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作品

序號
作品名稱 科別 作者一 作者二 作者三

決審獎

項
學校 領域別

1 3-9
小地圖大國旗─從日常生活

中認識相似形
數學 王淑貞 特優 明湖國中 數學

2 4-2 進擊吧!微觀世界的KWL 生物 裴怡寧 蕭千金 特優 景興國中 自然科學

3 8-1
綠色生活21天-一起習慣為地

球

地球科

學
郭耀珠 洪佳麟 林孟慧 特優 金華國中 自然科學

4 18-2
面目一新:我們與Masks的距

離

表演藝

術
江之潔 孫詩雅 特優 敦化國中 藝術

5 6-4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資料

與統計的距離

資訊科

技
郭嘉琪 張嘉惠 陳怡雲 特優 古亭國中 科技

6 16-5 遊戲運動-卡巴迪 體育 劉正利 顏明哲 林郁汶 特優 蘭雅國中
健康與體

育

7 4-3 動物族群個體數目的估算 生物 黃乙玉 鄭存明 施冠州 優選 士林國中 自然科學

8 14-5 穿越時空的聖誕文化輕旅行 家政 廖珮良 黃立婷 林翠玉 優選 士林國中 綜合活動

9 3-4 飛悅幾何.幾何漫飛 數學 徐詩媛 劉儷琪 唐可殷 優選 大安國中 數學

10 2-11
Blessings with Meinong

Paper Umbrellas
英語 林芝嫻 王孟勤 宋明律 優選 中正國中 語文

11 17-3 拈花惹草─深「質」人心
視覺藝

術
陳育淳 優選 介壽國中 藝術

12 18-5 郝巴、好吧、巧溝通
表演藝

術
段世珍 優選 天母國中 藝術

13 6-2 mBot觸控檯燈機器人
資訊科

技
陳友城 王文光 潘畇蓁 優選 北政國中 科技

參賽作品共126件

得獎教案名單總計共112件，包含：特優6件、優選29件、佳作42件、入選35件、不入選11件、退件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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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4 好「食」光 國文 陳欣瑀 柯方渝 優選 古亭國中 語文

