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臺灣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
一、時間：2018 年 09 月 19 日星期三
二、地點：本校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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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聿新教學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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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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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教師 2 人，共 17 人。
九、議程
(一) 校長報告：1.感謝教務處耕耘課程發展，感謝家長會的支持。2.本次會議提案對學
生相當有幫助，本校教師任課較為辛苦，期勉繼續努力！3.關於新課綱老實說目前台
灣許多學校都是到著觀望的態度，我們也應該看自己的特性，把學生帶得更好。
(二) 教務主任報告：1.本次是期初會議，未來可能每個月要舉行一次，配合新課綱的推
動。將選定課程小組並研擬課程。2.本週五必須要討論出下學期教科書的書目，請各
領域教師討論將由學校購買的書目，期望在教材上有延續性，避免不同教師銜接時的
落差。3.本學期課程安排相較完善，尤其在英文領域安排付出額外心思，感謝行政同
仁與英文的的協調。
(三) 家長代表報告：今天是第一次參加課發會，請各位老師多多指教，希望會議過程順
利。也代表家長跟老師們致上謝意，有任何需要幫忙之處，也請提出家長會協助，謝
謝。
(四) 前次會議結論與結果報告
1. 106.2 期末確定之各科授課節數已於本學期實施，特別是國中英文授課節數為每週七
節，並增加英文補救與英文聯課活動的設計。
2. 英文教材已更新，國中部採用分流制度。
3. 國文科薦購圖書一案，暑假期間圖書組已調查薦購書籍
4. 「國文科專題演講」原訂 1 月 4 日，但因講座時間無法配合，需要另訂時間。
5. 「與本地獨中交流」一案，待班級與獨中單位連絡後，行政再配合協助。
6. 「107.1 藝文活動計畫」通過。
(五) 教學組報告
1.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已於上學期成立，課發會具有引領本校課程發展的使命，預計在
107 學年度上學期訂定本校願景、發展目標、特色課程、學習地圖的草案，並於
107.2 公告實施。
2. 感謝與會人員與召集人提供報告資料給教學組，報告事項若無須處室協調協助，將歸
類至「提案一」做為將實施之活動規劃提案。
3. 針對本學期的任何課程進行相關問題，若只是簡短的意見表達或期待改善之處，請把
握機會於臨時動議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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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會議討論提案：(若討論不完，另擇時再議)
提案一
提案名稱：盤點 107.1 將實施之活動規畫
提案人：教學組長蕭聿新
說明：各領域目前 107.1 活動規劃提報與說明
1. 小學部於 11 月 14 日(三)注音闖關活動(清大學生協助)、11 月 21 日(週三第一節)
舉辦國語文競賽、11 月 23 日舉行。
2. 國文科與美術科協同完成「文學走廊主題佈置」。
3. 藝文科活動規劃如提案三
4. 自然科預計在元旦進行科學探究成果作品展。
5. 數學領域將改進學科競試的模式，增加學生參與度，詳情如提案四
6. 英文領域將於 10 月 24 日進行中學部英文活動，於 11 月 16 日舉辦小學部英文活
動。
7. 社會領域未提報活動規劃
8. 資訊領域未提報活動規劃
討論紀錄：
一、自然科(晨鳳、振良)建議：
1.自然科科展將比往年少一件，預計 21 月 21 日把作品完成，再配合校方安排擺放位置。
2.自然科提議高三生物的授課節數，期望爭取由原本四節課增加為五節課。
校長回應自然科建議：教育部重視海外台校的自然科教學，上週有清大教授協助、下週
有教學輔導團、10 月底有國立科學教育館館長帶領四位助教來本校指導科展項目，這些都
是在我的安排下促成的，相信對同學的科學有所幫助。
二、國文科：10 月份會佈展偵探主題的文學走廊。
三、英文科：活動形式為多元的口語發表，日期如行事曆所說。
學務主任回應英文組：英文活動可能要考慮到幼稚園準備畢業典禮，可能無法在禮堂進
行
四、社會召集人：社會領域協同藝文科將地理、歷史的元素納入結合。另外聖誕節有寫信
給聖誕老人的活動。原本與國文科協同的馬來西亞文化專題改到三月進行。
五、教務主任：資訊科目前沒有負責老師，但我們必須落實科技教育，週六我們有舉辦科
技的教育，希望下一年度開始，希望能真正推展高中、國中、小學程式教育，希望本次有
來參加研習的教師可以成為種子，未來一起提升學校學生的能力。下年度暑假時會再進行
相關課程研習。
決議與裁示：
一、校長指示：10 月 23 日陳館長來本校，將會有講座，需要調課安排，請老師配合。
二、全體共識：因應幼稚園畢業典禮的展覽布置，英文活動的時間需要調整，將再與行政
處室討論。
提案二
提案名稱：教科書選用與採購機制
提案人：教學組長蕭聿新
說明：
2

因應下學期僑委會將不再免費提供教科書籍，因此未來本校需另外像出版社購買。
建議未來以各領域為單位，統一經過教務處審核後再提報圖書組列採購清單，然後
