力 

(一) 建置高爾夫球練習場，培養 G5~G12學生修心養性、講求誠信及運動家風度的優良

人格特質。 

(二) 幼兒園及低年級教室全面安裝紫消燈，防疫消菌再升級 

(三) 幼兒園自接區，並延伸至中學樓間的連廊，猶如父母般張開擋風遮雨的雙臂，包覆

著溫暖的愛，迎接學生們的到來 

二、109學年的展望 

(一) 申請團膳 HACCP認證；落實校園綠建築及十大系統之維護，塑造優質校園環境。 

(二) 為提升校園安全，將於中、小學外側大門旁各增建一座警衛管理室。 

＊資訊中心 

一、提供穩定優良的校園資訊系統並強化對學生家長個資安全的保護。                     

二、各項學生活動及報名系統導入友善(UI/UX)介面並提供線上請假系統，便利家長會同學

校一起關心學生生活訊息。 

三、建置新版班級網頁網站，透過師生與電腦之互動，整合生動活潑的訊息及分享各項活動

花絮影音與社交平台，強化學生對數位的體驗並帶來更多學習上的刺激和啟發感。 

四、導入親親康橋線上讀期刊，經過簡單容易操作之網頁介面和提供無時差、人數限制之學

習，好文章永不過時，學生家長均可重複閱讀和欣賞佳作。 

＊幼兒園 

一、重要活動行事 

 09/12(六)    親師懇談會/邀家長參加 

 10/17(六)    小康寶家族親子遊/邀家長參加 

 10/30(五)    萬聖節活動(校內活動) 

 11/9-11/20   教學觀摩週/邀家長參加 

 12/14-12/18    才藝萬花筒教學觀摩/邀家長參加 

 12/25(五)      聖誕節活動(校內活動) 

 01/15(五)      期末展演/邀家長參加 

 01/20(三)      學期結束~新年快樂  

※01/25~02/05 冬令營活動   ※02/18(一) 喜迎 109-2學期 

 

二、園務重點報告 

(一) 推動悅讀毛毛蟲計畫 

1. 園內圖書借閱，推動親子共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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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級共讀推動：每日 8:50~9:00為全園晨間共讀時間 

3. 花仙子說故事時間：由老師扮演花仙子於每週三 8:25~8:45說故事，故事選擇搭

配主題教學、節慶或節令。 

4. 閱讀點數積點獎勵制度 

(二) 108、109學年課後才藝班開課規劃 

 108-1 108-2 109-1 

類別 
5 5 5 

(體能 、音樂、舞蹈、藝術、益智) 

項目 18 20 21 

 班次 31 32 32 

(三) 家園防疫總動員，健康常在寶貝心。 

1. 生病休息利己利人。 

2. 老師是家長最佳戰友。 

3. 親師生同理、同心、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