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史沿革 
1. 本校於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創立土城國校中原分班。班址在中原里永和宮

集會所。（一年級三班） 

2.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新建教室二間廁所一棟，校址在中原里坪腳巷二十號（即現

在校址）。 

3. 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一日奉准獨立為「中原國民學校」（一年級四班、二年級三班，

全校計七班）派林耀東先生為本校首任校長，以拓荒者精神整頓校園增建簡陋教室，

升學率聞名中部。 

4. 民國五十年九月十三日派李敏南先生繼任校長（第二任校長），落實五育均衡發

展，並倡導體育活動，縣運、鎮運均有卓越表現。 

5.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一日校名改為「中原國民小學」。 

6. 民國六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第三任校長宋光所先生接印視事，致力改善學校環境，

科學教育及對外各種比賽都有良好表現。更爭取經費向台糖公司購置校地。 

7. 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一日第四任校長李宗斌先生接印視事，任期內致力於校舍改

建，充實教育設備，獲得家長一致好評。 

8. 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二十日，第五任校長張炎組接任，任內繼續歷任校長致力於教

育環境改善，興建學生活動中心風雨操場，午餐廚房、圖書館、視聽教室、改建廁

所、興建司令台、運動場改善，對外比賽科展、體育活動，對外語文……..等都有卓

越的表現。 

9.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一日，第六任校長陳碧桃女士接任，除了接續前任張校長興建



學生活動中心完成外，更致力於改善教學環境，計有前庭景觀美化工程、南側停車場

改善工程、飲用水及洗手台改善工程等十幾項重大工程。在教學方面，除了實施正常

化教學外，更是利用團體活動時間，發展本校特色，無論是在兒童讀經、美勞創作或

是排球運動方面，都有很輝煌的成績表現。除此之外並配合政府積極推展小班小校教

學。「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學校嚴重損毀，陳校長除了帶領全校師生，全力搶救並復

建外，更是積極爭取外界奧援，除了佛光山等單位的義助外，並獲得「慈濟」的認養

援建。 

10.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七任校長洪國村先生接印視事，秉持著「承先

啟後，任重道遠」的不懈精神，並在家長團隊的全力支持，面對著２１世紀教育改革

大浪潮的激勵下，帶領著全體教師群隊戮力經營，為營造一個屬於學生快樂成長的園

地而努力。 

11.  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一日，詹鶴珠女士接任第八任校長，任內完成幼稚園改善遊

戲器材設備、地下室鐵捲門設備、辦公室及活動中心冷氣整修及安裝、A棟教室屋頂

防水防熱紗門改善及風雨操場整修工程、校史室充實設備、活動中心投影機及布幕設

備、車棚籃球架遷移工程、活動中心連接 A棟教室遮雨棚設施、教室投影機設備、水

源管線改善工程、植草磚步道工程、多功能 E化專科教室暨多功能 E化數位教室設

備、NGN網路電話設施、廚房鍋爐及爐灶汰舊換新、充實圖書設備等多項工程設備。

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家長會顧問廖益龍先生受到詹校長及林明輝會長對教育熱誠之感

召，特別捐贈萬世師表至聖先師孔子雕像乙座，期傳承師生尊孔情懷並喚起教師「有

教無類」理念暨兒童「尊師重道」精神。 

 



12.  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一日，洪碧伶女士接任第九任校長。在「改變應該是循序漸

進」、「包容個別差異的存在」、「從簡單的地方著手」、「多觀摩應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過

程」、「由校長本身做起」的五項經營學校理念，讓中原國小發光、發熱。學校增建工

程計有: 

99年度工程: 

幼稚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新臺幣 172,000元。 

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新臺幣 73,000元整。 

100年度工程: 

