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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School-KDP 2011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方案名稱：提供舞台、改變世界 

主要類組：學生多元展能組 次要類組：學生多元展能組 

參賽者姓名：傅珍紹、陳新平、陳佳吟、陳淑華、謝浩鈞、鄭亦修 

學校名稱：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小 

關鍵詞 

創新主題：提供舞台、展現自我   

創新方式：多元社團、多元成就 

創新成效：培養高峰經驗、鍛鍊自我信心 

 

壹、學校經營創新主題 

地球村的時代，競爭走向全球化，如何立足鄉土並放眼國際變得很重要。本校為培養學生和世界

競爭及鄉土關懷的能力，我們帶領學生做社區踏查、提供多元社團、培養閱讀習慣及好品格，就是希

望提供學生多元帶的走的能力。我們以社區的綠色生活地圖及校內 20個景點，提供學生以國、客、

台、英語練習導覽的情境，培養語文運用的能力。成立了棒球隊、直排輪隊、絲竹樂團，提供學生技

能學習的舞台。培訓糾察隊訓練孩子自治與他治的精神、成立串珠社培養孩子細心與耐心、辦理班級

直笛比賽，讓每個孩子有上台演出的機會，成就與肯定每個孩子的自信。更有在明日之星廣場由自治

市學生主持的學生才藝表演，提供學生展現才能及欣賞他人演出的機會。給孩子一個成就的高峰經

驗，他可能改變世界。 

一、少棒小聯盟品格棒球 

二、直排輪社團 

三、解說員培訓 

四、饒平布馬陣 

五、串珠社團 

六、班級直笛比賽 

七、學生才藝競賽 

八、客家歌謠合唱團 

貳、學校經營創新內涵與策略 

一 少棒小聯盟品格棒球 

緣起 

本校棒球隊曾在 83~85學年度間成立，且曾打進全國賽，但因經費短促，這支優秀的

球隊亦隨之解散。因學區內部份家庭失能、孩子學習意願低落，為給孩子一個可以奮

鬥的目標，96年在校長和家長會的支持推動下，棒球隊又在中平的土地上綻放。希

望球員藉由棒球運動，增進團隊精神與人際關係的發展，並成為允文允武的現代少

年。本校推展棒球有成，承蒙中壢市公所有心發展國球，特委由中平國小籌組中壢市

少棒小聯盟，提供孩子發展的舞台，也期盼孩子哪天能在世界的舞台發光發熱。 

目   標 

一、培養全民正當休閒活動，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二、藉由棒球運動，提升學生品格及社會的道德水準。 

三、能透過棒球練習之團隊生活，讓球員學習待人接物的道理。 

四、為發展全民體育，加強社會及學校體育活動，提倡棒球運動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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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場次 三十場 

日期時間   100年 3月 16 日 ～100年 12月 7日  

地   點 中平國小棒球場 

參加對象 中壢市國小棒球隊 參加人數 約 150人 

師資人數 校內師資：【 3 】人；校外師資：【15】人，合計【 18 】人。 

活動內容 

及 

宣傳方式 

【活動內容】 

一、培養全民正當休閒活動，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二、藉由棒球運動，提升學生品格及社會的道德水準。 

三、能透過棒球練習之團隊生活，讓球員學習待人接物的道理。 

四、為發展全民體育，加強社會及學校體育活動，提倡棒球運動風氣。 

【宣傳方式】 

一、透過各校網頁公告宣傳。 

二、於中壢市公所舉辦記者會進行宣傳。 

活動特色 

(創新作為) 

◆ 中壢市的少棒小聯盟特別著重品格，希望將品格教育融入棒球訓練之中，希望從

基層開始培育「有品有格」的棒球選手。 

◆ 根據桃園縣品格教育核心價值，選擇了：誠信、負責、尊重、禮節、合作、謙恭

作為球場比賽的學習指標。 

效益評估 

一、透過棒球運動鍛鍊孩子強健的體魄及增進孩子正確的運動休閒觀。 

二、藉由棒球聯賽運動提升球員球技與縣內棒球水準。 

三、推動棒球品格教育培養孩子正確的價值觀。 

   

中壢市長致詞 市長開球 少棒開幕典禮 

   
啦啦隊比賽 啦啦隊比賽 啦啦隊比賽 

   

少棒訓練 少棒比賽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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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排輪社團 

