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臺灣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
一、時間：2019 年 06 月 12 星期三
二、地點：本校圖書館
三、時間：12:50pm
四、主席：張義清校長
五、主持：蕭聿新教學組長
六、紀錄：薄東倞
七、應出席：校長、家長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教學組長、訓育組長、小
學綜合科召集人、國文科召集人、英文科召集人、數學科召集人、自然科召集人、社會
科召集人、藝能科召集人、資訊科召集人共 15 人
八、實際出席： 張義清校長、蔡美玲家長代表、許純莉教務主任、蕭聿新教學組長、許婉葳
訓育組長、陳桂美小學綜合科召集人、陳嘉喻國文科召集人、Anne 英文科召集人、吳秉
睿數學科召集人、自然科召集人(李晨鳳老師代表)、張麗琴社會科召集人、郭明菊藝能
科召集人、林浩宇資訊科召集人
九、議程
(一) 校長報告：
1. 感謝家長會長支持校務活動，也感謝端午節提供粽子給學校。
2. 課發會早期屬於各學科教學研究會議，感謝教務處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
3. 感謝各學科召集人幫忙。
(二) 教務主任報告：
1. 今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規劃下學期的活動，並且選出下學期的各科召集人。
2. 下學期訂書已經提出訂購，如果還需要教材請聯繫圖書組。
3. 如果還有更多購書計畫可以在暑假提出。
(三) 家長代表報告： 謝謝校長、主任及各科召集人。
(四) 前次會議結論與結果報告：
1. 107.2 各領域預計辦理之活動如下，感謝各位召集人的用心，若有未詳列需補充之項
目，請於「各領域報告」時補充
小學部

5 月辦理孝親感恩週、試行「台客大馬行腳」、「閱讀藝起來」課程

英文領域

全國英文演講比賽表現優良、已完成英文拼字比賽

藝文領域

配合小學部感恩週活動在美勞課設計卡片。

自然領域

科學探究競賽參與投稿。

數學領域

教務處承辦陳景潤數學競賽。

國文領域

完成「馬來西亞的華人祭祖文化講座」

社會領域

協同共備本學期「馬來西亞在地人文學」、「臺客大馬行腳」課程。

2. 針對各領域學期的競賽活動或是領域活動，將在本次課發會時有初步構想。
3. 108 學年度課程規畫表本次會議中確定。
4. 本學習試行 108 學年度的課程，目前有高一班「馬來西亞在地人文學」、小學高年級
「臺客大馬行腳」和小一班「閱讀藝起來」的課程正在試行。
(五) 教學組報告
1. 感謝領域召集人提供各領域的檢討與回饋。
1

2. 這次課發會要針對各領域競賽及大活動要訂時間
3. 此次會議要確認下學期課程規劃表，這學期已經有課程進行，等等請各領域分享課程
進行
(六)各領域報告
1、數學領域：
領域/處室：數學科
報告人：吳秉睿
107.2 領域或活動之回顧、檢討或建議：
關於 2019 年陳景潤數學盃之回饋：
1. 答題情況如下表
高二班

