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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臺灣學校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親師座談會校務報告 

鄭雅芬校長 

  「跨域創新．前瞻吉隆坡臺校」 

  打造「培養未來全球公民的品牌學校」 

 

【中小學部校務推動說明】                      

    本校整體發展朝向符應中華民國教育部 108新課綱、馬來西亞教育部規範及世界人才培育之趨

勢來規畫與推動。 

    然而本校自 109年 3月起受全球新冠疫情影響，必須開始採用線上教學。在 109學年本校除了

開學的通知外，再依馬國政府對於疫情影響評估逐次所發布的政令，迄今合計已發布至少 11次因應

公告。其中，第一學期實體上課時間為 109年 10月 1日至 10月 13日(共 9天上課日)、110年 1月

5日至 1月 12日(共 6天上課日) ，其餘皆為學校關閉採線上上課。第二學期除高三學生專案，其

他年級從 3月 8日起開始實體上學。 

 

一、遠距視訊、線上學習及實體上學在資訊設備需求之重整及規畫: 

(一)本學期已完成 70吋智慧型觸控螢幕的安裝:含中學部 6間教室、會議室及新圖書館，並有

兩座 60吋 4臺液晶螢幕(合成大螢幕)。 

(二)已規劃本校會議室及新圖書館為遠距視訊教學(含國際講座)中心，另中學部及小學部各班

級教室也陸續增加設備足以成為各班級視訊學習之場所。 

(三)新購 25部 Samaung Tab 平板，提供學生自主學習課程或以班級為單位借用。 

 

二、重大慶典活動: 

(一)109年 10月 9日(星期五)本校首度協助辦理「慶祝中華民國 109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駐馬來西亞經濟文化辦事處、吉隆坡臺灣學校聯合主辦):由全體師生隆重參與，全程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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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臺灣的小國旗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因即將 CMCO而取消外賓入場)。相關影片剪輯皆已

同步上傳公告，並獲媒體正向報導。 

(二)110年 1月 1日(星期六)本校為上班日，取消循例辦理之園遊會，但仍維持莊嚴隆重堅定地

辦理「慶祝中華民國 110年元旦升旗典禮」:因 CMCO期間，首度採用實體、預錄混合及現場

戶外 FB直播模式進行，以最少人現場參與，最多人觀賞之戶外線上直播方式辦理。由小中

高全體教職員出席(含旗手及工作人員) ，導師用線上教室撥放直播予學生及家長線上參

與，邀請外賓進行線上觀禮。相關活動影片皆已同步上傳公告，並獲媒體正向報導。 

特別感謝駐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洪大使、吉隆坡臺校杜書堯董事長(大會主席)、馬來西亞臺

商總會林永昌總會長、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洪進興總會長對本次典禮的關心並致詞，也謝

謝家長會的全力支持。 

 

三、三十周年校慶籌備之啟動: 

    臺校成立於 1991年，今(2021)年 5月 1日即為臺校三十周年校慶。本校已於 109年 12月行政

會議召開籌備會，並邀董事長出席指導，初步決定以「臺校意象-過去.現在.未來」來規畫，並以

「臺校歷史回顧專訪」為重要單元，也籌辦「校友回娘家」的活動，期許在下一年 2022年能正式成

立校友會組織。 

 

四、推動多元入學管道機會予高三學子: 

(一)依序為海外高中推薦入學、申請入學、特殊選才、僑考等多元入學的管道。 

(二)高三第一學期專題演講安排(雙周周三下午原本的 2節空白課程)共 7場:升學管道說明會 1

場、大考趨勢之國文講座系列 4場、大考趨勢之英文講座系列 2場，提供學生選擇參加適性

之升學管道，並透過專題演講，提供學生持續準備僑考之增能及方向解析。 

(三)目前高三學長姐已分別透過海外高中推薦入學(12月放榜)、國際生個人申請(1月放榜) 、

海外獨招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2月放榜)陸續錄取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管理學系、國立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學士

班、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五、高三僑考事宜: 

(一)110年僑考預定日期:海聯會已發布考試日期為 110年 4月 8日、9 日(星期四、五)。 

(二)本校安排 3月 25日、26日為複習考，為學子進行實境考試模擬(星期四、五)。 

 