緣起 

有幾位家長因孩子喜歡溜冰，多次建議學校成立直排輪社團，因學校場地問題一直沒

有成立。為配合「一校一團隊、一人一運動」政策，在校長爭取到一筆整建運動場經

費及一位國手級直排輪實習教師加入後，經學校主管會議決策，決定推廣溜冰運動並

培養學生專業的直排輪課程。透過熱心家長及中壢市溜冰委員會的協助，目前已有相

當規模，參與學生七十餘人，成績表現以蒸蒸日上。 

目   標 
一、增加運動參與人口，提倡青少年動態休閒活動。 

二、找出孩子的亮點，成就孩子的高峰經驗。 

日期時間  99年 9月～100年 7月 

地   點 桃園縣中平國小 

參加對象 本校國小學童 參加人數 【 71 】人 

活動內容 

及 

宣傳方式 

【活動內容】 

一、著裝訓練。 

二、基本安全防護訓練。 

三、協調性訓練。 

四、加速訓練。 

【宣傳方式】 

一、透過縣府教育局網站及本校公告宣傳。 

二、製作活動海報並張貼進行宣傳。 

三、請體育組協助活動宣傳，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活動特色 

(創新作為) 

 建立休閒習慣，增加全民運動人口。 

 大手牽小手，跨越年齡的限制。 

 提升學生體適能。 

效益評估 

一、建立本縣國小學童正確運動習慣，培養活潑健康之青少年。 

二、增加全民直排輪運動人口，促進國民身心健康。 

三、提升本縣國小學童對直排輪運動之興趣。 

   

暖身活動 教練個別指導 學生基本動作練習 

   
對外比賽 對外比賽 獻獎！增加學校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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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說員培訓 

緣起 

過嶺地區--「饒平的故鄉」，是遷台的饒平客家人聚集最眾的區域，饒平客語甚至曾

蔚為此地的通行語。現在饒平文化逐漸式微，饒平客語也退為宗族間的溝通語，有些

更被其他腔調同化。為保存這些逐漸消失的饒平文化資產，我們推動「饒平鄉土情～

打造饒平的故鄉」課程，發展「過山越嶺、饒富平趣」等系列活動： 饒平小嚮導、

中平二十景解說員。 

目   標 
培訓校園暨生態小嚮導，為學校師生或來訪賓客介紹中平 20景（包含植物），並讓學

生透過觀察、操作的訓練成為植物生態導覽員。 

辦理場次 一場 

日期時間     99  年 7 月 28 日 ～ 100  年 7  月 30  日  

地   點 中平國小會議室&校園 

參加對象 
四、五年級學生 

參加人數 
男（14）人，女（13）人，合計（27）人 

師資人數 校內師資：【 3 】人；校外師資：【 1 】人，合計【 4 】人。 

活動內容 

及 

宣傳方式 

【活動內容】 

一、認識植物基本概念及解說技巧。 

二、認識饒平 20景及中平 20景並實地演練解說技巧。 

【宣傳方式】 

一、透過本校公告宣傳。 

二、製作活動海報進行宣傳。 

活動特色 

(創新作為) 

◆ 讓學生充分了解社區特色，並能珍惜、愛護自己的社區。 

◆ 讓學生充分認識學校特色，並以自己的方式表達。 

效益評估 
一、學生能了解自己社區的歷史、文化、生態、古蹟等，進而愛護社區。  

二、能為師生及來訪外賓解說校內景點特色及景點內的植物。 

   

中平 20景介紹 牛刀小試 認識校園植物 

   

認識校園植物 分組發表 個人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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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9學年下學期利用午休時間分英、閩、客、國語四組訓練 

語言 指導老師 練習時間 

英語 何玉文老師 每星期四 12：40-13：10 

閩語 余淑芳老師 每星期五 12：40-13：10 

客語 羅紫云老師 每星期二 12：40-13：10 

國語 鄭亦修老師 每星期一 12：40-13：10 

 
受訓學生名單： 
【2010璀璨中壢瘋攝影】 

5-1祝嘉敏、呂仲堯、范宏毓、蔣雯卉、5-4陳子洋、鄭安淇 

5-7范竣凱、陳巧聞 

【中平 20景 & 饒平 20景】 

『國語』： 3-8 呂思誼、何姵嫻、張婉萱 4-8廖珮諭、4-2陳映蓉、孫忻慧 

          5-1祝嘉敏、蔣雯卉、范宏毓、陳祈澍、林沛君 

『英語』： 3-8何姵嫻、3-6范姜念辰、皮亞傑、4-2孫忻慧、 

          4-2王誼宸、4-8廖鵬盛、 5-1呂仲堯、 5-3 林大禾、 

          5-3陳家榛、5-6張力恆、 5-7陳巧聞 

『閩語』： 4-2陳映蓉、王誼宸、4-8廖珮諭、4-4游家瑜、張羽澄 

           4-5林郁雯、4-8李俊諺 

『客語』： 2-7劉佳琳、2-8劉昱岑、3-7程薇、4-6魏君宜、5-6張力恆 

          4-1黃雅婄、劉家君 4-2彭于庭、4-5黃雅婈、許欣捷 
 
（三）、為來訪外賓導覽： 

   

