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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國際課程
美國杜克大學經濟學家凱西˙戴維森曾預測，2011 年入學的美國小學生，將有 65%在大學畢業
後，從事目前並不存在的職業。即未來的教育，應培養孩子從事「目前並不存在職業」的能力，也
就是自主學習、生存的能力。歐美國家早自 1968 年起，就發展 IB 課程，起初是要想讓外交官與國
際企業員工子女，能在不同國家流動時都能銜接教育，課程因此著重拋棄傳統的課綱及教科書，培
養跨領域的自主學習力、思辨力、研究力及解決問題能力，也強調互助合作、同理心及社會關懷。
為因應瞬息萬變的未來世界，全球已有近 5 千所中小學(以美國最多，占 1796 所，其次是加拿
大 372 所、澳洲 183 所、印度 143 所、中國 126 所、香港 60 所、日本 54 所)，採用「國際文憑課

程」（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上課都要老師自編教材、設計活動，不用教科書、也
不給標準答案，強調做中學，培養自主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用賣檸檬汁的活動，透過分組
合作，計算成本、獲利等損益，讓學生自然學會四則運算，由於結合生活經驗，學生記憶深刻，不
易忘記，包括哈佛、劍橋等名校入學都已採認 IB 學歷。
以 DP(大學預科)課程為例，其上課的科目大
抵有母語、外語、個人與社會、科學、數學、藝
術等，可選 3-4 科高級課程，每科上 240 小時，
選 2-3 科標準課程，每科上 150 小時。另外，IB
學校很強調學生作研究、寫報告的能力，不但高
中要學會寫「知識理論」1600 字報告，「擴展論

IB 國際課程又可分為
Primary Years Programme(PYP)： 3-12 歲
Middle Years Programme(MYP)： 11-16 歲

Diploma Programme(DP)： 16-19 歲
Career-related Programme(CP)： 16-19 歲

文」4000 字報告，也要進行創意行動服務(如藝術與創意思考或志工服務…等)，統一時間舉辦的
畢業考，更經常長達 3 周就要寫一篇論文。
當 IB 課程席捲全球之際，連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中國大陸、越南、印度、香港都加
入全球教改行列，台灣至今卻只有 7 所私校或外僑學校推動 IB 課程，且沒有大學正式採認 IB 學
歷。但是，我們可以趁著 108 年推動強調素養、跨領域學習的 12 年國教新課綱，擺脫考試至上的

填鴨教育，融入 IB 課程精神，和全球接軌。
其實盤整台灣現在的課程與教學，如前述的賣果汁教學，我們在許多學校的園遊會中也有類似
的設計，學生也能藉由整合的活動，學習數學及盈虧損益的概念，而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課程設
計，也不輸給 DP 的課程內容，目前台灣國高中也有小論文的競賽，學生在科展、小論文的實踐能
力其實都很傑出，而我們最要積極向 IB 國際課程學習的正是：讓學生培養跨領域的自主學習力、
思辨力、研究力及解決問題能力，也強調互助合作、同理心及社會關懷能力，至於是否爭取國際認
證則是另一層次的問題了。

－曾春榮校長

活動快報
壹、1
●

月 17
日為本學期結業式，寒假期間學務處有幾項叮嚀事項如下:
1月
16、17
日為全校期末考，請同學妹提早準備。

一、活動安全：
小學部考程表： http://www.cts.edu.my/upload_files/exam/108.1__1._1.pdf
(一) 室內活動：包含電影院、百貨公司賣場、KTV 等，首應瞭解該等場所之逃生路線及
國中部考程表： http://www.cts.edu.my/upload_files/exam/108.1__2.__1.pdf
逃生設備所在，如：滅火器、緩降機等之使用方式。
(二)
戶外活動：包含登山、溯溪或其他體育團體活動，應注意天候及地形之變化，同學
高中部考程表：
http://www.cts.edu.my/upload_files/exam/108.1__1.__1.pdf
若外出游泳，請結伴而行，且應到有安全設施及救生之游泳池，海水浴場以維護生

●

1 月 17 日為本學期結業式，寒假期間學務處有幾項叮嚀事項如下:

