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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School 2010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 
基本資料與摘要填寫說明 

壹、基本資料： 

參賽組別 □高級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組      ■國民小學組        

方案名稱 立足饒平，放眼世界 

主要類組 □行政管理革新組 □課程與教學領導組     □學生多元展能組 

■校園環境美化組 □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組 

次要類組 □行政管理革新組 □課程與教學領導組     □學生多元展能組 

□校園環境美化組 ■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組 

KDP國際授

證意願調查 

若方案獲得特優獎或優等獎者可選擇申請 KDP 國際教育榮譽學會會員資格，以

另外獲得國際教育榮譽授證。加入 KDP會費每年約 NT$1500元（願意者請打勾），

俟獎項公佈後再進行加入手續。 

■願意           □不願意 

 

參賽老師 

 

方案代表老師 

成員一 

共同參賽老師成

員二 

共同參賽老師成

員三 

共同參賽老師

成員四 

共同參賽老

師成員五 

姓名 趙廣林 吳淑敏 謝依純   

電子信箱 goanglin 

@yahoo.com 

cecilia.wu 

@msa.hinet.net 

eohkimo 

@yahoo.com.tw 

  

聯絡電話 0936742732 0937172991 0913083081   

任教年資 18 18 9   

教師專長 教學領導 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   

GT或 inno 

得獎經驗 
98inno甲等 無 無 

  

聯絡地址  

任教學校 
□國立  ■縣立 □市立 □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 □國民中小學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學校地址 桃園縣中壢市過嶺里一鄰 1號 

備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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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摘要 

方案名稱：    立足饒平，放眼世界                                           

主要類組：校園環境美化組   次要類組：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組 其他類組：                    

參賽者姓名(最多 8名)：  趙廣林、吳淑敏、謝依純                      

學校名稱（請寫全銜）：   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民小學                               

一、請提供下列總數至少 1個不超過 6個關鍵詞。 

創新主題：立足饒平、放眼世界   

創新方式：環境營造、特色學校 

創新成效：關懷型社區、世界一家 

二、請將創新經營的理念方式及成效擇要簡述： 

1.學校經營創新主題 

桃園縣客語腔調計有七種以上，其中弱勢客語饒平腔主要分佈在中壢、平鎮（簡稱中平）地區稱為「桃

園饒平的家鄉」。為挽救逐漸消失的饒平文化，因此，98年以「打造饒平的家鄉」為主題，從校內環境改造

做起，透過團隊對話、創新課程經營、課程實踐、校園環境美化、社區營造等策略，藉以保存已漸式微的饒

平文化，同時發展創新的課程，讓學生體會饒平之美。 

 

營造並改造優質校園環境流程與策略 

 

    本校位於中壢市屬於桃園縣核心區域，緊鄰中央大學，附近有中原大學元智大學開南大學電信研究所等

機關學校，我們為促進學校進步發展，與這些大專院校策略聯盟，大手攜小手，透過聯盟活化課程。學校經

營，亦尋求社區耆老、家長會、志工團、社區里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等資源協助，建置打造優質校園。茲

將改造校園環境計畫流程資與策略聯盟機關分述如下： 

 

 

 

 

 

 

 

 

 

 

 

 

 

 

 

 

立足饒平、放眼世界  

饒平鄉土情 中流砥柱 世界一家親 

探索饒平家鄉 打造閱讀葵花 打造世界之窗 

中平20景 閱讀奶Bar 亞台館、歐美館 

大非館、星象館 

立足饒平、放眼世界  

饒平鄉土情 中流砥柱 世界一家親 

探索饒平家鄉 豐富閱讀葵花田 打造世界之窗 

打造『中平20景』 享用閱讀奶Bar 建置『亞台館、歐美館 

大非館、星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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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起打造校內 20景 

