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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校願景

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社會菁英，許孩子一個美

麗的未來。

四大理念

國際─以雙語教育為基礎，發展國際接軌的課程，

厚植國際人才競合能力，培育具備全球視野

的世界公民。

創新─以教育實驗為起點，掌握教育趨勢脈動，結

合數位科技，發展跨域探究課程，培育愛思

考、有創意、主動解決問題的未來人才。

多元─以多元展能為核心，提供多樣豐富的課程與

學習資源，鼓勵勇敢探索，追求卓越，培育

各領域的專業人才。

適性─以適性發展為目的，尊重學生個別差異，提

供適切的教育內涵，激發學習潛能，培育正

向積極、自信樂學的終身學習者。

願景、理念、目標

Mission Statement

Kang Chiao strives to provide a culturally 
stimulating environment, where diversity is 
celebrated and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the 
skills to succeed in a global society. From our 
kindergarten through to our senior high school, 
Kang Chiao utilizes innovative pedagogical 
methods based on an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Vision
Nurturing International Leaders, Preparing 

Students for a Beautiful Future. 

Four Ideals 
● International ● Innovative

● Diverse ● Adaptive

brings me the world

秀岡校區校景

liyachen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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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 Kang Ch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康軒自1988年成立以來，便戮力研究發展中小學教科書，在專業的領
域上獲得初步的成積，但對目前的教育改革，康軒認為仍有努力的空間。

尤其當前國、高中學生均受苦於升學的壓力，例如是國中學生，每天三小

考，三天一大考；部份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甚至小學就開

始額外補習；讀書似乎就是為了考試升學，學生沒有快樂的童年，喪失了

學習的樂趣，也忽略了各項生活能力的培養。因此康軒一直期待興辦一所

實驗中小學，以便於課程實驗，並為教育改革做出更多貢獻。

2000年底，康橋秀岡校區校地正式拍板定案，面積達4.5公頃，位於新
店區華城路上的秀岡山莊。2002年秀岡校區幼兒園及小學正式招生，2004
年國中立案，到了2009年，康橋雙語實驗高中正式成立，也宣告康橋完成
十五年一貫學制的理想。

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教育環境，讓更多孩子能接受優質的雙語教育，康

橋幼兒園康軒校區與大直校區分別於2003年及2009年成立。2010年更設
立青山校區，原秀岡校區幼兒園及小學部順利遷入。2011年康橋正式變更
為普通高中，增加了高中名額，讓更多國中部學生能擁有直升的機會。

除了提供雙語教育的課程發展外，亦希望藉由康橋的成立，提供康軒

課程實驗工作一個絕佳的舞台，讓專業的作者群與編輯群可以在這裡與師

生們對話，孩子們也有機會接觸到最新的教學方法及課程內容。

在康橋K~12一貫的學制下，學生在學科方面可獲得紮實的學習內容，
在各種能力的培養方面，也可因免去升學壓力而持續發展多元才藝與體

能，將來無論是要出國或在國內就讀大學，必定都能在學校的輔導下順利

申請到理想的名校。

十年間，康橋在張總校長領導的教學團隊努力下，已在國內建立了雙

語教育與精緻教學的口碑，並受到家長的肯定與支持。隨著12年國教的推
展，以升學考試為目標的學習方式將會過去，未來教育改革的方向將是多

元性的，相信康橋必定能為孩子們打造一個快樂的天堂。

董事長的話

Words from the Chairman

Kang Chiao Bilingual School is a K~12 experimental school which runs 
a bilingual curriculum and contribute more specifically towards education 
reform. Kang Chiao has established a good reputation in terms of bilingual 
and sophisticated education in Taiwan over the last years and received much 
acknowledgement and support from the parents of our students. Under Kang 
Chiao's curriculum, students receive solid learning i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skills. Whether they wish to pursue studies abroad or 
attend domestic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surely be able to go to the 
schools of their dreams with the guidance from our staff.

