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計畫名稱： 

宜蘭縣萬富國民小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萬富萬穗 夢想起飛～創造童年回憶的開放校園 

 貳、 理念目的： 

萬富國小是個很美的學校，她沒有圍牆，她景色遼闊。學校四週盡是一片田野，從春天的

綠色青嫩秧苗到秋天的黃色飽滿稻穗，彷彿象徵萬富孩子成長的喜悅。向東遠眺可望著宜蘭地

標–龜山島；由北向西延伸，則是巍峨的雪山山脈及聖陵線；向南則是親切可人的小丘陵，我

們就被這巨大臂彎環抱著、呵護著。 

走進校園，大草坪及大廣場佔滿了整個視野，台灣欒樹林在四季展現了不同的風貌。雨後，

成群的白鷺總在草坪上漫步；春天，燕子們也總在校舍的樑上築巢。在這裡，徜徉在自然的懷

抱中，生命會告訴你他的美好……以如此深具美感的教育空間，萬富國小絕對有條件滿足人們

對教育的期待與想像。 

   

圖一 萬富國小大草坪 圖二 萬富國小大廣場 圖三 校園台灣欒樹一角 
 

空間領導教學，在這樣優質的環境上，我們要營造視框，引導孩子們去領略週遭場域的美

感，進而激發孩子們的創意，去打造出更優質美好的環境；在純樸的文化中，我們要閱讀其中

的故事，進而培養孩子們感恩惜福的態度，去愛護並認同這片生養我們的土地；在有限的時間

裡，我們要創造孩子們的回憶，進而轉成勇往向前的動力，去實踐他們的夢想。因此，結合了

校園的意象及萬富團隊理念，我們訂定了「萬富萬穗，夢想起飛」的學校願景及其教學架構。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架構，能讓孩子們「飲水思源、把握現在、展望未來」。 

為了實現萬富團隊的理念，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計畫來完成幾個具體的目標： 

一、 將上課場域延伸至室外甚至校外，發展戶外體驗、踏察的課程。 

二、 融合校園環境，營造美學空間，讓學校的特色課程得以展示、呈現。 

三、 充實校內課程所需的軟硬體，以利課程的教學。 

四、 結合在地或外地人力及物力資源，充實學校師資能力、拓展學生視野及學習機會，並藉

以打亮學校品牌。 

我們相信偏遠只是我們的外在環境條件，藉由計畫的執行及團隊的努力，不但能抵擋少子

化及人口外流的衝擊，讓萬富國小能夠再繼續下一個八十六載；在萬富國小的孩子們也必能在

此夢想起飛，體會那高度和遼闊，如同他們美麗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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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資源應用及結盟夥伴： 

行動之前，必須先瞭解我們有哪些資源？能夠支援我們什麼？我們要如何利用？萬富國小

週遭看似只有一大片田野，兩條主要的河流從旁而過。但仔細思索，並將格局、視野放大，發

現能夠為我們所用的資源還真不少。特色可以被創造，資源可以被找尋。只要有心，相信全世

界的力量都會集結起來幫助我們，以下便是萬富國小的資源整理。 

 

資源型態 資源單位 資源提供 

校內資源 
家長會、愛心志工、行政及教

師團隊 

人力、財力之提供，課程設計及

執行 

社區資源 

三星四健會、花蓮農改場、蘭

陽發電廠、三星監獄、三星消

防隊、三星派出所、眠腦休閒

農場、行健有機村、羅東林場、

御鎂花坊、草湖玉尊宮 

人力、財力、技術、文史之提供，

協助學童體驗不同課程經驗，並

將教學場域延伸至校外，拓展學

童視野。 

社會資源 

雲水書車、天下閱讀、中興保

全基金會、永齡希望小學、大

愛媽媽、台北北海扶輪社、台

北聯青社、荒野協會 

人力、財力之提供，輔助學校課

程，例如：品德教育、閱讀教育、

課後輔導、環境教育等。 

環境資源 

安農溪、蘭陽溪、羅東溪、分

洪堰公園、九寮溪步道、拳頭

姆步道、長埤湖 

場域之提供，使學童認識該場域

之自然環境及生態，用身體去閱

讀環境的故事。 

 

   

圖四 慈濟大愛媽媽 圖五 天下雜誌閱讀車 圖六 雲水書車志工講故事 

  

圖七 雲水書車到校服務 圖八 北海扶輪社贈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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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空間故事： 

