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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民小學

過山越嶺 饒平“趣”

主要類組：課程與教學領導組 次要類組：學生多元展能組

參賽者姓名： 陳新平、燕子明、吳靜玫、徐詩媛、楊若晨、饒家鳳、林黎芳、鄭慧娟

關鍵詞：

創新主題：饒平的故鄉、過山越嶺饒平“趣”

創新方式：綠色生活地圖、學習捷運概念

創新成效：教育部特色學校特優、饒平導覽員

探索家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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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創新經營主題

一、創新主題緣起

中平國小位於桃園縣中壢市，至今已有五十五年的校史。位於 114 號縣道旁的中平，

座落在中壢市、平鎮市、楊梅鎮三區的邊陲接壤地帶，學區內學生也多源自這三個區域；

桃園縣客語饒平腔主要分布在中壢、平鎮（簡稱中平），故中平學區稱為「桃園饒平的

故鄉」。饒平客語是早期過嶺地區的通行語，而在中平地區原屬社會溝通用語的饒平客

語，卻因工商業發達、交通便利及推行國語政策等因素，也逐漸被其他腔調客語同化，

甚至是閩語化了，故搶救中平地區的饒平文化資產是刻不容緩的事情；為挽救逐漸消逝

的饒平客語文化資產，我們推動「過山越嶺 饒平“趣”」課程，藉以保存式微的饒平

文化，凝聚社區力量，重塑饒平社區文化，並發展創新課程，讓學生體會饒平之美並戀

上饒平。

二、推動的基礎

本校自 95 年度申請客語生活學校，已連續申辦三年，在推動客語文化的傳承上，努

力不懈，期間陸續辦理客語藝文競賽、猜謎語、客語歌謠社團、哈客網記者營、客家風

情週系列活動以及建置客語情境佈置，並採融入教學模式，期能深耕深化客語文化之效。

為結合本校脈絡文化，建置永續校園，經過團隊成員的努力，以「打造饒平的家鄉」榮

獲教育部特色學校方案特優，同時獲得桃園縣特色學校認證，也榮獲客語生活學校說唱

藝術優等佳績。我們成立客家歌謠班，重新恢復客家布馬舞，以創意偶戲「饒平過台灣」

榮獲全國偶戲優等。同時花一年的時間，由全校老師帶著學生踏查饒平家鄉二十個綠活

景點，採學習捷運概念，一起做社區調查，完成「過山越嶺 饒平“趣」課程以及「探索

饒平」綠色生活地圖，打造饒平家鄉石，創作許家懷舊牆、打造了梅林園、龍鳳園、建

置饒平文化館、饒平社區屋等，讓學生從生活中學習，壆習活用知識，從學習中熱愛自

過山越嶺 饒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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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深愛學校、家鄉以及台灣這塊土地，並形塑在地特色和兼顧孩子們未來文化的發展。

三、教學目標

（一）使學生深入瞭解在地特色及歷史人文：

1.學生能在實地踏查中主動探索，並多元表現其能力。

2.增進學生對在地人文特色與生態環境的認識，進而培養學生愛鄉及對自然生態保育的

態度。

（二）運用社區資源：

1.建立以社區歷史為核心的學校本位課程。

2.結合在地社區資源，延伸課程發展到社區，使社區成為課程實踐基地。

3.透過學生喚起社區家長對在地社區歷史人文的重視，培養愛家愛鄉的本土關懷。

（三）增進教師專業能力：

1.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對話，提升教師設計發展課程之能力。

2.發展資訊融入教學模式，結合電子白板與數位資料，豐厚教學資源。

貳、學校經營創新內涵與策略

一、創新內涵

（一）落實學校本位課程：學校以「陽光、希望、新中平」為校務經營發展願景，課程願

景係打造饒平的家鄉，以饒平文化為支柱，客家課程（硬頸中平）為面向，擬定「過山越

嶺 饒平“趣」方案融入學校課程計畫，定期召開課發會、領域會議、課程研討會，確定饒

平家鄉課程主題。建置特色課程網站（饒平鄉土情），規劃鄉土客家社團，積極發展學校特

色課程，讓學生多元學習，並設計課程，培訓導覽員，讓學生走入社區，進行服務學習。

（二）實行創新特色課程：依據教師專長，以學年為學群，以社區綠色生活地圖為基礎，

設計四大遊學捷運路線。並結合各學年之領域課程，設計社區探索課程及教學活動，使學

生在教師創新教學課程及活動之下，對自己的家鄉有更深刻的體會及認識。

（三）組訓教師專業團隊：配合專案活動力促教師團隊運作，運用專業對話與定期討論，

達成教學的共識。行政、社區亦協助級任教學，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98 年教育部特色學校