六、啟動高中新課綱之「彈性學習時間」課程規畫與安排: 

(一)高一、二第一學期特色活動-專題演講安排共 7場(雙周周三下午原本的彈性學習課程) :新

課綱之彈性學習(含自主學習) 說明會 1場、升學管道說明會 1場、閱讀力提升講座系列 3

場、本校自主學習計畫撰寫說明會 1場、本校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及平台操作說明會 1場等。 

(二)高中(高一、二)新課綱彈性學習時間之「自主學習」: 

1.已於 12月 1日第二次課發會通過修訂「本校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含所有表件)。 

2.校長於 12月 2日中午於教師會議主講「新課綱下本校自主學習之訂定與推動」，並於 12

月 2日下午第 8節為高一二學生及家長演講「本校自主學習計畫撰寫說明會」。 

3.高一、二學生規定於 2021年 1月 5日繳交計畫書，並由學校審核通過(含修正後通

過) 。 

4.本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共 9周 18節全面推動本校高一二學生自主學習。於期末進行成果

分享會，7月上傳學習歷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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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跨國教育政策的兼容並蓄:如何推動臺灣教育政策與馬來西亞教育政策並行不悖  

(一)本校已於 10月召開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調整 109學年第一學期對於馬來文、馬來史地

與馬來道德 3門課程(合計 4節課)之開課時間規劃(修正 108學年第二學期課發會之決

議) ，依馬國教育部規定，並符合中華民國教育部規定辦理，上學期暫時僅能將馬來文等

部分課程調整之第九節課:高中部為星期一及星期二、國中部為星期一、二、三。 

(二)本校已於 110年 1月 8日、13日第三、四次課發會通過 109學年第二學期中學部之課程整

體規劃調整，已再將馬來文等 3門課程調整至每日 8節課程中，規畫開設為選修課程(馬

籍學生之必選)，並同時加開其他語言相關選修，供非馬籍之學生選修。 

(三)本學期將馬文相關課程時間(每周 3節，馬籍必修)，同時於國中部、高中部皆加開第二外

語:韓文、日文，提供非馬籍之學生選修 1種第二外語(可選擇韓文、日文或馬文)。 

 

 

八、課後學習專案及專班: 

(一)本校 109學年第一、二學期首度辦理「提升英語學習成效專案計畫」 

1.依上學期第一次段考之英文成績，進行課後差異化之學習提升，每班以 5至 12人為原

則，並邀請提供予學習落差或有需求之學生參與課程。 

2.本校依不同年段之執行週數及節數僅收取報名費，不收取學費。 

3.經學生報名上學期開設共計 7 班:高中部 2班、國中部 2班、小學部 2班。 

4.本學期規劃持續推動，依上學期期末考成績邀請，預計於 3月 15 日(一)起開始授課。已

開設國中部 3班、小學部 2班。(高中轉型為辦理高中學習扶助計畫，詳如以下第二項專

案說明) 

(二)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本校辦理「高中學習扶助專案計畫」 

1.本校積極申請 2021 年經費全額補助(不收取費用)，於下學期開辦高一國文、英文、數學

課後學習扶助，及高二英文課後學習扶助，每周 2節課，每班以 6至 12人為原則，進行

課後差異化之學習提升。 

(三)本校辦理課後「華語注音加強班」:以小一至小三為報名對象。 

以上均於 3月 15日(星期一)開始授課 

 

九、本校學生自治組織之正式成立： 

    本校於 109學年期初校務會議通過「吉隆坡臺灣學校班聯會組織章程」，正式成立第一屆班聯

會。班聯會各班級代表已於 10月份選出(高國中各班 2名為正式代表，小學部各班 2名為見習代

表) ， 11月 11日已進行班聯會會長副會長選舉，由高二代表中選出 1位為班聯會會長，由高一代

表中選出 1位班聯會副會長。爾後本校有相關會議或委員會須由學生代表出席者，將可邀請本校班

聯會會長或副會長共同參與校務推動。 

 

