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23日全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 开学小结 

 

防疫方面 
 

 

校长提醒：2020年5月及6月学校重新开放所应用的防疫条例依然需要在本学年开学继

续实施。 

开学前，教育局及相关的防疫机构来访学校，检查了防疫措施及校园安全。由于校园

内无需佩戴口罩，因此校园生活受到的影响大大降低。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提高防疫

警惕，不能松懈。校园内进行两次测温，并把数据上报给教育局。学校和家长之间的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孩子生病，请勿送至学校并第一时间通知学校，并采取必要的

医疗措施。                    

2020开学人数 
 

校长介绍 2020年的开学人数。 

 
 

学生人数降低了。上一年离开的人数为48人，新的学生为18人。我们可以把其归根于

新冠疫情的影响。有的家庭选择离开中国，在此特殊期间，并没有更多的家庭选择来

到中国。重要的两点：学生人数的减少主要体现在幼儿园；人数减少也与校车的取消

有关，会对年级较小的孩子来校上学产生较大的影响。初高中的人数增加证明了家长

对于教学质量的信心的提高。 
 

教学结构 
 

校长提醒，新学年的教学结构通过了学校大会的确认（2020年6月22日）： 



 
  

做出该项选择处于以下考虑： 

- 预计的学生人数 

- 预留足够的接待能力 

- 确保教学质量 

- 尊重预算结果 

- 复杂的招聘情况 

 

2020年教学结构 
 

2020年9月，在等待新招聘教师到达期间，学校部署了混合教学：即现场教学及远程教

学相结合。这个教学方法继承与上一年远程教育，以便确保新学年的开学在良好的条

件下顺利进行。对于中学，不在中国的3名学生会通过视频教学负责80%的课程。对于

一年级和二年级，两位学生家长在教师的远程指导下完成教学工作。 
 

所有的老师都将在10月12日到达校园开展工作。 
 

新教师： 
 

校长介绍新学年的新教师或新岗位变动： 
 

François Gicquel 数学教师、六年级班主任、中学部协调人 

Bérengère Cloâtre 法语、哲学及拉丁教师 

Denisse Le Dorner 英文教师、高二班主任 

Marianne Rochegude 一年级教师  

Claire Roca 二年级教师 

 Zhang Ni 德语教师 

Christina Parellada 西班牙语，母语非法语学生教学项目协调人 

Virginie Legrand : 小班中班教师 
 
 

2. 教学展望 

 

卓越性 : 

员工培训 : 

校长强调接受法国海外教育署培训的重要性。本年度，尽管疫情产生了巨大影响，

教师们将会参加由法国海外教育署举办的亚太地区法国学校的培训（远程或者是现

场培训）。这些培训确保了教师的质量。 
 

Delf-Dalf证书 : 



目前，广州法国国际学校是DEFL法语考试中心。今年，我们的母语非法语学生将会

参加考试，获得水平证书。该考试的目的是为我们的非法语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

陪伴。 
 

数学计划 : 

广州法国国际学校响应法国海外教育署及国家教育部要求进行数学教育重大变革计

划。 该边个反映在采用新的数学教学方法，为新加坡数学教材。 

这种方法今年已在幼儿园和中学中推广。 
 

大区计划 (PROZAP) : 

能够参与大区教学计划（由法国海外教育署共同推进的计划）是作为法国海外教育

署成员的重要方面。该项计划关乎幼儿园至高中。 
 

中考及高考成绩：上一年，学校有1名参加中考的学生，2名参加高考的学生。所有

参加考试的学生都获得了带有评语的成绩。我们的两位高中毕业生将会到法国继续

学习（波尔多大学以及第戎大学）。广州法国国际学校给予学生教学指导、陪伴其

所有的步骤。 
 

认可程序 : 

我校今年申请第四阶段的认可程序。校长提醒：认可即指在海外的法国学校完全符
合法国教学体系、政策和方针。 
 https://www.aefe.fr/reseau-scolaire-mondial/lhomologation-et-le-suivi-dhomologation 