1 饒平石 2 許家老屋 3 向陽走廊 

   
時間：2009年 03月 

地點：校門大門口入右側 

經過：學校尋找代表饒平意象的象徵物，

由過嶺里陳增昌里長介紹善心人士捐贈景

觀石ㄧ座，此石形優美，矗立於校門口，

也是社區耆老講述饒平歷史的好地點。 

時間：2009年 05月 

地點：大門入口左側牆面 

經過：許家老屋係饒平建築代表，為了彰

顯特色，利用 68900 顆馬賽克拼貼老舊牆

面美化環境，以任何角度來看，許家大門

門口永遠對著你。 

時間：2009年 03月 

地點：總務處與特教班 

經過：原本老舊牆面重新以中央大學太空

研究所提供的衛星雲圖裝修，以綠活圖方

式呈現四大學習路線，分二十個景點，讓

大家了解饒平的家鄉。 

   

4 梅林園 5 櫻木花道 6 和風庭園 

   
時間：2008年 10月 

地點：中平樓與饒平館交界處 

經過：黃秀梅老師為解決師生風雨

之苦，捐贈愛女喪葬費節餘款，採

遮雨棚方式連結中平樓與饒平館，

以秀梅老師與立琳小姐取名為梅林

園，以彰顯生命價值生命意義。  

時間：2010年 01月 

地點：校門大門口 

經過：校門前的土地，因為地主規

劃蓋房子，所以要將土地收回，希

望校門轉向，但由於老師們的努力

爭取，地主也發揮善心，不但改變

心願，將土地部分收回，保留學校

校門完整，還捐贈美化工程費用，

將邊界美化栽種櫻花，美不勝收。 

時間：2005年 3月 

地點：警衛室旁公園 

經過：警衛室旁原先是水泥停車

場，後由吳鳳橤校長委託翁炳茂老

師設計、監造，永續發展，當時翁

老師以環保觀念將原先水泥地硬鋪

面改為生態教材園。 

 

社區資源及攜手聯盟 合作項目 提供資源 

中央大學 天文教育、網路學習、社區彩繪 人力師資、物力經費 

元智大學 二手玩具館籌劃、彩繪、二手玩具館

經營 

人力師資、物力資源、財

力支援 

開南大學 梅林園打造 人力資源 

社區耆老 解說饒平過台灣歷史 人力資源 

家長會、志工團 張林閣圖書館、閱讀奶吧 
人力師資、物力資源、財

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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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思源步道 8 世界之窗 9 龍鳳園 

   
時間：2009年 05月 

地點：饒平館後方梅林園旁 

經過：原先是荒蕪之地，由於梅林

園整理後，更顯得不相襯，因為學

校目標是培育感恩惜福的好學生，

提醒大家飲水思源，故取名思源步

道。步道內種植鵝掌藤，迎風面種

龍柏與小葉欖仁樹，搭配七彩椅美

不勝收。 

 

時間：2009年 12月 

地點：連接向陽樓與中平樓走廊 

經過：向陽樓與中平樓原先樓梯老

舊，且大小不一，又不敷使用，幸

好今年執行教育部特色學校專案

榮獲特優，打造世界之窗，規劃亞

台館、歐美館、大非館與天文星相

館，建築採客家圓樓為形，搭配圓

型的特性，讓圓樓空間加大，讓學

生學習。 

時間：2009年 3月 

地點：校門口外 

經過：校門口前花圃雜亂，為了讓

前庭花圃更具生命力，特別規劃龍

鳳園區，種植十八棵羅漢松，同時

用細葉仙丹將中平二字拼在花叢

間，搭配杜鵑拼上校徽，顯示中平

的朝氣。 

 

   

10 國際語言教室 11 饒平文化館  12 張林閣圖書館 

   
時間：2009年 12月 

地點：三樓綜合教室 

經過：學校因為教室不足，又為了

老師教學需要，以及課程需求，特

別規劃國際語言教室，方便語文教

學，國際語言教室採現代化設備，

建置 35台電腦，搭配語言教學系

統，讓老師能提升語言教學。 

 

