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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臺灣學校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時    間：109年 4月 8日(星期三)中午 13:30~16:10 

二、地    點：線上 ZOOM 會議 

三、主    席：教務主任 莫宗佑 

四、主 持 人：教務主任 莫宗佑 

五、參加人員：家長會林翠瑛會長、總務處陳明華主任、學務處朱大維主任、訓育長許婉 

              葳組長、輔導組林履桐組長、教學組吳鳳美組長、小學部代表蕭聿新老 

              師、國文科代表董浚昱老師、英文科代表陳愛芬老師、數學科代表許純莉 

              老師、社會科代表周孝柔老師、自然科代表林大鈞老師、藝能科代表郭明 

              菊老師、課程諮詢委員蔡仁敏老師                                          

    列    席： 校長曾春榮校長 

六、紀    錄： 教務處行政助理教師吳彥慧老師 

七、主席致詞：已達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八、教務主任報告： 

 首先感謝各委員因應疫情對課程所付出之努力，為台校學生帶來精采充實的停課不

停學的學習活動，在此表達十分感謝之意。今天會議有幾項議題請各委員費心討論議

決。 

九、討論提案： 

    (一)吉隆坡臺灣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停課、復課及補 

         課計畫之第一次定期期評量評分原則草案(詳如附件一)，請議決。 

         討論:重點在配分原則 

 仁敏教師:高三班是否一樣考二次?用甚麼方式學校如何公告? 

主席:請高三班與任課教師討論一下，可以提出建議期中考日期。相關辦法會公告於本校

校網 

家長會長:若高三班於五月初考，也符合辦法中所說輸入次數與比例，應該也沒關係!建議

考試時間也可順延，不用一定要在管制期間來考。線上受評分結構與機制，是很多家長在

意與想了解的。 

主席:還是尊重教師想法，在無法避免狀況下，才會讓老師在線上進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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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假使 4/15復課後，還是可以請老師進行二次實體評量，範圍與時間再調整，不要說

不考。 

仁敏教師:就依照學校決定。 

校長:改五月初好了! 

純莉教師:定期評量可否讓所有任課教師有正式規範。 

會長:附議 

校長:授權給老師依教學專業來進行線上多元評量模式。 

純莉教師:因為還沒有給予任何評量，很難有成績的公平性，建議應有正式公開評量的機

制。 

會長:站在家長立場，學生在線上考試，家長可以在旁監督，家長可以接受。 

主席:線上測驗有多種模式，尊重教師專業，故辦法研擬時，可以採多元評量模式。 

家長會長:線上考試是否可以教學專業訂出一個一致性標準。 

純利教師:避免因為出現之前成績評分出現之誤差，建議應有一明確規範。 

聿新教師:就目前線上測驗，應可以符合目前的規範。 

校長:請二位顧問進行線上測驗的研習，由教務處安排研習。 

會長:可以提供線上測驗的規範 

純莉教師:請校方直接公告，由學校規範。 

孝柔教師:學校若有統一規範，樂見其成。 

聿新教師:教師施測前可以依據之前定期評量規範辦理評量。 

純莉教師:評量應有教務處認可之基本規範，來限定學校定期評量作為。定期評量請依實

體模式提報經教務處認可後實施。 

會長:覆議 

聿新教師:小學部附議 

主席:經查第一次段考已繳交教務處完成手續，第一次期中考依教師之考試成績予以評

分。 

聿新教師:爾後應依教務處規定核可確認後，方施測。 

聿新教師與純莉教師:請依以往定期評量方式，送交給教務處認可後，依規定實施辦理。 

聿新教師:建請施測時按週次來決定 

主席:  

決議: 表決結果，第一案 3票，以 13票通過以第二項模式，即可由教務處依原有程序(先

行敘明線上測驗、多元評量相關模式與方法辦理)，取得學校認可後辦理，安排評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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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任課教師依線上測驗、多元評量方式予以給分。請小學部與國三班期中考依本辦法

速辦理之，高三班仍安排於五月初。 

附件一: 

吉隆坡臺灣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防疫停課、復課及補課計畫評量評分原則 

一、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停課，採行線上教學模式，復因禁行令

延長二週，顧及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進度，謹擬定評量評分原則予以核定成績。 

二、 參照相關法令規定，評量成績核定原則如下: 

