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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少棒前進美國威廉波特
角逐世界冠軍

中平國小四年級學生 200 多人
表演布馬，展現布馬學校學習成果

中平國小布馬陣，躍上金曲舞台

桃園縣中平國民小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饒平中平、布馬台灣、世界棒球
～用心深耕課程，用愛疼惜學生～

～根植台灣，放眼世界～

過嶺是一個饒平客味甚濃的聚落

中平是過嶺聚落唯一的小學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耆老蒼涼的期許下

中平師生和家長從無到有找回布馬的記憶 

從花布探源、造型設計練就縫工，裁製布馬 

一隻隻小孩的小布馬，大人的大布馬誕生出來

從舞步探源，陣式設計、練就武功

一場場布馬舞又鑼鼓喧天了起來

從客家文物館的建立、客家圓樓、饒平書香餐車開始

一個濃情客家的教育基地完備了起來

孩子找回上學的樂趣，也培育了滿身的能力

大人和社區找回客家的熱情

一匹匹生產的布馬可以賣，可以鑑賞，可以驕傲

一個個跳布馬的孩子，昂首述說屬於客家的故事

隨著中平少棒小將前進美國威廉波特

中平布馬的故事逐漸蔓延世界

布馬台灣 不逕而走

中平的孩子站上世界舞台

讓世界看見台灣

中平      中平

鍾靈毓秀  平實客庄

過嶺華峰  雙連埤塘

桃李滿園  杏壇流芳

是饒平的家鄉

是我們生長、學習的好地方

中平少棒前進美國威廉波特
角逐世界冠軍

美國夥伴手搖布馬
替中平少棒小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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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空間故事
    中平國小位於中壢、平鎮交界，故稱「中平」，是一所中大型小學，校齡 58 年，班級數
55 班，學生 1410 人，家長以工、農居多，又因鄰近國際兒童村 ( 收容全國家庭功能失調機
構 , 再轉介到中平國小就讀 )、庫房眷村、陸光眷村，單親、外配、隔代教養及原住民人口
429 位，佔全校 29%，家長Ｍ型化，社經水準呈雙峰現象，亟待轉型蛻變；蒙教育部撥款整建，
解決漏水燠熱問題，再參與教育部特色學校計畫，結合課程、工程與學程，開啟中平軟硬體
蛻變轉型之契機。
    98 年以「饒平心鄉土情」課程獲得桃園縣鄉土教育特色認證；並以「本土饒平 ~ 打造饒
平的家鄉」方案，榮獲教育部特優殊榮；99 年以「打造中平語文力」課程獲得桃園縣語文
教育特色認證；並以「宏觀饒平 ~ 打造世界之窗」方案，三度榮獲特優；101 年與雲海、有木、
文昌、社團四校，共組「雲端 300 策略聯盟」學校第四度榮獲特優，同時也以「中流砥柱
──明日學校 ~『E』建『中』情」，獲得桃園縣資訊教育類特色認證，並獲得 101 年教育
部教學卓越獎國小組金質獎之榮耀；102 年獲得教育部營造空間美學暨發展特色學校標竿學
校，同時以主題 -『那些年，我們一起跳的馬』榮獲 2013 國際網界博覽會白金獎，將「布馬
( 舞 )」特色推展至國際；同年八月，中平國小少棒隊前進美國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布馬台
灣」之名不逕而走。今年九月，桃園第一個以住宿來進行學程交流的「桃園縣特色學校國際
遊學資源中心」在中平國小設立，結合「27 
Special together 特色學校聯盟」，配合桃
園航空城計畫規劃「桃園飛揚，特色啟航 -
特色學校遊學路線」，豐富學子多元學習
體驗，深化在地情懷。中平國小從本土文
化紮根出發，以「疼惜土地、深耕文化」
為核心理念，運用特色學校理論、學校本
位管理理論、多元智慧理論，以及策略聯
盟、品牌行銷等理論，發展「饒平中平、
布馬台灣、世界棒球」課程，透過校際及
國際交流共學，以及學生在世界舞台展能
與獲取高峰經驗，將布馬文藝，傳揚世界。 

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中平少棒隊前進美國

威廉波特

2013 國際網界博覽會

白金獎

桃園縣特色學校國際遊學資

源中心揭牌儀式

貳、空間規劃

一、理念

    「我們的土地，我們來疼惜；我們的文化，我們來深耕」，尋找文化的根，強化土地認同，
是中平團隊的基本信念。五年來，中平國小以此為核心理念，締造了不少成功經驗，我們仍
繼續秉持此一理念，發展「饒平中平、布馬台灣、世界棒球」課程，以「空間營造」、「服
務學習」、「文化傳承」、「優勢循環」、「國際行銷」等理念，透過體驗共學，開創教育
新機，讓教師、學生和家長成為學習共同體，使孩子對學習產生熱情與動力，以學校活動帶
動社會行動，將布馬文藝，躍進國際。