在萬富，無處不美，即便已在校服務近十年，每天還是被校園的不同面貌、不同角度、不

同發現所感動。校園的晨昏、晴雨、動靜都再再的展現她過人的魅力。現在就邀請您，一同隨

我的筆下，徜徉在美麗的校園中。 

一、 入口意象：珍貴的森氏紅淡比倚著校舍而立，因病而只剩一半，卻展現無比之生命力。

搭配週圍的枯山水，校長將其修剪為日本迎客松的型態，與對面的鳳凰木相望，像是在

向每個進到萬富國小的人們說聲「歡迎光臨」。未來在其後的牆面，將會展示萬富國小全

體師生的陶板作品，讓人一進入校園便能立即感受學校的特色與意象的融合之美。 

二、 校園正面意象：成排的風車，以不同顏色的葉片及立桿組成。每天早上都轉動著迎接來

上學的小朋友，象徵著轉動夢想，轉動希望；黃昏，向孩子們說再見，孩子們的夢，將

持續轉動著，在風起的時候。未來將於對面之空地設置夢想平台，於夢想平台上再放置

夢想塗鴉板，孩子們將可面對風車及美麗的台灣欒樹編織他們的未來。 

三、 校園週圍映像：校園三面，以宜蘭的縣樹–台灣欒樹所圍繞。夏蔭秋艷冬韻骨，春來新

綠上枝頭。四季都有不同的風貌，是萬富國小得以迷人的原因之一。未來將在樹林中以

學校多餘之課椅彩繪後，佈置成室外閱讀座。在落英繽紛處享受閱讀的時光，豈不美哉？ 

四、 校園大草坪：佔整個校地約五分之一，每年畢業前夕，總是上演著萬富國小的傳統–畢

業生及在校生的足球對抗賽。而假日時，偶有浪漫的新人來此拍婚紗，看他們或坐或臥、

或奔跑或回眸，在幸福而開放的校園所享有的空間上，怎能不幸福？ 

五、 森林昆蟲旅館：在校園後方的小森林裡，我們用因颱風而落的樹枝、木頭搭建了昆蟲旅

館，環境教育、生命教育就從這裡開始。 

六、 校舍即是學生陶藝作品展示區：不論在教室外的窗台，還是中央樓梯的外牆；餐廳樓梯

的圓孔牆，還是廁所裡的牆面……經過老師們的創意，就能將學生的作品點綴在校園的

任何角落中。 

七、 教學農園區：萬富國小的小朋友個個都是快樂的小農夫，每個人都耕耘一塊自己的開心

農場。澆澆水，拔拔草，成果採收樂陶陶。未來將於教學農園區劃出一塊可食風景區，

搭配學生的陶藝作品，又將是具有可看性的美麗景緻。 

八、 萬富的四度空間：外在的空間美學，多得說不完。萬富的內在空間–資訊網路，也是美

麗而豐富的。未來將更積極的建置資訊化教學系統及校園植物的 QR code，讓萬富由裡而

外都美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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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食風景區 (2)時光風景區 (3)閱風景區 (4)夢想平台 (5)意象牆面 (6)日晷風景區 

          

       圖九 校園入口       圖十 被修成迎客松之森氏紅淡比   圖十一 成排的風車及台灣欒樹 

 

        
      圖十二 萬富森林                 圖十三 昆蟲旅館        圖十四 漫步於大草坪的小白鷺 

(1) 

(6) 

(2) 

(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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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五 於樓梯外牆展示的陶藝作品          圖十六 學生的陶藝作品展示於校園各角落 

    

    圖十七 教室外窗台亦是展示空間         圖十八 圓孔牆上的陶藝裝飾             圖十九 教學農園 

 伍、 課程美學： 

萬富國小的課程設計一直是緊扣著以創造學生的回憶及培養惜福的態度進而讓自己的夢

想起飛為目的。所以在 96年時便開始逐步建構了課程架構，邊架構邊實施，於 100年時根據

實施的狀況再修正調整。我們認為，這套架構是萬富國小的根本，任何計畫都要依循而為，所

以這次的營造空間美學計畫一樣是依著萬富的根本而行，只是將其中適合的課程加以套用，以

下為萬富國小課程架構表，箭頭標示處即為此次營造空間美學所要搭配之課程。 

圖二十 學校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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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創新教學： 