(一) 依原定時間及比例輸入成績 

(不予延期或取消的理由說明如下： 

1. 有科目如英文科已舉辦過定期評量，如果取消本次評量，把比例平分至其

他次定期評量，對英文科教師與學生而言不公平。 

2. 經兩次全國行動管制後已無時間可再延長考試。 

3. 目前因多元升學考試及疫情之故，未來採取在校成績的可能性大增，經海

外四所臺校校長討論，建議維持原來的輸入次數及比例，以免因各校自行

更改次數及比例，增加跨校比較的難度而對各校學生不公平。 

1. 平時成績：本次成績建議採計學生於線上教學模式表現狀況(如下所示項目)給予:  

A. 學生出席狀況 

B. 學生參與上課表現情況 

C. 學生作業及時繳交與批閱成績 

D. 學生平時測驗成績：教師派送教材及評量以線上為原則，並定期於線上給予反饋，

批改作業獲回應學生問題，查看學生學習情形。 

E. 其他 

2.定期評量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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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可由教務處依原有程序(先行敘明線上測驗、多元評量相關模式與方法辦理)，取得學

校認可後辦理，安排評量週次，由任課教師依線上測驗、多元評量方式予以給分。  

 B.請註冊組規劃第一次評量成績登錄時程，煩請任課教師依規畫時間登錄。 

(二) 小學部期中考時間，依小學部共同決議於 4/21、22期中考(含小六畢業班)，

中學畢業班期中考試適逢僑考迫近，國三班與小學部一起進行，高三班於 5月初

進行；如果又因不可抗力延長行動管制，則比照(一)方式進行。學期成績之定期

評量與平時成績輸入依學期原定配分比例輸入辦理。 

    (三)定期評量範圍並得視實際授課進度進行調整。 

 (四)部分班級停課，學生無法參加定期評量者，考量公平性， 需另行依命題審題規  

     定進行試題製作，予以補考，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登錄。 

    (五)停課期間若適值定期評量時間及教師成績繳交日期，均予順延，時間由註冊組統  

        一公告。 

三、 本原則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後通過，修正時亦同。 

(二)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線上補課計畫修正案，請議 

     決。 

     討論:重點在於修正成果彙報表格，是否採取以教學日誌(教務處 6/4提供線上教學 

          日誌)與各班提供之課程紀錄連結檔案來取代，日後彙整提供課程發展委員會  

          認證授課時數。 

純莉教師:建議填報人員應規定填報人員應填報姓名，相關表格請修改確認。 

聿新教師:表格應填報缺席學生人數或姓名。 

仁敏教師:由教師由原有點名簿分開進行處理。 

學務朱主任:授權給任課教師進行。 

仁敏教師:學生缺席或遲到，學務處是否可以有無必要掌握。 

學務處朱主任:由教師認定處理，學務處會依規輔導管教辦法辦理。 

純莉教師:學生缺況紀錄， 

學務處朱主任:不列入學期缺曠課紀錄。只供平時成績考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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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贊成 14票，同意通過提案。 

 

  (三) 吉隆坡臺灣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停課、復課及補 

         課計畫草案(詳如附件二)，請議決。 

         討論:  

主席:第三個提案，僅修改依據規定與重補修學生增列線上實施。 

會長:相關課輔、社團退費請通知家長。 

主席:會依董事會辦法規定辦理。 

聿新教師:附件所提復課後三個字眼應予以刪除。 

主席:同意修改。 

純莉教師:復課後還有需要補課嗎? 

校長:依據目前資料經課發會認同後，就可以不用補課。 

主席:都有催處教師依規定完成線上補課，務必追蹤勿因個別班級影響全校。 

             決議: 贊成 15 票，同意通過提案。 

附件二 

吉隆坡臺灣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停課、復課及補課計畫草案 

一、 依據： 

(一) 109.2.19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字第 1090030066號函。 

(二) 109.2.20教育部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二、 目的： 

(一) 啟動防疫因應機制：為做好危機管理，事先規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可

能擴散而發生之停課狀況，擬定相關配套措施做好準備，以配合隨時可能停課之

需。  

(二) 保障學生學習機會：研擬學生停課時居家學習與輔導之相關措施，及復課後之補

課機制，以兼顧學生身心健康與有效學習之保障。 

三、 停課標準：臺、馬兩國政府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 停課、復課及補課實施原則：  

（一）停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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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教務處訂定停課、復課及補課等計畫，並向全校教師說明停課、復課及補課等相關

