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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臺灣學校 110年 3月起上課實施方式公告 

    本校依行事曆辦理，於 110年 2月 18日(星期四)正式進入第二

學期開學日。依馬來西亞政府規定，本校先前已公告 2月 18日(星

期四)至 2月 26日(星期五)採行線上上課，高三因屬國際考試考

生，另以高三專案辦理: 2月 18日、19日(星期四、五)，採行線上

上課；2月 22日(星期一)至 4月 9日(星期五)，全體高三生採行實

體上課並住宿。 

    現依馬來西亞教育部 2021年 2月 19日（星期五）傍晚發布:國

際學校開放時間為 3月 8日(星期一)起(本校不屬於馬國之公立或私

立學校)，因此本校依照馬國政府和教育部規定，由本校董事會董事

長裁定: 

1. 3月 1日(星期一)至 3月 5日(星期五):仍採線上上課。(高三仍

實施高三專案) 

2. 自 3月 8日(星期一)起採實體上學，並遵守防疫準則。 

    另馬來西亞政府在 2月 16日 (星期二)傍晚宣布，雪蘭莪、吉

隆坡、檳城、柔佛州的行動管制令(MCO)自 2月 19日(星期五)延長

至 3月 4日(星期四)，另 10州屬和聯邦直轄區落實有條件行動管制

令(CMCO)，玻璃市則落實復原行動管制令(RMCO) 。因此本校將在馬

來西亞政府宣布 3月 5日起的決策後，會再補充公告 3月 8日起實

體上課的相關細節。 

    也特別說明，原訂於 3月 6日(星期六)辦理之親師座談會，更

改至 3月 13日(星期六)辦理。辦理形式也將依政府最新決策之行動

管制令類型來決定，並通知學生及家長。 

    我們歡迎學生重返校園共同學習成長，並遵守防疫準則，注重

公共及個人衛生，保持健康身心。也衷心期待家長的配合與支持！ 

    各處室之相關公告說明如下: 

【教務處】           

一、 返校實體上課，各班按課表上課，各分組課程，依照分組教室

規畫至各教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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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向圖書館借閱書籍的同學，請依照還書時間將書籍帶回圖書

館歸還。 

三、 實體上課後，各班學藝股長請至教務處領取各班教室日誌，並

準時填寫並繳回。 

四、 各科作業簿，請各班導師統計數量至總務處登記購買。 

五、 恢復實體上課後，不再提供線上上課課程，除高中物理因新聘

兼任老師之因素，需採線上課程，同學若無法到校上課，請依

照學生請假辦法辦理請假手續。 

六、 請各位同學將學生證帶至學校，各班收齊後繳交至教務處蓋每

學期註冊章，新生請帶 2張大頭照辦學生證。 

【學務處】 

一、 上下學防疫標準作業程序(SOP)如下 

（一） 上學前： 

1. 每日為學生量體溫，高於 37.5度請學生請假在家休息及觀

察。若出現發燒，咳嗽，感冒，流鼻水等身體不適情況，請

先配戴口罩，並就醫，依醫生指示用藥。 

2. 家長和學生戴口罩後上車，書包和上學用品放置旁邊，方便

下車時拿取。 

（二） 上學 

1. 晴天上學： 

(1)、 上午 7：20~7：45為中小學上課時間，為顧及學生

下車安全，請家長停車於靠校門側人行道，為保持車道

通暢，禁止上學和放學期間於車道上熄火停車。 

(2)、 同學請自行下車，並走進大門，依年部排隊依序測

量體溫；體溫高於 37.5度之學生於警衛室等候，由行

政值週老師或導師聯繫家長，請家長接回休息觀察或就

診。 

(3)、 騎自行車同學，進校門門口前 10公尺，即下車牽腳

踏車，經警衛或師長測量體溫和進行乾洗手，將自行車

停放至規定位置後，保持安全距離進班級。 



3 
 

(4)、 學生至乾洗手區，擠壓乾洗手液，確實將雙手清洗

後，依行走路線，保持安全距離進班級。 

 

2. 雨天上學： 

(1)、 上午 7：20警衛開放車子進校，所有車子行駛至穿

堂，家長以慢速行駛進校長室前穿堂，依值週老師指示

停放車輛，家長全程不下車。 

(2)、 請同學自行下車，依年部排隊依序測量體溫及乾洗

手，並依行進路線走進教室。 

(3)、 自行走路或騎腳踏車同學，請於警衛測量體溫後進

校，請務必注意小心進校車輛， 

(4)、 體溫高於 37.5度之學生於保健室等候，由行政值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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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或導師聯繫家長，請家長接回休息觀察或就診，家