十、本校申請 110年 5月 8日（六）在學校舉行劍橋英文檢定： 

(一)此劍橋英文檢定分成六個等級:Pre A1 Starters, A1 Movers, A2 Flyers, A2 Key for 

Schools,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和 B2 First for Schools。 

(二)共計 25 人報名:小學部 11 人、國中部 5人、高中部 9人 

 

十一、各項議題及講座預計於本學年持續宣導與推動: 

    新課綱之推動(含課程規畫、學習歷程、彈性時間規畫-含自主學習) 、國際教育、性平、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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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生自治組織、環境教育、友善校園等。 

上學期已於 12月辦理兩場「性別平等專題講座(線上)」，除學生全體分兩場次參加，全體教職員同

步增能研習，並廣邀家長報名，本學期將持續辦理。 

 

十二、本校各項委員會之成立及法規修訂，以符應學校教育辦學之需求： 

(一)已於 110年 1月 20 日本期末校務會議提案通過有關本校修訂「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新訂

「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輔導工作委員會」相關法規，並於 109學

年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新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供本校據以執行，落實推動。 

(二)其中「課程發展委員會」主要修訂將本校課發會分設「中學部課發會」及「小學部課發

會」，其中家長代表席次也分別於兩委員會各設 1席。 

 

十三、國/校際教育及交流之推動: 

(一)上學期於 110年 1月 8日(星期五)辦理「吉隆坡臺灣學校」與「韓國釜山釜一外語高校」

進行遠距視訊交流:由本校國三畢業班同學與韓國釜一高校高一同學交流，進行雙語交流及

全球論壇，以英文為主，中文、韓文、馬文為輔。 

(二)110年 1月 12日(星期二)上午與國立新竹科學實驗高級中學進行校際交流及增能研習，邀

請竹科實中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談學校經營、特色活動、特色課程分享，兩校並進行

雙向座談。 

(三)本學習將持續規劃辦理 

 

十四、提升本校辦理「虎丘(Bukit Rimau )文學獎」之語種及成效: 

(一) 原為華語文徵文比賽，本學年重新規劃語種分類並擴大辦理，以提升華語文、英語、及馬

來語之學習動機與成效：109 學年提升第四屆「虎丘(Bukit Rimau ) 華語文學獎」、增辦第

一屆「虎丘英語文學獎」、110 學年開辦第一屆「虎丘馬來語文學獎」，並依小學、國中、高

中學部分設金牌、銀牌、銅牌獎及佳作獎項，亦納入刊登於臺校校刊。 

(二) 第四屆「虎丘(Bukit Rimau ) 華語文學獎」投稿篇章共計:108件 第一屆「虎丘英語文學

獎」投稿篇章共計:59 件，非常踴躍！ 

 

十五、重要行事曆: 

(一)本校 109學年第二學期結業典禮訂於 110年 6月 23日(星期三)上午第 1 節，當日上午 9時

起學生開始放暑假；畢業班(高三、國三、小六)畢業典禮訂於 110 年 6月 12日(星期六) 。 

(二)110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典禮訂於 110年 9月 1日(星期三) 

(三)110學年 8月暑期課輔及銜接課程預計規劃如下: 

1.對象:新高三、新高二、新高一 

2.預計開課日期:110 年 8月 16日(星期一)至 8月 24日(星期二)，合計 7 日，開課日數視

各班實際規劃得以微調。 

3.開課調查:於 110年 5月由教務處進行學生意願調查，視參與人數決定是否開課，再行公

告通知。新高一部分因包含教育部規定相關銜接課程，屆時也請同學配合。 

4.上課方式:採線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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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長報告 

  林翠瑛女士 

壹、這一年來，疫情帶給我們各方面深遠的影響及巨大的改變，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配合當

地政府的防疫要求，所有行動列入管制。而如今再次恢復實體上課，相信家長及學校都是以

慎重的態度做最完善的準備，以提供學生安全健康的校園生活。校園零感染人人有責，更需

要大家共同配合，以達到有效且正確的防疫模式。 

貳、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活動如下： 

日期 活動項目 備註 

2021年 3月 13日(六) 親師座談會 全體家長 

2021年 3月 15日(一) 畢業班拍攝畢業照 畢業班 

2021年 3月 22日(一) 臺校藝術節(家委會提供全

校師生午餐) 

