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縣瑞芳鎮濂洞國民小學
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學校特色計畫
臺灣的東北角璀璨亮麗
有一所黃金山水特色學校
她背倚基隆山面朝陰陽海
壯闊的海與天是天生麗質的寫照
質樸脫俗的妝扮讓造訪的文人雅士無不驚艷
讚嘆她的美麗喻為濱海的世外桃源
濃郁的礦山風情深情的述說著一個個的故事
這是一所獨一無二的陽光小學
壹、計畫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 96.6.20 台國（一）字第 0960127521 號函「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
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學校特色方案審查計畫」辦理。
二、依據臺北縣政府 96.8.21 北府教社字第 0960554587 號函辦理
（轉知教育部審查計畫）。
三、依據臺北縣政府 96.12.7 北教社字第 0960804921 號函修正計畫
（轉知教育部核定補助學校一覽表）。
貳、計畫目的
一、我們衷心的希望：
我們衷心的希望：
（一）學生受教品質提高：培養具競爭力的學童。
（二）教師專業能力展現：教師成為卓越的教師。
（三）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學校成為優質的學園。
二、本計畫三大目的：
本計畫三大目的：
（一）透過「活化校園空間」，營造優質學習環境及經營精緻社區小學。
（二）藉由「發展特色課程」，結合產官學建立夥伴關係並活化教學。
（三）經由「方案執行成效」，締造濂洞國小的附加價值與永續經營。
參、資源應用
一、秉持「在地經營、永續發展」原則，有效運用各項資源融入學校課程。
（一）社區環境資源

環境資源地點

社區環境資源一覽表
可運用之資源

瑞芳鎮
金九水地區

臺灣東北角的明珠，有山有水景色宜人的「婚紗小鎮」。
金瓜石、九份、水湳洞地區是黃金的故鄉。名導演吳念真說：
「瑞芳金九水地區，是台灣海拔 350 公尺以下最美麗的地方，
是他創作的泉源。」
黃金瀑布
黃金瀑布是陰陽海重要的源頭之一，因礦砂沉積及地勢落差
而形成金黃色的瀑布奇景，是最佳婚紗攝影點。
陰陽海(黃金海)
陰陽海位於水湳洞的濂洞灣，因海灣中的海水顏色呈黃褐
色，與外海正常海水的藍色成鮮明對比，因而得名（又名黃
金海）
水湳洞選煉廠(黃金城堡) 又名十三層於 96 年被選定為縣定歷史建築，後面有 3 條像巨
龍一樣攀沿上山的廢煙道是濱海公路旁有名的地標。
金水公路(黃金公路)
從金瓜石到水湳洞的金水公路，是一條聯絡山城到濱海的陡
峭彎曲山路。 金水公路一面環繞著山丘盤旋，另一面卻緊挨
著深不可測的河谷。可媲美宜蘭的九彎十八拐，峰迴路轉，
處處驚喜。
（二）單位及社教機構
單位及社教機構一覽表
單位名稱
可運用之資源
瑞芳鎮公所 協助整合瑞芳鎮資源及推動特色學校相關活動。
黃金博物園區 位於金瓜石山城裡，擁有豐富的歷史人文與自然資產，是臺灣首座以生
態博物館為理念所打造而成的博物園區。
威遠廟
認識先民開闢家鄉的歷史人文及廟會活動。
勸濟堂
前身是一座神壇，也是金九地區鑾堂的代表之一，後來發展成為金瓜石
的信仰中心。
深澳電廠、 提供獎助金協助學子午餐、補助經費協助校務。
瑞芳獅子會
和光工業公司 位於瑞芳工業區，提供獎助金協助學子午餐、學雜費補助。
瑞芳區漁會 提供海洋相關課程教學與體驗場所。
瑞芳鎮觀光推 行銷地方文化特色，帶動瑞芳觀光產業的發展。
展協會
水湳洞派出所 與社區及學校共同維護治安，肩負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責。
（三）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一覽表
姓名
田耐青教授

任職單位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協助項目
具多元智能理論、學習風格模式之專長，提供學

