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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 
成果報告書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屏東縣泰武國民小學 

地址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村阿夫魯岸路 1 號 

校長 賴慶安 
聯絡電話 08-7837903 

E-mail lca88219@gmail.com 

計畫 

承辦人 
林福基 

職稱 總務主任 

聯絡電話 08-7837903 

傳真 08-7837095  

E-mail fuchi.lin64@gmail.com 

二、學校簡介 

（一）全校人數：172 人 

（二）學校佔地面積：1.8541 公頃 

（三）樓地板面積：2811.2 平方公尺 

（四）學校特色：（請簡述學校發展特色與重點） 

1.特色環境： 

（1）排灣文化主體的校園：曾被日本土木學會讚嘆為世界最美麗的學校、屏東縣藝

術廊道特優學校。一走進校門便可看到敘述排灣族誕生的巍巍神話故事牆，左邊佇立頭

目家屋前的祖靈柱與鞦韆，整個校舍以百步蛇的形象一體成型，穿過川堂，便走進了綠

意盎然的陶壺廣場，舉目所及頭目家徽、穀倉、烤芋棚、手紋、圖騰等等，無一處不呈

現排灣族文化內涵，構築排灣族民族教育及國際學習環境。 

（2）博物館化的校園：校園陳列大量珍貴部落已故木雕大師作品，同時也將學生歷

年參加木雕大賽獲獎作品一一展示於學校教室內外牆面上，將排灣精緻工藝結合校園，

宛如是走進博物館的世界。  

（3）與部落一起呼吸的校園：學校把藝文教室化成排灣族特有的石板屋，我們稱之

為泰小石板屋，學校落成典禮當日，部落頭目親自命名擁有至高統治權的家屋名─「得

瑪娜拉特」(Djemaljalat)，這個家名是頭目的兄弟所擁有，代表部落對學校的接納與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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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謂學校也被賦予照顧族人的神聖使命，因此，這冬暖夏涼的會呼吸的房子，成為學

校出版品、學校孩子作品、部落農產與文創物品的展（示）銷中心。 

（4）綠能光電的校園：校舍屋頂架設屏東縣第一座「屋頂一體成型太陽能電池模板」

是目前全世界發電功率最高的模組。其中總共有270片太陽能板，每年發電量可達8萬8500

度。每年可以降低58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等於種下了5200顆樹，是環境教育的最佳

教材，供電所得不但可以幫助學校發展，更符合節能減碳的世界潮流。 

 

2.特色課程： 

（1）民族教育：我們是一間排灣族小學，為孩子提供屬於他的教育是我們責無旁貸

的使命與義務，於是我們發展一套孩子「樂學、易懂」的民族教育校本課程，以「經驗

過去、正視現在、開創未來」為課程主軸架構，涵蓋排灣族文化的文學、生活、藝術、

社會、自然等五大領域內涵，繼而培養孩子的「品格力、學習力、健康力、文化力」。

這套課程設計與發展績效，獲得教育部103年度教學卓越金質獎的肯定。 

繼而，我們在104年申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計畫，不但不斷

滾動課程發展，更要讓校本民族教育課程符應十二國教課綱的核心素養。 

（2）國際教育：因應全球化的來臨，學校依據民族教育校本課程，進而發展校本國

際教育課程，它是從本校文化特色發展而成，課程包括：光電、咖啡、雕刻、登山、古

謠等，以期帶著孩子與世界接軌。「光電」課程因校園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能板而開展；

