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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武巍巍映翠峰 頂天立地 美哉美哉

傳習修業揚美名 繼往開來 勉哉勉哉



夢開始的地方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到祢





唱一首好聽的歌~

泰武國小命運交響曲













泰武國際民族小學





Taiwu Primary School~ System、Professional、Accountability







莫拉克來了



師生宿舍鐵皮屋頂支柱變型

牆面受擠壓扭曲變型









地層滑動一路延伸至校區





進入校園的紅磚鋪面走道整個下陷扭曲



操場佈滿裂縫斷層





考驗一 情況的掌握 反應時間 3天



HELP Save Our School



考驗二 在哪裡開學 反應時間17天

怨嘆只能一天
fighting













一個都不少如期開學

考驗三 拼個漂亮開學 反應時間9天



山下的臨時校區
8/22接受縣府指示借用他校4間閒置教室開學

8/23~8/27連日清理、打掃、粉刷、隔間、搬遷、

修復水電

8/28一個孩子都不少的如期返校

8/31準時開學、住宿





98.8.31    泰武國小借用佳平分校開學
我們 將校門刷新寫上自己的名字 為孩子尋找歸屬感
我們 在校門前精神喊話 為歷史新頁奮起



我們借用荒堙漫草的閒置民宅作為學生宿舍，
從沒水沒電沒廚房，變成溫暖的家園。





二樓是起居室—男生住外廳，女生睡房間









宿舍自己洗衣服





天使點燈計畫
拾、上課的情形~ 快樂逛夜市



天使點燈計畫
拾、上課的情形~ 快樂逛夜市



天使點燈計畫
拾、上課的情形~ 快樂逛夜市



天使點燈計畫
拾、上課的情形~ 慶生會

















臨時校區的八個月
~棚下的日子依然精彩











呵呵!  這是臨時搭的木雕工藝教室ㄛ

木雕作品要用來感謝贊助泰武國小的好朋友





午休時間的歌謠練習

































尋找暫移佳興分校的可能







位於海拔800公尺的泰武村遷村50年之際，莫拉克
颱風帶來的超大豪雨造成順向坡的部落地層滑動，奉上
級規定學校需隨遷村計畫異地重建。

感謝教育部牽成民間企業認養；感謝明基友達基金
會在會議中率先認養；感謝李董事長本著「家園雖然流
離，孩子的教育不能中斷」的信念，籌組優質精良的團
隊，採綠建築與節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投入
協助泰武國小展望未來的希望工程。

學校是傳承文化的重要場所，部落中興建學校是保
存文化最好的方式。泰武國小將建造成為屏東縣最具原
住民特色的典範學校，由於是縣府認可的特許學校，未
來將隨著師資、學區、課程的開放及特色的建立，將作
逐步擴充班級數的預備。



發展依據



─明基友達基金會「八八綠光計畫」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幼稚園設備基準

─泰武國小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原住民族教育法

─縣政府規劃體制內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

邁向國際教育、民族教育發展的特色小學

----打破學區、師資、課程限制的實驗型學校

─學校傳統績優特色發展(木雕、古謠、田徑)

自然自信創新卓越



發展目標



台灣尾

南北狹長

地形多元

陽光充足

原住民鄉多

鄉鎮市最多

偏遠學校多

特色興辦

國際教育

文化回應

綠色能源

在地課程

終身學習

專業提昇

把
每
個
孩
子
帶
上
來





?





把根扎深 把夢做大



國
定
課
程

校
本
課
程



80% 領域課程

20%  彈性學習

校
本
課
程

民
族
教
育









泰武國小希望校區
~99.3.28 ~















































































































































全校天天進圖書館晨讀40分鐘 換取孩子的經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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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念



民族教育課程架構

Part 4
國際教育
延伸課程

Part5
沉浸式課程
假日族語學校

Part6
分享與實踐
遊學課程

Part1
族語幼兒園
校本課程

Part2
基礎族語課程

泰武國小
民族教育學校

本位課程

Part 3
民族教育
基礎課程



民族教育
課程













































國際教育
課程



一年級

認識排灣族
文化

排灣古謠
新滋味



認識
羅馬拼音



二年級

部落最愛
的節慶



我們的部落
我們的人



從地圖
認識世界

國家小常識
本章節
學習重點

原來
就是你

螺旋式課程：
由近而遠，從泰武到世界

泰武



Childre
n

Communi
ty

County

螺旋式課程：
由近而遠，從泰武到世界

泰武屏東

For 
our

For 
our

For 
our



國家小常識

從地圖
認識台灣

學習重點

螺旋式課程：
由近而遠，從泰武到世界

泰武台灣



以教師的旅遊
經驗，鼓勵學
生邁向世界

螺旋式課程：
由近而遠，從泰武到世界

泰武台灣亞洲

課後小
測驗



螺旋式課程：
由近而遠，從泰武到世界

泰武台灣亞洲世界
讓世界的文化
與排灣族產生
連結



















































































































































































































自風災後每年鄉語文競賽成績大滿貫



100上英語讀者屏東縣第一名 100下相聲比賽屏東縣第一名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IService3/newspic.php?pic=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may/4/images/bigPic/237.jpg�
























泰小石板屋

社區協作模式活絡地方產業
結合國際/民族教育—旅行/理財英語村













泰小工房
社區協作模式活絡地方產業

結合國際/民族教育





推出帶動部落市集





結合部落市集推出草地音樂會



我 身處台灣大武山區
我 看見世界最遠之處



泰武國際民族小學



生命因為些許好奇與改變

將充滿盎然新意

因為有您 泰武更好

您的扶持 是使我們再成長的助力

您的鼓勵 是我們更深情投入的動力

謝謝大家



問題
階段 衝擊 影響

短程
1. 必須迅速完成開學
2. 克服簡陋的學習環境
3.「人、事」的忙碌與紛擾

辦學與受教的品質受到極
大挑戰

中程
1. 土地、文化的切割與斷裂
2. 組織願景的調整
3. 網絡的重新建立

適應新環境；部落意識的 崩
壞；失序與重整的不確定性

長程
1. 新一代的誕生
2. 永久屋的永久
3. 不長大的部落

下一個重建問題在遠方等待



•堅守學生的受教權、生活照護與受教品質，
是最核心的價值。

•學校與災民的安置地點要在一起，這樣可
以減少學生交通、住宿的壓力，也可以安
定家長的心。

•在重建區設置學校，有助於安居樂業，也
才能活化永久屋社區。

•二十年後的重建區問題，需要在現在被看
見及因應。



孩子的教育
~我們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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