校經營策略諮詢、課程發展指導。
安嘉芳教授
國立海洋大學
課程諮詢（水湳洞口述歷史暨影像紀錄協同主持
人）。
陳健一
社區大學講師
專長為環境教育，提供社區環境資源應用及課程
發展諮詢（金瓜石老礦工口述歷史暨影像紀錄企
劃人）。
黃金富、李春男 瑞芳鎮民代表
現任瑞芳鎮民代表及里長，提供學校經營策略參
許麗玲、黃金盛 里長
考，整合社區各項資源，並協助爭取經費改善學
校設備。
陳金源、黃國貞 本校家長會會長
整合家長及社區資源、提供學校經營策略參考。
游木榮、曾建華 本校家長會委員
關心校務是校內最熱心的家長志工，協助辦理學
習活動。
王騰崇
黃金博物園區館長 全力支持教育工作主動挹住資源協助特色學校
相關活動
周台鳳
總幹事、理事長
台北市愛國東路婚紗街發展協會總幹事、台北市
藝文創作人員執業公會理事長。
林棟燦、林雨寰 社區規劃師
九份喜來園景觀民宿主人林棟燦、林雨寰父子專
長建築及平面設計，協助課程、活動諮詢。
唐羽寬
瑞芳鎮福住社區發展 文史工作者，熱愛鄉里，對推動鄉裡活動俊熱忱
協會理事長
與理想。協助課程、活動諮詢。
陳誌勇
永慶社區發展協會總 文史工作者，熱愛鄉里，對推動鄉裡活動俊熱忱
幹事
與理想。課程、活動諮詢及支援工作。
賴樹國、高龍朱 地方耆老
社區專業人士，對於廟會及民俗活動學有專精。
李榮乞、李俊德
課程及活動諮詢，協助本校校務發展，支援教學。
二、學校的優勢
學校的優勢一覽表
分析向度
校園環境
教學設施
師資結構
學生特質
家長期望

優勢
校園小而美，背山面海，是台北縣看海最美的學校，自然風
貌多變地理資源豐富。
全校 6 班，教室數量足夠，教學設施尚可。學生人數少，可
每位學生學一樂器。
教師年輕有活力、教學配合度高、相處像家人，濂洞團隊分
工又合作。
學生心性善良純樸，活潑又守秩序，學習意願高，樂器演奏
能力基礎深厚。
個性憨厚，支持學校及教師各項事務，家長會組織健全且能

社區特性

支援學校各項所需。
學區內 2 個社區均能充分配合學校，學校與社區互動良好、
關係密切。社區可供學習之資源多元豐富，生態豐富，歷史
悠久，人文及礦物遺產資源豐富。

肆、夥伴結盟
產官學是產業界、官方（即政府單位）、學術界等三大領域的簡稱，這三大領域
各有資源各代表不同立場，結合產官學建立夥伴關係可以幫助學校發展。
產官學伙伴一覽表
伙伴名稱
主要配合工作
黃金博物園區
94 年 11 月 8 日本校與園區，為擴大學生學習領域與促進文化學
習及資源的有效運用，簽訂攜手合作計畫。
濂洞里、濂新里辦公室 協助社區生態動、植物的維護及社區人員的調度，爭取經費協
助辦理社區基礎建設以及維護的工作。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田耐青教授指導課程發展
國立海洋大學
安嘉芳教授協助課程諮詢。
國立台灣大學
關懷偏遠學校，漁村服務社連續五年到校辦理生活營。
私立銘傳大學
關懷偏遠學校，扶青團連續四年到校辦理生活營。
吉思維科技文化公司
政大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單位，與本校合作辦理親子學習之旅。
臺灣新力國際股份有限 辦理 Sony 數位小記者活動，Sony 提供本校方數位相機、數位攝
公司（Sony）
影機，作為小記者報導攝影用途。
社區產業資源
本校推動特色學校方案整合社區產業資源，與社區互利共存，
包括餐飲業：回香餐廳等；民宿：利未莊園等。
媒體報導
透過媒體報導，宣導學校辦理成效，強化特色學校功能。
伍、實施內容
一、實施原則：
社區參與原則、平衡發展原則、賦權增能原則、人文教育原則、課程融入原則、
生態保護原則。
二、計畫推動團隊
本方案結合台北縣瑞芳鎮濂洞里、濂新里各公私立單位，以團隊方式，實施協同
教學。

團隊人員職稱

角色

計畫推動團隊一覽表
姓名

負責項目

校長
教導主任、總務主任
課發組長、學務組長
濂洞國小各位老師
濂洞里里長
家長會長

總督導
規劃人員
執行人員
執行人員
諮詢人員
諮詢人員

鄭福妹
何君薇、鄭啟清
張鳳鑾、林福堂
各教師
許麗玲
陳金源

計畫方向規劃及期程管制
計畫方案編寫以及協調工作
計畫修正以及方案的執行管制
計畫融入課程設計以及課程執行
協助計畫規劃、修正及宣傳
計畫宣傳，家長人力及經費支援

三、內容意象描述：
（一）學校特色課程的延伸
本方案擬以濂洞國小學校本位課程出發，整備學校校園空間、教學與評量、
課程與活動，結合社區人士、專家學者，結合本區人文生態特性，展現社區
、學校整體營造的氛圍，並以學生的世界，設計創意教材以及戶外活動等，
為傳統的學校生活注入創意。
（二）空間現況以及規劃說明
在活化校園空間與特色學校計畫中，我們預計整修教室木座地板，黃金城堡
展示間、製作解說牌、添購戶外庭園咖啡座等；並擬研發「藝文領域課程、
社會領域課程、語文領域課程、自然領域課程」等四大系列課程。