「咖啡」課程結合部落已認證通過的十一種咖啡品牌，進而擴展與世界各地知名品牌產

地輝映；「登山」課程源自學校每年的攀登北大武山活動，繼而認識世界各地知名山峰

並創發分享校本山野教育課程；「雕刻」課程不但傳承排灣族善於工藝的天分並傳達圖

騰故事的深層文化內涵，更希望透過雕刻藝術強化國際美學交流，繼而豐富在地排灣族

雕刻文化藝術；「古謠」課程是帶領族人回家的路，古謠的世界盡訴排灣族的生活世界，

一字一句都含蓄的傳達各種對人事物的情感，本校的古謠隊曾至盧森堡、比利時、法國、

德國、美國、日本、大陸等地巡迴演出，所錄製的「泰武古謠傳唱．歌開始的地方」專

輯榮獲第 23 屆金曲獎傳藝類最佳傳統音樂詮釋獎，另一張「泰武古謠傳唱．歌，飛過

群山」專輯榮獲第 13 屆美國獨立音樂獎最佳專輯包裝設計獎以及第 25 屆金曲獎流行類

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 

（3）閱讀教育：以閱讀改變學校及部落的未來，我們相信：孩子的競爭力與創造力

來自於對世界的理解，閱讀，是打開孩子世界的這扇窗。我們追求一個「花香書也香的

原鄉」，因此，我們營造優質的閱讀環境，而我們的孩子爭氣的表現一一被別人看見與

肯定─教育部閱讀磐石獎亮點學校獎、英語讀者劇場與相聲比賽的全縣第一，「把夢做

大，把根扎深」的閱讀行動力，會讓世界感動的。 

 



 

 4 

3.特色團隊： 

古謠傳唱隊不但是學校最具特色的團隊，也是國內外頗負盛名的音樂團隊，除經常

獲邀出席台灣各重大典禮、活動演出外，也多次受邀至國外進行表演及交流，短短幾年

足跡踏遍歐、美、亞、澳等國家，以台灣原住民獨特的美聲與國際知名兒童合唱團並駕

齊驅，甚至被歐洲媒體稱為「最親近土地的聲音」。2011 年獲得日本 NHK「Amazing Voice 

驚異の歌聲」全球觀眾票選 TOP 3，2012 年拿下台灣金曲獎「最佳傳統音樂詮釋獎」，

2013 年報名參加美國葛萊美音樂獎，2014 年拿下台灣金曲獎「最佳傳統音樂詮釋獎」，

這些表現可說創造了新世紀原住民音樂教育的典範。 

 

4.近年辦學績效： 

（1）102 年度「教育部閱讀磐石亮點學校」 

（2）102 年度「教育部山野特色種子學校」 

（3）103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4）「教育部中小學學習網屏東縣分臺學校」 

（5）「屏東縣理念學校」 

（6）104 年度「屏東縣藝術廊道特優學校」 

（7）106 年度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特優學校 

（8）第 19 屆「校園建築景觀類推薦獎」 

（9）國際交流活動：國際交流計有美國紐約、日本災區學校、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國王合唱團等。 

（10）媒體報導：NHK、美聯社、原民台、華視、東森；自由時報、聯合報、國語

日報、中國時報；天下雜誌、遠見雜誌、光華雜誌等。 

三、計畫理念及目標 

（一）理念～美感深耕 

1.美感立基： 

EDGAR DEGAS 曾說：「藝術之美不在於眼前所見，而在於感動他人的力量」。原住民

排灣族豐富的文化內涵，惟時代文明世界的衝擊，在地風華已不復見，因此，學校教

育有責任營造優質富排灣族文化特色的美感環境，以涵養具備排灣族文化力的下一

代。 

2.美感播種： 

MARC CHAGALL 認為：「藝術若不是愛的表現，就甚麼也不是」。只有在愛的溫度裡，

教育才能成功，才能影響人的內心，因此，我們一直努力打造一所有愛的溫度的校園，

藉由藝術人文氣息氛圍的播種，涵養親師生的心性，提昇精神生活品質，進而營造樂

善好美的藝文部落與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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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感普及： 

西洋雕塑大師 Auguste Rodin 曾言：「這個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我

