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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4(週五) 

家長委員大會 會議流程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18:35-19:00 報到 學務主任 

19:00-19:05 主席致詞 家長會長 

19:05-19:20 校長致詞 校    長 

19:20~19:25 財務報告 財務常委 

19:25~19:55 會務報告 

家長會長  19:55-20:25 提案討論 

20:25-20:55 臨時動議 

20:55-21:00 散會  

 

備註 

1. 因疫情鬆綁，經與新北市政府確認，學校在無學生狀態下(如晚上或週末)，因家長不會與學生有

實體接觸，故家長入校可不提供黃卡或快篩檢測證明。 

2. 活動當天仍須請家長全程配戴口罩，家長入校先量測額溫，體溫高於 37 度將量測耳溫，高於 37.5

度者則需請您返家休養。 

3. 疫情多變，如有任何變化，仍以政府公告為活動辦理依據。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4. 會議現場，一戶僅一位代表，如有委託，請攜帶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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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 1 0 - 1 學期教務處工作報告 

壹、 本學期工作成果 

一、課程、輔考： 

1. 開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由教學輔導教師群帶領跨領域教師聚焦教學力探討，精進學科教學

與課程規劃，並辦理各領域共 24 場教師公開授課，透過扎實的「備、說、觀、議課」深化

教師「提問思考」之教學設計。 

2. 規劃每月不同閱讀營造主題活動，如九月份開學採啟動學習的意象、十月分結合登山活動、

十一月份結合 Career Day、十二月結合耶誕節慶等。 

3. 持續推動學習輔助計畫、課程適性分組、課後多元開課、學習合約等業務，以利追蹤、輔導、

探索、精進學生學習。 

4. 針對 G12 學測輔考，推動個別化弱點加強課程。 

5. 持續推動課間教室走查、推門看課、課程問卷回饋等，確保良好教學品質。 

6. 啟動 G10 資優課程分組，提供對數理科目有高學習需求的學生加深加廣的學習內容與課堂要

求，讓課程適性分組更加細緻。 

二、升輔、定向： 

1. G12 特殊選才輔導，共計 6 位同學報考，正備取榜單：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及備取生遞補截止日：111 年 3 月 4 日) 

正取：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備取：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經營管理全英文學士學系 備取 6 (正取 5 名，備取 10 名)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備取 2 (正取 4 名，備取 31 名) 

逢甲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備取 2 (正取 4 名，備取 13 名) 

逢甲大學航太工程學系 備取 3 (正取 2 名，備取 21 名) 

2. 辦理國內大學雙聯學位獨招說明講座。 

3. 持續追蹤高中生學習歷程檔案進度，並加強 G11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執行之輔導。 

4. 推動 G9 複習及輔考課程規劃，持續提升學生教育會考模擬考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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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能、榮譽：(中文學科、學藝類) 

1. 語文：全國性徵文競賽共 36 人次獲獎(閱讀心得、小論文寫作，含 6 名特優) 

      國語文競賽市賽 1 人獲獎、區賽 3 人獲獎 

2. 數理：高中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新北區複賽，物理科 1 人佳作、資訊科 2 人佳作。 

3. 理工科技：青少年程式設計競賽-自走車設計第三名。 

4. 人文科學：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獲 1 銀 2 銅，並有兩位同學入選國手選訓營。 

5. 社會服務：3 位同學獲選新北市文化大使。 

 

貳、第 2學期各項工作重點 

一、課程、活動、輔考： 

1. G9 直升班學科銜接課程、會考班會考破冊複習。(日間)  

2. G11 學測輔考課程、拔尖課程啟動。 

3. 教師專業發展持續進行，專業社群共備聚焦提問力。 

4. 111 年中學 Science Fair 活動辦理。 

二、升輔、定向： 

1. G8 分流直升班、會考班輔導。 

2. G9 會考班教育會考暨免試入學輔導。 

3. G9 直升班一對一升輔啟動。 

4. G10、G11 升輔晤談、G11 選課輔導、家長入校面談規劃。 

5. G12 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落點分析、志願討論(邀請家長共同確認)；學生歷程檔案最後檢核

確認、模擬面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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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 1 0 - 1 學期國際處工作報告 