高一班

國三班

國二班

國一班

1~10 題答對數

4.26

4.35

2.93

4.81

4.46

11~20 題答對數

1.04

2.17

1.73

1.1

1.17

21~25 題答對數

0.26

0.35

0.2

0.05

0

26~30 題答對數

0

0.05

0

0.33

0.04

平均分數

23.826

30.882

21.6

27.6

24

標準差

22.263

20.187

12.2

19.1

12.8

備註：滿分為 160 分
2. 試題分析：
(1) 1~10 題：較基礎的題目，也因為是選擇題所以答對率較高。
(2) 11~20 題：難度中等，難度介於小考與段考之間。
(3) 21~25 題：難度中上，應用層面廣泛而且變化較多。
(4) 26~30 題：難度高，輔助線或是代數轉換或是公式的應用都是課內鮮少接觸到的。
3. 結論與建議：
(1) 每年必定會出現一些在教材內不會強調的東西，如：餘數的運用、高斯符號、大數
字的題目等等，建議教師在課程內若有機會可以提到這類型的題目供程度好的學生
思考。
(2) 準備方向以 1~20 題為主，這部分的題目若有好好把握課內所學是能夠答得出來
的，建議可在課堂內講解前 20 到題目順便幫學生做複習。
(3) 能力較佳的同學可鼓勵嘗試 21 題之後的題目，但需要思考。
(4) 考試範圍廣泛，甚至會有少數題目會運用到學生尚未學到的東西，且題目給的數字
有時不會太漂亮，必須有技巧的處理才能有結果，數學的解題歷程與思考順序變得
非常重要。
108.1 規劃之事項、活動與目標說明：
中學部數學科數學競試活動，根據上次辦理經驗，提出以下建議
1. 預計在活動的前一週先請學生回家看規則說明的教學影片，並利用一堂的時間試玩。
2. 提醒學生每次使用完畢定要清點內容物數量，確認無誤才能放入盒中收起來。
3. 活動結束後，可利用部分的課堂時間向同學分析其遊戲原理與數學之相關性，或是請
同學上台分享，遊戲的心得或獲勝技巧與秘訣。
2、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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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處室：社會科領域
報告人：張麗琴
107.2 領域或活動之回顧、檢討或建議：
回顧:在 3 月 20 日(三)配合清明節與國文科協同教學「馬來西亞的華人祭祖文化」講座，
讓學生了解馬來西亞華人不同籍貫的不同掃墓習俗及三大種族的墓碑特色。
檢討: 因講座會日期接近第一次段考，部分學生沒有專心投入於演講中。
建議: 講座會日期的選定除了配合演講者外也要考慮學生的活動。
108.1 規劃之事項、活動與目標說明：
配合 10 月 27 日的光明節慶祝活動，設計學習單讓學生觀察印裔鄰居或訪問印裔老師光明
節習俗的由來與習俗。

3、自然領域
領域/處室：中學自然科
報告人：李晨鳳
107.2 領域或活動之回顧、檢討或建議：
自然科本學期參加全國科學探究競賽，總共三件作品，皆獲入選獎。邀約家長參與投
票活動有抽中獎品，達成師生家長共同成長的結果。未來校方如有相關科學活動資訊，可
多些宣傳，讓師生同樂，家長參與。
108.1 規劃之事項、活動與目標說明：新學期將辦理科學週活動，當行政團隊確認後，開
學時需要招開工作會議，進行細部規劃。
4、國文領域
領域/處室：中學部國文科
報告人：陳嘉喻
107.2 領域或活動之回顧、檢討或建議：
3 月 20 日
講座：從清明節看大馬華人掃墓文化
檢討：1.中學部的國中、高中部可以分開，避免齡層差距太大。
2.場地在新圖書館會比在禮堂佳。現場收音，以及與講師的互動效果會更好。
108.1 規劃之事項、活動與目標說明：
紅樓夢專題
1. 活動：參訪馬來亞大學紅樓夢研究中心。
2. 演講活動：講師：蔡詩萍（嘉喻正在接洽中）
主題：與紅樓夢相關
緣由：蔡詩萍將於 9 月出版與紅樓夢相關的新書，可以與他在大馬的新書
宣傳活動結合，安排在臺校進行一場演講。
5.

小學部：5 月 6 日進行母親節感恩週活動，結合各領域的幫忙，在 5 月 10 日當天有
體驗活動，以後小學部會持續進行此項活動，這次感謝學務處的協助，加上這次有
實習老師來協助，也感謝教務處、總務處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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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文領域：這學期參加台灣的英文演講比賽，還有拼字作文比賽，成果都不錯
(七)本次會議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名稱：報告 107.2 活動規劃
提案人：教學組長蕭聿新
說明：各領域若有將於下學期進行之活動，請簡要說明。目前尚無領域提出需要行政處室
配合之活動。
討論紀錄：
教學組長：下學期各科是否保留競賽形式還是改為以活動進行，各領域召集人有沒有要提
出對於活動的建議。
1. 小學綜合科召集人：規劃中
2. 自然科召集人： 配合學校科學周活動
3. 數學科召集人： 將辦理數學科活動
4.
5.
6.
7.
8.

