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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110 學年度第一次家長會代表大會 校務報告—2021.10.16 

 

壹、教務處 
一、深耕柔美交響~思考的課堂。 

二、課例探究模式的教師專業發展，持續精進教學。 

（一） 教師共同備課、公開觀課、共同議課，不斷精進教學。 

（二） 分析學生錯誤類型，研擬教學策略並實施補救教學。 

三、110 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重點 

（一） 培養學生的傾聽能力。 

（二） 會傾聽的學生的具體表徵 

1. 能看著說話的人。 

2. 能微笑點頭示意。 

3. 能靜靜地把話聽完。 

4. 能聽出哪些觀點和自己相同？哪些不同？ 

5. 能說出他人的觀點，並提出自己的想法。 

6. 不懂的地方能提出問題。 

四、110 學年度重要課程與活動 

（一） 舉辦校內語文競賽，優勝的學生給予集訓，並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語文競賽。 

（二） 辦理校內科學展覽。 

（三） 藝文嘉年華活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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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行動書車 

1. 每星期二、三、四下午大下課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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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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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國際處 
一、 英語教學 English Education 

 110 學年度英語課程學習能力指標 2021 Fall Curriculum Outcomes 

 107-109 學年度英語活化教學（Collaborative Teaching) 

 Project and Assignment Allocation 

二、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Technology Integration 

 數位科技導入英語閱讀專題（中低年級） 

 數位科技導入英語閱讀專題（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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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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Reading 線上閱讀課程 

五、 英語村 English Village 

英語村大下課之英語學習活動 

1. 電影時間（Global Stage）每週三 11/10-1/19。 

2. 超級商場（Super Store）每週五 10/8-11/26。 

3. 銀行服務（International Center）每週一 10/4-1/17。 

六、 西餐禮儀 Formal Lunch 

107-110 學年度菜單以及課程安排 

七、 國際教育交流 Singapore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al Trip  

110 學年度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筆友與視訊交流 

叁、學務處 
一、康橋禮孩子 

（一） 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實踐讓學生內化成習慣，習慣中養成康橋品格。 

（二） 核心價值：教師榜樣。 

（三） 實施方式：理解（U）、實踐（P）、體驗（E）、反思（R）。 

二、貼近孩子需求的多元輔導方案：溫馨的晤談空間、個別輔導、小團體輔導、情緒教育班

級輔導、遠距關懷。 

三、築夢康橋 圓夢雪山 

（一） 改變-雪山東峰。 

（二） 不變-學生安全、課程內容、訓練強度。 

（三） 跨越-「空間」、「領域」、 「人際」與「時間」的界線。 

（四） 適應-傾聽、理解。 

四、校慶豐富活動一整週 

校慶系列課程、歡樂律動、極限體能王、挑戰活動、萬聖節變裝、班級同樂會、校慶特

餐。 

五、行動勸募線上辦理 

（一） 時間：11/13（六）-11/21（日）課餘時間。 

（二） 自願參與，擬定清楚述說內容，向親友表達自己的想法。 

（三） 轉換型式，即使未收到實際善款，仍在為弱勢團體盡一份力。 

六、新建抱石牆 

三米高抱石牆座落於體育館泳池外，大下課開放攀爬，增加孩子身體平衡與協調性。 

肆、推廣中心 
一、推廣中心的定位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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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自己的興趣與能力。 

二、音樂推廣與樂團經營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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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禮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國家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及任教於各大學音樂科系、音

樂班的老師們蒞臨指導，龐大的師資群不但擁有豐富的演奏經驗，更具有極高的

專業素養，豐富孩子們的音樂視野。 

（二） 擬定樂團培訓課程計畫，給予學生比賽及展演機會，藉此提供學生同儕學習機會

並累積舞台經驗。 

（三） 比賽、展演規劃： 

1. 110-1：新北市音樂比賽（團體賽、個人賽）、快閃音樂會。 

2. 110-2：全國音樂比賽（團體賽、個人賽）、藝文公演。 

三、新北市音樂比賽 

（一） 賽程規劃： 

1. 9/30 已報名團賽（樂團、室內樂等項目）、個人賽項目。 

2. 待 10 月賽程公告是否參與新北市初賽或晉級全國賽。 

（二） 參與團隊： 

1. 團賽：小學管弦樂團。 

2. 個人賽：本學年度比賽項目為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二胡。小學部參與新

北市音樂比賽共計 13 人。 

四、110 學年度工作要項： 

（一） 營隊課程 

1. 半日自由配：五日為週期，每日半天（時段固定），家長可自由組合課程。 

2. 增加課程主題的多樣性。 

3. APP：選課、請假、訊息聯繫。 

（二） 新增舞蹈類、美術類等技能培養課程，並輔導學生參賽。 

（三） 營造藝文校園氛圍：110 學年度規劃週四為「藝文日」，結合每學期的「藝文同

樂會」、新辦理校園角落快閃表演的「聽見．校園」及傳遞藝文知識的「藝文小

學堂」，藉以營造藝文校園之氛圍，並提供孩子不同的展演舞台。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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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下旬。 