們可以透過有組織有系統的課程規畫設計，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以及刻意的校園博

物館化、美術館化與生態化，讓孩子們培養打開眼請細心觀察美的事物的習慣，相信

在孩子的生活中漸漸注入美感的培養，在競爭的二十一世紀，有了美感為後盾，孩子

未來才具競爭力。 

4.美感傳承： 

Vuvu：「qalabu malja qunu！」─耆老說：「孩子們，把該是你們的文化拿走吧！」，

我們深信，學校透過古謠的傳唱，可以揭開排灣文化精髓，導引孩子找到該是屬於他的

樣子，營造孩子徜徉排灣文化藝術饗宴的情境，讓藝術文化進入孩子的生活中、血液中，

最終成為真正具文化美感素養的排灣族人。 

（二）目標～美感的生命力 

1.建置具備在地傳統文化的人文美感校園，展現故事與環境連結的迷人氛圍。 

2.建構美感教育課程規畫設計與教學活動，開展自我價值認同與美感生活化。 

3.有效活化校園空間以營造美感的人事物，發揮建築美學成為藝文特色社區。 

4.營造古謠步道與土地多元微生態的對話，完成具備生態與故事的體驗空間。 

5.運用地形地貌與光風水雲的完美結合力，師生每天的生活都置身於美力國。  

四、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機制及組織 

本校推動「永續與美感校園環境規劃小組」組織如下： 

規畫小組 職稱 姓名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賴慶安 計畫管控 

總幹事 總務主任 林福基 計畫承辦人  

顧問 建築師 劉育佐 專家學者 

課程發展組 教導主任 陳淑芬 推動藝文廊道 

課程發展組 幼兒園主任 陳怡伶 推動幼兒民族課程 

課程發展組 教務組長 阮金福 推動自然教育 

課程發展組 部落藝術家 Daniel 古謠繪本製作 

教學卓越組 導師 查馬克 推動民族教育 

教學卓越組 導師 陳美珍 推動閱讀教育 

教學卓越組 導師 徐秀玲 推動天文教育 

教學卓越組 導師 黃春龍 推動國際教育 

教學卓越組 導師 呂志鴻 推動美術教育 

教學卓越組 導師 董芳君 推動國際教育 

活動推廣組 訓導組長 陳欣惠 推動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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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廣組 教師 戴美香 推動全族語教學 

活動推廣組 教師 林惠美 推動全族語教學 

諮詢輔導組 教師 江曼寧 推動全族語教學 

諮詢輔導組 家長會長 郭茂源 推動傳統工藝教育 

諮詢輔導組 服務員 江志豪 校園綠美化 

意見領袖 學生 何李皓 學生代表 

 

 

 

 

 

 

 

 

 

 

 

 

 

 

 

 

 

 

 

五、整體校園美感環境現況檢討分析 

（一）動線規畫未臻完善： 

本校擁有許多具備文化特色的景點，例如：三色編祈福牆、穀倉、故事牆、鞦韆架、

芋頭棚、石板屋等，但美中不足的是「校園動線的規劃不清」。在國小部（主建築）、

操場與幼兒園之間，少了一條能將校園特色景點加以組織連結，以能帶著師生及民眾

循著自己的感覺，細細閱讀整個校園故事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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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廊道東完西缺： 

目前司令台後方之南大武山生態教材園區，目前規畫部落家長合力種植原住民傳統食

材，除給予部落家長有田耕種外，亦成為學校重要的民族教育教材園，若能與第一期

的排灣族古謠步道接續，將可形成環繞操揚四週的可觀教學生態場域。 

（三）古謠步道畫龍未點睛： 

泰武古謠傳唱隊的美聲雖已征服世界人士的耳朵，但其古謠精緻文化內涵，卻可能連

校內的師生以及部落家長都難窺其全貌，申請第一期的經費，已建置排灣族古謠步道

之雛型，惟融入古謠的生命力、泰武風俗民情與作者的文創魅力之古謠步道，還須第

二期（106 年）的經費挹注，才能更臻完整，相信在持續的建構下，排灣古謠不單只

聽其聲，更能體悟其內涵瑰麗並翻轉空間美感且加速傳揚。 

（四）人文藝術廊道獨領風騷： 

本校榮獲 104 年度校園藝術廊道評鑑特優，其建置完成之「校史廊道」、「彩繪廊道」、

「文化廊道」與「生態廊道」，因融入當地排灣文化意象，活化校園空間展現族群文化

核心價值，並達成校舍與社區融為一體，建立在地生活化藝文特色社區，成為學校校

本課程最佳教材的具體呈現。目前正積極籌畫之「古謠步道」、「石板廊道」、「琉璃隧

道」，若能於近期完成，將使校園之美感環境更加完整。 

（五）嬌客過門不入： 

紫斑蝶每年冬季會群體在台灣南部山谷越冬，春季則在春分前後開始往北方遷徙到台

灣中北部地區，而本校校址剛好位於紫斑蝶遷徙路線上，只可惜，校園內未種植蜜源

植物，因此這群可愛漂亮的遠方客人都不願意進來泰武國小校園歇息，泰武孩子們不

但失去認識這群前翅背面紫色，並且帶有物理光澤；舞動翅膀時，蝶翼上的鱗粉經由

陽光折射，會因為角度的不同，而呈現出或淡紫、或豔紫、或亮藍的夢幻般紫色光彩；

耀眼、奇幻、流竄成河的紫色大軍，它是排灣族與魯凱族世代相傳之寶藏，更可惜的

是，校園流傳的蝴蝶帶領族人尋找最佳棲息地的感人故事，只能望著牆壁圖案與吊掛

的仿製品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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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美感環境建置圖示說明 