康橋的四大理念：國際、創新、多元、適性，是將目前教育改革思潮

及多元智慧內涵，配合秀岡山莊與青山鎮的獨特田園社區特色，加上康軒

母公司課程實驗發展需求，融合粹煉而成。從幼兒園到高中一貫化的學制

下，與精緻化的環境設施與教學活動中，培育學生兼具人文化與科技化的

素養，並達成鄉土化與國際化的目標。

康橋精緻的校園，處處展現歐式建築風格，努力營造一個國際化的學

習環境，配合雙軌式的雙語教育，企圖孕育一個個具有國際視野的康橋學

子。這些身具中英文雙語，甚至還有第二、第三外語能力，充分與國際接

軌的康橋學子，希望他們能擁有寬闊的國際觀，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競賽中

佔有一席之地。除了精美的校園建築外，寬廣的自然保護區規畫成兼具田

園化、鄉土化、生態化、童玩化的田園教學區，其本意在培育我們具有國

際觀的學子們，永遠感念著養育他們的這塊土地，讓我們康橋人把國際觀

建構在鄉土化的基礎上，也讓來康橋讀書的外國學子們，永遠懷念康橋的

鄉間田野。

康橋的母公司—康軒文教事業，擁有一群課程編輯發展的編輯群。這

些編輯群廣納各科領域的學者專家以及大學教授們，他們有許許多多的教

育新知、教育思潮及最新的教材方法，為了希望他們能在康橋學園上落實

這些實驗與發展，康橋規畫了很多國際會議廳、多元演奏廳、藝文展示

館、田園展示區、自主學習中心、實驗室，圖書館等等。康橋學子何其幸

福能在美侖美奐的校舍中，沉浸在教育新知裡，享受新式教育。

2002年創校以來，在許多康橋夥伴的努力下，我們的辦學建立了優質
雙語教育的口碑，從秀岡校區、青山校區與幼兒園康軒校區與大直校區，

吸引許多認同康橋辦學理念的家長，創造台灣雙語學校的典範。 

我們已進入一個新紀元的國際村，康橋學子未來的競爭對象是來自世

界各地的菁英，而我們期許孩子成為中西文化兼容並蓄的菁英，強調雙語

學習、專題研究、社團活動、體能挑戰、關懷服務等多元能力的培養，無

論孩子選擇國內升學抑或國外留學都能成為一流的學生，並有信心迎向美

麗的未來。

創校校長的話  

Words from the Founding Principal 

Kang Chiao's exquisite, European-styled campus creates an internati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a well designed bilingual education; all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Kang Chiao's students. Since the school's 
foundation in 2002, our high-quality bilingual education has continued to receive 
much public acknowledgement. As a way of providing a more sophisticated 
educational setting, Kang Chiao has established another campus in Qingshan 
community for kindergarten an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The Xuigang campus 
has been renovated to suit junior and senior a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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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 Kang Ch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秀岡校區位於新北市新店區的秀岡山莊，海拔

約五百公尺，有遼闊的山林視野，校地總面積約

4.5公頃。其中校舍面積約2.7公頃，為城堡般的歐
式建築，採中央空調及中央飲水系統。除了普通教

室與專科教室外，秀岡校區建置了多樣化的教學設

施，包括國際會議廳、多元演奏廳、小劇場、個人

琴室、體育館、室內溫水游泳池、圖書館、自主學

習中心、宿舍等。

校地中包含約1.8公頃的田園教學區，依其地
形地貌，共規劃建置為菜圃區、解說平台及步道、

櫻花林區、草坪區、烤肉區（含果園區）、甲蟲

區、大湖區、賞鳥區（含賞猴區）、水生植物區、

水生動物區、岩石區、射箭場等區域，提供師生教

學與休憩之用。讓學生在最安全、最自然與最健康

的環境中成長學習。

秀岡校區招收七至十二年級學生，分別屬中學

部及國際部管轄。中學部學生是以國內高中與大學

為升學導向，國際部學生目標則為申請國外高中或

大學。

本校區為住宿型學校，提供優質的住宿環境與

全天候的生活照護，讓學生減少舟車勞頓，更有效

利用時間從事多元的學習活動。

秀岡校區

Xiugang Campus

The Xiugang campus enjoys a broad view of 
mountains and forests and takes up about 2.7 hectares 
with an European-castle styled campus, complete with 
diverse educational facilities. The campus also has a 
1.8 hectare nature study area which was designed for 
different educ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purposes.

The  X iugang  campus  accep ts  g rade7~12 
students, who are managed by our Secondary School 
Department and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This campus 
will serve as a boarding school that provides a high-
quality boarding environment.