二、校內六升七直升期程 

（一） 11/19 中學課程初體驗。 

（二） 11/20 直升家長說明會。 

（三） 12/2、12/7 及 12/9 分梯辦理班級座談會。 

（四） 12/18 國內外升學講座。 

（五） 2022/1/5 發放直升調查表。 

（六） 2022/1/12 家長回覆就讀意願及學部選擇。 



4 

 

（七） 2022/3/10 直升制服及教材費繳費截止。 

（八） 2022/03/19、04/09 分梯辦理註冊活動。 

（九） 2022/4/10 直升學費繳費截止。 

陸、總務處 
一、109 學年的努力 

（一） 持續參照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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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完成平日消毒作業、假日防疫消毒與活動防疫執行，以維護校園之健

康與安全。 

（二） 制服廠商完成招商評選，由皮耶洛公司（制服）、歐朋公司（運動服）承接服

務，並自 110 學年起制服設計略為改款，增加材質柔軟度、調整紗織數，使學

生在校身著更舒適之服裝。 

（三） 為使學生在校活動期間身著更舒適之服裝，持續精進制服樣式與質料，並同步

優化學生系統制服訂購專區，以提供學生/家長更詳盡資訊。 

（四） 不因疫情停課影響仍維持各設備保養運作，讓設備維持在正常狀態，做好最好

的準備以利隨時復課正常運作。 

二、110 學年的展望 

（一） 持續參照新北市教育局規定，採用防疫消毒藥劑-迪森（藥效持續長達 2~8

天），定期完成平日消毒作業、假日防疫消毒與活動防疫門，以落實校園防疫安

全。 

（二） 團膳廠商已完成重新評選暨招商，預計提前至 11/29 由專營學校營養午餐達 40

年以上豐富經驗的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開始承接，學校將持續做好餐飲品質

把關，以供應林口康橋更好的餐食與服務內容。 

（三） 優化室內空氣品質暨空調溫度：每日監控空氣品質，依狀況調整進氣閥，空調

設備定期保養清洗，每月儀器測試與教室空氣 CO2 偵測結果，加強空氣循環達

防疫管控。 

（四） 校園美感：小學微笑廳在 110 學年完工，微笑廳電視牆播放著孩子學習歷程，

讓孩子透由畫面呈現快樂學習的一面而會心一笑。 

（五） 維持校園綠化作業，水資源循環再利用達節能優化與綠建築九大指標，維持綠

建築銀級標章。 

（六） 110學年新建置抱石牆設施，提供孩子在晴雨天皆能體驗的教學設施。 

柒、資訊中心 

一、為便利家長透過行動裝置與學校間的訊息溝通，將進行開發林口校區行動資訊 APP，並

將整合與學生各項生活和學習相關之訊息，並於行動裝置上呈現。 

二、持續優化各處室之中英文版型網站和提供各項精彩活動之照片和訊息揭露。 

三、強化學校軟硬體的資訊管理，導入資安保密系統和落實各項資安政策，提昇和保護學校

各項資料之資訊安全。 

捌、幼兒園 

一、重要活動行事 

（一） 10/29（五）：萬聖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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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01（一）至 11/19（五）：教學觀摩。 

（三） 11/15（一）至 11/19（五）：主題統整活動。 

（四） 11/25（四）：感恩節慶祝活動。 

（五） 12/13（一）至 12/17（五）：課後多元社團觀摩週。 

（六） 12/20（一）至 12/24（五）：聖誕節系列及冬至活動。 

（七） 01/14（五）：小康寶藝想漫遊展演活動。 

（八） 01/20（四）：110-1 結業日。 

（九） 01/24（一）至 01/28（五）：寒令營。 

（十） 02/11（五）：110-2 開學日。 

二、園所環境更新 

三、園所防疫措施說明 

四、教學精進目標：營造沉浸式語言環境、打造柔美交響課堂、深化主題教學活動。 

五、課程活動調整：依主管機關公告滾動式調整。 

（一） 停課標準配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各項規範。 

（二） 圖書借閱及晨間活動暫不自由選區、學習區活動不混班，以班級為單位進行，

視疫情逐步開放。 

（三） 110-1 學期親水活動課程暫停實施，以陸上體能活動替代。 

六、讓每個孩子持續遇見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