根據課程架構，萬富國小所進行的創意教學如下：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對應架構 

萬穗農園 

介紹並走訪宜蘭三星的農特產；讓學生體驗禾鴨

米趕鴨活動；學生親自種植農作物，收成後進行

烹調料理；介紹可食風景，並動手製作利用水氣

蒸發現象的自動澆灌裝置。 

在地食材、上將農作、環保節

能 

走讀萬富 

沿著安農溪騎乘腳踏車，並沿途講解安農溪各景

點及其故事；參訪蘭陽發電廠；安農溪泛舟；拳

頭姆步道、九寮溪步道生態巡禮。 

鄉土歷史、水域資源、環保節

能、健康促進、蟲鳴鳥叫、生

態教育 

「陶」然自得 
土條、陶板、手捏、拉坯等創作，並於校園各處

展示；不定期與他校舉辦聯展。 
琴韻美陶 

天文探索 

星座故事文學、認識星座；望遠鏡操作、利用學

校的天文望遠鏡進行日蝕、行星、月球等觀測；

日晷製作及觀測；學習使用星空軟體。 

天文氣象、資訊運用 

綠活、慢活 
利用校園綠活圖結合圖書館查詢進行大地遊

戲，藉以讓孩子們認識校園植物及環境。 

生態教育、閱讀世界、珍愛地

球 

琴韻飄揚 

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每人一把口琴，並進行口琴

教學；全校每人一把烏克麗麗，並進行烏克麗麗

教學。 

琴韻美陶 

 

   

圖二十一 學生親自種植農作物 圖二十二 安農溪畔鐵馬行 圖二十三 安農溪分洪堰 

   

圖二十四 參訪蘭陽發電廠 圖二十五 參訪蘭陽發電廠 圖二十六 陶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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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 陶藝聯展 圖二十八 天文望遠鏡操作 圖二十九 日蝕觀測 

   

圖三十 日蝕觀測活動 圖三十一 萬富國小綠活圖 圖三十二 萬富國小綠活圖 

  

圖三十三 口琴教學 圖三十四 比賽前的練習 

 

 柒、 實施內容與方式： 

根據第肆項「空間故事」及第陸項「創新教學」，我們將要規劃下列區域： 

一、 可食風景區：就現有的教學農園再闢一塊區域進行。可與師生討論可食風景區所要種的

食材以及要佈置成何種風格、何種圖樣的風景，並結合陶藝課程，請學生利用陶土製成

裝飾藝品或盆栽器皿。（配合空間故事第七點及萬穗農園課程） 

二、 時光膠囊區：於校園森林區進行。將學生在夢想平台上的想法於畢業前夕埋入時光膠囊，

再於 10年後回母校挖出，檢視、提醒、回憶。（配合空間故事第二點及綠活、慢活課程） 

三、 戶外閱讀區：於校園台灣欒樹區設置。將校園多餘的課桌椅進行彩繪後，放置於台灣欒

樹區各處，不但將舊物再利用，也提升了校園景觀的質感。（配合空間故事第三點及綠活

慢活課程） 

我們將要建置下列硬體設施： 

一、 夢想平台：夢想平台的設置可供學童想像奔馳、等候家長接送、於塗鴉黑板舒發心情，

也可當做觀星平台。當然，夢想平台亦是學生展現的舞台，可以發表口琴或烏克麗麗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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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踏出夢想的第一步。（配合空間故事第二點及天文探索、綠活慢活、琴韻飄揚等課程） 