秀岡校區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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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 Kang Ch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青山校區位處於新北市新店區青山鎮之北側，

離高速公路交流道約五分鐘車程，校地總共約3.5 
公頃，規劃作為幼兒園與小學部一至六年級主要教

學活動區。

為實現康橋四大理念中的「能力」，小學發展

出「品格力」、「雙語力」、「思考力」、「表現

力」四大核心關鍵能力，並以此做為課程建構與教

學實施的依據。

在校舍整體建築上，則朝向綠色建築、e化校
園、安全學習、與多元運用等原則規劃，除普通教

室與專科教室外，同樣設置了體育館、室內溫水游

泳池、圖書館、演藝廳、英語村等設施。青山校區

的空間設計更寬敞、每個樓層都配置活動空間，運

用環境教育的薰陶，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學子寬闊的

胸襟，涵養學子藝文的氣質。

康橋為實現四大理念，青山校區建置規劃室內

與戶外的田園教學區。室內有台灣原生動植物、地

質與板塊運動、太陽系、昆蟲森林等主題之情境佈

置。戶外1.2公頃的保護區用地也規劃為青心園、

森之語兩大田園教學區，與大自然進行互動交流。

園區裡設置自然生態教學、探索教育場所，給孩子

一個學科精進、體能提升與藝文涵養兼備，能文能

武的活動場域！

青山校區

Qingshan Campus

Qingshan campus is only 5 minutes away from 
the nearest interchange. The 2.3 hectare campus 
and the 1.2 hectare nature study area accommodates 
our kindergarten students and grade 1~6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campus buildings were plann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e-campus, secure 
learning, and diverse applications. Our environment 
helps students develop a broad vision with an 
appreciation for the aesthetics.

青山校區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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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 Kang Ch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新竹校區成立於2016年，位於新竹市東區藝

術路2號，離國道3號茄苳交流道約2公里，距離市

區約十分鐘的車程，臨近新竹科學園區，校地總共

約二公頃，規劃為小學到國中的教學活動區。

延續康橋堅持高品質及精緻化的教學課程與活

動，如英文小班制分級授課，同步使用美國當地教

材，讓孩子可以在康橋這個國際化的學園裡，無後

顧之憂地盡情學習。

康橋秉持永續經營的辦學理念，提供最多元的

課程，讓孩子們有各種不同的挑戰與學習，如專題

研究、體能挑戰、藝能才藝、田園教學、創客探

索⋯等，期望帶給孩子不同的視野，並培養孩子包

括解決問題、使用資訊、運用科技、終身學習及耐

挫力等「帶得走」的能力。

新竹康橋也將秉持著一貫的辦學理念，提供以

核心素養為主軸的國際視野教育，強調跨界連結、

協同創造，激發孩子最大的學習效果！

新竹校區

Hsinchu Campus

Established in 2016, the Hsinchu Campus is located at No. 2 Yishu Road, East District, Hsinchu 
City - 2 km from the Jiadong Interchange, a 10-minute drive from the city centre and close to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Covering an area of two hectares, it is designed as a teaching area for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tudents. The campus upholds Kang Chiao' s philosophy of high-quality 
refined curricula and activities, with small classes targeting students at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and using textbooks currently used in the U.S. With carefree hearts, students learn as much as they 
can at this Kang Chiao school, which offers such rich and diverse elements.

● 新竹康橋也將秉持著一貫的辦學理

念，提供以核心素養為主軸的國際視

野教育，強調跨界連結、協同創造，

激發孩子最大的學習效果！

康橋新竹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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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 Kang Ch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林口校區預計於2018年9月成立，校地距離林

口交流道約3公里，機場捷運站約5分鐘，總面積共

約四公頃，規劃作為幼兒園到高中一貫化的教學環

境，除延續康橋的辦學特色外，也建置優質的住宿

環境，滿足更多外地學子的學習需求。

林口校區在環境設施和教學活動上，採英文

小班制分級授課、多元課程，Baby Boss式的英語

村、充滿書香及意境的圖書館、媲美大學規格的實

驗室、兼具田園化、鄉土化、生態化及童玩化的田

園教學區⋯等。為了提供孩子們更寬廣、多樣的環

境空間，校內規劃有2座標準規格的溫水游泳池、4

座室內籃球場以及有六百多個座位的多元演奏廳，

讓孩子可以在康橋這個國際化的學園裡，無後顧之

憂地盡情探索、快樂學習。

林口校區

Linkou Campus

Expected to be set up in September 2018, the Linkou Campus will be 3 km from the Linkou 
Interchange and a 5-minute drive from the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MRT Station.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four hectares, it will be designed to offer an uninterrupted educa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senior high. It will have high-quality dormitorie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students who live far away. 
There will be small classes, diverse curricula, an English village, a scholarly library with and artistic 
atmosphere, laboratories with college-level equipment, a pastoral teaching garden, an ecological 
park and a playground with traditional equipment. With carefree hearts, students will explore and 
learn all they can at this international Kang Chiao school.