為新生及家長解說中平二十景 英國朋友沃夫來訪 客家電視台訪問 

   

特色學校記者會 客家電視台訪問 國家教育研究院儲訓校長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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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饒平布馬陣 

緣起 中平國小位於中壢、平鎮交界，這是中平地名的由來，同時學區中有許多古老的饒平

客家聚落，昔時節慶聚落均有傳承自原鄉之布馬陣團體到中壢市街表演「狀元遊街」，

可惜數十年來此活動已失傳，本校為求深度發展饒平文化，擬將極具饒平特色的布馬

陣推廣到學校、社區甚至社會，除薪火相傳的意義外，讓各界了解客家饒平文化之美，

形塑在地特色和兼顧孩子們未來文化的發展，並促進社會多元文化的發展。 

目   標 一、深耕客家饒平文化，與社區結合。 

二、彰顯在地特色，讓學生緬懷先人之情懷。 

辦理場次 一場 

訓練時間 99年 6月~100年 6月 

地   點 中平國小、社區活動中心 

參加對象 學生、志工團、社區家長 參加人數 80人 

活動內容 

及 

訓練方式 

【活動內容】 

一、布馬製作：布馬舞歷史淵源概說、布馬製作工藝概說、竹材採取、竹篾編織、、

馬頭製作、布馬成型等。由社區媽媽教室召集熟悉針黹的學員，由教師指導完成。 

二、布馬舞展演：布馬舞淵源、表演概說、基本招式練習、整合表演練習等。 

【訓練方式】 

一、志工團、社區家長負責製作校內傳習為主。 

二、以學生以社團方式於綜合活動課時教學。 

三、學期末辦理學生多元展能。 

活動特色 

(創新作為) 
◆ 建立過嶺社區文化並形塑社區在地特色。 

◆ 傳承客家饒平特有文化，並予創新發揚。 

效益評估 一、期待失傳之傳統民俗技藝布馬舞再度回復，提供多元文化學習。 

二、提升客家文化活動品質，有助社會對客家文化更深入認識。 

   

志工團協助砍取竹篾 社區耆老協助紮布馬骨架 志工媽媽協助糊報紙 

   

看！孩子玩的多高興呀！ 參加客家文化節的演出 布馬陣學生和縣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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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串珠社團 

緣起 

陳淑華老師有很多串珠作品於校慶時展覽，某些高年級學生很有興趣，提出想學串珠，

於是陳老師在社團時間開辦「串珠社」，學生報名踴躍，多數學生完成作品後，都很有

成就感，表現優秀，增加不少自信心，也增添一項才藝，並留下美好的校園回憶。 

目   標 讓孩子嚐試探索個人才能，發輝自己的長處，肯定自我成就。 

辦理場次 隔週辦理串珠社團教學。 

訓練時間 隔週二下午 13:10－14:40 

地   點 饒平館三樓餐廳 

參加對象 六年級學生 參加人數 每班 5名，共 40人 

活動內容 除授課教師，另聘請三至五位志工媽媽做個別指導。 

活動特色 

(創新作為) 

讓學生參與串珠學習，提供學生展現才能及欣賞他人作品的機會，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培養有益的休閒活動。 

效益評估 能培養學生欣賞藝術，發展個人才能，展現自我的能力。 

   

上課認真學習 成果發表 作品完成很有成就感 

 

六 
班級直笛比賽 

緣起 

直笛是一種攜帶方便，簡單易學，一個高貴不貴的樂器，大家都可以輕鬆擁有，安心學

習。而且直笛是本校是三到六年級全面實施的課程，每班都可組成自已的直笛隊。為增

加學生學習興趣及動力，特別舉辦班際直笛比賽，讓學生能一展身手，也增強學生學習

樂器的自信心。希望在孩子漫長的人生路途上，遇到不如意事情的時候，有個紓解心情

的方式。 

目   標 
涵養學生學習音樂及演奏樂器之興趣。 

提昇學生之音樂素養與欣賞能力，並促進班級之團隊精神。 

辦理場次 1場 

日期時間 100年 1 月 18 日 

地   點 中平國小饒平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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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 四、五年級學生 參加人數 
男（282）人，女（261）人， 

合計（543）人 

師資人數 校內師資：【 8 】人；校外師資：【 0 】人，合計【 4 】人。 

活動內容 

及 

宣傳方式 

【活動內容】 

以班級為單位，由全班學生組隊參加，以直笛吹奏一首指定曲及一首自選曲，亦可

搭配樂器伴奏或歌唱方式呈現。 

活動特色 

(創新作為) 