壹、 本學期工作成果 

一、 辦理與校長喝咖啡座談會，內容為英文分級、各科課程說明、AP 課程說明及 MAP 成績說明。 

二、 辦理兩場線上及兩場實體 MUN 活動以及一次英文校外教學。 

三、 辦理各 AP 課程說明會，18 場，396 人次參加。 

四、 完成 111 學年課程地圖及 Honors / AP 課程資格審核條件。 

五、 實施 G10 PSAT 考試。 

六、 分析 MAP 成績以及後續追蹤。 

七、 培訓及協助報名學生參加各項英語競賽，5 場國內及 4 場國際競賽。 

八、 進行各項外師知能培訓課程。 

九、 定期召開各科領域會議以及 Head Teacher 會議。 

十、 進行 360 度學生回饋以及外師考核。 

十一、 同儕教學 30 場次。 

十二、 6 位學長姐讀書分享。 

十三、 學習合約及直升預警  

十四、 G7-G9 英語增能競賽活動共 17 週。 

十五、 校慶萬聖節及聖誕節佈置及活動。 

十六、 規劃課後課程。 

十七、 WASC 工作準備。 

十八、 啟動新學年外師之續約與聘用。 

 

貳、第 2學期各項工作重點 

一、與校長喝咖啡座談會。 

二、Honors / AP 課程資格報名及審核。 

三、辦理 LINMUN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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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訓學生參加各項英語競賽與活動。 

五、進行各項外師知能培訓課程。 

六、定期召開各科領域會議以及 Head Teacher 會議。 

七、進行 360 度學生回饋以及外師考核。 

八、分析 MAP 成績以及後續追蹤。 

九、預警及學習合約。 

十、英語增能競賽活動。 

十一、 課程地圖說明。 

十二、 推動暑假相關課程計畫。 

十三、 準備 WASC 申請相關文件。 

十四、 規劃課後課程。 

十五、 學長姊分享。 

十六、 校園多元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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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 1 0 - 1 學期學務處工作報告 

壹、 本學期工作成果 

一、辦理線上行動勸募及送愛到育幼院(捐贈物資)活動，帶領每位學生學習付出及形塑正向價值觀。 

二、辦理校慶、年末舞會、聖誕節點燈與系列活動，讓學生有展現才藝的舞台；1/16-20 辦理高中 

    畢業旅行，參加率 94.7%。 

三、辦理線上班級親師生會、親職工作坊、心理師入校諮詢服務，受益家長人數約 1000 人次。 

四、辦理學生模範生及學生會選舉，實施民主選舉與公民教育。 

五、辦理 G7 動物園校外教學，以行動載具進行虛實整合，寓教於樂；2021 圓夢合歡登山活動圓滿 

    完成，參加率 95.8%。 

六、辦理職涯探索日，共 31 位各行業大師入校分享，學生滿意度達九成以上。 

七、辦理情感教育課程與性平教育宣導，教育學生表達情感及尊重身體界線。 

八、辦理 BNT 疫苗校園接種活動。 

九、住宿家庭氛圍營造及辦理住宿生慶生會及住宿生防災演練。 

 

貳、第 2學期各項工作重點 

一、辦理八年級泳渡日月潭行前訓練、九年級教育旅行及十年級單車環台活動。 

二、預計辦理飢餓十二體驗活動。 

三、2023童軍世界大露營組團工作，預計招收 36名團員參加。 

四、4月下旬開始辦理 G7登山訓練，如學生欲沿用先前以購買之裝備，請務必確認裝備是否堪用。 

五、預計 6月中旬辦理國高中畢業典禮，確定之日期須待教育局來文。 

六、結合生命、特教、性平、家庭等議題，進行教職員及學生心遊祭活動；持續針對個別需求之親師 

    生進行諮詢與會談服務。 

七、辦理班級親師生會與親職工作坊。 

八、辦理住宿生慶生會及住宿生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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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10-1 學期留學暨語言中心工作報告 