1.人文藝術廊道： 

  

校史廊道：學校歷史細說從頭、八八風災重建搬遷史、校園在吾拉魯滋部落重建 

  

彩繪廊道：駐校外國藝術家與學生的共同作品、排灣族獨特的蝴蝶文化 

  

生態廊道（南大武山教材園）： 

（一）位於獵人草原區的對面（操場的另一側）。 

（二）園區內栽種原住民傳統植物例：芋頭、樹豆、薑、月桃葉等，成為實施民族教育課程

的重要教材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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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廊道：以排灣族琉璃珠來妝點校園、華麗的圖騰象徽地位與榮耀、會說故事的手紋、

各班家名是傳統領域的地名也是登北大武山的各休息站名。 

2.重要建物意象 

  

三色編祈福牆：三色編祈福牆有尊貴、賜福、

避邪的意思。 

祖靈柱：本校在頭目的應允下，立起祖靈

柱，宣告學校在此落地生根，建立新家

園。上方建校的紀念碑文，勉勵來者不忘

歷史，永懷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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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倉：穀倉是排灣族財富的象徵，也是排灣族

祖先智慧的記號 

石板屋：有著「會呼吸的房子」稱呼的排

灣族石板屋，冬暖夏涼。 

  

鞦韆：婚禮時盪鞦韆代表邀請祖靈到人間來給

新人祝福庇祐。 

烤芋棚：芋頭是排灣族傳統食物，將芋頭

烘烤成芋頭乾，作為打獵的乾糧或做成傳

統美食奇拿富(canavu) 

 

六、106 年度申請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一）執行構想、策略及方法 

1. 執行構想 

(1)古謠步道完備美力，營造獨特的文化色彩空間 

囿於第一期經費的限制，乃積極申請 106 年度第二期計畫，不但解決校園動線規劃的

缺漏，更能完整建置獨具排灣文化美感的古謠步道，讓孩子可以在步道上，因不同的

位置、時間與角度，可以盡情淌洋於廣大綠草如茵校園中，所呈現地景色彩變幻風貌

與天上浮雲的千變萬化，無限延伸孩子的想像力。  

(2)古謠花卉植栽故事，散發藉花獻愛的寄情美感 

在古謠步道旁，錯落種植北大武山及古謠故事中的植物，重新演繹排灣族生活智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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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象徵。如此，不但軟化步道的單調性，更讓地景的特殊性，引發孩子說神話故

事的慾望與引吭高歌的情緒。 

(3)琉璃隧道七彩繽紛，洞裡洞外時時散發精彩感動 

位於石板廊道尾端與南大武山交接處建置浮雲山丘，間有琉璃隧道穿梭而過。其目的

為，因應操場跑道使用的特性；象徵猶如經過時光隧道走入祖先生活世界；可做

學生攀爬嘻戲並能坐其上，而用不同角度，細細品味全校樣貌與優質美感。 

(4)古謠繪本創意師生，張張圖畫展現族人對美的追求 

 緊接編輯第二本古謠繪本故事書，秉持師生共同完成畫作的做法以及故事內容用三種

語言陳述（國語、英語、排灣語）外，故事內容的取材將有別於第一本童謠故事的取

材方向，而取自排灣古謠的生活情歌故事。 

(5)自然界的微風，山丘裡的迴響 

原設計構想是在山丘側設置風管，每當微風吹過或孩子敲擊，風管的迴響聲和著孩子

高唱古謠的樂音，飄蕩於校園中與社區部落中，讓孩子從生活中體驗音律之美。但在

實際施作時，風管反而會阻礙步道的動線，經學校同仁、設計師及藝術家討論後，改

以在涵管上方以傳聲筒方式，搭配校園中常見鳥類—五色鳥為設計概念，取其悅耳的

叫聲應和著山丘的微風。 

 2. 執行策略與方法 

  執行策略 執行方法 

一、規畫階段（目標管理） 
一、廣徵意見：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校園美感環境再造 