希望種子課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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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
    從本土教育「布馬過嶺 傳承客家」出發，以
學生為中心，為學生設計適性的課程，讓學生
從生活中學習，藉由「中流砥柱計畫」，聚焦
培育在欣賞表現與創新力、表達溝通與分享力、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力、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
力等具有十（實）力的新世紀兒童，與世界接
軌，符應「世界一家親」課程發展，培養具世
界觀及關鍵競爭力的中平兒童。
三、策略與規劃
    紮根特色課程、運用空間經營策略、引進社
區資源，透過行政規劃、三程 ( 課程、工程、學
程 ) 合一運作，讓一個校園角落成為精緻化學習
校園，成為有意義學習場所。 
( 一 ) 紮根校本特色課程
    「布馬」是客家傳統舞陣道具，係「以客家花布包覆竹架做成的馬頭偶」，但失傳已久。
我們從恢復布馬文化著手，從砍竹、剖篾、塑型、製馬頭、穿馬衣，都由親、師、生、志工
共同完成 ; 以「布馬舞」為始，全面復興其他客家文化，從校園扎根，接續文化脈絡，翻越
文化斷層，傳承文化產業，這是我們的志業，更是我們的宏願，進而透過校際交流、參訪與
國際接軌。本課程方案共包含四個主軸課程，每一個主軸課程各有六個單元 ( 一年級至六年
級 )，進行課程橫向、縱向連結，融入各領域、分年級實施，年年檢討修正，提升教學及學
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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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型塑布馬棒球中心意象～躍動布馬前進國際，品格棒球永不放棄

實
施
方
式

1. 透過藝術花台拼貼彩繪課程，共同創作三

座藝術花台與世界之窗鑲嵌藝術，作為進軍

世界舞台的砥礪花台：第一座是「葵花中平」

花台藝術拼貼，係以中平校花為課程主題，

藉由課桌椅彩繪與葵花中平藝術花台創作，

花台彩流線型結構，以琉璃馬賽克與玻璃珠

鑲嵌為主體，透光琉璃珠光澤與光斜角的照

射散發出陽光、希望、心中平的意涵，讓人

人心中有中平。第二座是「布馬台灣」花台

藝術拼貼，採用斜椅背正面座椅鑲嵌三匹布

馬，左右兩匹布馬為公馬，中間一匹為母馬

間些客家桐花，散發出濃濃的客家味，以布

馬迎賓來歡迎各界嘉賓蒞臨，彰顯過嶺客家

饒平文化，同時創新發展布馬藝術，將客家

元素布馬、油桐花鑲嵌在花台上閃閃發光，

宏揚客家文化，布馬台灣行銷世界。第三座

是「世界棒球」花台藝術拼貼，為彰顯中平

少棒「品格棒球 ~ 追逐夢想，永不放棄之精

神，將棒球文化深耕在校園中，透過棒球隊

員家長一同拼貼，增進親子情誼，更深化品

格棒球為內在信念繼續在人生的路上打好每

一場球。這三座花台連接「世界之窗」兩幅

巨幅壁畫「前進威廉波特與布馬迎賓」形成

美麗的構圖，與兩株茄苳老樹相輝映，成為

學生音樂表演與多元展能的舞台。

2. 豐富桃園縣特色學校國際遊學資源中心：

建置相關設備，推廣本縣特色學校辦學理念，

提供國內外學校交流園地，透過在地校本課

程，培育學生愛家、愛鄉、愛國精神。

實
施
地
點

實
施
期
程

◆ 103 年 1 月規劃設計。
◆ 103 年 3 月花台、牆面裝修。
◆ 103 年 4 月大型圖輸出。
◆ 103 年 4-5 月編製 T 字軸線共構聯盟遊學導覽手冊。
◆ 103 年 3-8 月培訓解說員。
◆ 103 年 7-8 月校際及國際姊妹校交流活動
◆ 103 年 9 月辦理布馬嘉年華暨特色學校靜態大展。 
◆ 103 年 11 月辦理空間美學暨發展特色學校論壇。
◆ 103 年 11-12 月成果展示。

( 二 ) 型塑校園美學工程

琉璃布馬、世界棒球
意象形塑

豐富特色遊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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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布馬、世界棒球 > 意象形塑

施工前 施        工        中

施工前 施        工        中

施工前 施        工        中
豐富 < 特色遊學資源中心 >

施        工        前 建置豐富中

( 三 ) 再造文化永續學程 

規劃與實踐一系列的校本特色課程，一直是團隊努力的方
向。有效能的教學，更是追求的目標。為使「校園教學、
社區遊學、區域共學、服務學習、國際交流」更落實，我
們從培植學生的世界觀著手，規劃「世界一家親」主題課
程，其課程特色：以各年級各領域教學中所提到的國家為
主軸，分別請各教學團隊提出，建置在本校檔案資料庫中，
再分別整理於世界之窗中，提供學生認識世界相關延伸閱
讀。同時，結合品格棒球、前進威廉波特學校時事，藉由
國際教育課程、藝術彩繪拼貼課程、多元文化日的統整課
程，結合意象形塑之境教功能，讓學生身歷其境，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使學生瞭解透過國際展能，可將校本布馬特
色文化傳揚世界，達到在地國際化、國際在地化之文化永
續。

