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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主題成形歷程 

 

 

開花結果 
 
 

 成長茁壯 
 

 

 

 種子發芽 
 

 

 種子休眠 

 

96 學年度  97 學年度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歷程 

時間 

創新主題逐步成形 

組織團隊專業對話成長、課程研發、資源整合、課程實施 

情境建置、課程精進、課程落實實踐 

課程精進、持續推動、 

學生展能、分享成果 

 

         InnoSchool-KDP 2011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方案名稱：打造中平語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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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廣林、陳新平、吳淑敏、劉邦訓、蔡勝雄、陳建彬     

學校名稱：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小 

關鍵詞 

創新主題：閱讀、語文   

創新方式：梅林園閱讀區、閱讀奶 Bar閱讀區 

創新成效：有效提升閱讀環境、永續發展學生語文能力 

壹、學校經營創新主題 

一、創新主題背景與緣起 

        語文學習是一切學習的基礎，影響學生未來發展至深且鉅，語文學

習更是小學階段最重要的關鍵能力，也是孩子成為未來人才的基礎，能

豐富生命、提升愉悅感、有助於記憶、理解、應用、綜合及其他領域能

力之提升，同時也能協助兒童開啟通往世界的窗口。  

        中平國小位處中壢、平鎮交界之地，取「中平」為名，目前班級數

48班，學生數 1476人，因位處於城鄉交界，家長素質呈 M型雙峰化趨

勢，學生單親、弱勢、隔代教養、外配子女及原住民人數近 400位，學

區內尚有國際兒童村保護個案之學生，學生在文化刺激與閱讀習慣養成

上並不充足，因此，我們開設課後照顧班、攜手扶助班、許潮英課輔班、

勤侗課輔班，學校志工進行學習落後學習輔導，我們的努力並無法普遍

性的提升中平學子的語文能力。 

二、創新主題成形歷程 

四年級老師在課發會中提出教學現場之困境，舉凡孩童閱讀理解力低落、寫作能力不足…

等。於是透過學年研究會、領域研究會的討論，經校務會議、課發會，大家一致決議以「打造中

平語文力」為目標，透過悅讀方案計畫、建置優質學習環境、運用多元策略，以國語文為教學核

心，發展班級語文特色，並推動落實認證制度，多方管道提升學生語文能力，讓中平學生更具競

爭力，期給予每位學生高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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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主題結合學校願景 

我們以向日葵花為學校願景圖像，共創「陽光、

希望、新中平」願景（Sun-Hope-New Chung-Ping 簡

稱 SHNCP），希望培育「中流砥柱、平衡發展」的新

世紀兒童。學校訂定「中流砥柱計畫」，建立了『語

文中平』、「品格中平」、「數位中平」、「鄉土中

平」、「藝文中平」等目標，其中以『語文中平』為

首要工作，希望能藉語文教育來強化孩子的核心能

力，提升競爭力。 

 