申請計畫」之精神與實施項目，據以蒐集學校美感環境問

題與發展方向。 

二、召開共識會議：召開「校園整體規劃小組」會議，討

論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可申請項目。 

三、成立學校「永續與美感校園環境」推動小組並訂定各

組工作目標。 

四、研擬計畫：草擬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五、訂定激勵措施與辦法。 

二、執行階段（走動管理） 一、延聘多方專業人才，提供專業與經驗。 

二、進行工程招標並成立「工程控管小組」。 

三、定期召開「工程控管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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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定相關課程與教學活動方案。 

五、辦理相關研習課程，精進教師知能。 

三、檢核階段（全面品質管理） 一、依據檢核指標，確實工程控管及驗收 

二、設計回饋單了解親師生意見。 

三、設立意見反應管道（意見箱、電話、網站等） 

四、專業對話：利用正式與非正式會議，進行心得分享。 

五、成果發表：辦理成果驗收與發表，有效鼓勵參與績優

人員。 

四、改善階段（參與管理） 一、調整人力與運作模式：召開改善檢討會議，重新安排

組織人力並重新組合資源分配。 

二、時間管理：提供工程人員更多時間修護。 

三、提供必要資源以能改善工程品質與教學成效。 

五、永續階段（知識管理） 一、納入校本課程 

二、資料建檔 

三、納入校務發展計畫 

四、人力培訓 

五、爭取財源挹注 

（二）執行內容 

執行內容項目 說明 

1.排灣古謠步

道 

（1）機能上：延續 105 年度第一期計畫未完成之連結國小部教學區、幼

兒園教學區與南大武山生態園區之連絡道路。 

（2）外觀上：材質選用黑色木紋石板併接為主體，以減少對綠色草皮色

彩的衝突。 

（3）施作上：木紋石板伏貼於地面，並在其排列方式上做變化，體現幾

何之美。 

（4）教學上：木紋石板的排列方式並非一成不變，藉以呈現不同幾何圖

形，如此一來，孩子有機會對照排灣族文化中服飾、住屋之圖騰或者是手

紋的紋樣，進而了解不同文化的意涵，激發更多藝術美學的創意。 

（5）文化上：對一個沒有文字的排灣族來說，古謠是蘊藏族群文化的精

華，是完整訴說生命，是帶領族人找到回家的路，是讓族人可以真正成為

排灣族人，因此「古謠開始的地方，生命開啟了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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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栽花卉 排灣古謠步道兩側，錯落栽種北大武山及古謠中傳唱的植物（羊齒、梔子