壹、本學期工作成果 

1. 辦理 13場校內線上海外大學專場與分享上百場線上海外大學講座資訊。 

2. 辦理 3場家長沙龍留學大講堂系列。 

3. 暑期辦理 UC San Diego Extension 商業管理課程行為組織學 1班 與 寒假辦理商業管理課程

行為組織學 1班基礎班與 1班進階班。 

4. 辦理 8月、10月、12月共 3場 SAT考試。 

5. 定期招開 G10 至 G11 語言進度追蹤會議，8-12 月定期追蹤 G10 英檢模擬考試進度達 52%，G11

英檢正式考試 100%，目前 G11平均為 TOEFL 84，雅思 5.5。 

6. 8-11 月進行留學班 G12 申請輔導與追蹤，共協助申請英/美/澳/加/瑞士等各地約 905 間海外

大學，G12已有 52間錄取通知(12/13)；12月開始進行 G11升學輔導。 

7. 完成 42篇網路文章。 

8. 更新 110學年度留學手冊。 

 

 

貳、第 2學期各項工作重點 

1. 辦理留學海外大學相關講座。 

2. 辦理 2場家長沙龍留學大講堂系列。 

3. 辦理 3月與 5月共 2場 SAT考試。 

4. 辦理海外留學注意事項工作坊給予留學班 12年級學生。 

5. 辦理留學輔導校內系列工作坊。 

6. 定期召開 G9至 G11語言進度追蹤會議與 G10至 G12升學輔導課程會議。 

7. 進行留學班 G11的 1對 1留學輔導面談。 

8. 推動與說明暑假遊學團以及相關課程計畫。 

9. 暑期留學班 G11家長個別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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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 1 0 - 1 學期總務處工作報告 

壹、 本學期工作成果 

一、 自 11/29 起由新北食品(股)公司承接團膳供應，具豐富實績團膳經驗，採用品質良好食材，以供

應營養健康餐食。 

二、 交通改善成效：3 號門紅綠燈誌於 110-1 邀交通局等相關單位會勘辦理號誌增設，讓學生、車輛

通行更為安全順暢。 

三、 校園美感改造：中學穿堂增設書牆及電視牆宿舍二樓露台增設休憩空間，讓學生學習環境更為

多元。 

 

貳、第 2學期各項工作重點 

一、 提升團膳安全品質(HACCP 認證因更換業者重新申請)，暨營養教育結合實際供餐，以提升學

生良好飲食觀念。 

二、 校園綠化：生長不良喬木汰換更新。 

三、 監控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清洗冷氣濾網，確保空調運轉品質，每日監控空氣品質，依狀況調整

進氣閥確保室內空氣品質，紀錄每日教學樓層室內 CO2 值。(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應在

1,000PP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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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1 0 - 1 學期推廣中心工作報告 

壹、第一學期各項工作成果報告 

一、 中學樂團： 

(一)獲邀參與新北市文化局 2021「GO Party！耳朵派對」音樂會。 

(二)辦理中學管弦樂團 A、B團及打擊樂團之耶誕快閃表演。 

(三)管弦樂團於 1/20結業式演出，並作為全國音樂比賽賽前演練。 

二、 競賽成果： 

(一) 110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1. 鋼琴、弦樂個人賽：共計 22位參加，榮獲優等 3位、甲等 16位，晉級全國賽共 2 位。 