● 林口康橋提供以核心素養為主軸的

國際視野教育，強調跨界連結、協同

創造。讓孩子的成長邁向下一個進步

曲線！

林口校區3D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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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 Kang Ch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康軒校區

幼兒園康軒校區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康軒文教大

樓內，其辦學理念為雙語、藝術、運動及健康，因

此在環境的設計上同步呼應這樣的理念，設置有幼

兒專用溫水游泳池、戶外遊戲場、室內運動場及大

型球池、奧福音樂教室、藝術課程教室及自然園地

植栽區等，希望提供孩子一個寬廣、健康及安全的

學習環境，並透過環境中藝術及多元的空間設計，

增加孩子不同的學習方式及經驗。

內湖校區

幼兒園內湖校區位於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66巷
99號，鄰近內湖科學園區、美麗華商圈，同樣依據
雙語、藝術、運動及健康之辦學理念，設計最富藝

術氣息的活動空間，運用寬廣、多元的運動場所，

配合營養均衡的餐點，期待每一位孩子都受到最好

的呵護，健康快樂的成長。

康軒校區、內湖校區

Kang Hsuan Campus and Neihu 
Campus

Kang Hsuan and Neihu campuses are both for 
kindergarten students. The curricula of these two 
schools emphasizes bilingualism, art, character, 
and fitness. To complement these pursuits, the 
facility is equipped with a warm-water swimming 
pool especially designed to improve young 
children's fitness, an outdoor playground, an 
indoor playground, and a multi-purpose ball-pool. 
The Orff music and drama programs, diverse art 
lessons, and natural/science activitie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康橋的學制規劃從幼兒園到高中一貫直升系

統，學生從幼兒園入學後，能依自己的性向與多元

智慧有計劃的學習，免除一路升學考試之苦。

幼兒園階段，採主題式教學，在中外籍教師的

引領下，孩子自然快樂的體驗各種學習，也打下雙

語的基礎。

小學階段則在九年一貫課程的架構下，以雙語

教學進行學習，厚植中英文的基礎能力及發展多元

智慧。

國中階段開始分流，多數學生直升本校高中，

繼續多元學習內容。少部分學生則申請國內外高中

就讀。

高中階段同樣分流為菁英學測班及國際留學

班，前者以甄試和申請方式進入國內知名公私立大

學，後者以建教合作和申請入學方式，進入國外知

名大學。

學制與升學

Academic System and 
Advancement

Kang Chiao's academic planning allows its 
students to advance from kindergarten all the 
way to senior high school with continuit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years, students can choose 
different curricula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for 
future study in Taiwan or overseas.

幼兒園網址：

http://www.kcis.ntpc.edu.tw/_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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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雙語教學

Bilingual Education

Kang Chiao emphasize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earning. The Chinese courses are 
based on Taiwan's curricular outline. The English 
courses adopt the curriculum and materials of 
American schools, and are taught in different 
levels by certified foreign and local teachers.

為了讓學生學以致用，並增進其國際觀，康橋

辦理許多國際交流活動，除了英文筆友、寒暑期遊

學團以外，也會安排與國外學校視訊對談，或參與

各種學生國際會議與競賽等，無不希望開拓學生視

野。

此外，康橋與歐美及亞洲多國優質中學簽訂姊

妹校，例如澳洲West Moreton Anglican College、
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韓國清心國際學院等，透過

交流互訪活動，讓學生更瞭解其他國家的文化。

在大學階段，康橋也積極與歐美大學名校建立

建教合作關係，例如加州州立大學、普林斯頓大

學、賓州大學、柏克萊大學、UCLA、匈牙利德布
勒森醫學院、紐西蘭奧克蘭商學院等，讓本校學生

得以在暑假期間參加國外名校暑期先修課程，一方

面讓學生提早適應國外大學生活，二方面也激發學

生追求理想的渴望。

課程特色—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Kang Chiao holds numerou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such as English pen-pals, 
overseas camp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Kang Chiao is also a sister school with many 
reputable schools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the Asia-Pacific. Through the exchanges and 
visits, student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in other nations. Kang Chiao also 
actively collaborates with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Europe and the U.S. allowing our students to 
take preparatory courses in these schools during 
summer. Students thus get used to the college life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are motivated to pursue 
their dreams.