条件如下 

 与法国教育体系同样的教学方针、价值观、大纲。 

 法语作为主导语言 

 多语言教学项目 

 有资质的教师以及接受规律性的培训 

 准备及参与法国考试 

 适应的、安全的场所和设备 
 

聚焦幼儿园： 

校长提醒：法国学校的并非单纯的幼儿园或者托儿所，而是一所真正的学校。任课

教师为法国教育部注册教师，与小学的任课教师同样资质，一年级同样的价值。教

学根据法国教育部颁布的大纲进行。儿童评估结果会及时与家长沟通。幼儿园是准

备一年级非常重要的基础。法国幼儿园注重严格监管。 

 

亲密无间 

 

活动 : 

在疫情背景下，今年难以举行各种传统活动（迎新野餐会、法语文化周等）。目前

需要等待疫情缓和以及中国官方的进一步指示。 
 

教师家长见面会 : 

这是学年初非常重要的会议。幼儿园、三年级、四五年级已经举办了本次会议。对

https://www.aefe.fr/reseau-scolaire-mondial/lhomologation-et-le-suivi-dhomologation
https://www.aefe.fr/reseau-scolaire-mondial/lhomologation-et-le-suivi-dhomologation


于一年级、二年级和初高中的班级，我们将会等待所有教师到来之后举办。在十一

假期之后，会议将会向家长们确定日期。 
 

 

沟通与交流 : 

根据学校发展方针第四条（您可在网站上查看相关条例），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和家

长的沟通交流。上一年，我们发送了25条微信、15个视频以及200封邮件给家长。

今年，我们将会继续加强与家长代表的联系。  

 

法国海外教育署调查 : 

法国海外教育署希望得知学生、教师和家长们关于上一年实施的远程教学的心声。

目的在于得出一个小结。该调查通过网上进行。 
 

家长代表 : 

校长感谢家长代表在上一年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为学校所做的一切。家长代表的角色

在于加强家校沟通。 
 

协会角色 : 

我们学校的运作基于非常重要的几大角色：全员大会，建议大会，中学建议大会，

班级建议大会，学生建议大会等。会议记录会翻译成中文并及时沟通。 

 

寓学于乐  

图书馆的收尾工作：感谢上一年一位学生家长的捐款，以及其他志愿者家庭的付出

，学校得以建立符合教学方针的图书馆。 
 

课外活动 : 

您可以在网站上找到我们所有的课外活动列表。今年，课外活动拓展至幼儿园小班

和初高中。 
 

高考改革 : 

毕业班的改革将于今年生效。EFIC为高二和高三的学生提供至少8个专业选择。这些

专业有助于课程的个性化，并为我们的学生获得高中学位后的学习成功提供帮助。 
 

开放学校项目：EFI推行在暑假期间为学生提供了为期15天的开放学校项目。该项目

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将会继续推行该项目。 
 

世界公民 

母语非法语学生的特殊帮助：接待和陪伴指导母语非法语的学生是我校的重点工作

有之一。今年，共有20名学生将会受益于该项目FLSCO（法语作于学校学习语言）

。有专门的协调教师将会负责该项目。 

 

外语（英文）加强项目：从2019年开学，外语（英文）加强项目在小学实施，使得

小学的学生每周可以达到5小时的一个英文学习，第三阶段四、五年级可达到6个小

时的英文学习。目标是明年把该项目拓展到中文学习当中。 
 



 

3. 财务报告 

 

1.提醒 

 

我校为非营利性质的组织运营（1901法国法律）。所有家长自动成为会员。为了能在

中国运营，学校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公司，以及在中国设立了一个公司。这些公司每年

都经过审计。我们也有玛泽作为我们的会计师帮助运行。 
 

学校收入主要来源于学费以及课外活动。 
 

我校受到法国教育部认可，是法国海外教育署的一员。这极大地保证了我们徐晓的教

学，但是我们没有收到来自法国政府的资助。 
 

2.2019 – 2020 金融报告 
 

由于疫情影响，上一年我们出现收入降低 : 