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劃─充實英語教學設備計畫，新臺幣 51,000元整 

幼稚園設施設備改善，新臺幣 120,000萬元整。 

改善教學環暨環境設備，新臺幣 99,800元 

充實圖書設備，新臺幣 142,584元。 

中原國小教學大樓防水隔熱工程，新臺幣參拾伍萬伍仟元整。 

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工程，新臺幣 60,200元整。 

改善活動中心視聽設備工程，新臺幣 125,000元整。 

校園樹木根系活化工程，新臺幣 95,000元整。 

改善消防設備，新臺幣 50,000元整。 

中原國民小學植栽綠化工作，新臺幣 73,000元整。 

成立呂爾訓退休教師「愛在中原」獎助學金及教學環境設備基金 2,900,000元整。 

101年度工程: 

教育部補助充實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器具設備－器具設備，新



臺幣 50,000元整。 

充實教學環境設備工程，新臺幣 98,000元。 

教學設備與環境改善，新臺幣 90,000元整。 

禮堂新設空調系統及窗簾設備工程，新臺幣 1,850,000元。 

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互動單槍、手寫板)，新臺幣 500,000元整。 

幼稚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新臺幣 285,000元。 

禮堂冷氣電源設備工程，新臺幣 95,000元。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新臺幣 100,000元。 

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電子白板)，新臺幣 800,000元。 

102年度工程: 

增購及改善學生飲水機供應設備工程，新臺幣 145,000元。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環境器材設備計畫，新臺幣 38,000元。 

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新臺幣 119,600元整。 

103年度工程: 

辦理「超越六十  躍馬中原」60週年校慶捐款收入，成立基金。 

李惠博先生捐助成立李鐵爐先生清寒獎助學金一百萬元。 

增置班級教室紗門及油壓緩衝器新臺幣 300,000元整。 

增設教室窗簾遮陽設備，新臺幣 100,000元。 

103年度改善消防安全設備，新臺幣 98,940元整。 

103年度教學設備改善-跳鼓陣服裝採購，新臺幣 90,000元整。 

103年度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投影機，新臺幣 100,000元整。 



電話更新工程，新臺幣 97,900元。 

教學設備工程-投影機，新臺幣 150,000元。 

校園欄杆粉刷工程，新臺幣 200,000元。 

學校綜合球場整建，新臺幣 990,000元。 

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新臺幣 56,000元。 

城鄉交流活動二梯次，新臺幣 740,000元。 

 

104年度工程: 

改善消防安全設備，新臺幣新臺幣 79,600元。 

學校辦公室隔熱設施裝置工程，新臺幣 97,768元。 

改善幼兒園教學環境設備計畫，新臺幣 568,872元。 

蘇迪勒風災災損緊急處理，新臺幣 31,500元。 

蘇迪勒颱風災後復建工程，新臺幣 16,500元。 

104年杜鵑颱風災後復建工程-屋瓦修復，新臺幣 98,000元。 

104年杜鵑颱風災後復建工程-車棚鋁板、鋁窗、消防設備，新臺幣 41,600元。 

 

105年度工程: 

高雄地震災後復建工程，新臺幣 98,000元。 

氣候異常(寒害)災後復建工程，新臺幣 41,000元。 

運動場跑道整修工程，新臺幣 2,378,000元。 

 



13.  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溫富榮先生接任第十任校長。在學生的需要上，看

見校長的責任度，教育的目的在 成就「人之所以為人」，校長的學校經營必須有明確

的教育理念，才能將學校教育帶往正確的方向，並提升教育效能。 教育的經營，貴 

在能實踐教育的核心價值，理解教育政策及社會變遷。學校增建工程計有: 

105年度工程： 

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 新臺幣 260,000 元。 

105年度整建計畫-改善男女廁所設備 新臺幣 34,000元。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穿堂展板、廣播設備及廁所隔板與置物架 新臺幣 98,000元。 

梅姬颱風災後復建工程  新臺幣 245,250元。 

改善消防安全經費  新臺幣 95,000 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充實國民中小學健康中心設備 新臺幣 46,600元。 