時間：2009年 6月 

地點：饒平樓四樓 

經過：饒平樓四樓原本是漏水的倉

庫，幸得縣政府補助整理，加高四

周圍籬，成為學生雨天上課與學生

大型集會的場所，由於四週空曠，

四壁蕭然剛好教育部辦理活化空

間特色學校方案，老師們覺得可以

美化饒平館，於是調查附近景點，

以及客家祖先起源與遷徙路線，再

依食衣住行育樂六項分別介紹讓

學生認識了解。 

時間：2007年 

地點：饒平樓一樓 

經過：台裕橡膠董事長張盈全先生

與太太林女士，了解閱讀是教育的

最佳方法，有鑑於讀書風氣不佳，

為了提倡讀書風氣，推動社區閱

讀，捐贈 400萬元，將本校設置為

社區圖書館，周六周日開放，提供

附近居民使用，為表彰他的善行義

舉，命名為張林閣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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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藝術走廊 14 閱讀品格葵花田 15 中平樂園 

   
時間：2009年 8月 

地點：天橋連接川堂 

經過：天橋到川堂間，沒有遮雨設

施，ㄧ直是學生下雨時最辛苦的地

方，為解決學生上下學之苦，特別

規劃風雨藝廊，感謝朱立倫縣長特

別補助經費興建，後門學生上下學

處及入口處亦有分別興建，讓學生

上學不必淋雨。 

時間：2010年 03月 

地點：向陽走廊到饒平館 

經過：學校致力於推動閱讀與品格

教育，訂立品格葵花榮譽制度與閱

讀葵花獎勵制度，同時辦理摸彩活

動，凡讀完 20、40、60、80、120 、

240本等，均獲得獎勵，為了讓學

生在中平六年內可以自我挑戰，規

畫閱讀與品格葵花牆，讓得獎同學

能六年內得到表彰。 

時間：2007年 

地點：操場 

經過：外表像城堡般的遊樂區是中

平孩子最喜愛的活動樂園，在遊戲

玩耍中，孩子們體能不知不覺得增

進了、也學會如何與同儕互動、更

知道要遵守遊戲的規則與團隊紀

律。迎著朝陽矗立在操場的中平樂

園，為孩子們築起一座金色的希望

城堡! 

  

 

 

16 明日之星廣場 17 葵花典禮台 18 葵花屋 

   
時間：2009年 

地點：饒平樓一樓及地下室間階梯 

經過：中平國小自 2009 年推動語文

中平系列活動，圖書館志工每週三

利用下課時間進行圖書導讀活動，

從此開啟中平學生的展演舞台。除

了固定的閱讀活動之外，學校另外

安排一系列多元展能活動，包括：

國樂表演、直笛演奏、客家歌唱、

舞蹈表演、直排輪表演等，為中平

的未來之星開啟表演的舞台。 

時間：2009年 4月 

地點：典禮台 

經過：老舊的牆面斑駁不堪，讓兒

童晨會呈現不出蓬勃朝氣，在經討

論後決定以學校願景圖像-向日葵

花田為背景的馬賽克拼貼當背

景，除美化牆面更希望學生表現出

向陽之朝氣與活力，這是由學生家

長及志工們合力完成的喲。 

 

時間：2008年 12月 

地點：二手玩具屋 

經過：此處原本是學校的老舊教

室，因破舊漏水，所以當成倉庫使

用。為給學生更多活動空間，所以

積極清理、整修並和中央大學學生

志工合作彩繪牆面，使整棟灰暗破

舊的空間頓時鮮明活躍起來。現在

由元智大學學生規劃、管理成二手

玩具屋，同學們隨時可以進去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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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生態池 20 茄苳老樹(閱讀奶 Bar) 