 第二尤其是第三学期的注册人数降低 

 防疫支出（18万人民币） 

 幼儿园小班第二学期学费减免，以及第三学期中大班学费减免 

 

我们的支出轻微减少了，因为： 

 获得了一个月的房租减免，以及学校停学期间的运营费用降低 

 法国政府没有在财政上进行帮助，但是法国领事馆对于学校重新开放以及教师

签证大力帮助，并向第三学期经济有困难的家庭提供额外的助学金帮助，以及

为学校捐赠口罩。学校曾向法国海外教育署寻求帮助，由于我们情况并非特别

糟糕，我们并未满足资金支持的条件。 

 在中国方面，我们获得了广东省的社保及税收优惠 
 
 

收入分配 
 



 
校车及餐厅既占收入部分也是支出部分。 
 
 
 
 

支出明细 
 

 
 

一般而言，学校及员工的工资为最主要的支出。法国学校的教师工资一般为税前21100

元。 

 



2019-2020预算和支出结果 
 

2019 - 2020 预算 结果 

收入 18 189 400 15 652 442 

支出 15 858 341 14 690 071 

税后结果 1 545 794 720 498 

 

尽管今年情况特殊，但是财政依然保持了平衡。由于第一学期学生注册人数较多，以

及支出控制良好。 

我们的现金储备达到500万。达到了3个月学校的运营资金储备。 
 
 

1.2020 - 2021预算 

 

=2020 – 2021 预算如下 : 

 鉴于新开学144名学生的情况下， 

 由于两个教师岗位的取消，关于薪水支出会稍晚降低 

 签证费用的上涨以及关于防疫费用的支出 

 由于法国海外教育署宣布减免，因为该费用轻微降低 

 律师费的增加：办学资格证的申请以及关于搬迁计划的探究 

 
 
 

2020 - 2021 预算 

收入 15 128 365 

支出 14 890 991 

税后结果 78 627 

 

2021-2022年学费将会根据注册情况上涨2.5% 
 
 

4.展望-搬迁计划 

 

请今年递交给教育部的办学资格申请又一次被拒绝：因学校整体办学面积不够，不能

符合教育局规定的人均学生面积。如我们继续留在目前的校址办学，我们将无法获得

办学资格，同时也决定了我们的校车没有办法继续运营。 
 

学校领事馆正在与教育局积极沟通寻求解决方式。从上年9月开始，领事馆参观了非常

多的地方。 

由教育局牵头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南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合作，其已经拥有了办学资

格证。 
 
 
 
 



 
 
 
 
 
 
 
 
 
 
 
 
 
 
 
 
 

南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目前已经获得了办学资格证。 

今年由于疫情，他们失去了非常多学生，而他们的校园非常大。 

目前，学校与南方、教育部的洽谈正在进一步深化。 
 

理想的情况下是两个学校合法地分担财务，共同分享同一个建筑，共享办学资格，但

是维持独立教学体系。 

目前该途径正在认真研究当中。审计部门正在介入。如进一步研究后可行，该计划将

会寻求教育部的认可。 
 

如教育部一旦认可，我们将会向家长们组织校园参观，并举办全员大会决定搬迁计划

。 

我们不会做任何决定，再没有获得足够声音的前提条件下。 
 
 

  

5. 2020 /2021 董事会选举 

 

连任： 

  - 主席：Philippe Ortiz  

  副主席：Christophe Bilde 

- 财务总监 :Laure Desmonts 
 

选举出： 
 

 秘书长：clémence d'Ussel  

两位顾问 Jean-Christophe Roinne 及 Fabrice Levillain 
 

 



4. 家长代表选举 
 
2020 /2021家长代表如下 
 

幼儿园 : Sevag Baroudjian 及 Jonas Guiet  
 

小学 : Gilles Deneuche 及 Arnaud lamorère / Autumn  
 

中学 : Sophie Charneux 及 Pierre Loïc Lavig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