貳、學校經營創新內涵與策略 

  一、創新內涵 

     （一）、擬定實施期程 

        ◎短期目標（期程：97學年度~98學年度）    

（1）訂定中平國小推動語文閱讀六年計

畫，組訓閱讀團隊，成立教師、家長、

志工讀書會，訂定語文經文背誦分階分

級計畫，建置線上投稿區，推動線上投

稿，出版「中平語文」，訂立獎勵制度

鼓勵學生投稿等。     

（2）落實課發會，結合各大議題，發展閱

讀共讀課程，推動 MSSR，厚植語文能

力，同時設計了「中平國小學生學習護照」分階分級，訂定檢核機制，出版饒平導覽手

冊及培訓解說員，落實推動讀報、閱讀、寫作、經文背誦等教學活動，並提供平台讓學

生展能（如線上投稿、閱讀獎勵辦法），發展具中平之校本特色。 

（3）形塑語文學習環境，結合社區資源，充實圖書書籍，建置行動快餐車、閱讀奶 BAR、「閱

讀葵花田」牆面、「世界之窗」國際語文館、深耕書田平台、閱讀馬拉松，規劃學童學

習成果展覽園地，閱讀葵花牆、世界之窗，讓中平的孩子，處處可讀書，時時想讀書。 

        ◎中期目標（期程：98學年度~99學年度） 

（1）訂定讀報、閱讀、寫作獎勵辦法，結合資訊科技，建置學生語文發表平台，持續鼓勵

學生投稿，訂立班級投稿率，持續推動圖書館教育，增進整體學生的語文競賽水平。  

（2）架構『語文中平』課程圖像，訂定各年級的特色課程主題，持續實施課程教學活動，

發展教材，運用多元評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3）透過課程計畫，帶領學生進行深度閱讀，讓學生在時時可閱讀、處處可閱讀之情境中，

期望達成低年級 50％之閱讀小學士、中年級達成 60％之閱讀小碩士、高年級達成 60

％之閱讀小博士，以建立閱讀風氣，培養出主動閱讀之良好習慣。 

◎長期目標（期程：99學年度~103學年度） 

（1）透過課程計畫，帶領學生進行深度閱讀，讓學生在時時可閱讀、處處可閱讀之情境中，

期望達成低年級 90％之閱讀小學士、中年級達成 80％之閱讀小碩士、高年級達成 80％

之閱讀小博士，以達進階學習之效。 

（2）融入學校特色課程之實施，有效提升學生經文背誦能力，經文背誦通過率達到 8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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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提升寫作能力方面也能達到 80％之投稿率。 

（3）結合明日教室推動，深耕閱讀硬筆字，營造『五星級』之閱讀環境，透過「語文中平」

之願景策略，實踐社區總體營造之永續發展。 

（二）、創新課程內涵 

    中平國小創新課程發展採宏觀觀

點，透過「中流砥柱」精實語文計畫，

運用多元策略深耕孩子的核心能力。

例如：和悅樂章共讀本編排於各領域

教學計畫且融入各項教育議題、由各

學群設計相關教學活動，讓孩子的學

習更多元。又如探索饒平家鄉，結合

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編纂鄉土閱讀手

冊讓學生走出班級，走入校園探索活

化知識，並從生活中體驗學習，培養

學生愛家鄉的情懷。再如「世界一家

親」課程，適時融入相關議題，培養

孩子國際觀的視野，落實多元語文中平課程主軸。 

◎創新課程架構圖 

 

    （1）語文航道：各年級實施經文背誦、另外利用週六假日規劃經文指導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項目 弟子規 百孝經、朱子

治家格言 

五言絕句

*30 

七言絕句

*30 

七言律詩

*20 

論語*20 

方式 親子 背誦 背誦 背誦 背誦 背誦 

統整 晨光檢核 晨光檢核 晨光檢核 晨光檢核 晨光檢核 晨光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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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展能：線上投稿、中平語文出刊、退休風華、閱讀葵花田 

   

建置閱讀網站 

設置線上投稿專區 

運用退休老師編輯 

每月出刊中平語文 

訂立閱讀馬拉松 

表揚閱讀小楷模 

 

（3）和閱樂章：配合各大議題，評選共讀本 36冊 

 

融入各項教育議題及設計相關

教學活動 

  

每班一書箱偍供班級共讀 教師群共同編纂共讀本 

教案學習單 

◎「和閱樂章」班級共讀本實施時間及融入教育議題教學活動 

年級 書目 
所屬 
領域 實施時段 節數 融入教育議題名稱 

一 

紅公雞 

彈性學習領域 

上學期 11.12 週 2 家庭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 
我永遠愛你 上學期 14.15 週 2 家庭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神秘的生日禮物 下學期 11.12 週 2 家庭教育、資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子兒，吐吐 上學期 18.19 週 2 環境教育、品格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英文】Five little monkeys sitting on a tree 生活學習領域 
認識世界 

上學期 11.12 週 2 環境教育、家庭教育、品格教育 

二 

星月 

彈性學習領域 

上學期 3.4.5.6 週 4 環境教育、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卡夫卡變蟲記 上學期 11.12.13.14 週 4 環境教育、家庭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我撒了一個謊 下學期 2.3.4.5 週 4 家庭教育、品格教育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 上學期 6.7.8.9 週 4 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品格教育 