命安全，請勿隨意至無安全設施之地方場所游泳、戲水。
一、活動安全：
二、交通安全：請叮嚀孩子們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指
(一)
室內活動：包含電影院、百貨公司賣場、KTV 等，首應瞭解該等場所之逃生路線
揮，以策安全。
及逃生設備所在，如：滅火器、緩降機等之使用方式。
三、居住安全：
(二)杜絕一氧化碳中毒：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勿將門窗緊閉；此外，外出及就寢
戶外活動：包含登山、溯溪或其他體育團體活動，應注意天候及地形之變化，同
(一)
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確保安全。
學若外出游泳，請結伴而行，且應到有安全設施及救生之游泳池，海水浴場以維
(二) 注意人身安全：夜間返回住處或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應小心有無不明人士跟蹤尾
護生命安全，請勿隨意至無安全設施之地方場所游泳、戲水。
隨，個人自保物品如：防狼噴霧劑、哨子等應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二、交通安全：請叮嚀孩子們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指
四、毒品及藥物濫用防制：寒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之生活作息，切勿受同儕及校外人
揮，以策安全。
士慫恿而好奇嘗試，因而造成自我及家人之終身遺憾。
三、居住安全：
五、犯罪預防：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犯罪事件如：違法上傳不當影片、竊取他人網
(一) 杜絕一氧化碳中毒：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勿將門窗緊閉；此外，外出及就
路遊戲虛擬貨幣及道具、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尊重個人隱私權益，以免
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確保安全。
誤蹈法網。
(二) 注意人身安全：夜間返回住處或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應小心有無不明人士跟蹤
最後祝福各位同學寒假愉快、闔家平安。
尾隨，個人自保物品如：防狼噴霧劑、哨子等應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四、毒品及藥物濫用防制：寒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之生活作息，切勿受同儕及校外人
士慫恿而好奇嘗試，因而造成自我及家人之終身遺憾。
五、犯罪預防：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犯罪事件如：違法上傳不當影片、竊取他人網
路遊戲虛擬貨幣及道具、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尊重個人隱私權益，以免
誤蹈法網。
最後祝福各位同學寒假愉快、闔家平安。

Motivation is what gets you started.
Habit is what keeps you going.
動機讓你開始，習慣能使你持續下去。

元旦園遊會暨升旗典禮
本校於 109 年 1 月 1 日辦理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元旦升旗典禮暨環保園遊會，廣邀駐
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洪大使慧珠
率二十多位同仁及眷屬、馬來西亞臺灣商
會聯合總會杜書垚名譽總會長、亞洲臺灣
商會聯合總會林凱民監事長、吉隆坡臺灣
學校白聖舟董事長及多位董監事、吉隆坡
臺灣學校家長會林翠瑛會長、馬來西亞留
臺校友會聯合總會署理總會長洪進興、雪
隆留臺同學會林朝聘會長及當地臺商、僑
胞及該校師生共數百人前來共襄盛舉。洪
大使致詞肯定臺校舉辦本

這項活動由吉隆坡臺灣學校曾春榮校長主持，
現場並有廣達基金會之「遇見大未來」展覽導覽解說及
臺校環保園遊會。一早艷陽高照，連天氣也作美的日
子，看著國旗緩緩升起，新的一年第一天，最熱鬧非臺
校莫屬，每個班級馬不停蹄的準備園遊會攤位，有吃、
有玩、有義賣等，無處不是歡笑聲，美食攤位供不應

求，各班遊戲攤位暨熱鬧又精彩，為新年第一天開創了
無限美好。

項活動意義非凡，並表示
能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在馬
來西亞的天空飄揚，令人
感動。也感謝台商及僑胞
長期以來對吉隆坡臺灣學
校發展的付出，讓馬來西
亞民眾有機會認識臺灣文
化與教育特色，並凝聚僑

國二班使用高三教室經營咖啡廳，當中還與社會輔 界對臺灣的認同。
導領域所舉辦的世界宣明會－希望之禮活動合作，為募
款活動推出許多精彩表演，絡繹不決的客人，也讓募款
活動順利到達目標、畫下句點。

一場園遊會，有做愛心、有環保意識傳遞，也有領
域教學融合其中，我想這是臺校非常大的突破，讓活動
不再是活動，可以有新的學習與意識形態，新的一年，
相信老師們已儲備好能量，帶著同學們繼續向前，這趟
教學相長的路途，我們一起走。
新聞報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Zx1WrEwdVs&feature=youtu.be