雙語並重

「雙語」是康橋最主要的課程特色。幼兒園以

英語為主，小學階段則中英文並重，中文課程依據

國內課程綱要實施，並實施語文生根教學，各年級

學習不同的口語表達藝術。英語課程則採用美國學

校之課程與教材，讓學生從小在自然的情境下學會

流利的使用英文。到了中學階段再加入法、德、

西、日等第二外語的學習，提升學生的多語言能

力。除了英語課程外，部分藝能科目亦採用英語授

課，讓學生學會將英語作為學習的工具。

分級教學

康橋的英語教學除採用美國學校之課程與教

材，還聘請專業合格之外籍與中籍教師進行分級教

學。並配合DRA檢測系統以及圖書館豐富的英文圖
書館藏，依學生程度給予適性的學習進度，讓每個

學生都能快速的提升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

留學課程

為了協助計畫出國留學的學生能更順利申請並

銜接國外學校課程，康橋成立了國際部，自七年級

開始開設國際留學班，主要課程皆採用美國教材，

以英語授課，並安排學生參加TOEFL、SAT與AP
等測驗，搭配個別化升學輔導，協助學生申請國外

高中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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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國際競爭力的社會菁英，除了有豐富的學養

和良好的雙語能力以外，更需要有健康的身體，才

能面對各種挑戰。因此康橋特別注重學生的體育活

動，除了每週兩節由專業外籍體育教師進行體育課

程外，還安排各種體能挑戰活動，鍛鍊孩子的體能

和意志力。

● 游泳

標準的室內溫水游泳池，讓學生整年都能進行

每週兩節的游泳課，由專業游泳教練任教，並

採分級教學，實施游泳證照制度，讓孩子個個

成為水中蛟龍。

● 長跑

高年級學生制訂有八百公尺以上的跑走基本體

能標準，學校每年會舉辦一次三千公尺以上的

長跑競賽，透過長跑的練習和比賽，是鍛鍊學

生毅力的最佳方式。

● 登山

康橋鼓勵孩子登山，除可親近自然，更能鍛鍊

體能。自2009年起，小學六年級學生畢業前登
雪山，國中安排八年級學生挑戰登合歡群峰。

● 日月潭

康橋安排國中九年級學生參加泳渡日月潭活

動，透過開放水域的長泳訓練，訓練學生克服

恐懼、挑戰自我的勇氣。

● 單車環台

康橋規劃十年級高中學生參與自行車環台活

動，不只挑戰自己的體能極限，更結合社區服

務，到各鄉鎮進行志工活動，讓學生對這塊土

地產生更濃厚的感情。

● 各項體育社團與校隊

除了每位學生都需要參與的體能活動外，康橋

也成立多項體育社團和校隊，包括籃球、足

球、游泳、輕艇、長跑等，更成立了鐵人三項

社團，讓高年級以上學生開始接觸這項挑戰度

極高的運動。

課程特色—體能挑戰

Physical Challenges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 one must not 
only be well educated and have strong bilingual 
abilities but must also be physically healthy in 
order to face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This is why 
Kang Chiao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students' 
physical activities. Besides the PE courses and 
swimming courses every week, other fitness 
activities, such as long-distance running and 
swimming, mountain-climbing, cycling around 
Taiwan, and triathlons, are also arranged to 
develop students' physical abilities and mental 
strength.

課程特色—多元社團

Diverse Clubs

Aside f rom the academic focus,  Kang 
Chiao also values students' diverse learning 
through programs such as club activities, art 
performances,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choose different clubs every year 
which enhance their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abilities and interests.

除了加強學科的學習外，康橋也注重學生多元

的學習內容，這些多元課程涵蓋了社團活動、藝文

展演、校外活動等方面。

● 社團活動

康橋一至十二年級學生每週有兩節社團課，社

團種類包含學術、藝文、體育、技能與服務類

等，讓學生依興趣和需要來選擇。另外開設多

項音樂及體育課後社團或校隊，讓有志於精進

才藝的學生能在課後接續學習。

● 藝文展演

為了追求人文化目標，康橋成立藝文中心，推

動一人一才藝及藝術鑑賞護照，讓學生有展現

才藝的舞台，從中鍛鍊其自信，並將藝術教育

落實在生活中，培養鑑賞力。每學期開設各式

藝文社團，並推薦各種優質的音樂、戲劇、舞

蹈、美術等活動或講座，讓家長可以帶著孩子

共同參與或欣賞，也藉此增進親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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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田園教學

Nature Study

Besides having a large natural park, Kang 
Chiao has also incorporated nature studies into 
the different subject areas. Based on the subject 
content, children may engage in coope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natural study area. 
Furthermore, the school also develops different 
themes of nature study according to seasonal 
and ecological changes. By being closer to 
nature,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and in turn truly 
appreciate their environment.