花、山芙蓉、九芎…等），呈現這些植物，除可調整美化步道硬體的調性

外，也提供孩子們有利環境去探索這些歌謠中植物在排灣族原住民生活中

的意涵。另外，結合學校原本的南大武山教材園區，可豐富校園內植物質

量，進而有效推動校本課程（民族教育與國際教育）與遊學課程，有效提

昇孩子對排灣族傳統常用植物的認識與素養。 

3.琉璃隧道 石板廊道末端處與南大武山間，計畫施作浮雲山丘，間有琉璃隧道，意謂，

孩子們走過古謠步道的生命旅程與叢叢森林（石板廊道）後，再通過琉璃

隧道時光機，即可進入舊部落祖先們曾經開疆土，建立家園的傳統生活領

域。另外，洞外因架高施作之故，孩子們可攀爬其上嬉戲追逐，又可安靜

的坐其上，好好欣賞學校各個角落的迷人風景，所以浮雲山丘提供學童另

一個休憩、遊玩、探險的新天地。 

4.古謠繪本 集結校內古謠教學老師、部落藝術工作者、族語老師以及學生，共同編寫

第二本古謠繪本故事。故事內容主軸採自一首排灣古謠歌詞，繼而依排灣

文化的生活價值，發展而成一篇完整的故事，其整個故事的中心思想概

念，皆在闡述傳達一個排灣族人做人的基本態度與作為。另外，每一張的

畫作，都由師生依據故事內涵共同創作完成，並且以三種語言呈現。最後

此繪本不但做為民族教育與遊學課程的教材外，亦要改編成英語讀者劇場

的劇本。 

5.敲擊樂器 在山丘側林木間設置有趣的互動樂器，由本校常見的五色鳥當男女主角，

象徵情人在山林間迴盪的聲響，並利用琉璃隧道的傳聲效果，讓孩子吟唱

古謠的樂音，飄蕩於校園中與社區部落中，讓孩子從生活中體驗音律之美。 

6.減法藝術 學校大門口進來之步道以及三色祈福牆前之地板，原本因學校辦理遊學課

程而彩繪之屏東縣地圖（用以展示屏東縣各原住民部落之相對位置）及世

界地圖（用以顯示世界各國咖啡產地），因造成校園過多色彩，而產生校

園主題訴求混淆問題，因此將進行兩處地圖的清除。另外，為避免校園中

過多具象化的圖騰與裝置藝術品，除了在本計畫中不再額外加添圖騰與裝

置藝術品外，也將運用其它經費予以整理與調整現有校園之圖騰與裝置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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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歷程 

1. 輔導與執行紀錄 

時間 內容 紀錄 

106.08.10 臺 教 師 （ 一 ） 字 第

1060106653H 號函核定補助 

 

106.8.18 設計師與校方提出兩版立體

模型，經討論後決議以（2）

版進行後續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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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5 設計師提出設計圖面  

107.11.8 設計師提出第二次設計圖面  

107.2.10 設計師與計畫輔導團隊討論

工程後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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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27 設計師與計畫輔導團隊討論

工程後續措施 

 

 工程開始：106.11.30 

 

 工程完工：107.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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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第一次驗收：107.02.07 

 

2. 施工過程記錄（執行各項工程照片與文字說明） 

項目：施工前 

 

 

 

 

說明：步道施作前原始地貌 說明：步道施作前原始地貌 

  

說明：基地整理 說明：基本放樣 

項目：施工中 

  

說明：沙坑舖設 說明：沙坑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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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枕木舖設 說明：涵管舖設 

 

 

說明：月桃葉移植 說明：將月桃葉搬回教室進行月桃編織課程 

 

 

說明：石板廊道楓港石舖設 說明：孩子來協助步道的舖設 

  

說明：以石板立砌的方式舖設步道 說明：以石板屋頂的堆疊方式呈現傳統工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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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孩子站在高處 遙望著北大武山 說明：從琉璃山丘的涵管望向校園 

（四）完整呈現成果 

1. 施工前後比較圖 

  

說明：施工前 說明：施工後 

 

 

 

 

 

說明：施工前 說明：施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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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項目展示圖 

(1)排灣古謠步道：以石板及楓港石舖設第 2 期步道 

 

 

 

 

 

 

 

 

 

 

 

 

 

 

 

(2)植栽花卉：步道兩旁栽植排灣族傳統值物(九芎、萬壽菊、烏心石、羊齒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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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琉璃隧道：古謠步道上閃亮的琉璃 

 

 

 

 

 

 

 

 

 

 

 

 

 

 

 

 

(5)古謠繪本：師生搭配「Sine venga  充滿回憶的舞歌」創作「二峰圳的和服」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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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敲擊樂器：在步道上設計傳聲筒及互動樂器 

 

 

 

 

 

 

 

 

 

 

 

 

 

 

(7)減法藝術：將原本繪製於校門口的屏東縣部落地圖抹除，留下純淨的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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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活動及教學結合與融入 

項目：民族教育課程 

 

 

 

 

 

 

 

 

 

 

 

 

 

說明：山丘上吟唱古謠「男女情歌對唱」 說明：山丘上吟唱古謠「男女情歌對唱」 

 

 

 

 

 

 

 

 

說明：民俗植物與文化故事 說明：民俗植物的運用「編花冠」 

項目：藝術與人文課程  

 

 

 

 

 

 

 

說明：情歌故事融入表演藝術 說明：藝術家指導學生表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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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藝術家指導學生表演故事情景 說明：家長與學校同仁一同支援演出工作 

項目：閱讀教育課程 

 

 

 

 

 

 

說明：將先民開墾的故事融入繪本故事 說明：將先民開墾的故事融入繪本故事 

 

 

 

 

 

 

 

說明：教師利用繪本說故事 說明：教師利用繪本說故事 

 

（六）相關資源整合及配套措施 

1.召開「永續與美感校園環境規畫小組」會議討論校園環境再造計畫並請校內美術老師、

民族教育老師、建築師提供不同角度之專業意見。 

2.持續申請並參與《富邦原鄉藝術培力計畫 x 優席夫「很繪」玩顏色》，培養孩子美的眼

睛，散播感動他人的美學魅力 

3.結合「十二年課綱前導計畫」逐步修訂校本課程，以「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為課程