【英文】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 
生活學習領域 

認識世界 上學期 11.12 週 2 家庭教育 

三 

瑞秋‧卡森的故事 

彈性學習 
領域 

上學期 1.2.3 週 3 環境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不是我的錯 上學期 4.5.6 週 3 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是蝸牛開始的 下學期 1.2.3.4 週 4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一隻向後開槍的獅子 下學期 5.6.7.8 週 4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英文】The Carrot Seed 語文領域（英文） 下學期 19.20 週 2 家庭教育 

四 

我的爸爸是流氓 

彈性學習領域 

上學期 1.2.3 週 3 家庭教育、品格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森林大熊 上學期 19.20.21 週 3 環境教育、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有男生愛女生 下學期 4.5.6 週 3 人權教育、家庭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爸爸放暑假 下學期 17.18.19.20.21 週 4 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英文】The Rainbow Fish 語文領域（英文） 下學期 19.20 週 2 海洋教育、家庭教育 

五 

我從西藏高原來 

彈性學習領域 

上學期 1.2.3.4 週 4 環境教育 
一千隻紙鶴 上學期 5.6.7.8 週 4 環境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草莓心事 下學期 4.5.6 週 3 家庭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海洋之書 下學期 8.9.10.11 週 4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 

【英文】The Knight and the Dragon 語文領域（英文） 下學期 19.20 週 2 品格教育 

六 

我的名字叫希望 

彈性學習領域 

上學期 18.19 週 2 環境教育、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親愛的漢修先生 上學期 20.21 週 2 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隨身聽小孩 下學期 4.5 週 2 生涯發展教育、品格教育 
十三歲新娘 下學期 17.18 週 2 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英文】The Piggy book 語文領域（英文） 下學期 19.20 週 2 家庭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和閱
樂章
共讀 

品格 
教育 

永續 
教育 

海洋 
教育 

性別 
平等 

國際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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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閱讀馬拉松：訂立計劃、學習護照、志工檢核認證 

   
利用課發會討論語文課程深化 設計每生一本學習護照 志工組成小組檢核認證 

 

（5）活閱晨光：MSSR持續靜讀二十分鐘、大愛志工靜思語教學 

   

晨光時間推動 MSSR 班級持續靜讀二十分鐘 大愛志工靜思語教學 

（6）教師、學生、家庭讀書會： 
 班級讀書會 教師、行政讀書會 家庭讀書會 志工、社區讀書會 

時間 導師時間 學年會議、主管會議 每周四晚上 週三上午、隔週二晚上 

地點 各班教室 學年教室、圖書館 學生家庭 圖書館 

實施 
現況 

    

 

（7）結合學校特色結合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編纂鄉土閱讀手冊讓學生走出班級，走入校園探索活化

知識，並從生活中體驗學習，培養學生愛家鄉的情懷。再如「世界一家親」課程，適時融入相關議題，

培養孩子國際觀的視野，落實多元語文中平課程主軸。 

 

鄉土閱讀 

  世界一家親-- 
日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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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書換奶茶活動 

募書箱 

（8）「資訊教學社群團隊」結合電子白板教學，活化學校「探索饒平家鄉」特色課程，並將課程融入

語文寫作、藝術與人文領域，展現孩子的寫作與發表潛能。 

   
小書封面、封底 透過小組合作，完成圖文並茂「饒平的家鄉」小書 

 

（9）多元創新活動 

 訂定閱讀書籍為寒假作業之一，每人於開學日上台推薦寒假期間所閱讀的一本好書，藉此

訓練學生表達能力，增加學生閱讀的廣度。 

  

98學年度寒假 ---「虎你有書讀」 99學年度寒假 —「愛來兔（I like to）read」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每年十二月訂為學校圖書館週，擴大辦理閱讀教育宣導活動 

    