建置饒平文化館

98 年教育部特色學校

許家懷舊牆

98 年打造饒平家鄉石

3.建置『饒平文化館』
建構學習環境

2.專業知能成長：參與
同儕視導、觀摩學習1. 教師社群組織分工明確

過山越嶺 饒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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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合社區資源： 社區資源運用與策略聯盟

（1）家長的認同及支持：家長社經背景豐富，組織義工團體，愛心服務支援好，同時
家長專業(士農工商)水準高，大部份家長關心校務發展及教學品質，對學校之支
持度、信任感甚高。

（2）社區資源之結合與運作：地方仕紳捐資興學意願高、普遍性大，富有潛力，而且
民意代表極願意為地方付出心力增加資源，進行資源分享、社區聯盟，社區民情
開放，因此積極推動學校社區化，運用義工媽媽的力量，協助課程與教學之落實。

1.社區耆老 2.客家布馬舞 3.請社區的老師教導打陀螺 4.社區讀書會

（五）建構知識管理系統及分享機制：學校網路硬碟建構內部知識平台，將所有的課程及

教學相關之文件、照片、影音資料，放置學校「檔案資料庫」內，讓所有教師之教學

資源能在此互通交流，觀摩學習。

網址：ftp://nas.cpes.tyc.edu.tw/

二、課程與教學領導創新特色與策略

中平國小創新課程發展，運用學習捷運概念，讓學生在六年內認識自己的家鄉，宛

如搭學習捷運列車學習，畢業前完成「饒平導覽員」授證課程，成為一名傑出的導覽員。

因此，以本位課程為主軸，結合各年級、各領域教學，在正式領域課程與彈性學習節數

中實施，設計創意遊學路線，落實學生體驗學習並結合在地社區資源，由團隊共同討論

選定過嶺雙連地區，最具代表性的二十個景點，規劃成四大主題課程，設計四大學習路

線，分別以所在鄰里命名，提供學生學習機會，延伸課程內涵到社區，使課程與學生生

活經驗相結合，彰顯課程的在地性。

數位教材
數位學習
數位交流

過山越嶺 饒平“趣”

http://tw.classf0001.urlifelinks.com/css000000066821/cm8k-1227694607-2281-212.jpg
ftp://nas.cpes.tyc.edu.tw/
ftp://nas.cpe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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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各年級領域

之課程設計教學

畫「中」有話、在地好神、
遙遙相對、追本朔源

快樂天堂、強棒出擊、
「古」色「古」香、銅鑼踏青

漫步麒麟、We are the world

城市「郵」俠、
「眷」戀陸光

實施課程與教學策略

雙連線

過嶺線

新榮線

麒麟線

一年級、六年級

二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多

元

智

能

展

現

語文、內省、邏輯數學、空間

自然觀察、肢體動覺

內省、音樂、
自然觀察

人際、邏
輯數學

通過導覽員考試

【筆試＋實地導覽】饒平導覽員 授證學習成效

回
饋
社
區

紮
根
教
育

探索饒平家鄉

學習捷運創意遊學

課程主題

課程內涵

課程架構

創新方式

人文生態

大伯公系列

眷村回顧

古厝老屋

以『綠活圖』為
出發

設計四大捷運
遊學路線

（一）課程架構
過山越嶺 饒平“趣”

過山越嶺 饒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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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領域：生活領域 四節

課程目標:

1.藉社區踏查之活動讓孩子走出戶外，親近自然。
2.藉社區踏查之活動讓孩子瞭解自己的居住環境，進而增加對學校及

社區環境的認同感
3.藉學習單中的題目促進學生鄉土尋根的熱忱。
4.藉學習單讓孩子瞭解社區鄉土特色。

教學策略：五感體驗
設計規劃豐富有真實性和教育性的校園、安排真實化的學習情境、提供真

實化且實用的課程以及進行真實有意義的教學活動。
教學成效:

(一)藉著此次活動之舉辦，同學們認識居住環境中的鄉土建築，並了解其來
源。

(二)由分組活動中促進隊員之間的協調溝通能力，以落實分工合作精神。

(三)觀察福明宮的建築及環境，瞭解社區環境，進一步關懷社區，愛護美好
家園。

教學省思:
在社區踏查的過程中，同學們和老師們一起走出校門，探索社區，這實在

是一個很有意義師生互動。同學們參觀完福明宮之後，產生出熱愛鄉土感覺，
更懂得愛護自己的家園。

（二）創新策略與實施
一年級課程— 在地好「神」

福明宮工作人員
導覽解說

學生入福明宮參觀學生步行到福明宮

城市「郵」俠、戀「眷」

2.創新課程實施

1.創新策略運用

過山越嶺 饒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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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領域：生活領域 四節

教學目標:
1.認識過嶺公園內的植物名稱。
2.蒐集各種植物的相關知識。
3.能繪出 2 種以上植物特徵。
4.藉社區踏查之活動讓孩子瞭解自己的居住環境，進而增加對學校及社區環境
的認同感。

5.藉學習單中的題目加深學習成效。
教學策略：五感體驗+環保意識
教學成效: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認識過領公園中的植物的特徵與屬性，運用紙筆具
體描繪，並激發主動探索大自然的興趣。
教學省思:

藉由這次的社區踏查，教師帶領孩子實際探訪社區中的快樂天堂－過嶺公
園，孩子們親身體驗大自然的美好，徜徉在愉悅的氛圍中。藉由植物的介紹，讓
孩子增加對植物的了解，並配合生活課程「奇妙的植物」，作課程加深加廣的延
伸。孩子能親身體認，是最有意義的教學活動。

學習單：

融入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四節

教學目標:

1.認識銅鑼陂周圍的景觀。

2.蒐集陂塘的相關知識。

3.了解銅鑼陂的由來及功能。

4.藉社區踏查之活動讓孩子瞭解自己的居住環境，進而增加對學校及

社區環境的認同感。

教學策略：探勘實錄+反芻-產出

教學成效:

透過親自的觀察體驗，認識銅鑼陂的淵源及功能，運用相機做動

態記錄，並激發主動探索、尋求答案的科學精神。

教學省思:

藉由這次的銅鑼踏青，孩子們親身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徜徉在蟲鳴

鳥叫的自然樂章裡。藉由陂塘歷史與功能的介紹，讓孩子增加對陂塘的

了解、增進對生態保育的關懷，讓孩子走出校園，進入大自然的教室，

做最好的學習及體驗。

二年級課程— 快樂天堂 三年級課程— 銅鑼踏青

過嶺兒童公園 學生細心觀察植物學生專心聆聽生態介紹 學生環湖認識陂塘 陂塘周圍生態豐富銅鑼陂

過山越嶺 饒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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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領域：綜合領域 四節
教學目標:
1.熟習書信寫作的方式與技巧。
2.會用書信體的方式和技巧來寫作。
3.了解郵件的處理流程。

教學策略：探勘實錄+數位資訊
1.主題教學：以校外教學的形式，帶領學生參觀「桃園郵件處理中心」，

實地了解郵件自動化處理流程。
2.媒體應用：播放影片，介紹書信寫作的方式，及信封的正確書寫格式。
3.遊戲法： (1)針對課程內容設計有獎徵答題目。

(2)結合中華郵政「賀年明信片抽獎」活動，學生書寫賀年
明信片，並正確填入收寄人的地址、姓名及郵遞區號等
資訊。

教學成效:

（一）透過參訪的形式，學生實地接觸、體驗自動化郵件處理設備，
能了解郵件處理流程。

（二）透過影片觀賞、實際操作，學生能正確書寫信件格式。
教學省思:

出發前，孩子的心中一直有個疑問：「郵局有什麼好參觀的？」
但當孩子參訪「桃園郵件處理中心」時，面對眼前的自動化郵件處理
設備，孩子們的眼睛都亮了起來，只要按下機器開關，包裹的分類、
郵件寄送的分區全都快速地處理完成，「原來，寄一封信要經過這麼
多的過程。」

很多時候，我們只能在課堂上口述解說課程內容，事實上「實際
參訪」是最好的教學法則，親眼所見、親手摸到是最真實的，也最能
留下深刻印象。原本對於參訪機構興趣缺缺的孩子，在見到一台台機
器時，不由自主發出「哇！好炫喔！」的讚嘆聲，引發了學習興趣，
而工作人員的講解也滿足了孩子的好奇心，我知道這次的參訪教學已
經成功了。