全校師生 

2021年 3月 29日(一) 第一次家長會議(討論家長

意見表) 

12位家委與校長、董事長、學校各處

室代表 

2021年 5月 1日(六) 校慶運動會 待學校公布 

2021年 5月 10日(一) 第二次家長會議(討論家長

意見表) 

12位家委與校長、董事長、學校各處

室代表 

2021年 6月 5日(六) 謝師宴暨畢業晚會(是否如

期舉行依政府法規決定) 

畢業班 

2021年 6月 12日(六) 畢業典禮 畢業班 

以上提供給家長們參考，若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的地方，請家長聯絡各班家委予以支援與

協助。 

參、新加入臺校的家長們，歡迎大家!下列是我們家委會之章程介紹，請參閱。 

吉隆坡臺灣學校家長會的成立宗旨為下列三點: 

一、保障吉隆坡臺灣學校全體學生在校接受義務教育與學習之權利。 

二、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 

三、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合作，共謀良好教育之發展。 

 

附上吉隆坡臺灣學校家長會組織章程。 

 

最後，敬祝各位家長闔家平安、萬事如意。 

 

家長會會長 

林翠瑛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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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臺灣學校家長會組織章程 

                                                                     2012.12.3 初版 

                                                                     2019.12.3 第一次修訂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名稱定為｢吉隆坡臺灣學校(學校全銜)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宗旨如下： 

一、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之行使。 

二、保障本校學生在校學習與受教育權益。 

三、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合作，共謀良好教育之發展。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吉隆坡臺灣學校，由在校學生家長組成之。前項所稱家長為學生之法定 

    代理人。學校應於每學年家長委員會成員選定三天後，將學生家長之姓名、電話、聯 

    繫方式送交至本會，以利會務聯繫。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具有班級事務之出席、發言、提案、表決、選舉、罷免及被選舉權。 

二、各班級需推選家長委員一名行使上述之權利。各班級家長委員，其推選方式由各班

級家長互選，擔任本校教職員、董監事本人及眷屬不得擔任家長委員。 

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四、分享本會所提供之服務。 

第六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本會章程、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 

三、宣揚本會宗旨，推行本會任務。 

第三章  家長委員會 

第七條  本會依其組織與任務，設班級家長委員，家長委員會為最高決策組織。 

第八條  班級家長委員任務如下： 

一、參與學校班級教育事務，並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提案並執行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三、家長委員有義務出席每學期兩次與校方的溝通會議及每個月一次的家長委員會例行

會議。未能出席上述兩項會議的家長委員，須向家長委員會提供書面授權書一份，

授權其班上的家長代替出席，且任期中以兩次為上限，若超過兩次未告知且無故缺

席上述兩項會議，則代表其未能服務該班級並視同放棄權利，不得有異議。 

第九條  家長委員設置委員共十二名(每班一名)，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家長委員出缺時(第一高票棄權)，由第二高票家長擔任之，以此類推。 

        若該班級仍無家長願意擔任，由現任家長委員會會長偕同學務處及班導師協調該班級家 

    長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條  本會設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監察委員長一人。會長由十二名家長委員相互選舉之， 

    由第一高票者擔任，連選得連任一次，任期為一學年。副會長由第二高票者擔任，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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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連選得連任，任期為一學年。監察委員長為會長、副會長之外，其他十位家長委 

    員具被選舉資格，由十二名家長委員投票選舉之(會長、副會長具投票資格)，由第一高 

    票者擔任，連選得連任，任期為一學年。  

第十一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參與學校教育發展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推動家長委員會會務事項。 

三、依會務發展之需要，由會長負責設立工作小組。 

四、研擬會務計畫及收支預算表。 

五、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七、協援學校教育事項及教職員工之福利事宜。 

第十二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與校方召開家長意見表會議兩次，親師座談會每學期一次。 

第十三條  家長委員會每個月召開例行會議一次，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得邀請校長、各處室 