 定期於親職教育日舉辦大型募書活動，並在圖書 

館外放置一募書箱，讓舊愛變新歡，藉以充實班 

級圖書，學校各閱讀書香區圖書，並以「捐一本 

書，送一杯奶茶」為號召，獲得師生熱烈回響。 

 

   

靜態活動(主題圖書展覽、原畫展

覽)，展示優良圖書、營造優質閱讀

環境，形塑書香校園。 

簽書會、與作家有約，藉由與作家有約

活動，分享閱讀及寫作心路歷程，誘發

學生創作的動力。 

動態活動(圖書導讀、有獎徵答、悅讀享

讀、摸彩)，培養學生善用圖書室、樂於

寫作分享及親子樂於共讀之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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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家長會長的小客人 

記錄孩子的學習歷程 

硬筆字教學及優秀作品展示 

 

 校長小客人：結合閱讀

寫作獎勵辦法，依閱讀

本數及投稿篇數，累積

滿四次葵花印章，受邀

為校長小客人，與校長

面對面對話及喝奶茶。 

 

 讀報教育—國語日報、大紀元週報：孩

子們喜歡每週五的“國語日報讀報時

間”，用心閱讀 30分鐘之後，抽 2位同

學上台分享報內最想分享的內容，經由

老師示範，大家越說越棒囉！  

 

 硬筆字教學： 從一年級開始扎根， 

從描寫到模寫，養成書寫端正字體的 

良好習慣，強化語文基本能力。 

 

 

二、創新策略 

 （一）、團隊的建置與運作 

   1.行政團隊組：規劃中長期計畫並擬訂可行之策略。 

   2.教學團隊執行小組：擔任語文教學專業工作，負責

閱讀教學及語文相關活動策劃執行、

執行成果回饋與建檔。 

   3.校園志工團隊組（含家長會）：支持學校建構語文中

平校園，提供資源、設備與經費挹助。 

   4.教學團隊賦權增能：利用週三校本進修（打造閱讀

力、如何指導語文教學）或週六時間（閱讀起

步走）另外聘請林文虎理事長入班觀察， 

協助語文指導。 

 

 

  
聘請胡鍊輝主講教出閱讀力 邀請賴妍紋主講親子共讀 圖書志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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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文閱讀環境建置與規劃：胼手胝足— 打造語文中平園地 

   

   

   

 

（三）、資源應用與整合 

 資源整合—支援閱讀相關活動 

   

 資源整合—鼓勵寫作  資源整合—經文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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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經營創新績效 

一、學生展能成果 

 

●校內中平語文投稿篇數統計圖                 ●校外投稿上稿篇數統計表（至 100.05）   

     

 

●讀經通過檢測率                            ●96～99學年度學生借閱人次及冊數統計表 

 

二、課程教材新方案設計與發表＆學校品牌行銷分享成果 

                  ●編纂共讀本教案 

 

 

 

 

●設計鄉土閱讀教材  

●「資訊教學社群團

隊」-- 「打造饒平

的家鄉—優游家鄉」

特色課程融入語文

領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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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升學生快樂適性學習指數、增進家長對學校認同 

 

●家長滿意度調查                          ●學生滿意度調查  

    

 

   四、未來發展與展望 

（一） 透過課程計畫，培養學生深度閱讀，運用多元策略，培養孩子愛上閱讀。 

（二） 致力推動經文背誦，舉辦語文航道檢測，背誦通過率均能達到 90％以上。 

（三） 打造優質語文情境，有效提升閱讀環境品質，讓孩子處處可閱讀，時時想閱讀。 

（四） 充實本校閱讀網站，期能營造一個書籍分享平台。 

（五） 建置線上投稿專區，每月提供不同主題，鼓勵寫作，寫作投稿篇數年年月月大幅成長。每

月出版中平語文專刊，並整年裝訂成冊。 

（六） 融入學校特色課程之實施，提升學生愛鄉、愛地球的情懷。 

（七） 透過多元閱讀策略的推展，持續永續發展學生語文能力。 

（八） 學校經營創新績效卓著獲各方媒體報導 20次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