作業事宜。 

3. 請各班導師事先建立與學生、家長之聯絡管道，如聯絡電話(班級緊急聯絡網)、班級

群組…等等，並事先製作「班級通訊資料」(班級緊急聯絡網)，將一份置於隨身常用

的背包或皮夾中。同時，規劃和宣布班級停課時師生聯絡方法(聯絡時間與方式)，以

便學生和家長事先知所因應。 

4. 教務處提供專線電話(603-5121-3100#301)作為停課、復課、補課時，教師、學生及

家長諮詢服務專線。 

5. 請學生每日自行測量體溫，注意是否有不適症狀，並宣導避免至公共場所，做好自主

健康管理。 

6. 教師(含科任)應事先為學生規劃停課期間學生在家自主學習之進度，或其他以居家線

上學習方式進行之學習活動方案(重補修學生亦比照進行線上學習模式進行)。 

7. 班級導師應建立居家隔離病例學生之個案管理系統。 

（二）停課期間 

1. 教師進行備課、並熟悉線上教學系統模式，設計教學單元(含評量方式)及準備教學相

關事宜。 

2. 教師於停課後應於復課日前，積極進行復課準備工作，如有必要時，所有教師應配合

學校隨時至學校上班。 

3. 停課期間導師每日應與學生保持聯繫，以了解學生身心健康及居家學習情形。必要

時，學校得組成輔導小組，避免學生未依規定居家自主管理。 

4. 學務處事先建立妥適之聯繫通報管道，遇停課期間，每日應充分掌握學生狀況，並依

規定通報。 

5. 學務處提供輔導諮詢專線(603-5121-3100#403)，並就停課居家學生之需要，進行輔

導、諮詢、轉介或其他適當之專業服務。 

6. 學生停課期間，行政人員原則上依相關規定辦理，以利於行政運作及相關資訊之掌握

為要。 

（三）復課後 

1. 停課班級復課後，由教務處邀集班級導師、家長代表、班級授課老師、相關處室人員

等，召開「課發會議」(如附件 A)，擬訂復課後補救教學方案，以利學生復課返校後

趕上學習進度。 

2. 補課時間可考慮：課後、假日(含週休二日、寒暑假等)，如全校教師均能以數位教學

一節抵一節，則可視為補課完成。 

3. 全校停課時，彈性調整上課日期(課後、周休二日、寒暑假等)，由班級補課會議決

定。因全面停課補課需要，而需調整寒、暑假起訖日期時，調整方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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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逢定期評量處理方式如下： 

(1) 定期評量時程由教務處調整，另行通知。 

(2) 若為少數學生因受居家隔離而缺考者，於個人返校復課後由教務處辦理補考事

宜。 

5. 成績評量：教務處召集停課班級授課教師，開會討論各領域學科之成績評量方式。 

五、 居家學習實施原則： 

(一)學習進度： 

1. 班級各領域學科的授課老師，依照原先擬訂之教學計畫為進度，讓學生在家學習時，

以教學計畫之進度進行在家自主學習。 

(二)學習方法：  

1. 教師擬定居家學習期間之教學方案、學習單，透過學校網站、班級群組提供學生下載

或線上學習。教師使用數位學習(google classroom、均一、酷課雲…等相關內容)提

供學生在家上課環境；數位學習是學習者應用數位媒介學習的過程，數位媒介包括網

際網路、電腦、錄影…等。應用的範圍包括網路化學習、電腦化學習、虛擬教室及數

位合作。並應留存相關教學作業與學習時數支資料，以備日後核實給予授課時數。 

2. 啟動引導學生使用自己開設的 Google Classroom 及其他學習平台、應用軟體，且學

生也熟悉及掌握該應用利用網路資源進行自主學習，可運用臺灣教育部提供之教育雲

單一簽證系統的線上學習平台指定學生觀看的影片及布置相關的作業。例如：教育雲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PaGamO素養品學堂、

https://www.parents.pagamo.org/nonstoplearning 線上學習專區

(http://12hope.st.tc.edu.tw/resource)、教科書出版商線上學習教材、文建會-繪

本花園網(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等資源，也可以利

用臺灣公共廣播集團(含公共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及中華電視公司教育文化頻道等)及

其他可用之傳播資源，收看教學節目。 

(三)作業： 

1. 教師配合居家學習期間之教學方案，透過電話聯絡和網路互動( 網路留言版、討論區

或電子信箱等等)，告知每天家庭作業並了解前一天作業寫作情形，適時解決學生課

業上的問題，並關心掌握孩子的狀況。 

2. 統一於警衛室旁設置「停課班級作業聯絡專區」，對於無法上網的學生，提供一個作

業繳交、發放與親師聯絡單等相關資料放置的固定專區(發病學生因需在家休養並配

合防疫措施及自主健康管理，應另以其他方式彈性處理)。 

3. 教務處提供專線電話(603-5121-3100#301)作為學習詢問與聯絡的窗口。 

 