     主任、董事會參與會議。 

第四章  財務事項 

第十四條  本會經費，設立家長委員會專戶儲存，其收支應編列財務報表於家長委員會例行會議 

     中由副會長報告，財務報表結算日為每個月月末，並於會長改選後三十日內辦理移交。 

第十五條  本會以學生為單位，每學期收繳一次會費。 

一、本會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移交本會專戶管理。 

二、本會設置副會長一名，負責辦理出納、財務會計等事項。 

三、本會設置監察委員長一名，負責監察家長委員會所有財務事項。 

四、本會收入，優先以銀行匯款並附上匯款證明，其次為現金，所有款項須於七日內

交予副會長記錄保管。 

五、本會各項財務支出，單筆支出少於 RM1000，可經由會長、監察委員長共同決定後

支付；超過上述金額支出，須經由家長委員會開會表決通過，始能支付。 

六、非經家長委員會開會決議，不得對外募捐。 

七、本會財務報表須經由會長、副會長、監察委員長簽名始得生效。 

八、編列年度財務支出項目，如附件。 

第十六條  學校如須舉辦學生教職員福利事項或有關學校發展之校務活動，而學校未編列預算之 

     內須由本會支援經費時，應向家長委員會提出計畫、預算及相關會計文件，經家長委 

     員會開會表決通過後始可執行。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七條  本組織章程若有未盡事項，須做任何變更、修改或補充，得經由本會 1/2以上家長委 

     員提議後即可修訂。修訂的條款須經由 2/3家長委員出席會議並有 1/2家長委員投票 

     通過後即可增列執行。 

第十八條  本會解散後其財產以學生福利為優先考量。 

第十九條  本會會議記錄由家長委員輪流擔任，以志願者為優先出任。若無志願者，則由小學部 

     推選一人、中學部推選一人，輪流負責會議記錄與打字。會議過程之錄音檔則於會議 

     記錄完成後予以刪除。 

第二十條  本會會議程序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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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工作報告 

一、課程規劃  

(一)教務處從上學期開始至本學期 3月，已召開 5次課發會，除將中學部馬來文、馬來史

地、馬來道德課程納入正常授課時間外，並加開韓文、日文外語選修課程。 

(二)上學期於高中部彈性學習時間辦理國語文、英文、閱讀理解等專題講座，提升高中部

學生語文素養相關能力。亦辦理自主學習、學習歷程檔與升學輔導相關講座，增加學

生對 108課綱的認識。 

(三)召開自主學習推動小組會議，規劃本校高中自主學習相關事宜，本學期高一、高二開

始於彈性時間展開自主學習課程，9週共 18節課進行自主習。 

(四)召開學生學習歷程檔工作會議，推動並檢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上傳等相關業務，

本學期接續辦理。 

(五)上學期辦理小學部、中學部課後英語提升班，本學期接續辦理英語提升班外，另外於

小一至小三開設注音符號加強班、高中部開設國文、數學、英文學習扶助班，提升各

學部同學的學科能力。 

二、教學設備 

(一)中學部 6間教室新購觸控式智慧螢幕及桌上型電腦，以科技化設備輔助學生學習。 

(二)圖書館新購觸控式智慧螢幕一部外，另增一部大型螢幕，輔助各項線上課程、活動講

座、校內外活動之實施。 

(三)設置兩處戶外閱讀區於行政辦公室川堂前，讓學生處處都可以進行閱讀。 

(四)增購 25部 Samaung Tab 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及自主學習使用，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五)配合 108課綱實施，本學期採購新的 15年一貫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待所有採購及資

料轉換程序完成後，才正式轉換，以協助本校各項行政作業推行。 

三、學生獲獎 

(一)全國高級中學閲讀心得寫作比賽第 1091010梯次得獎成績： 

學校名稱 班級 作者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閱讀書名 名次 

馬來西亞 

吉隆坡臺灣學校 
高三 林柏勳 張博凱老師 面對死亡，活出愛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特優 

馬來西亞 

吉隆坡臺灣學校 
高二 蒙恩軒 吳依璇老師 羅生門 羅生門 甲等 

馬來西亞 

吉隆坡臺灣學校 
高一 張世珉 吳依璇老師 將心比心 鼠疫 甲等 

馬來西亞 

吉隆坡臺灣學校 
高一 郭耀駿 吳依璇老師 

分數與多元能力的

最佳平衡點：我讀

《誰說分數不重要》 

誰說分數不重要？體制

內教育的求生術，幫孩子

找到分數背後的自己 

甲等 

 