主題課程名稱
使用空間

主題課程名稱
使用空間

主題課程一：藝文領域課程
黃金山城故事牆（
黃金山城故事牆（彩繪礦工生活史、校園特色、菅
芒花的世界等）
）
1.自濱海公路蜿蜒進入濂洞國小綿延之汽車路兩側
駁崁或女兒牆。
2.濂洞國小活動中心內絲竹飄香、觀景臺、校園環
境。

主題課程二：社會領域課程
黃金城堡故事屋（
黃金城堡故事屋（認識礦山文化、DIY 黑屋頂、探
索黃金山城等）
）
1.本校原有之美勞教室閒置中改為多功能教室。
2.本校圖書室增添與本地有關之文史書籍或資訊軟
體~以便師生閱讀「水湳洞」

主題課程三：語文領域課程

主題課程名稱
使用空間

主題課程名稱
使用空間

黃金山城閱讀步道（
黃金山城閱讀步道（閱讀與本地開發相關書籍、寫
文賦詩歌詠家鄉等）
）
1.黃金博物園區、濂洞社區山城巷弄、小鎮風土人
情。
2.本校校園~時光步道的延伸學習及圖書室~閱讀「水
湳洞」學習區。

主題課程四：自然領域課程
黃金山城生命步道（
黃金山城生命步道（拈花惹草篇、滄海桑田篇、校
園特色篇等）
）
1.水湳洞地區、本校水生植物生態池、校園及社區植
物。
2.本校「黃金城堡」展示間、動手植栽~師生苗圃區。

陸、實施方式
一、套裝遊學課程：
建立學校課程品牌，我們將配合春夏秋冬季節，研發四大系列課程。
二、人力規劃及教學措施：
學校屬 6 班偏遠小學，在人力資源上必須妥善規劃，並整合社區人力資源，
讓每個人都能夠發揮所長盡一己之力，發揮整體力量。
三、實施對象：本計畫實施的對象可概分成二大類：
（一）在地學生：
以系統化課程結合學校空間活化，創造屬於學校的特色課程，並培養學生
成為小小解說員，協助導覽工作。
（二）到校遊學（以親子團或師生校外教學為主）：
以套裝遊學課程，精緻化學校特色課程，結合在地場館及社區資源，提供
外部親子團體到校遊學，並行銷學校辦學績效。
四、學習型態及方式：因應對象差異，其課程規劃及學習方式亦有所區別：
（一）本校學生：
以結構化較強之系統課程結合學校本位課程來進行，採體驗探索方式學習，
以彈性學習時間進行課程與教學規劃，在校 6 年內必須完成四大系列課程。
（二）外部遊學：
以單日體驗課程或二日遊學套餐為主，依據不同季節規劃學習課程。

柒、實施時程
時程
96 學年下學期

97 學年上學期

97 學年下學期

98 學年上學期

98 學年下學期

實施時程一覽表
主要內容
1.以觀念溝通及整理校舍空間為主—多功能教室整修工程等。
2.引進專家學者，結合社區人力物力資源整體規劃運用。
3.規劃特色課程教學方案及師資、小小解說志工培訓。
4.編印特色學校簡介摺頁。
1.後庭駁坎區栽種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進行綠美化工程。
2.完成各項課程細部規劃。
3.開放及行銷遊學課程供外部民眾到校遊學。
1.精進特色課程教學方案及遊學課程。
2.製作解說牌，持續改造校園學習環境。
3.開放及行銷遊學課程供外部民眾到校遊學。
1.補充食草及蜜源植物。
2.出版學校特色課程專輯。
3.校際交流交換特色學校經驗及結盟。
1.持續進行校園植栽生態化。
2.推動社區志工培訓具有生產機能，促進社區產業發展。
3.協助地方產業行銷。
4.出版特色課程專輯。

捌、預期效果：
預期效果：
本計畫透過校園空間的改造及課程教學的落實，希望達到下列預期目標：
一、活化校園空間，讓校園及社區成為學習的教材園。
二、結合瑞芳鎮婚紗小鎮，帶動學校周邊建設，改善社區環境景觀。
三、與地方文史工作者合作開發課程，促進學校本位課程展，深化特色課程內涵。
四、透過課程與教學發展激發教師教學熱忱，提昇教師教學專業並精進教學內涵。
五、與學校及社區產業等進行策略聯盟，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拓展學生學習視野。
六、行銷學校教育成果，締造濂洞國小的附加價值與永續經營機會。

拾、經費預算表：
經費預算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