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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學校暑期課程介紹

廣教學校的暑期課程主要群體為5-13歲的學生。課程內容包含學科加強（中文、英語、數學、科
學）以及文化活動。為期八週的課程中，學生可以盡情的學習與同儕創造美好的回憶！本校的暑

期課程提供彈性的時間選擇以及付費選項，期望能提供您的家庭需要的幫助。本校為麻州早期教

育認證機構。

每日課表

Duration 時長 Start – End 開始時間 – 結束時間 Period 課程

30 min 分鐘 8:30AM – 9:00AM Drop off/Breakfast 到校時間/早餐

10 min 分鐘 9:00AM – 9:10AM Homeroom 準備時間

40 min 分鐘 9:10AM – 9:50AM English 英語課

40 min 分鐘 9:55AM – 10:35AM Math 數學課

40 min 分鐘 10:40AM – 11:20AM Chinese 中文課

30 min 分鐘 11:25AM – 11:55AM Lunch 午餐

60 min 分鐘 12:00PM – 1:00PM Science/Project/Field Trip 科學課/項目/校外教
學

50 min 分鐘 1:05PM – 1:55PM Activity Block 活動課 1

50 min 分鐘 2:00PM – 2:50PM Activity Block 活動課 2

40 min 分鐘 2:55PM – 3:35PM Activity Block 活動課 3

45 min 分鐘 3:40PM – 4: 25PM School-Wide Activity 全校活動

30 min 分鐘 4:30PM – 5:00PM Pick up 放學

● 只註冊上午課堂的學生會在午餐結束後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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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時間與規則

學生到校時間為早晨8:30 -9:00，放學時間為下午4:30-5:00。家長或監護人必須替孩子簽到以及
簽退，確保完整的接送紀錄。

若下午五點鐘尚未將學生接走，廣教每超過一分鐘將酌收 $1。此款項將成為學生的獎學金基金。

滿十三歲的學生，父母可以在報名時一併提交同意書，授權學生自行到校與離校。

課程內容

我們的老師皆花費許多時間籌備每一年的暑期課程與活動。每堂課程皆有學習目標以及時間分

段規劃。在教授完學習目標後，老師會讓同學透過多元的方式反覆練習，並且配合遊戲與活動加

強印象。暑期課程的最高宗旨為寓教於樂，老師並不會佈置回家作業或是考試。

師生比例

一位老師通常不會領導超過十位學生。每班皆配有至少一位助教，暑期課程時常會有多位助教同

時協助一個班級，確保學生能得到最好的照顧以及頻繁的互動。

有什麼室內活動可以選擇？
學生可以從以下列表選擇參加自己喜歡的活動。每年因師資與時間安排的限制，可能導致活動有

些許不同。但學校都會盡可能給予所有學生最多元的學習環境。這些活動多在午餐過後，一點鐘

時開始，並交替持續至放學時間。

● 功夫＆舞獅

● 古箏

● 策略遊戲

● 桌球

● 機器人編程

● Cricut 美術
● 舞蹈律動

● 廣教故事屋

會有戶外活動嗎？
會的。戶外活動包括廣教運動會，接力大賽以及其他不同種的競技體能活動。戶外活動時間以及

頻率將因天氣而有所變動，但肯定的是，每次戶外活動結束，孩子都很期待下一次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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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戶外教學嗎？
目前規劃--會的。廣教暑期課程期望牽著孩子的手，帶領孩子在各式各樣的環境中學習與活動。
今年(2022)我們規劃帶孩子參觀美術館、水族館、孩童博物館、動物園、以及植物園。校外教學的
費用將會包含在學費裡。

因疫情限制，校外教學行程以及地點將以活動當週通知單公告為準。若您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

洽詢：617-426-6716。

暑期課程有提供食物嗎？

有的。我們免費提供健康、不含堅果、單獨包裝的早餐以及中餐。若學生希望帶自己的食物來學

校享用，請告知學校。若需要加熱或使用冰箱，也請提前告知學校工作人員，本校備有微波爐可

供加熱。

若您想知道範例菜單，請點選 City Fresh Food’s 的網站: https://cityfresh.com/our-food/

我的孩子需要帶什麼？

每位學生都會得到一組文具在學校使用。文具組包括：資料夾、筆記本、鉛筆、橡皮擦、彩色筆以

及蠟筆。

我們鼓勵學生自行攜帶：

帽子/遮陽帽
防曬霜

替換的鞋襪

背包/書包
水壺

不含堅果的健康零食

替換衣物（可留在教室內）

我的孩子 不需要 帶什麼
學生不需要帶遊戲、玩具以及電子產品。廣教將視情況沒收或代為保管干擾學生學習的物品。

學生請自行保管所有私人物品，若有遺失或糾紛，廣教一概不負責任。

若我的孩子有過敏或是特殊的醫療需求
報名時，請確實填寫醫療需求書，並且提供一切醫療需求的資訊。

1. 若您的孩子對某種食物過敏，請讓您的醫生確實填寫個人健康報告表格。
2. 若您的孩子需要使用藥物，請讓您的醫生確實填寫用藥同意書
3. 您也務必要提供學校藥物的原始包裝

本校醫療顧問為梁爾尊博士，若您有任何食物過敏的疑問，歡迎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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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的COVID-19安全措施為？
本校有專人打掃衛生，並且每日清潔高接觸檯面以及公共空間。學生人數較多的教室，並配有空

氣清淨機。

本校提供的個人衛生用品包括每間教室的消毒液、成人/孩童口罩以及手套。

若想更加了解本校的安全規範，請參照最新EEC COVID-19 防疫手冊:
https://www.mass.gov/service-details/eecs-health-and-safety-guidance-during-covid-19-recovery
-for-child-care-providers

我的孩子報名前需要接種疫苗嗎？

我們強烈鼓勵學生接種疫苗。本校所有工作人員皆已完成疫苗接種。

我的孩子可以只報名其中幾週的課程嗎？

可以。最少需要報名三週，不需連續。 例如:您可以只報名第一週，第三週以及第五週。

有提早註冊的優惠嗎？
有的。我們的早鳥優惠價期間為2023 2月10日 至  4月21日晚上7點。普通價格報名截止日為2023
8月4日下午5點。我們亦接受麻州教育券。詳細課程價格表請點閱鏈接：
https://www.kwongkowschool.org/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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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前台

地址: 87 Tyler Street, Boston, MA 02111
電話: (617) 426-6716
郵箱: info@kwongkowschool.org
網址: https://www.kwongkowschool.org/contact

校長

Ping Jung Huang
huang.p@kwongkowschool.org

副校長

Benjamin Yu
yu.b@kwongkowschool.org

項目助理經理

Robert Chin
chin.r@kwongkowschool.org

行政主任

Bi Yi Huang
huang.b@kwongkow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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