2. 團體賽：晉級全國賽共計 3團，分別為管弦樂團、弦樂四重奏、銅管五重奏。 

(二) 110學年度新學生美術比賽： 

1. 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總計 30件參賽，12件榮獲前三名，10件榮獲佳作。其中六大類別

美術競賽共榮獲第一名 4人；第二名 2人；第三名 6人；佳作 10人。 

2.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共 3件榮獲佳作。 

(三) 其他藝術類競賽： 

1. 美術類：全國顧牙四格漫畫比賽榮獲優等 1人、佳作 1人；全國綠建築繪畫創作比賽榮

獲優等 1人；桃園市菁英盃攝影比賽青少年組榮獲前 5名共 13人。 

2. 流行音樂類：2021 亞洲盃最強吉他手爭霸賽電貝斯第一名；2021 亞洲盃最強吉他手爭

霸賽電吉他第三名。 

3. 舞蹈類：台中盃街舞大賽 排舞-青年組第一名；新光盃街舞大賽 排舞-U18少年組第二

名。 

貳、第二學期各項工作重點 

一、 積極準備 110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 

二、 預計 4月辦理「樂器能力評鑑」作為 111學年度樂團分團與一人一才藝樂器能力分班之標準。 

三、 辦理中學部樂團比賽團與儲備團之招生。 

四、 110學年成果展演規劃： 

(一) 2022中小學藝文公演。 

(二) 一人一才藝成果發表會。 

(三) 康橋 20周年校慶聯合美展校外美展、校內成果展。 

(四) 快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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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1 0 - 1 學期資訊中心工作報告 

壹、 本學期工作成果 

一、數位校史網建置和開發完成上線。 

二、Ischool 系統之 G9-G12 GPA 成績單開發完成。 

三、中學樓穿堂公播系統與電視牆規劃建置完成。 

四、新餐飲廠商 POS 系統教育訓練與美食街素食餐道新增網點和建置 POS 系統。 

五、藝文館 Cisco Wifi 無線網路 AP 新增 25 台建置完成。 

六、招生留語與推廣中心之新官網改版開發完成。 

七、中學部英文官網改版製作完成。 

八、中學職涯探索學生志願選填系統完成。 

 

 

貳、第 2學期各項工作重點 

一、智慧校園 APP 系統的導入。 

二、新學習歷程系統導入和資料移轉。 

三、辦理中學課間課後選課系統。 

四、辦理新舊生 N 合一報名系統與暑輔交通住宿營隊報名系統。 

五、辦理班親會與畢業典禮報名系統。 

六、辦理藝文公演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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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 1 0 - 1 學期招生辦工作報告 

壹、 本學期工作成果 

一、各年級可招生名額確認。 

二、校內直升辦法擬定及宣導。 

三、優質學生獎勵辦法擬定及公告。 

四、校內兄弟姐妹優先入學審議調查及彙總。 

五、學期間轉學生面談檢測、入學審議以及註冊作業。 

貳、第 2學期各項工作重點 

一、完成校內直升、同仁子女以及校內兄弟姐妹優先入學審議。 

二、校內轉班申請調查及審議。 

三、外招新生入學標準訂定。 

四、外招新生入學個別面談、檢測流程確認及執行。 

五、完成新生入學審議及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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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書 
委託人(即本人)姓名：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__  

因不克親自出席民國111年1月14日，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

康橋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家長委員大會。茲特託  

家長委員： 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__  

代理本人出席，並行使依章程所定之權利。  

 

此致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委託人︰                          (親簽)  

 

受託人︰                          (親簽)  

 

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註一：依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家長、會員

代表或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家長、會員代表或委員代表行使其權利，一家長、會員代

表或委員以委託一人為限。」  

 

因此，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因故不能出席時，以書面委託其他同等職等委員（班代委

託班代，家委委託家委，常委委託常委）行使其選舉權及表決權，但每一人可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註二：1 月 14日為家長委員大會，不克出席者委託書務必交予具正副班代身分之家長委員方

可入場行使職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