融入領域：社會領域 四節

教學目標:
1.藉社區踏查之活動讓孩子走出戶外，親近自然。
2.藉社區踏查之活動讓孩子瞭解自己的居住環境，進而增加對學校及社

區環境的認同感。
3.藉學習單中的題目促進學生思考社區問題。
4.藉學習單之寫作過程讓孩子瞭解社區建設之目的與特色。

教學策略：五感體驗+反芻-產出

教學成效:
(一)藉著此次活動之舉辦，同學們認識了居住環境中的重要建設，並了

解其建設目的，十分有意義。
(二)由小隊分工促進隊員之間的協調溝通能力，以落實本校童軍精神。
(三)觀察兒童村之建築及環境，參觀兒童村內之各「家」設施，進一步

瞭解社區環境。

教學省思:
在進行兒童村踏查的過程中，同學們和老師們一起走出校門，探索

社區，這實在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看著
同學們參觀完村裡的人事物後，心理產生出「愛」的感覺，更懂得幫助
弱勢的人、也更懂得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真是令人感動！

學習單：

五年級課程— 城市「郵」俠

國際兒童村 參觀兒童村孩子
住宿的地方

和兒童村的孩子聯歡

四年級課程— We are the world

郵件處理
機械化

桃園郵件
處理中心

郵件處理科技
日新月異

過山越嶺 饒平“趣”



-9-

融入領域：數學領域 六節

教學目標:
1.了解科學的發明對人類的影響。
2.能注意參觀、訪問時該有的禮儀。

教學策略：數位資訊+反芻-產出

教學成效:

（一）結合網路資源及數位資訊的運用，讓學生把課堂所學之「縮圖
與比例尺」的概念，實際應用在生活當中，學以致用。

（二）運用數位資訊的創新策略，學生將所學的數學知識消化融會，
面對生活中相關的問題時，能迎刃而解，培植問題解決之能力。

教學省思:
原本在數學課程中「縮圖與比例尺」，即是學生們駕輕就熟的

單元。因此在 Google 地圖上查出實際兩處之間的距離，再測量綠
活圖上的距離，然後計算出縮圖上的比例尺時，學生們雖然算得有
些兒戰戰兢兢，等到最後算出答案並進行驗算，確定答案正確時，
學生臉上浮現的得意笑容，是學生獲得成就感的最佳證明！

過山越嶺 饒平“趣”
六年級課程— 遙遙相對

遙測中心導覽員解說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

學生在綠活圖上用尺
測量出圖上的距離

學生黑板上計算出縮圖
（綠活圖）的「比例」

學生步行到中央大學

利用 Google 地圖
查出實際距離

饒平導覽員培訓

感謝劉家古厝的耆老協助解說

劉家耆老解說古厝的歷史 劉家耆老解說古厝的特色

古厝特色功能多，學生填寫闖關卡

培訓講師向學生教授導覽的技巧 學生實地在校園進行導覽實戰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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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與教學領導創新績效

1.我們的成績

95 年北區客語生活學校歌唱表演類、口說藝術類及戲劇類等項目榮獲甲等。

96 年北區客語生活學校觀摩賽口說藝術類項目榮獲優等。

97 年客語生活學校北區觀摩賽高年級組口說藝術類項目榮獲特優。

97 年客語生活學校全國觀摩賽高年級組口說藝術類項目榮獲第四名。

98 年榮獲教育部補助辦理推動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特優。

2.媒體的報導

2008-1008-自由時報-梅林園 2008-1205-聯合報-特色學校打造饒平故鄉

2008-1008-聯合報-梅林園 2008—客家電視台

2008-1008-南桃園新聞 2008-1213-聯合報-大手攜小手彩繪饒平的故鄉

2008-1008-亞洲電台 2009-0311-自由時報-饒平石定位、社區耆老說故事

目標：

1.招募並培訓饒平小嚮導，訓練學生為解說員，為學校師生介紹過嶺饒平地區的人文生態。

2.招募並培訓饒平小專家，讓學生深入了解過嶺饒平地區的人文生態之後，可以運用所學，繪

出自己心目中的過嶺饒平綠色生活地圖。

認證：全程參與課程，並通過結訓測驗者，頒發饒平小嚮導證書、饒平小專家證書及獎品－

成為中平國小的饒平導覽員。

服務: 於外賓來訪時，擔任接待大使；實施學校特色課程時，擔任人文生態解說，完成後依表

現頒予獎狀，並列入學習護照之社區服務時數計算。

過山越嶺 饒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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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網站

過山越嶺 饒平“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