一二三四，來做善事
在 2020 年的第一天，吉隆坡臺灣學校舉行 109 年元
旦升旗典禮暨園遊會，整個活動中除了表示愛國的精
神，在臺校校園中，更是愛心滿滿，在小一至小四班主
動發起愛心二手義賣活動「一二三四，來做善事」，當
天在小一、小二班門口，擺放了從各家庭提供各式各樣
的愛心物品，現場商品包羅萬象，包括各種書籍及繪
本、嬰幼兒用品、玩具、服飾配件、日常生活實用的用

品等，並由有需要的新主人將愛心物品帶回。
藉由這個活動，將家中已不需要的物品清出，讓物
品可以到新的家庭中，分享更多的愛，避免資源的浪費
和物品的製造及包裝；更讓學生體會生活中以自身能力
幫助需要幫助的團體。

當天義賣的款項金額為 RM1571，已由小
一、小二、小三、小四班家委們於 1 月 7 日
將款項轉交于「Great Heart Charity Association」慈善機構，該慈善機構服務計畫有
洗腎支援、家庭個案及就業機會支援、關愛
計畫、原住民村莊、免費贈送飯盒、中醫義
診、兒童義補、社區菜園等，歡迎有興趣之
家長主動聯繫。
感謝小一至小四的家長和老師一同策畫此
活動，並希望能夠藉著活動拋磚引玉，期望
大家發揮愛心，送溫暖到需要的地方。
Great Heart Charity Association 的臉書： https://
www.facebook.com/greatheartcharityassociation/
-許婉威老師

社會輔導領域世界宣明會-希望之禮募款活動
高二班林若涵－作為「希望之禮」活動主要策劃人，我非常
感謝老師們能把這麼重要的活動交給我主辦。活動從 12/19
至 1/1 結束；從各班宣传→“潘多拉的盒子”电台广播→全
校募资→元旦公益表演等活動中，希望藉此推廣公益活動與
精神，聚集公益新生力量；更能夠幫助貧困的孩童和社區。
「希望之禮」只是一個開始，希望公益活動能持續傳承，讓

台校的同學懂得社會責任，也讓需要幫助的人得到援助，再
次感謝所有在活動中付出的大家。

高二班王映儒－這次由世界宣明會主辦的活動令我受益良多，
也很感謝全體同學的熱心捐款，讓我們可以超過預期的籌款
額。其實一開始到各班推廣這次活動時，蠻擔心他們不理解我

們所要表達的、偏遠地區民眾對生活物資的迫切，也怕他們只
是嘴巴講而沒有實際行動，但幸好一切順利，圓滿結束了。

高二班鍾揚智－經過這次的活動，我才知道世界上其實有很
多人不同地方是需要我們的幫助的。我以為除了非洲國家以
外的地方，人民的生活都是有吃有住有穿，但事實上並非如

此。像斯里蘭卡、蒙古或印尼，這些國家的人每天都不能無
憂無慮地生活，下一餐要吃什麼都不知道，晚上走在路上也
沒有街燈。所以，我們這些可以安逸生活的人，不妨幫他們
一把，就算是微小的幫助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

高二班洪受賢－參與這次世界宣明會我能夠更深入的了解到這
些團體如何把我們的付出傳達給那些生活在於困難中的人民，
以及可以透過這個活動我可以發現到人民熱心的付出，我相信
這次活動帶給我很有意義的經驗。

高二班李多恩－我覺得希望之禮這個活動很獨特，不管是誰，都可
以為貧窮的小孩們贈送各種各樣的禮物。我很驚訝好多小學國中學
生們為了幫助這些小孩子自動地付出自己的零用錢。希望可以更多
人知道這場讓人溫馨的活動。
高二班蕭予善－以往都有希望能夠參加這種活動，所以這次能夠參與
世界宣明會的募捐活動讓我感到非常開心，也從中讓我更加的重視弱
勢族群，還讓我學會了許多平常學不到的事，對我來說是個非常有意
義的活動。

國二班徐巧恩－這次會決定為世界世界宣明會的募款活動擔起責
任，是因為受到學長學姊們的勇氣與憐憫之心而備受鼓舞。他們挨
班挨個去講解活動的目的和內容，以及他們內心迫切想為貧困孩童
付出一分心力的願望，深深打動了我。

