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橋國際學校林口校區小學部 110-1 學期開學注意事項通知單
敬愛的家長，您好：
在全國的努力防疫下，終於迎來了 9 月 1 日的開學，孩子至今已有 3 個多
月的時間未到校上課，為了確保孩子的健康安全，以下有幾點提醒與宣導，請
孩子與您一起配合，讓開學後的校園生活更平安、快樂。
一、

校園防疫政策

(一)校園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110 學年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疫管理指引」落實各項防疫作為。
(二)體溫量測
1.

出門前
請家長在家先幫孩子量體溫並登記於健康自主管理表上，若有發燒
症狀(額溫或耳溫大於 37.5℃)或呼吸道症狀，請幫孩子請假在家休
息或就醫，落實生病不到校。

2.

入校時
進入校園或上交通車前，將進行手部酒精消毒並量測體溫，若有發
燒症狀(額溫或耳溫大於 37.5℃)將通知您帶孩子回家休息或就醫。

3.

在校時
(1) 每日午餐前導師於班內為孩子量測體溫，了解孩子的健康狀況。
(2) 請提醒孩子，身體不舒服時主動告知老師，若有發燒症狀，學校
會先讓孩子在健康中心或獨立空間等待您接孩子回家休息或就醫。

(三)口罩配戴
1.

在校期間全程配戴口罩，包含大下課及體育課程進行當中，但喝水
時可短暫拿下口罩，喝水後立即戴回。

2.

請讓孩子於書包內準備 3 個以上的備用口罩。

(四)飲食
1.

請協助孩子在家用完早餐，不開放於交通車上以及教室內吃早餐。

2.

學校已準備每人一片午餐隔板，將指導學生使用完畢後清潔消毒自
己的隔板，午餐隔板屬在校個人專用防疫物品，不集中清潔再隨機
發放。

(五)手部清潔
1.

到校入班時、大下課或體育課結束後、中午用餐前，均以濕洗手確
實清潔雙手。

2.

入校時、科任(含英語)課入班前，進行酒精手部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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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安排與清潔
1.

教室內開啟空調，同時開啟前後兩扇窗 15 公分以保持教室內通風。

2.

孩子以單人座固定，暫停討論式座位排法，並保持適當的距離。

3.

進行每日教室消毒，於放學後由各班老師依指定項目進行消毒。

4.

每週末假日進行校園全校區(含室內)的環境消毒。

5.

交通車於每日學生上車前、下車後，由導護老師將進行車內消毒，
並強制採人員固定座位。

(七)人員管控
1.

學校人員配合第一梯次至第三梯次造冊，完成疫苗施打。

2.

因故暫無法施打之學校人員，或第一劑接種未滿 14 日之對象，配合
政策實施開學日前三日(8/28-8/31)或首次入校前 3 日內抗原快篩或
PCR 檢測陰性證明才可入校，之後每 7 日進行 1 次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為原則。

3.

疫情期間不開放家長、訪客入校。

(八)活動與課程安排
1.

9 月份各項學生集會與講座採線上模式辦理。

2.

9 月份學生朝會改於教室內進行線上宣導，需頒獎學生安排於每週
四午休分批進行頒獎。

3.

原定 9/25(六)小學部班親會採為線上班親會。

4.

110-1 學期游泳課程改為體育課程，游泳課暫停實施一學期。

5.

原定 110-1 學期舉行之水上運動會、校慶週水上競賽暫停舉辦。

6.

110-1 學期各項藝文比賽照常辦理，並視疫情狀況滾動式調整。

7.

依規定體育課程時須全程配戴口罩，授課老師將評估運動強度並留
意學生身體狀況，必要時適時調整課程內容。

8.

音樂課程中歌唱或吹奏樂器等無法配戴口罩進行之課程，老師將調
整課程目標、教學內容以落實防疫。

9.

110-1 學期課後游泳社團將暫停辦理，如需要參加其它課程，請與
推廣中心報名，請洽 8512-8128 石老師、8512-8120 周組長。

10. 課間社團管樂類課程請參照「管樂類課程防疫說明」，將另行公告。
(九)停課標準
1.

本校出現一位確診者(經疫情指揮中心認定)時，
(1) 確診者為學生時，其所上課班級一律停課 14 日、全校停課 3 日清
消觀察。
(2) 確診者為教職員時，其所授課之班級一律停課 14 日、全校停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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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消觀察。
2.

本校出現兩位確診者(經疫情指揮中心認定)，全校停課 14 日。

3.

停課期間立即實施線上課程。

(十)若您或孩子有配合疫情相關之隔離、檢疫、採檢或相關疫情接觸史，請
詳實主動上網回報於防疫問卷( https://taiwangov.com/qkHW1 )，或告知
導師，讓學校知情。
(十一)若孩子於暑假期間有出入境史，請於 14 天檢疫及 7 天健康自主管理期
滿後再到校上課，此段期間請於線上請假系統請防疫假(檢附證明)，並
告知導師。
(十二)以上防疫政策與課程安排將視疫情指揮中心及新北市教育局規定做滾
動式調整。
二、

開學前準備

(一)日常作息的調整
110 學年度起，晨光時間於 8:05 開始，請讓孩子儘早習慣上學的新作
息，並在開學前調適起床與就寢時間。
(二)學用品的準備
1.

孩子已三個多月未到校上課，請您協助孩子確認學用品是否齊全。

2.