(二)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比賽第 1091015梯次得獎成績： 

類別 區域 學校名稱 班級 作者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名次 

史地類 海外區 
馬來西亞 

吉隆坡臺灣學校 
高二 

陳儒纓 

蒙恩軒 

蔡仁敏老師 

周孝柔老師 

「客」在吉隆坡－探究客家

人於吉隆坡史之發展互動 
甲等 

生物類 海外區 
馬來西亞 

吉隆坡臺灣學校 
高三 

洪受賢 

王映儒 

顏志達老師 

林大鈞老師 
淺談馬來西亞登革熱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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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六班熊正、國三班劉嘉雯榮獲 2021香港上·文化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各不同組

別之銀獎。 

四、高三升學 

(一)110學年度海外高中推薦入學 

  鍾揚智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二)110學年度國際生個人申請 

  洪受賢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三)110學年度海外獨招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 

   連正明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四)110學年度海外僑生聯合考試訂於 4月 8日(四)、9日(五)，於學校辦理考試，預祝高

三同學考試順利，金榜題名。 

五、其他教學相關 

(一)本學期資訊組長由蕭聿新老師擔任，英語組改名為國際教育組，由陳愛芬老師擔任。 

(二)本學期將舉辦小學部英文朗讀及說故事比賽、中學部英語創意演講比賽、全校虎丘英

語文學獎徵文。 

(三)4月 1日(四)辦理中學部廈門大學陳景潤盃線上數學競賽。 

(四)配合校慶活動系列，4月 26日(一)至 30(五)辦理科展競賽，4月 28日(三)至 5月 5日

(三)辦理中學部科展及全校教學成果展及廣達「鳴蟲展」。 

(五)5月 8日(六)於校內辦理劍橋英語檢定。 

(六)推廣閱讀活動，各項圖書借閱及班級優良讀書心得、中學部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小論

文比賽定期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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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工作報告 

一、 學務處重點工作 

(一) 完善法定組織 

1. 學生獎懲委員會。 

2. 學生申訴委員會。 

3. 輔導工作委員會。 

4. 性別平等委員會。 

5. 班聯會。 

6. 畢聯會。 

(二) 注重食安，午餐管理。 

1. 設置督考機制，按「環境衛生」、「食品準備及儲藏」、「工作管理」及「營養」等項

目，每週 2次對餐廳廚房衛生進行督考。 

(三) 愛物惜福，環保臺校 

1. 環境整潔，校安走廊：維護校園整潔人人有責，除校工例行打掃外，各班學生亦有輪

值掃區，也是素質教育的一部分。 

2. 資源回收，垃圾分類：因應各項行動管制令期間暫停的資源回收，今已恢復，積極鼓

勵學生進行資源回收活動。。 

二、 學務處成員 

學務主任：朱大維(分機 401)，訓育組長：許婉葳(分機 402)，體衛組：邱繼來(分機 404)， 

輔導組長：林履桐(分機 405)，舍監：江嘉丞。 

三、 持續遵循落實 COVID-19 防疫作業。 

(一) 為落實防疫規定，放學接送時，請家長協助配合，將車輛慢速行駛至穿堂前，校門口不開

放接送，以免影響車流及學生安全。 

(二) 放學接送，進入校園前，請將車卡擺放至大鏡明顯處，小學部黃色車卡、中學部藍色車

卡，以便師長方便唱名，加快放學車輛速度。 

(三) 放學時間 

1. 幼稚園 04:00 PM ~ 04:15 PM 

2. 小學部 04:18 PM ~ 04:30 PM 

3. 中學部 04:25 PM ~ 04:40 PM 

4. 校外接送 學生路隊步行過天橋停車區。 

四、 學生活動 

(一) 臺校藝術節 

(二) 戶外教學 

(三) 畢業旅行 

五、 輔導活動 

(一) 實施學生、新轉生輔導與諮商。 

(二)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輔導工作委員會等會議。 

(三) 規劃與辦理性別平等、生涯規劃等宣導活動。 

(四) 實施小學部榮譽制度，以集點方式換取獎勵，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五上午進行獎品兌換。 