國文科召集人：
英文科召集人：
社會科召集人：
藝能科召集人：
資訊科召集人：

規劃參訪活動
將辦理英文活動
將在課堂中進行特色活動
12 月 18 日廣達藝術展開幕、藝術季
無

決議與裁示：
1. 數學科：競賽活動由 9/25 改為 9/18 進行
2. 國文科：紅樓夢研究中心參訪活動訂在 10/16
3. 其他領域內容決議在提案三
提案二
提案名稱： 108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確認
提案人：教務主任許純莉
說明： 本次會議再次確立 108 學年度的課程規劃時數表，請詳閱附件。
討論紀錄：
一、小學部
1. 小學部增加的部分是本校特色課程，彈性學習時間臺客大馬行腳、閱讀藝起來都是列
在國語科裡面
2. 藝文展演列在音樂課
3. 數學應用配在數學科
4. 英文之閱讀理解與生活文學，是因為小六的英文課必須與國中節數相同，小一到國三
的英文課時數一週都是七節課
5. 只有自然科被減變成三節課
二、國中部
1. 部定必修都必須修，但是會壓縮到社會科，所以社會科與綜合活動搭配
a. 表演藝術＋歷史
b. 家政+地理
c. 公民社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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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原本五節，但是部定只有三節，所以要與生活科技搭配
3. 同一種顏色做搭配，兩門學科就要要有兩個分數，各科學期成績仍依照個比例分配
4. 國中多增加 童軍、輔導及健康教育課程
5. 英文聯課活動含在七節英文課裡面
6. 閱讀藝起來含在國文課六節裡面
三、高中部
1. 各領域計算節數，與 107 學年度相差不多
2. 自然科多了探究與實作教育部規定一定要上課
3. 生物、物理、化學科必須共備，學生必須有學習歷程檔案
a.
以前都是四節課
b.
少掉的 2 學分一個放在同一個時段兩個老師一起進行自然探究與實作，另一個放
在補救選修
c.
下學期化學上自然探究與實作，但是還少一節，必須再協商
4. 公民課 0.5 節 因為實在湊不出時間，所以與週會課配，讓導師進行，三個班老師可以
ㄧ起討論
5. 國防課是必修但是沒辦法開所以國防跟國文課結合
a.
護理科跟生物科結合
b.
生活科技與數學結合
6. 社會科 校本課程 馬來西亞在地人文學及世界任我行 由歷史地理老師一起執行
總配課數與上學期
7. 小學英文聯課是獨立在七節之外，小三到小六還是要分社團，總共有九節英文課
決議與裁示：
各位委員如果沒有意見就用鼓掌的方式通過。

提案三
提案名稱：建議統整 108 學年度彈性活動之活動
提案人：許婉葳
說明：
因中學部課程之彈性時間包含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和學校
特色活動，建議統整 108 學年度彈性時間之各處室和各領域活動後，統一公告以利學生真
正應用彈性時間。
討論紀錄：
一.討論：108.1 各領域活動可否利用彈性時間進行，並且先預估時間
二.12/31(二)的課程是否可以挪動某一周彈性活動時間做為元旦活動的預備時間
1. 原：9 月 25 日「數學科競試」刪除。 新增：「9 月 18 日數學領域活動」
2. 原：11 月 13 日「國文科競賽」刪除。新增：「10 月 16 日國文領域活動」
3. 原：12 月 4 日「生物/歷史科競賽」刪除。新增「10 月 29-11 月 1 日自然科
學週系列活動」
4. 原：10 月 23 日「全校英文活動」刪除。新增「10 月 16 日中學部英文活
動」、「11 月 20 日小學部英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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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 11 月 13 日「下午課程與 12 月 31 日下午課程調課」
6. 新增 12 月 31 日「下午元旦園遊會預備」
7. 新增 1 月 8 日「社會領域活動」
決議與裁示：
1. 上述討論行事曆相關項目請提交文書組修改，並提於校務會議上最後確認。
提案四
提案名稱：108 新課綱社會科實作的費用支出
提案人：社會科領域
說明：108 新課綱社會科實作的費用支出，可否向學校申請費用支付?
討論紀錄：108 新課綱社會科實作的費用支出，可否向學校申請費用？
教學組長：學期初可以填寫在課程規劃表內，提出參訪、實作預算
教務主任：108 課綱專案經費已經下來校外教學有保險費用及交通支出，是可以提出申
請，各科可以提早提出計畫，提出一年的計畫，倘若與課綱有關，基本上都會通過
12 月底彙整之後送交教育部，3、4 月經費會通過，專款專用。
決議與裁示： 學校各項支出必須由董事長批准，社會科相關實作的經費可以早一點提出
計畫及預算、主標題、學習效益寫簡短簽呈，送交校長及董事長審查
(八)臨時動議：
動議一：
教學組長：開會時間長期以來一直佔用到下午第一節班會課，提議將班會課與社團與彈性時
間對調。
決議與裁示：鼓掌通過
動議二：
教務主任：下學期廣達主題「遇見大未來」， 預計在 12 月進行展覽，希望可以搭配藝術季，
進行跨領域合作，全校老師都可搭配各領域課程，不僅限於藝術領域老師，環保議題可以融
合在數理、社會、文學裡面，希望藝術季的主題可以切合。
教學組長：如果各位老師的課程可以與藝術領域結合，也可以多跟郭明菊老師合作
十、總結：
家長會長：謝謝各位老師辛苦教導台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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