長全程不下車。 

 

3. 晴天雨天放學： 

(1)、 下午 4:00-下午 4:15 幼稚園放學，請接送中小學部家長

勿過早到校門等候，占用車道，以免影響幼稚園車輛通

行堵塞，謝謝。 

(2)、 下午 4:15-下午 4:25 小學部放學 

(3)、 下午 4:25-下午 4:40 中學部放學，中學部同學若有弟妹

在小學部，可先至弟妹旁邊等候一起放學。 

(4)、 請中小學部家長以慢速行駛進校長室前穿堂，依值週老

師指示停放車輛。 

(5)、 請家長將停車卡放置車子前方大鏡明顯處(小學部黃

色、中學部藍色)經警衛確認後，以慢速行駛進校長室

前穿堂，依值週老師唱名車卡學生姓名指示停放車輛。 

為保持車道順暢，未放車卡及非該時段接送車輛，請勿

占用車道，以免影響放學動線。 

(6)、 各班帶隊至穿堂班級指定位置，保持安全距離蹲下，聽

候行政職週老師廣播車牌至指定上車位子，學生自行拿

取放學用品迅速上車，家長全程不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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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課期間注意事項 

（一） 同學在校期間需全程佩戴口罩， 並恪守正確戴口罩 4

步驟，即「開、戴、壓、密」：打開包裝檢查口罩有無破

損；戴上口罩並將鼻樑片固定在鼻樑；輕壓鼻樑片讓口罩與

鼻樑緊貼；最後檢查口罩和臉部內外上下是否密合。若上課

期間口罩損壞，應立即到學務處登記領取口罩佩戴。口罩丟

棄至學務處前的有蓋垃圾桶。也建議同時配戴防疫面罩。 

（二） 同學在校期間需勤於洗手，特別於接觸公用物品、用

餐、如廁前後，在條件允許下應盡可能使用肥皂及清水洗

手，並恪守洗手的正確步驟：濕、搓、沖、捧、擦。最重要

的就是「搓」，要手抹肥皂搓揉至少 20秒，接著要搓「內、

外、夾、弓、大、立、腕」，也就是搓到手心、手背、指

縫、指背、指節、虎口、指尖才完整。 

（三） 同學在校期間需恪守社交距離規定，與他人間距需至少

維持 1公尺之距離，並避免與他人有肢體接觸。在進行如用

餐等需要脫下口罩之活動，尤需謹記實踐社交距離。在疫情

期間，午休時段暫停所有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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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宿舍注意事項 

（一） 有關住宿費用重新計算後，109學年第 2學期繳交費用

為：3315令吉。費用清單如附件一。 

（二） 住宿生返校時間為 3月 7日(星期日)下午 6至 9點。 

（三） 有關繳費方式，請到 CIMB銀行繳付費用，收款人姓名請

寫 CHINESE TAIPEI SCHOOL(KL) ，本校銀行帳戶是： CIMB 

Bank Bhd - 8009390906 , 或採用 JomPAY方式繳付: 

（四）請於重新開課前繳交，請家長於 3月 8日 (一)前銀行匯

款，繳費後將繳費憑據(須註明學生姓名及班級)電郵至出納

組信箱 doc@cts.edu.my，以換取繳費收據，謝謝! 

【學務處附件】 

一、 住宿計價公式收費如右:  

（五）宿舍基金以學期計算。 

（六）住宿費以月份方式來計費，從 3 月份起至 6 月份，總計 4 個月。 

（七）伙食費以天數來計算，自 3 月 8 日起至 6 月 23 日扣除假日，總計為

73 天。 

（八）洗衣機維護費則以週數來計算。 

二、 計費明細表 

 

                                                              

敬祝全體親師生    

      牛轉乾坤 平安健康 

 

吉隆坡臺灣學校鄭校長暨團隊 謹啟

2021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20時 

收費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宿舍基金 1 RM300.00 RM300.00  

住宿費 4 RM500.00 RM2,000.00 住宿費以月份計

算，餐費以天數計

算，洗衣機維護費

則以週數計算。 

餐費 73 RM13.50 RM985.50 

洗衣機維護費 15 RM2 RM30.00 

合計 RM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