106年度工程： 

改善教學環境-操場圍籬及紗窗修復 新臺幣 98,000元。  

改善教學環境-壁面彩繪粉刷、吹落葉機 新臺幣 98,000元。  

改善教學環境-短焦投影機、磁吸白板 新臺幣 499,200元。  

改善教學環境-遮光設備、壁癌處理 新臺幣 98,000元。  

教學環境設備改善-廁所修繕 新臺幣 90,000元。 

充實教室器材設備-教室教學廣播設備改善 新臺幣 98,000元。 

改善教學環境-增設廚房飲水機、多功能桌椅 新臺幣 97,000 元。 

改善教學環境-地下水沉水馬達、紗窗維修 新臺幣 97,000 元。 

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學校 新臺幣 96,000 元。 



校園樹木修剪工程 新臺幣 95,000 元。 

校園樹木修剪工程 新臺幣 98,000 元。 

0601豪雨災損復建工程 新臺幣 99,600 元。 

幼兒園改善教學設備 新臺幣 276,000元。 

國民中小學午餐廚房計畫 新臺幣 125,500元。 

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工程 新臺幣 99,800 元。 

改善圖書室空間環境計畫工程 新臺幣 2,610,081 元。 

107年度工程： 

改善教學設備 新臺幣 98,000 元。 

改善教學設備 新臺幣 98,000 元。 

教育部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體育休閒站計畫 新臺幣 99,000 元。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 新臺幣 98,000 元。 

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工作計畫 新臺幣 99,800 元。 

改善教學設備 新臺幣 99,000 元。 

改善教學環境 新臺幣 98,000 元。 

操場圍籬彩繪改善工程 新臺幣 99,000 元。 

改善教學環境-枕木護欄 新臺幣 98,000 元。 

改善消防設施 新臺幣 74,000 元。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投影機 新 臺幣 98,000 元。 

整建計畫-投影教學設備 新臺幣 99,000 元。 

教學環境改善-互動顯示器、桌上型電腦 新臺幣 98,000 元。 



改善教學環境 新臺幣 90,000 元。 

改善教學環境-北側遊具改善 新臺幣 1,100,000 元。 

108年度工程： 

充實教學設備經費(跳高墊、櫥櫃、單面鼓) 新臺幣 99,000 元。 

改善教學設備(飲水機、帆布、車棚) 新臺幣 99,500 元。 

改善教學設備(校園廣播) 新臺幣 98,000 元。 

改善教學設備工程(校門口監視對講系統) 新臺幣 98,000 元。 

社區多元學習中心財物採購 新臺幣 356,000元。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門口意象 新臺幣 97,000 元。 

執行校園安全防護工作設備 新臺幣 83,880 元。 

0520豪雨災損修復工程 新臺幣 96,000 元。 

南投縣國中小學生課桌椅採購 新臺幣 500,000元。 

環境教育園區增設蝴蝶食草設備 新臺幣 50,000 元。 

改善教學設備-電子海報機  新臺幣 100,000元。 

中原力靶山河樂活運動站 新臺幣 600,000元。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廁所修繕) 新臺幣 50,000 元。 

教學設備(樂活運動站監視求救設備) 新臺幣 88,500 元。 

非山非市補助  新臺幣 100萬元【30部平板電腦 40萬元】 

109年度工程： 

改善教學設備(風雨球場通廊) 新臺幣 1,000,000 元。 

柔道基訓站  新臺幣 50萬元 



靜思書軒設備整修   新臺幣 50萬元 

水土保持教室   新臺幣 20萬元 

110年度工程： 

幼兒園遊具改善   新臺幣 43萬元 

國小遊具增設    新臺幣 90萬元 

活化空間美化彩繪  新臺幣 20萬元 

廚房設備改善   新臺幣 50萬元 

111年度工程： 

增設幼兒園專班  新臺幣 210萬元 

非山非市補助   新臺幣 100萬元【20部教師電腦 40萬元】 

柔道基訓站   新臺幣 50萬元 

消防設備持壓改善   新臺幣 98,000元 

靜思書軒音響設備   新臺幣 51,000元 

幼兒園冷氣裝設     新臺幣 60,000元 

音樂設備添購       新臺幣 6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