核心素養，並融入排灣族的藝術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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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原住民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引進教師人力與經費

資源，共同營造校園美感環境。 

5.整合「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以民族教育為特色之學校本位課程實施計畫」，營造在地文化

的美感生態環境。 

6.整合「夏日樂學試辦計畫」，讓校園成為戶外教育的實踐場域。 

7.配合學校「第三學期課程」，引進社區耆老進行協同教學，汲取部落長老的美感智慧。 

8.申請「106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計畫」聘請大學專業師

資，培育原住民未來藝術人才 

9.申請「林務局植栽」及「屏東縣機關學校環保綠化計畫」，配合校園綠美化及本土化運動，

栽植傳統民俗植物，除了綠美化校園外，亦可做為文化傳承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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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執行進度 

時間 

 

工作項目 

106年 

3月 

106年

4月 

106年

5月 

106年

6月 

106年

7月 

106年

8月 

106年

9月 

106年

10月 

106年 

11月 

106年 

12月 

106年 

1月 

106年 

2月 

召開討論             

提出申請             

第一、二階段初審             

第三階段決選             

設計規劃計畫書審

核 
         

   

進行工程招標             

進行工程施工             

進行成果驗收             

經費核結             

排灣古謠步道二

期工程建置 
         

   

石板廊道             

古謠花卉植栽             

琉璃隧道             

古謠繪本             

敲擊樂器             

課程發展與教學             

配套措施             

（八）後續管理維護機制 

1.總務處登錄學校財產系統並負責列管維修與保養。 

2.總務處樹立正確使用方法與惡意損壞賠償之標語。 

3.訓導組列入每天清潔區域，負責班級導師與學生負起清理責任，如發現毀損立即回報

總務處。 

4.利用全校集會時間、家長大會及重要活動機會，適時向親師生宣導共同維護的使命。 

5.學期初配合總務處「校園安全健檢」，進行「古謠步道」、「石板廊道」、「浮雲山丘」與

「琉璃隧道」的修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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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定期修剪校園植物，以維護校園整體環境，協助學校課程教學。 

（九）經費預算（詳附件 3：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1.計畫總金額：資本門 999,000  元，經常門 111,000   元 

2.申請補助金額：資本門 999,000  元，經常門  0  元 

3.自籌金額：資本門 0  元，經常門 111,000   元 

4.自籌比率：10% 

5.自籌經費來源：屏東縣政府 

（十）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1.親師生浸淫排灣古調步道之獨特美感魅力，提昇學習排灣文化動機與生活美感素養。 

2.排灣古調步道建置可完備學校動線運作，有效解決國小部與幼兒園無連接走道問題。 

3.師生與訪客樂於步道上欣賞校園的風景，習慣觀察步道下微生態小生物的生活樣態。 

4.建置完整校園課程地圖，增加排灣民族植物特色課程實作場域，並讓孩子快樂學習。 

5.親師生熱切參與戶外休閒、閱讀、運動與才藝活動，提昇社區部落生活美學之水平。 

6.人文藝術廊道、南大武山生態步道連結排灣古調步道，展現生態與人文藝術之校園。 

七、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申請項目表 

 （一）申請校園美感環境再造項目（申請項目請打 V，可複選） 

申請項目 申請細項 勾選欄 備註 

1. 學校特色表現美學 

1-1 學校專業特色表現   
1-2 學校歷史文化特色表現   

1-3 社區文化特色運用 v 古謠步道 
古謠繪本 

2. 校園建築景觀美學 

2-1 學校建築與空間優化    

2-2 校園景觀與環境行為改善 v 古謠步道 
石板廊道 

2-3 歷史空間改造與再生   

3. 校園綠能生態美學 
3-1 生態美學教育   
3-2 資源循環系統營造與美感   
3-3 生態場域學習載具設置 v 古謠花卉植栽 

4. 校園環境創「意」
美學 

4-1 校園的空間藝術設置與深化 
v 浮雲山丘 

琉璃隧道 
互動樂器 

4-2 校園環境色彩規劃   
4-3 校園環境文化人因系統規劃   

5. 其他有助提升校園
「美感教育」之項
目 

5-1 減法藝術 v 面狀地圖彩繪
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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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項目說明 