多元文化日的統整課程

星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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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績效分享 
    近年來，學校教學環境不斷創新，履獲佳績，連續四年榮獲教育部活化空間與發展特色學
校特優，102 年榮獲標竿獎，並通過桃園縣政府學校特色本土教育、語文教育、資訊教育類
三項認證。2013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102 年國際網界博覽會白金獎。中平棒球隊榮獲
102 年全國金龍盃冠軍、2013 威廉波特亞太區冠軍，進軍美國威廉波特。蒙媒體報導行銷數
十篇，接待上海團、韓國、台北市、新竹縣市、台北縣、桃園縣、台中市、苗栗縣、宜蘭縣
等參訪機關學校，同時出版「饒平的家鄉」叢書十四本，包括《饒平導覽手冊》、《中平蛻
變 ing》、《中平二十景學習手冊》、《學校特色與特色學校》、《創新經營與創意教學》等，
以及綠色生活地圖，開發各項書籤、紀念品，創新產業，績效卓著。

建置課程教學網站
架設「饒平鄉土情課程網站」「電子情書教學網站」，活化教學、豐富教學媒材。

建置「網界博覽會 ~ 那些年，我們一起跳的馬」網站，提供學生展能及學習成果展現分享。

2013 年網界博覽會 ~ 
那些年，我們一起跳的馬網站

出版十四本教學教材，深化教學

媒體報導 參訪人次 辦理研習分享 學習表現

布
馬
台
灣

世
界
棒
球

1. 榮獲民視、中視、
    TVBS、南桃園、中
    天、桃園新聞、廣播
    電臺、FOX、客家電
    視台等新聞報導共
    25 餘則。
2. 榮獲大紀元、聯合
    報、中國時報、自由
    時報、教育部電子
    報、國語日報、桃園
    焦點、費城新聞等平
    面媒體刊出近 43 餘
    篇。

縣外參訪 ~ 辦理桃園縣
特色標竿學校參訪工作
坊，觀摩學習，教師熱
情參與率 100%。
提供機關學校參訪、遊
學：碧候、育才、有木、
福龍、龍源、龍岡國小
等人次。
國外參訪 ~ 至新加坡、
香港跨國交流，吸取最
新教育趨勢與教學方
式，國際交流教師 130
人次。

1. 辦理 98~102 年桃園
    縣特色學校工作坊。
2. 辦理 100 年教育部
    特色學校全國成果
    展。
3. 辦理 102 年桃園縣特
    色學校標竿學習工作
    坊。
4. 辦理 102 年桃園縣特
    色學校成果靜態大
    展。
5. 成立「饒平同鄉會
    協進會」。

1.98~101 年連續四年
    榮獲教育部活化空
    間與發展特色學校
    特優，102 年榮獲
    標竿獎。
2.97~102 年創新經營
    與創意教學 1 個團
    隊標竿、2 個團隊
    特優、13 個團隊優
    等，11 個團隊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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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永續推動創新經營、環境資源、文化傳承、課程發展與服務分享、持續營造學習型文化。
二、深耕本土全球的適性多維課程，打造優質教師社群，深耕社區營造，落實推動策略聯盟，
        發揮有限教育資源之最大運用效益。
三、以空間活化為起點，以課程教學活化為重點，以學習活化為終點；持續深化永續發展的
        觀念，擴大特色學校正向的影響力。

媒體報導 參訪人次 辦理研習分享 學習表現

布
馬
台
灣

世
界
棒
球

6. 接待各縣市校長團
    體、主任團、輔導
    團、教育局督學等
    研習交流參訪 19
    場。
7. 各縣市特色學校及
    輔導團專題分享：
    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台中市、
    宜蘭縣等率團參
    訪。
8. 設立桃園縣特色學
    校資源中心。
9. 辦理 101 年、102
    年教育部全國多元
    空間活化論壇暨案
    例分享工作坊。

3.97~102 年通過桃園
    縣政府 學校特色本
    土教育、語文教 
    育、資訊教育類三
    項認證。
4. 榮獲行院客委會客
    語生活學校說唱藝
    術優等多項佳績。
5.2013 教育部教學
    卓越獎金質獎、桃
    園縣閱讀磐石獎、
    品格 100 學校、健
    康促進學校特優等
    佳蹟。
6. 中平棒球隊榮獲
    102 年、103 年全
    國巨人盃、金龍
    盃、關懷 盃冠軍、
     2013 威廉波特亞
    太 區冠軍，進軍美
    國威廉波特。
7.102 年國際網界博
    覽會白金獎。
8. 絲竹國樂團獲全縣
    第一、全國優等。
9. 全國客語生活學校
    成果賽，榮 獲團體
    組第五、六、七屆
    一項優等、二項特
    優，以及個人組說
    唱藝術優等、客家
    歌謠全國特優。

 

桃園焦點報導中平藝術花
台意象拼貼 

 

特色校園我最讚 
介紹中平布馬 

 

23 屆金曲獎表演 

 

體育台報導中平少棒 
前進美國威廉波特 

 

苗栗縣三灣國小參訪 

 

苗栗縣三灣國中參訪 

 

新北市龜山國小參訪 

 

新北市柑園國小參訪 

 

苗栗縣教育參訪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