二、 校園意象牆面：將萬富師生的陶板作品貼於入口牆面，以凸顯萬富特色及深化入口意象。

往後陸續產製的作品，則將置於班級窗台或各樓梯間以及陶藝教室展示空間（配合空間

故事第一點、第六點及陶然自得課程） 

三、 日晷移置：萬富本來已有建置日晷，但因當初建置位置附近的樹已長大，樹蔭遮蔽了陽

光，因此可藉此計畫將日晷移置其他地方。（配合天文探索課程） 

我們將要建置下列軟體功能： 

一、校園植物 QR code資料庫：將校園植物照片、位置、基本資料一一建檔，方便學生及來賓

即時查詢萬富美麗的校園植物。（配合空間故事第八點及綠活慢活課程） 

我們將要聘請下列師資或人力，以提升教學效能： 

一、口琴、烏克麗麗老師：每週各撥出一節彈性課、一節綜合課與各任課教師們協同教學。（配

合琴韻飄揚的課程） 

二、陶藝老師：利用週六、週日，以班級輪流一個早上或一個下午的方式進行，每班上五次課，

約十週完成。（配合空間故事第一點、第六點、第七點及陶然自得課程） 

三、交通司機：每次的戶外走訪，都需要交通工具，除了校園附近的課程景點可以讓孩子們騎

乘腳踏車外，其他地點還是需要車子載送。不論是老師們、家長們的幫忙，還是公共運輸

工具，司機是不可或缺的人力。（配合走讀萬富課程） 

我們將會印製下列刊物，以展現執行成果，並藉此宣傳學校正在努力的地方： 

一、 萬富萬穗月刊：每個月發行，主要呈現學校各處室每月工作事項及教學活動，發行對象

為萬富國小的家長及各村的村長。（配合空間故事第八點及創新教學各項課程） 

二、 小白鷺校刊：每年發行，主要呈現學生各項作品及學習心得，教師的作品及教學心得亦

會在其中呈現。發行對象為萬富國小的家長及各村村長、及所有到訪萬富國小的來賓。（配

合空間故事第八點及創新教學各項課程） 

三、 編制創新教學各項課程之自編教材：將萬富國小的特色課程教材編印成冊，可供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使用。（配合空間故事第八點及創新教學各項課程） 

 捌、 實施時程： 

103年 1月 1日～103年 12月 31日 

 玖、 預期效益： 

一、所建置的軟硬體能與校園環境及課程需求相得益彰。 

二、透過萬富團隊的引導，學生能從環境及課程中體會生活美感。 

三、學生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將會回憶滿滿，能力滿滿。 

四、透過與社區的溝通與合作，社區能充分利用並愛惜萬富的空間美學建置，進而對萬富國小

產生認同感。 

五、透過與外界資源的溝通與合作，能將萬富的空間美學及特色真正的拓展出去，成為一個有

口碑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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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 經費需求： 

甲式 40萬 

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備註 

資 

本 

門 

1 夢想平台 100,000 座 2 200,000  

2 校園意象牆面 10,000 面 1 10,000  

3 校園植物 

QR code資訊牌 
10,000 面 1 10,000  

4 天文望遠鏡 20,000 台 1 20,000 含赤道儀 

資本門小計 240,000  

經 

常 

門 

1 陶藝老師鐘點費 800 節 120 96,000 每班 5次×4節×6班 

2 口琴老師鐘點費 800 節 18 14,400 團練 18週×1節 

3 烏克麗麗鐘點費 800 節 18 14,400 團練 18週×1節 

4 戶外教學車資 6,000 輛 2 12,000 上下學期各一車次 

5 日晷移置 5,000 式 1 5,000  

6 小白鷺校刊 120 本 100 12,000  

7 各項課程自編教

材 
50 本 70 3,500  

8 雜支 2,700 式 1 2,700  

經常門小計 160,000  

總申請經費合計：肆拾萬元整 

 

乙式 20萬 

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備註 

資 

本 

門 

1 夢想平台 100,000 座 1 100,000  

2 校園意象牆面 10,000 面 1 10,000  

3 校園植物 

QR code資訊牌 

10,000 面 1 10,000  

資本門小計 120,000  

經 

常 

門 

1 陶藝老師鐘點費 800 節 48 38,400 每班 2次×4節×6班 

2 口琴老師鐘點費 800 節 18 14,400 團練 18週×1節 

3 烏克麗麗鐘點費 800 節 18 14,400 團練 18週×1節 

4 小白鷺校刊 120 本 100 12,000  

5 雜支 800 式 1 800  

經常門小計 80,000  

總申請經費合計：貳拾萬元整 

 

丙式 10萬 

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備註 

資 

本 

1 校園意象牆面 10,000 面 1 10,000  

2 校園植物 10,000 面 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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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備註 

門 QR code資訊牌 

3 天文望遠鏡 40,000 台 1 40,000 含追蹤功能赤道儀 

資本門小計 60,000  

經 

常 

門 

1 陶藝老師鐘點費 800 節 12 9,600 每班 1次×2節×6班 

2 口琴老師鐘點費 800 節 18 14,400 團練 18週×1節 

3 烏克麗麗鐘點費 800 節 9 7,200 隔週團練 9次×1節 

4 日晷移置 5,000 式 1 5,000  

5 各項課程自編教

材 
50 本 70 3,500 

 

6 雜支 300 式 1 300  

經常門小計 40,000  

總申請經費合計：壹拾萬元整 

 

丁式 5萬 

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備註 

資 

本 

門 

1 校園意象牆面 10,000 面 1 10,000  

2 校園植物 

QR code資訊牌 

10,000 面 1 10,000  

3 天文望遠鏡 10,000 台 1 10,000  

資本門小計 30,000  

經 

常 

門 

1 小白鷺校刊 120 本 100 12,000  

2 日晷移置 5,000 式 1 5,000  

3 雜支 3,000 式 1 3,000  

經常門小計 20,000  

總申請經費合計：伍萬元整 

 

 

 

 

 

 

 

 

 

 

 

承辦人：              總務主任：                主計：                  校長： 

                      教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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