結合藝文領域教學，提供機會讓每個孩子都能上台演出。 

效益評估 提昇學生之音樂素養與欣賞能力，並促進班級之團隊精神 

   

校長鼓勵參賽班級 展現平時努力練習的成果 各班努力練習的成果 

   

結合其他樂器演出更豐富 結合其他樂器演出更豐富 得獎班級接受大家的恭賀 

 

    七 學生才藝競賽 

緣  起 

學生的學習早已擴展至社區、社會之中，學習的內容也超出學校能教授的範圍，學生空

學了一身武功卻無用武之地，實在很可惜，所以經主管會議後決定辦理才藝競賽，讓學

生有展現的空間，也讓學生多上台練膽量增加自信。 

目   標 

一、順應學生個別差異，提供表演機會。 

二、展現學生多元智能，增加成功經驗。 

三、培養學生藝術能力，能欣賞別人並肯定自我、展現自我。 

辦理場次 1場 

 日期時間 100年 4 月 18日~100年 6 月 18日 

地   點 中平國小饒平文化館 

參加對象 全校學生 參加人數 
男（792）人，女（687）人， 

合計（14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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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人數 校內師資：【 70 】人；校外師資：【 0 】人，合計【 70 】人。 

活動內容及 

宣傳方式 

由學生自由組隊，表演類型包含戲劇、舞蹈、歌唱、樂器、體育等，讓學生發揮自身才

藝。 

活動特色 

(創新作為) 

結合藝文領域教學，提供機會讓每個孩子都能上台演出。 

 

效益評估 發掘孩子特殊才能和興趣，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欣賞也是一種藝術 小朋友展現直笛學習成果 小朋友展現鋼琴學習成果 

   

小朋友隨著音樂快樂律動 小朋友展現舞蹈學習成果 小朋友展現鋼琴學習成果 

 

八 客家歌謠合唱團 

緣起 本校為教育部客語生活學校，平日即致力宣揚客家文化，校友許時鎮先生經商有成，

並有鑑客語流失傳承不易，看到本校辦學績效不錯，為鼓勵小朋友學習客語、傳承文

化，特別捐資成立。 

目   標 一、宣揚客家文化，宏揚客家精神。 

二、喚起學童之鄉土情懷與社區意識。 

三、學習與尊重並適應多元文化環境，營造祥和社會。 

辦理場次 20場 

訓練時間 隔週星期二下午 13：00 ~ 14：30 

地   點 中平國小 

參加對象 學生 參加人數 42人 

活動內容 

及 

訓練方式 

【活動內容】 

一、願意學習客家歌謠的學生都加以招募，並鼓勵家長參加。 

二、以客家童謠為主，點串一些閩語及國語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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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方式】 

一、以學生集中課堂上學習，聘請寶島客家電台老師擔任教學。 

二、鼓勵學生在家和父母親以客語對話。 

活動特色 

(創新作為) 
◆ 建立過嶺社區文化並形塑社區在地特色。 

◆ 傳承客家文化，並賦予創新意義。 

效益評估 一、讓學童了解客家歌謠之美並傳承客家文化。 

二、期待以合唱團演唱的方式，喚起民眾尊重與包容，共同營造祥和的社會。 

   

老師個別指導 認真學習有獎品喲！ 司令台上又唱又跳 

 

參、學校經營創新績效 

一、棒球隊 2011年榮獲全國關懷盃亞軍、重光杯亞軍、桃園縣敏盛盃冠軍。99學年度全國國小棒球

運動聯賽硬式組第六名。 

二、籌組中壢市少棒小聯盟共 6校參與，預計賽程 30場次。 

三、直排輪隊 2011年獲中壢市長杯溜冰賽團體組第三名。 

四、王偉安.葉秀華.彭立中、陸大丰參加桃園縣聯隊勇奪亞洲盃少棒冠軍。 

五、王偉安.葉秀華.彭立中參加桃園縣聯隊勇奪 100年 TOTO盃冠軍。 

六、周亞璇獲全國中小學運動會壘球擲遠第一名。 

七、劉芸玶參加台灣省會長盃全國溜冰錦標賽獲國小二年級選手甲組 200公尺計時賽第一名。 

八、國、客、閩、英語導覽解說社區 20景、中平 20景、中壢市攝影校園巡迴展等約 1700餘人次。 

九、布馬陣參加 2010桃園縣客家文化節、中壢市客家文化節、平鎮市客家天川日等活動。 

十、學生才藝大賽 2010報名 36隊、2011報名 46隊。優勝隊伍參加畢業晚會公演。 

十一、2010及 2011皆辦理班級學生直笛比賽，學生會吹直笛比例由七成到超過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