六、 本計畫業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PaGamO
https://www.parents.pagamo.org/nonstoplearning
http://12hope.st.tc.edu.tw/resource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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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吉隆坡臺灣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時教務處召開「課發會

議」作業流程 

109.2.21 

 

 

教務處通知同仁參加課發會議 

班級因疫情停課後，召開課發會議 
聯
絡
「
家
長
代
表
」
確
認
可
以

出
席
的
會
議
時
間 

原則上，「課發會議」開會時間地點另行通知會議人員。 

 (若班級導師認為有需要於其他時間召開補課會議時，亦可彈性調

整。) 

如期召開「課發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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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高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傳輸流程 (詳如附件四) 

        討論:依據上次高中教師會議建請提出流程圖，讓學生清楚了解作業流程議 

純莉教師:本流程圖看不太懂，建議應分學生端與教師端來進行。希望是校內、外流程。 

會長:可以換成普通流程圖，看不太清楚。可以比較簡單一點。 

主席:修正後經過高中教師會議通過後再行交付課發會追認 

        決議:高中教師會議通過後，提報課發會追認。 

附件四 

學習歷程檔案傳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實驗教育學習歷程填報平臺流程 

 

學習歷程檔

案 

內容  執行  傳送單位  彙整

收集

端 

修課紀錄課 修習科目 

學業成績 

基本資料 

   學校端傳送  實驗

教育

平台 

       

       

學習成果 實作作品 

書面報告 

 教師

認證 

 學校端確認

傳送 

 實驗

教育

平台 

    每學期學生

自行勾選 6

件 

  

多元表現 學生個人校

內 競賽表

現、學生 

校外學科/

非學 科競

賽/語文 

(技能)檢定

證 照 

 實驗

教育

平台 

 

 

學校端確認

傳送 

每學期學生

自行勾選

10 件 

 實驗

教育

平台 

https://exep.k12ea.gov.tw/
https://exep.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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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將 108學年度高一學生於校內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之時程如下： 

 

   

(五)高中學生自主學習流程(詳如附件五) 

討論: 

純莉教師:自主學習流程圖，建議應提供學生可以知道有哪些資源與教師專長部分，學生

可以運用。 

主席:修正後經過高中教師會議通過後再行交付課發會追認。 

 

決議: 高中教師會議通過後，提報課發會追認。 

 

吉隆坡臺灣學校高中學生自主學習實施流程 

 

高一(上) 
參加一場計畫申請與撰寫說明宣導講座與

經導師安排之實作課程 4節  

  

高一(上) 提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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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原則 
於修業年限內，至少須完成 18 節之自主

學習，且在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執行完畢。 

  

高一(下)或高二(上) 擬訂計畫與提出申請 

  

 
學期末或開學前可以向教務處提出自主學

習申請 

   

 計畫修正，可於開學後第 4週再提出修正  

  

初審 將計畫紙本送交導師(初審-形式審查) 

 通過 不通過 

  
 

複審 審查小組進行計畫複審(實質審查) 

 通過 不通過 

  

 
執行計畫 

安排指導老師開始對計畫撰寫不良學生進

行計畫撰寫輔導。 

  

 
執行計畫 

開始進行自主學習，指導老師開始對計畫

撰寫不良學生進行計畫撰寫輔導。 

  

 

執行計畫 
開始進行自主學習，指導老師開始對計畫

撰寫不良學生進行計畫撰寫輔導。 

  

進行指導 
依計畫紀錄自主學習情形，定期教教學習

紀錄 

  

成果發表 辦理成果發表 

  

建立個人學習檔案 學習檔案歷程上傳平台 

 

十、臨時動議： 

1、英文教師授課線上課程部分，家長擔心學習情況。 

   請英文教師加強學生學習成效，與改進線上同步教學策略，增強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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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僑考事宜目前的狀況，在目前不可確定狀況，相關僑生資格認證問題。 

3、後續追認事項列入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應予以公開。 

4、只要停課、復課與補課，依本校與相關法令辦理，進行線上教學。 

5、學生被隔離則予以防疫假，若教師則以線上學習模式，予以進行補課。 

6、請教務主任成立課發會委員徵詢群組，為日後相關宣布事項取得共識。 

十一、散會：16: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