   
時間：1997年 

地點：位於向陽樓前方，靠近西邊 

經過：原本是老舊的自然生態池，

在賴新錦校長任內，有感自然科學

的重要，為題供教師教學及學生上

自然課實際觀察學習便利，爭取到

經費，全面貼磁磚美化，打造更乾

淨，更吸引孩子的學習園地，配合

自然科上課需要，池裡放置了輪散

莎草、象耳、槐葉蘋、水王孫、苦

草、大萍及布袋蓮等水生植物，提

供學生觀察紀錄的絕佳學習機會，

當然後續的工作就需要大家共同維

護了。 

時間：樹齡超過 40年 

地點：向陽樓和中平樓之間，靠近

學校後門。 

經過：茄冬樹是本校最古老的樹之

ㄧ，深獲學生們的喜愛，也曾票選

為學生最喜愛的樹，由於茄冬樹的

葉形為掌狀複葉，葉形特殊，樹形

漂亮，提供了學生最自然的自然生

態學習之旅，更可結合生命教育，

讓孩子更了解大自然的奧妙，培養

學生對萬物懷有一份感恩之心 

 

舉辦學生 20景徵文比賽文章 

5-2楊世秀學生作品： 

和茄笗老樹的回憶茄笗樹是本校老

樹之一，它是那麼的美麗、高大、

翠綠、每天往教室外頭一看，就看

到了茄笗老樹，它雄偉的模樣吸引

了我，我喜歡躺在茄笗老樹的懷裡

吸著清新的空氣，和風徐徐吹向

我，滿眼盡是綠。 

 

 

 

中平國小 20景課程模組架構 
 

 

 

藝術與人文領域 

葵花典禮台、許家老屋—馬賽克拼貼 

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世界之窗--做地球公民 

天文星象館--與牛郎織女相會 
 

閱讀認證 

張林閣圖書館—中平書蟲 

茄苳老樹—打開智慧之窗 

社會領域 

與地方耆老相約饒平石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和風庭園、生態池 
—認識水生植物 

中平 20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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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優質閱讀空間，打開智慧之門  

大家有共識---提升中平孩子的氣質與涵養，一致認為唯有從閱讀教育著手。為了落實學校閱讀護照獎勵

辦法，給予學生實質獎勵，在本校票選第一名的景點---茄苳樹下打造閱讀奶 Bar空間，鼓勵閱讀達 240本以

上的小朋友到現場參與活動，並在茄苳樹下享用香醇的奶茶，由扮演廚師的師長與他們聊書，喝茶。 

 

 建置經過：附近社區商店得知學校為提升閱讀的教育，特別提供已不使用的咖啡吧台，供學校整理成為

閱讀奶 Bar，並協助運入學校，經過學校稍加整修後成為學生閱讀動力的中心，提供學生閱讀的夢想，並配合

公園椅和遮陽傘讓學生可以在茄冬樹下自由的閱讀，頗有歐洲街頭左岸的風味。 

另外又有新竹市的廠商提供一台行動閱讀車，原是賣茶飲的攤販推車，經過改造之後成為學生可以自由

取閱書籍的閱讀推車，並可配合活動推動至合適的場所，相當方便有效果。 

 

   

吧台運回學校，置於不常使用的畸

零角地 
整理中，並加裝帆布防雨 整理後成為學生喜愛的閱讀奶 Bar 

   

組裝公園椅（節省經費，自行組裝） 布置公園椅及傘 
閱讀車下方之櫃子可放每週主題圖

書，並加以上鎖（整理上漆中） 

   

社區家長及參訪貴賓對閱讀車的利

用點子讚嘆不已 

師長與閱讀達 240本的孩子聊書、

喝奶茶 

閱讀達到目標的學生來喝奶茶，由

師長、長官扮演廚師泡奶茶給學生

做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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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之窗 

98年有幸受教育部老舊校舍整建經費補助，不但使學校有老校新生的機會，並將舊有樓梯川堂改造成客

家建築代表的圓樓，不但兼具室內樓梯、多元文化展覽功能，並在原有發展的饒平的家鄉課程的基礎之上，

進一步發展校本課程，將其規劃為培養學生認識世界文化的世界之窗，期能培養學生世界一家的視界。 

   

原本老舊且動線不良的樓梯川堂 

98年教育部整建老舊校舍-將舊有

樓梯川堂改造成客家建築代表的圓

樓 

圓樓內部布置： 

宏觀饒平，打造世界之窗-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課程連結示意圖 

 

 

 

 

 

 

 