項目內容 學校申請項目條件說明 學校需求說明 
1-3 社區文化特色運用 學校是原住民排灣族學校，目前校園硬體

建築處處可見展現文化特色之規畫。另

外，本校推動排灣族傳統古調歌謠多年，

歌謠隊曾榮獲二屆金曲獎殊榮，多次應邀

至國內外演出，其古謠故事的了解與文本

資料的收集堪稱豐沛 

建構排灣古謠步道，把古謠的文化內涵主題化、意

象化與意境化，力圖重現祖先的時空，營造師生吟

唱歌謠的情境。同時，出版古謠故事繪本，讓師生

結合故事文字與創意畫作，促成古謠故事課程化，

古謠繪本散發排灣美學的感動力。 

2-2 校園景觀與環境行為改善 學校申請 105 年度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並施

作國小教學區與幼兒園之間之古謠步

道，惟因經費限制，古謠步道未能完整呈

現應有之面貌，故積極申請 106 年度第二

期經費。 

學校已建置完成獨樹一格之「校史廊道」、「彩繪廊

道」、「文化廊道」和「生態廊道」，若能接續完成

「古謠步道」第二期工程並加入「石板廊道」、「浮

雲山丘」與「琉璃隧道」，則本校將能提供孩子、

社區與校外人士一個人文藝術、生態探索、觀天賞

地色彩的絕佳美感體驗場域。 

3-3 生態場域學習載具設置 學校建校之初就取得全體教師共識，其校

園的植物僅能栽種台灣原生種的樹種，以

及植栽排灣族傳統食用植物，因此，校園

培育的樹種皆為台灣原生種，而為了推動

校本民族教育課程，於司令台後方（南大

武山），由部落長者與師生共同建置完成

具文化特色之民族植物園區。 

古謠步道旁錯落栽種北大武山及古謠花卉（火廣

竹、羊齒、梔子花、山芙蓉…），不但可調和步道

材質本身的陽剛氣息，呈現柔美線條，還能呼應步

道意涵，有效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更能延伸原有

民族植物園區，豐富校園植物教學環境。 

4-1 校園的空間藝術設置與深化 目前學校裝置藝術除陶壺廣場之麻雀（材

質為漂流木）外，還在走廊與校園妝點琉

璃珠。 

在山丘側設置風管，每當微風吹過或孩子敲擊，風

管的迴響聲和著孩子高唱古謠的樂音，飄蕩於校園

中與社區部落中，讓孩子從生活中體驗音律之美。

另外，琉璃隧道在文化上代表的是一個時光機，進

入祖先（他族）的生活領域必須躬身謙卑，尊重這

塊土地每個生物，其次，在美學上，透過琉璃內光

影的變幻，體驗色彩的組成與繽紛，同時，浮雲山

丘可盡情飽覽校園物換星移與雲絮的魔術表演。 

   

承辦人簽章 承辦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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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學校： 

屏東縣泰武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泰武國小排灣古謠步道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計畫期程：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資本門 999,000  元，經常門 111,000   元 

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資本門 999,000 元，經常門  0 元：申請補助經費比率：90 % 

自籌款來源：■縣市政府    □學校 

自籌款：資本門 0 元，經常門  111,000 元；總自籌經費比率：10 %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稿費 40,000 1 40,000 繪本課程編製   

印刷費 25,000 1 25,000 課程教材印刷   

工作費 1,600 25 40,000 樂器設計及製

作 

  

雜支 6,000  6,000 辦公用具、耗

材、二代健保 

  

小計   111,000    

設備

及投 

資 

工程 999,000 1 999,000 詳如附件工程

概算明細表 

  

       

小計   999,000    

合  計   1,110,000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

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

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

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

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

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

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90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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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際教育：因應全球化的來臨，學校依據民族教育校本課程，進而發展校本國際教育課程，它是從本校文化特色發展而成，課程包括：光電、咖啡、雕刻、登山、古謠等，以期帶著孩子與世界接軌。「光電」課程因校園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能板而開展；「咖啡」課程結合部落已認證通過的十一種咖啡品牌，進而擴展與世界各地知名品牌產地輝映；「登山」課程源自學校每年的攀登北大武山活動，繼而認識世界各地知名山峰並創發分享校本山野教育課程；「雕刻」課程不但傳承排灣族善於工藝的天分並傳達圖騰故事的深層文化內涵，更希望透過雕刻藝術強化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