才跟書商聯繫後續教科書運送的事宜。期限時程將於本次會議討論確定。
討論紀錄：
一、教務主任：雖然書籍的價值部算貴，但運費很高。考量較低學生成本，因此盡量以升
學為主的教科書採買。若有教師認為課本不堪使用，想替換教科書為參考書，就請另外提
出。另外將請書商贈送教師版的書籍。補充教材不一定全部購買給學生，則請各班用班費
購買，或是只夠買一本。因此現在只以需要上課使用的書為主。教師需要用的僅以一套為
主。現在定的是現在的當下版本。
二、教學組長：未來將有各個領域的申購書單，這一次大家手上拿到的是圖書組將去年的
書籍訂購紀錄印給大家做修改。我在這建議我們為了採買的速度加快，希望在開學前三週
內，由各領域召集人協調領域內要從台灣購買的書籍，並送至圖書組。
三、小學部召集人：書法的教材需要定否？
決議與裁示：
群體共識：在開學三週內，將教科書購買清單與數量教至圖書組，以便圖書組訂購。
提案三
提案名稱： 107.1 台校藝術節
提案人：張慈倫（藝文領域召集人）
說明：
一、配合 107.1 台校藝術節，小一到高二，將原本的才藝競賽與合唱比賽結合，進行班級
表演賽。
(一)動態展示：本次競賽主題將以＜四季＞主題輔以＜歡慶耶誕節＞。如下配置：
1.小學部：P1、P2、P3 耶誕節主題／P4、P5、P6 四季音樂主題
2.中學部：J1 台灣民謠主題／J2 四季主題／J3 耶誕主題／S1、S2 自創主題
(二)靜態展示：臺校藝廊。將依序展示學生在各科教學中的歷程與成果。
請各領域老師，若有需要將學生作品布置在臺校藝廊需求，請提早通知慈倫老師。
二、廣達藝術展＜見微之美＞30 件展品，預計展出在新圖書館閱覽區中，並以宋代展做為
聯展。
三、屠妖節文化體驗與校園布置，將先行舉形後在以照片形式展示在臺校藝廊中。
四、臺校吉祥物預計在元旦園遊會當天遊行，與民同歡。
五、迎賓壁畫，預計第五週才會正式進行。製作途中也請各位見諒不便之處。
討論紀錄：
一：訓育組長：藝術節辦法目前正在擬定當中，中學部將利用彈性時間請舞蹈老師協助安
排。
教學組長：老師協助的部份鐘點費的支付該如何處理？
訓育組長：將由學務處依其指導的時數來支給鐘點費。
二、教學組長：廣達展覽在圖書館，空間是否夠用？展覽期間圖書館的借閱書籍與閱覽是
否暫停？
校長：胡志明台校的經驗，也是辦在圖書館內，並不會影響圖書館的運作。
決議與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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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通過台校藝術節計畫。
校長裁示：廣達展覽閱覽區仍然放置於新圖書館閱覽區，同時間圖書館仍正常使用。
提案四
提案名稱：數學桌遊競賽活動
提案人：吳秉睿(數學科召集人)
說明：數學桌遊競賽活動將在 9/26(三)舉行初賽、9/28(五)舉行複賽，對象為國一到高二
全體同學。
一、數學科競賽活動辦法
1. 參加對象：國一至高二全體同學
2. 地點：各班教室
3. 競賽方式：每班進行分組競賽，初賽取每組最優得以進入決賽，請導師協助擔任裁判工
作。
4. 遊戲內容：
國一班-誰是牛頭王(分成 3 組，8、8、9 人，共 25 人，每組取 3 人共 9 人晉級決賽)
國二班-烏邦果(分 5 組，每組 4 人，共 20 人，取分數最高 4 人晉級決賽)
國三班-情書(分 4 組，每組 4 人，共 16 人，取每組優勝共 4 人晉級決賽)
高一班-格格不入 3D 版(分 5 組，每組 4 人，其中一組 3 人，共 19 人)
高二班-駱駝大賽(分 4 組，每組 6 人，其中一組 5 人，共 23 人，每組取 2 人，共 8 人晉
級決賽)
5. 事前準備：請任課老師給學生講解遊戲的影片讓學生回家自行觀賞，並利用一堂課的時
間先試玩，讓學生更清楚遊戲流程。
6. 活動流程：初賽-9/26(三) 13：20~13：25 學生分組就坐
13：25~13：30 老師講解規則
13：30~14：15 初賽
複賽-9/28(五) 12：45~12：50 學生分組就坐(地點：新圖書館)
12：50~13：20 複賽
獎勵：每班最優勝者頒發獎狀及圖書禮卷 RM30
討論紀錄：
數學科召集人：將於明日(9 月 20 日)中午邀請中學部導師與數學科教師來開設賽前裁判規
則會議。
決議與裁示：
全體通過。
(七)臨時動議：
1. 教學組長提問：請與會人員分享目前 108 新課綱在自身領域與業務的相關事項，已進
行與將進行的皆可。
教學組長：目前許多老師都很有心要發展，但無奈課務重，而且有五位老師尚未到校服
務，老師們疲於代課，課綱的推展就顯得很有壓力。
小學部召集人：目前的課綱討論可能會非常的遲延，稍嫌心有餘而力不足。
訓育組長：大概知道目標、願景是什麼，但要怎麼去做會比較沒有概念。希望有老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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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帶著我們去實踐。
自然科召集人：原學校校定畢修和校本課程大致出來。地理老師開「三峽學」、自然老師
開「鑑識科學」，但對本校老師鐘點數過高，顯得心有餘力不足。
教務主任：學生少，教師配課不能太少，以免成本過高。現在走向是老師跨領域學習、
公開觀課、跨科共備，以達課綱精神。目前教務處積極規劃找專家學者到本校，協助本校推
展課程規劃。
2. 教務主任建議：英文科已有分辨學生程度的入學測驗，希望國文科和數學科也可以有
一份題目，從小學開始，以作為未來入學測驗的依據。準備時間大約一年，從明年度
開始實施。
國文、數學、小學教師贊同。

(一) 總結：
教務主任：謝謝大家撥空參與課發會，希望台校的特色與課程發展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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