 

 

 

            

 打造世界一家親課程之策略： 

一、世界一家親：世界館在人力資源方面結合了中央大學天文所、桃園縣新移民中心、與社區志工等社區資

源來為孩子進行世界課程導覽。館內則以亞台館、歐美館、大非館及星象館為學習內涵；以我們居住的

台灣為出發點，拓展到世界各地，進而進到整個宇宙。讓孩子由近到遠領略世界的多元文化之美、宇宙

的奧妙神奇。 

   

1樓亞台館：介紹亞洲各國及台灣

的人文史地、風俗民情，體會新移

民的家鄉風情 

2、3樓歐美館、大非館：建置歐、

美、大洋、非洲的人文風情布置及

圖書設置，讓學生結合時事，標示

出相對應的位置 

4樓星象館：建置星象漆黑的環境

塗裝，將來配合星空彩繪及天文望

遠鏡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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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製導覽手冊：依照 20景點特色編製書籤與學習導覽手冊。 

   
 

三、培訓解說員：培訓每班 5人為導覽解說員，提供就地學習的種子。 

   

和風庭園導覽員導覽 饒平文化館導覽員導覽 饒平石導覽員導覽 

 

四、打造閱讀城堡：以閱讀為基礎，型塑學生閱讀之樂園。 

   
 

 學校經營創新內涵與策略 

第一階段：由校內老師喪女之痛，化小愛成大愛，捐助校內成立梅林園故事開始，結合學校校內人力資

源及腦力激盪，大家決定親手打造學校，透過師生與社區的對話共同擬定學校創新經營的方向。 

   

 
施工兩棟大樓間為風雨所

苦師生冬天夢靨 

施工中以採光罩方式省錢

省工經濟實惠 

施工後透風採光同時解決

困境優點多多 

樂器表演留影許多學生下

課駐足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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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本校成立 55年，校舍斑駁老舊，透過師生、社區共同決定打造饒平的家鄉，並募集地方經費

及參加教育部特色學校方案榮獲全國特優以及教育部老舊校舍補強經費補助，使本校得以依計畫逐步重塑饒

平家鄉的樣貌，以馬賽克拼貼方式重現許家古厝於校圍內，結合社區發展，將校外廢棄教室打造成社區二手

玩具屋與社區藝文發展中心，將舊教室 3樓，整修成為地區特色館，將風雨教室四樓牆面整修成為饒平文化

舘，也和社區居民與志工家長重新裝修向日葵圖像典禮台，同時重塑社區願景圖像，並改造樓梯成為多功能

的客家圓樓建築，以世界各國風情為主題，分樓建置世界文化館，期能型塑立足饒平，放眼世界的環境營造。 

 

   

許家古厝拼貼完成後全景 元智大學學生彩繪葵花屋 

  

                         

打造廢棄倉庫成文化館 大家一起拼貼葵花典禮台 

 

第三階段：鼓勵師生、家長多元參與，提高師生、社區家長參與感並結合課程小組，透過課程實施與學

生學習結合，使學生心懷中平，彰顯饒平客家學校特色發展。並與社區學術、社會服務、工商業團體互動，

凝聚社區再造力量，並活化校園閒置空間成為社區成長發展中心，實踐關懷型社區理念，讓學生走出學校走

入社區服務，發揚客家饒平精神，建立陽光、希望的新中平。 

 

3.學校經營創新績效舉例如下：  

(1)票選中平 20 景，並舉辦徵文比賽與小小導覽員訓練，讓學校的境教能深化學生心中，培養愛校的情操。 

(2)成立教師教學團隊發展，以 20 景發展課程計畫，配合領域的教學將饒平與世界課程等融入其中。 

(3)行政團隊建置與維護學校環境，提供教師團隊良好的教學場所並發展課程，使行政與教學能融為一體，提

高行政與教學效率。  

(4)鼓勵學校團隊參與相關比賽與發表計畫，將經驗與他校相互分享。 

(5)學生能藉由學校建置的環境，將課堂所學具體參照，深化印象，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