(五) 辦理志工服務申請及核發志工證書。 

(六) 舉辦性向測驗、興趣量表測驗等各項常態性測驗。 

(七) 各項升學與測驗報名資訊彙整，如華語文測驗報名、升學資訊、返臺營隊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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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工作報告 

一、總務及人事主任 

(一)完成 109年教育部補助款計畫資本門及經常門成果報告，準備 110 年教育部補助款申請計

畫。 

(二)於 2021年 2月 17日安排 2場教師線上研習，全體教職員請準時登入出席，研習資訊如下: 

1. Microsoft 365 A3 研習，時間早上 11時，由 Microsoft 負責發連接至各位同仁的學校

電子信箱。 

2. Sharp 觸控電子平板電視操作研習，時間下午 1時 30分，用學校教師會議 Google 

Classroom 連接。 

(三)準備 110學年商借老師簡章。 

二、文書與出納組 

(一)全校學生學費已繳付完畢，收據也已經 email到學生的電子信箱。 

(二)移民廳預約日期是 3 月 5日，申請更新學生的簽證。 

三、庶務組 

(一)申購單及採購事項: 

1. 申購單已經更換新版本, 請勿再使用舊版本。 

2. 25部 Samsung Tab A (P205) 已與廠商 Linexcom Sdn Bhd 採購,貨品將於這星期內抵

達學校。。 

3. 本校與 SHARP廠商購買了兩部電視牆 (60”x 4),一部安裝在禮堂; 另一部安裝在新圖

書館。 

4. 本校與電腦廠商 SNS Network (M) S/B (Acer 指定供應商) 採購了 25部筆電, 將於 2-

4個星期內送貨。 

(二)校園及教室 SOP規格事項: 

1. 全校教職員已經完成 Covid-19 檢測: 

2. 行政人員 + 幼稚園全體教職員: 10/01/2021 - 檢驗結果全體呈陰性。 

3. 教職員(非行政)於 2月 16日(二)已經完成 Covid-19 檢測: - 檢驗結果全體呈陰性。 

4. 外聘人員 (清潔工人/警衛): 檢驗報告在庶務組長手上-全體呈陰性。 

5. 地板/廁所每一天使用消毒藥水清洗。 

6. 教室每一天使用消毒噴霧。 

7. 配合馬來西亞政府宣布 3月 8日實體開學,已經安排滅蟲公司人員於 3月 6日(六)下午 5

時進行全校滅蟲消毒工程。 

(三)教職員證書事宜 

庶務組將近日準備好資料,為新進教職員辦理馬來西亞教師證書, 以及現任教職員延辦教師

證書。 

四、會計組 

(一)核銷 109年度教育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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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工作報告 

一、2021 年幼稚園活動項目： 

No. 活動名稱 日期 備註 

1 親師座談會 1月 16日 完成 

2 2020年新生課程體驗日 1月 18日 完成 

3 第 1學期開學日 1月 19日 完成 

4 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2月 8-9 日 完成 

5 農曆新年放假 2月 10日-17日 完成 

6 幼稚園學校假期 3月 29日-4月 2日 未完成 

7 幼師研習 4月 未完成 

8 防災演習 4月 未完成 

9 校慶暨運動會 5月 1日 未完成 

10 全園校外教學 5月 21日 未完成 

11 期末班親會 PTM 5月 29日 未完成 

12 幼稚園第 2 學期開學 6月 14日 未完成 

 

  二、幼稚園進入招生期，招收學生條件: 

      (一)2017 年出生-2022 年中班 

      (二)2018 年出生-2022 年小班 

   

  三、2021年幼稚園教學指標乃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幼兒園幼保活動課程大綱為 

      基礎，以主題教學為主，納入學習區。目標乃培養幼兒六大核心素養： 

(一) 覺知辨識 

(二) 表達溝通 

(三) 關懷合作 

(四) 推理賞析 

(五) 想像創造 

(六) 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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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吉隆坡臺灣學校 Chinese Taipei School (KL) 

110 學年學雜費收費明細表 

 