請讓孩子在個人學用品上寫上姓名或貼上姓名貼，以免遺失。

3.

落實簡樸生活，購買學用品時請以實用為主，不買昂貴的物品。

(三)制服訂購
1.

整理並確認現有制服尺寸合身與否，若校服太小件請至本校官網學
生專區(https://passport.kcislk.ntpc.edu.tw/)內訂購。

三、

2.

8/28(六)前上系統訂購，將於開學日發放至各班讓孩子領回。

3.

8/29(日)之後上系統訂購，將於 9/2(四)發放至各班讓孩子領回。

4.

未領到新制服期間，孩子可穿著便服到校上課並事先告知導師。
110 學年度上放學入離校時段

1. 早上 7:20 開放校園，自接車與徒步上下學孩子可入校。
2. 晨間 8:05 導師時間開始，並進行學生出勤點名，未入班將登記為遲
到，搭乘交通車的孩子於各站點上交通車即視同到校。
3. 早上 7:20 至 8:10 開放自接車輛自三號門入校至學生下車處。
4. 下午 16:35 至 17:25 開放自接車由三號門入校進入地下一樓排隊。
5. 下午 16:40 開放孩子持證離校、家長持卡徒步入校接離孩子、自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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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證接離孩子。
6. 下午 16:45 全校交通車統一發車離校。
7. 下午 17:50 至 18:35 開放課後自接車入校。
8. 晚間 18:10 開放孩子持證離校、開放家長持卡徒步入校離、自接車
持證接離孩子。
9. 晚間 18:20 課後交通車統一發車離校。
四、

上放學方式注意事項補充

(一)小一新生與新轉生安心上學措施
1.

開學期間(9/1-9/3)搭乘交通車的小一新生將由導護老師帶領至烹飪
教室，再由老師帶至各班教室，請家長安心。

2.

開學期間(9/1-9/3)徒步入校或自接車的小一新生，將由校門或自接
月台的老師(著紫色 POLO 衫)引導至多功能教室，再由老師帶至各班
教室，請家長安心。

3.

開學日當天搭乘交通車的新轉生將由導護老師帶領至烹飪教室，再
由老師帶至各班教室，請家長安心。

4.

開學日當天徒步入校或自接車的新轉生，將由校門或自接月台的老
師(著紫色 POLO 衫)引導至多功能教室，再老師帶至各班教室，請家
長安心。

(二)110 學年度教室位置
1.

開學前一天請與孩子確認新教室所在的樓層與位置，若不確定請與
老師聯繫。

(1) 一、四、五年級位於 1 號梯與 2 號梯之間，靠近藝文館一側。
(2) 二、三、六年級位於 3 號梯與 5 號梯之間，靠近操場一側。
2.

開學期間(9/1-9/2)各樓層教室外將會有老師(著紫色 POLO 衫)協助
孩子入班熟悉教室區，請家長安心。

(三)徒步入校、離校
1.

上學
每日最早自 7:20 起均由 2 號門入校，於入口做防疫措施再入校。

2.

放學
(1) 下午 16:40 經門口老師確認徒步離校證後始可放行徒步生離開。
(2) 下午 16:40 開放家長持家長卡，並於入口完成防疫措施後由 2 號
門至自接月台接孩子回家(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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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沒有申請徒步離校證的孩子務必請由家長親自接回，不開放中學
的兄姊帶離校。
(4) 需要徒步離校證的孩子請於開學日當天至學務處領取徒步離校證
申請單，可憑申請單離校，9/2(四)開始皆須有徒步離校證才可離
校。
(5) 學期間改為使用徒步離校證上放學學生，須於申請徒步離校證申
請單同時繳回家長車輛自接證，才可核准申請。
(四)自接車
1. 上放學自接車入校時須將車接證(9/1 發放)放置前擋方玻璃上以方便
交管人員辨識。
2. 上學
(1) 請於早上 7:20 至 8:10 由 3 號門入校經環校道路至小學自接月台
再讓孩子下車。
(2) 落實家長不入校原則，上放學車輛入校期間，家長請勿下車，若
有需要請告知月台的老師進行協助。
3. 放學
(1) 請於下午 16:35 至 17:25 由 3 號門入校，依務必交管人員引導排
隊，至車接區接孩子由 1 號門離校。
(2) 入校前請將孩子的姓名牌(9/1 發放)放置前擋風玻璃，以便月台
值勤老師確認與習慣家長來車，縮短家長等待時間。
(3) 下午 16:45 至 16:55 為交通車統一離校時間，請自接車家長與學
生耐心等候，並依交管人員指揮依序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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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搭乘交通車
1. 上學
(1) 落實以人等車，請學生提早 5 分鐘至交通車站點候車。
(2) 交通車上須全程配戴口罩、固定座位，安靜休息並禁止飲食。
2. 放學
(1) 下午 16:45 為交通車統一發車時間，為配合校園週邊交通秩序，
交通車均須依照校園週邊道路號誌依序離校。
(2) 搭乘交通車，請家長至本校官網/家長服務/交通車專區，下載交
通車 APP，可即時掌握交通車到站動態及孩子上下車點名狀況。
(3) 敬請家長提早到站等候交通車，如到站後小學生並無家長接應，
將由導護老師帶回交通車前往下一站，並與家長聯繫後方接送站
點，以保障本校小學生人身安全。
以上說明敬請您協助與配合，讓我們一起迎接開學日。
敬祝
平安健康
林口康橋國際學校小學部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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