一開始我很迷惘，不知道參加了這個活動可以幫到什麼，後來第
一次與學長討論工作內容，才忽然覺得自己做決定要幫忙是對的。我看到學長姊的熱心，
也突然明白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去幫助這件事情的成功。
我和我的小團隊到每班徵召願意為世界宣明會募款公益演出的同學。一開始我們完全不
抱任何希望，覺得沒有人會響應，沒想到，隔了兩天之後，我的組員跟我說我們收到好幾
個願意表演的名單了。我們大家都很感動，原來有人也受到我們的鼓勵，願意為募款的活
動付諸實際行動。就這樣籌備不到一個禮拜，世界宣明會公益表演募款活動來了。
當天，我們亂作一團，到處找人，準備設備，繞來繞去，起初我還很擔心會失敗，沒
想到後來，該找到的人準時回來了，設備也在手忙腳亂中被我們準備齊全。我當時超級擔
心的！一個一個表演漸漸地接續著，我們幕後的這些幫手也開心地在旁邊觀賞著表演，內
心感動地看見這個公益表演募款活動響應到了一些有心人，讓更多的人願意付出實際行動
幫助需要的人。

國二班吳苡暄－ This year our school hosted a charity event to help the
poor in different countries,and I was lucky enough to be working with
them and the senior students,I learned a lot from them and the event,I
am very grateful for having a roof above my head and clean water and
food,l learned how to organise and promote and event,I really enjoyed it
and hope that next year we’ll have other events like this again.

國二班趙翊同－今年有機會做希望之禮的這個活動讓我很開心，
可以為一些可憐的孩子們付出一份愛心，因為我們的生活對於那
些孩子們相比要好很多，所以我們大家有這樣的條件我覺得我們
應該很為自己感到幸運，然後這一次的活動讓我了解到規劃一個
活動不是那麼的容易，所以這一次的活動讓我學到了很多，那麼
我們就是活動有配合演出，其實也給了不同年級的學生一個舞台，讓他們可以展示自己的
才華，然後也非常感謝所有來看我們表演和付出自己愛心的人，因為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我們這次舉辦的活動就不會成功，所以謝謝大家對這個活動的參與與重視！

高三班廖沅陞、王譽勳－這次的活動我們認為頗有意義，運用公益
性質的演出等活動去做宣傳也令我們多了一份參與感，很感謝有這
樣子的一個活動，讓大家都能用各自的方式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出

一份力，也希望這樣能幫助到他們。

國二班李恩率－我們在準備表演時，可以準備的時間很短而且也
沒有完整的練習到整個流程，所以我本來擔心作不好，亂七八
糟，但是我後來想表演比有沒有表演還要好，還有表演完後客人
們就會幫忙把一些錢放進 world vistion 的箱子裡如果很少表演
或沒有表演的話客人放進去的錢的可能性少或不給錢，所以我還
是决定要表演了。表演當天我覺得我們什麼都還沒準備好，要表
演的心也還沒準備好，要表演的整個流程也還沒準備好，我非常擔心但是我的媽媽就講不
要緊張也不要擔心，享受。表演完後我看到滿多人把自己的錢放進箱子裡就覺得很開心。

P3 學習夢田—中英文童詩創作
尋和煦陽光，覓燦爛星光，尋尋覓覓，不如
讀孩子愉悅的眼光。美的事物總是讓人賞心悅
目，具備多元文化、語言是身處異國的臺校特
色。
開學初，在偶然的機緣下與大家長分享學生剪
報小高手的作品，大家長建議可嘗試加上英文的
創作，經過多月的醞釀，終於孕育出篇篇詩章。
這是篇結合閱讀藝起來、語文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英文領域和資訊領域的協同教
學。首先產出的是中文的童詩，由於是新的嘗試，全班題目訂為「如果我是…」，接著是
英文的部分，學生發揮同儕的力量，彼此之間互相指導後，由英文社團指導老師予以指
正。再彩繪與童詩內容相關的插圖以及將姓名設計在畫面中，讓每位學生都樂在其中，揮
灑創意。最後結合資訊課並學以致用，將作品打字建檔，完整呈現這個初體驗的學習歷
程。

學生是需要啟發的，只要不放棄，讓他們充分發揮，多予以鼓勵，運用巧思引導，往
往能有出乎意料的驚喜，看到每位學生喜悅的笑容，讓我更樂意把所學傾囊相授。教學如
同廚師端出一盤色香味俱全的菜色，運用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美感能力，營造一個學習
夢田，用喜悅的心享受創作的過程，是桂美老師我從不停歇的努力目標。

－陳桂美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