1. 小學部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學費 

小一 - 小二 3,800 6,200 

小三 - 小四 3,900 6,300 

小五 - 小六 4,000 6,400 

扣: 中華民國籍學生打折 (第二個孩子扣 10%, 第三扣 20%. 第四扣 30%)   

扣: 臺灣教育部補助臺籍學生學費每人臺幣 5千。 

註:臺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臺幣 5,000元。 

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雜費 1,950 

持有臺商會員卡者之子弟及員工子女減免 RM3,000 

(繳驗會員證: i.臺商證有效期內 ii. 員工得有公司證明 iii.直系親屬證明) 

(臺商協會會籍號碼：  單位: 附上會員證影印本） 

（如未取得臺商會員證明者請先繳全額，待取得證明後才退費） 

  

家長會會費 校方代收家長會會費，一學期每位學生繳付 RM 60  60 

總  金  額 

(RM) 

小一 - 小二 5,810 8,210 

小三 - 小四 5,910 8,310 

小五 - 小六 6,010 8,410 

    備註：新生或轉學生需繳 RM4,000 入學費（入學後即不退還） 

 

 

2. 國中部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學費 

國一 5,400 7,800 

國二 5,500 7,900 

國三 5,600 8,000 

扣: 中華民國籍學生打折 (第二個孩子扣 10%, 第三扣 20%. 第四扣 30%)   

扣: 臺灣教育部補助臺籍學生學費每人臺幣 5千。 

註:臺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臺幣 5,000元。 

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雜費 2,050 

持有臺商會員卡者之子弟及員工子女減免 RM3,000 

(繳驗會員證: i.臺商證有效期內 ii. 員工得有公司證明 iii.直系親屬證明) 

(臺商協會會籍號碼：  單位: 附上會員證影印本） 

（如未取得臺商會員證明者請先繳全額，待取得證明後才退費） 

  

家長會會費 校方代收家長會會費，一學期每位學生繳付 RM 60 60 

總  金  額 

(RM) 

國一 7,510 9,910 

國二 7,610 10,010 

國三 7,710 10,110 

備註：新生或轉學生需繳 RM4,000 入學費（入學後即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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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中部（社會組）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學費 

高一 7,000 9,400 

高二 7,100 9,500 

高三 7,200 9,600 

扣: 中華民國籍學生打折 (第二個孩子扣 10%, 第三扣 20%. 第四扣 30%)   

扣: 臺灣教育部補助臺籍學生學費每人臺幣 5千。 

註:臺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臺幣 5,000元。 

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雜費 2,250 

持有臺商會員卡者之子弟及員工子女減免 RM3,000 

(繳驗會員證: i.臺商證有效期內 ii. 員工得有公司證明 iii.直系親屬證明) 

(臺商協會會籍號碼：  單位: 附上會員證影印本） 

（如未取得臺商會員證明者請先繳全額，待取得證明後才退費） 

  

家長會會費 校方代收家長會會費，一學期每位學生繳付 RM 60  60 

總  金  額 

(RM) 

高一 9,310 11,710 

高二 9,410 11,810 

高三 9,510 11,910 

備註：新生或轉學生需繳 RM4,000 入學費（入學後即不退還） 

 
 
 

4. 高中部（自然組）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學費 

高一 7,000 9,400 

高二 7,100 9,500 

高三 7,200 9,600 

扣: 中華民國籍學生打折 (第二個孩子扣 10%, 第三扣 20%. 第四扣 30%)   

扣: 臺灣教育部補助臺籍學生學費每人臺幣 5千。 

註:臺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臺幣 5,000元。 

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雜費 2,750 

持有臺商會員卡者之子弟及員工子女減免 RM3,000 

(繳驗會員證: i.臺商證有效期內 ii. 員工得有公司證明 iii.直系親屬證明) 

(臺商協會會籍號碼：  單位: 附上會員證影印本） 

（如未取得臺商會員證明者請先繳全額，待取得證明後才退費） 

  

家長會會費 校方代收家長會會費，一學期每位學生繳付 RM 60  60 

總  金  額 

(RM) 

高一 9,810 12,210 

高二 9,910 12,310 

高三 10,010 12,410 

備註：新生或轉學生需繳 RM4,000 入學費（入學後即不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