為了培養學生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康橋積極

推動獨立研究課程，在各年級各領域中融入多元智

慧之教與學，以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自主學習、資

訊素養、專題研究及專題報告等五大項能力，並啟

發孩子追求創知灼見與國際關懷之視野。

各階段設定不同的學習目標，小學階段著重在

創造思考能力與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2010年開
始「青山Time」課程，將自主學習課程系統化，
依年段區分教學方式，讓學生完成並發表個人研究

報告。

國中階段則開始設科實施專題研究教學，帶領

孩子認識並操作基本的研究方法。到高中階段，則

要求每一位學生要獨力完成專題研究與小論文。

為了支援獨立研究課程，康橋建置了完善的圖

書資訊系統，提供十幾萬冊的圖書資料館藏，並購

置中西文電子資料庫，讓師生能有效的取得研究資

料。此外，康橋的獨立研究課程更延伸運用到辯論

與模擬聯合國等學習活動，除了加強口語表達和批

判思考能力外，更要提高學生對各種國際議題的關

懷與參與。

課程特色—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Research

In order to develop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kills, Kang Chiao actively implements a program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re introduced 
in different domains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grades as a way to develop five major abilities in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esearch skills,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康橋除了建置完善的田園教學場域，更為孩子

設計了一系列豐富且完整的自然與田園課程，例如

觀察記錄蝴蝶幼蟲的成長變化，在菜圃區親手澆水

除草，到櫻花林取景作畫，在油桐樹下體驗落雪紛

飛。漫步在校園的田園區，感受季節的變化，在老

師的帶領下，用文字紀錄心靈的感受與感動，以畫

筆勾勒出四季的色彩，康橋田園的學習生活，能提

供孩子不同方向的思考與感受，拓展學習的廣度。

除了平時的課程外，更配合各種季節的生態，

發展出不同主題式的田園教學活動，包括賞蝶、聽

蛙、賞螢、觀星、天文等，讓孩子對這些生態主題

有更深的理解，激發孩子對大自然探索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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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關懷服務

Caring Citizens

Our students will compete in the global arena, 
and not only need to have sufficient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but must also care about our world 
and be willing to serve the public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orld. In terms of character-building, 
Kang Chiao not only develops students' empathy 
and respect for others, but has also planned 
numerous learning activities. These include 
charity fairs, fund-raising events and community 
service, which all develop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care and serve.

勤 敏 卓 揚

當青春綻開了笑容，握起堅定的雙手，

小樹刻劃出了年輪，蝴蝶飛舞過寒冬；

當音樂響徹了山谷，網路擴大了地圖，

每個生命都很獨特，都在努力的生活。

歡笑中，我欣賞著世界無限的選擇，沒有魔法也能做英雄；

挫折中，我鍛練著創造需要的創痛，擦乾眼淚還會有朋友。

這裡有愛等我帶走，這裡有夢等我去追求，

從城堡走向海洋，從未知變成富有；

這裡有愛等我帶走，這裡有夢等我去成就，

從天窗看見彩虹，我相信我能擁有。

Kang Chiao br ings me the world.

具國際競爭力的社會菁英，除了強化個人的知

識與能力外，更應對社會有高度關懷，並充滿服務

的熱忱，才能發揮所長，提升整體社會價值。康橋

除了在品格教育中灌輸孩子同理與尊重外，也規劃

了許多學習活動，培養學生關懷與服務的情操。

● 行動勸募

學校歷年與許多公益組織合作，推動行動勸募

計劃，鼓勵學生走上街頭，為弱勢團體募款，

以行動支持公益活動，點燃關懷火苗，為需要

幫助的人圓一個夢。

● 賑災活動

無論國內外發生重大天災時，康橋都會透過教

學引導，讓學生體認這些受災的地區需要大家

的協助，進而發起捐款、募書甚至前往災區服

務的活動。歷年來包括南亞海嘯、四川震災，

以及八八水災、日本311地震賑災、慢飛天使。

● 社區服務

康橋將社區服務納入國、高中的必修學分，每

個學生每學期要做到足夠時數的社區服務，服

務內容包括校內志工、校外展覽會志工、安養

院探視服務、偏遠地區學校英語教學、濕地生

態復育等。
這裡有愛等我帶走 校歌

詞：陳樂融
曲：陳志遠

青山校區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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