15 3-15 藝數畫三視 三視玩藝數 數學 徐敏媛 陳怡雲 林泰安 優選 古亭國中 數學

16 9-2
這不是吃雞遊戲─以阿衝突

悲歌
歷史 方明 張恒 優選 古亭國中 社會

17 4-4
像「科學家」一樣「思考」

從「實作」中發現「探索」
生物 黃晴楨 劉文鴻 優選 明德國中 自然科學

18 17-1 我們與<字>的距離
視覺藝

術
謝東榮 優選 東山高中 藝術

19 14-4 一顆柳丁的小宇宙 家政 陳意文 優選 東湖國中 綜合活動

20 11-3 性別平等搜查站 公民 曾苡軒 張又心 廖瑀凡 優選 金華國中 社會

21 12-3 家味食堂 輔導 陳欣宜 陳寶珽 優選 金華國中 綜合活動

22 16-2 進擊的巨人 體育 程峻 楊瑋馨 張瑞烱 優選 長安國中
健康與體

育

23 2-9 生物演what 英語 方詩涵 陳佑華 優選 南門國中 語文

24 5-2 飛吧：手擲機
生活科

技
任建安 粘懿瑩 陳郁涵 優選 敦化國中 科技

25 10-3
烏克蘭為什麼左右為難?-東

歐與俄羅斯
地理 李鳳華 朱筱菁 劉家妤 優選 景興國中 社會

26 7-3 海洋危機 理化 陳淑捐 楊瑜君 黃思婕 優選 景興國中 自然科學

27 19-2
「聲音，可以貌相嗎?」性別

平等議題融入音樂課程教學
音樂 張巧燕 吳依穎 優選 景興國中 藝術

28 15-2 「EYE」呀!我的愛
健康教

育
周亞慈 優選 景興國中

健康與體

育



29 1-11 記承天夜遊 國文 李承恩 陳婉君 優選
陽明高中

國中部
語文

30 7-5 科學本質探究-向大師學習 理化 張嫈嫈 王美玲 藍淑珠 優選 萬華國中 自然科學

31 10-2 戀戀文山~第一次實察就上手 地理 陳亭潔 潘畇蓁 謝美蓉 優選 實踐國中 社會

32 17-2 青花傳家寶
視覺藝

術
邱敏芳 優選 實踐國中 藝術

33 16-6 體適能-健體鋼鐵人 體育 周玄武 汪易緯 優選 福安國中
健康與體

育

34 12-1
終結白日夢，實踐冒險王-你

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輔導 陳珮汝 林筱晴 優選 興雅國中 綜合活動

35 13-4
龍山愛的魔法棒-Love our

planet& Save the earth
童軍 陳乙慧 呂芊穎 優選 龍山國中 綜合活動

36 12-4 三民總動員 輔導 俞如玉 葉歡 涂詩珮 佳作 三民國中 綜合活動

37 2-12
Can you tell me what to

do?翻滾吧!煩惱
英語 莊信賢 蕭文慧 黃立婷 佳作 士林國中 語文

38 3-12
科技與立體圖形的邂逅-迷人

的正方體
數學 游志文 吳芷蓉 佳作 士林國中 數學

39 10-4 數位科技看西歐 地理 黃馨誼 邱群彥 佳作 士林國中 社會

40 2-3 Plastic Ocean 英語 謝淑靜 蕭慧鈞 陳錦鳳 佳作 大安國中 語文

41 15-3 靈魂之窗
健康教

育
林佩儀 黃丰育 胡朝琴 佳作 大安國中

健康與體

育

42 7-1 物質的密度 理化 劉村陽 詹偉德 黃彥銘 佳作 大理高中 自然科學

43 4-5
別再『碳』氣，you can do

it !
生物 楊雅然 劉淑君 佳作 中山國中 自然科學



44 12-7 THIS IS ME ~ 盡其在我 輔導 曾久珍 楊凱茵 盧憶 佳作 中山國中 綜合活動

45 16-8 聖誕『桌』瞇藏 體育 游承翰 鄭淑娟 佳作 中山國中
健康與體

育

46 16-9
新視代的體育課「田徑─傳

接棒」
體育 王琛智 楊昌珣 莊豐兆 佳作 仁愛國中

健康與體

育

47 7-6 密室逃脫之這是蝦米粉！? 理化 劉權賢 張嘉惠 佳作 古亭國中 自然科學

48 10-6
一碗滷肉飯-國際貿易與食安

探究
地理 林泰安 戴言儒 劉敏慧 佳作 古亭國中 社會

49 19-5
巴黎的美好年代

LabelleEpoque
音樂 張靖苓 林昕曄 王家笛 佳作 古亭國中 藝術

50 13-1
戶外生活家─與大自然做朋

友
童軍 蔡欣珉 簡婉娟 趙榆茹 佳作 民生國中 綜合活動

51 3-6 斷尾求餘 數學 辜志成 郭玫君 沈峙延 佳作 石牌國中 數學

52 17-4
臺北&韓國「美」、「天」、

「都」在「藝」

視覺藝

術
盧思宇 佳作 立人國中 藝術

53 17-5 過「美」一天：趣味招牌歌
視覺藝

術
盧思宇 胡德澤 佳作 立人國中 藝術

54 1-5
一起去旅行吧!國文課開口說

英文
國文 李星瑩 謝勝隆 佳作 西湖國中 語文

55 3-2 線對稱與三視圖 數學 廖俊筌 賴耐鋼 江長山 佳作 忠孝國中 數學

56 3-7 到底有多少？ 數學 高抬主 陳孝如 楊秀珍 佳作 明湖國中 數學

57 14-1 生活智慧王 家政 張軒瑋 佳作 東山高中 綜合活動

58 2-10
Day of the Dead Series 亡

靈節系列課程
英語 王建順 石麗秀 佳作 東湖國中 語文



59 1-6 晏子使楚 國文 王萬得 蘇佩妏 佳作 金華國中 語文

60 15-1
求職安全一把罩，探索工作

大未來!

健康教

育
郭思妘 羅沁芳 黃蕙欣 佳作 金華國中

健康與體

育

61 18-4 看見自己的「五」所不能
表演藝

術
許淳欽 陳宥螢 成欣欣 佳作 金華國中 藝術

62 3-3 「函」流來襲~生活遇函數! 數學 李千慧 吳培毓 李宛諭 佳作 信義國中 數學

63 16-7 樹上看世界 體育 李啟鴻 謝扶成 林芯聿 佳作 南門國中
健康與體

育

64 2-1 拯救陸海空，環保一起做 英語 王家琦 柯宛廷 高國珮 佳作 師大附中 語文

65 13-3 附堡尋奇 童軍 黃心怡 温秭翊 佳作 師大附中 綜合活動

66 2-4 遇見俄羅斯 英語 馮羽欣 佳作 敦化國中 語文

67 14-2 珍奶知多少 家政 劉沛承 張如鈞 高秀蘭 佳作 景美國中 綜合活動

68 1-7
與「時」俱進，論「議」風

生
國文 蕭千金 陳怡舟 佳作 景興國中 語文

69 1-8 見微知著-從故事到故事行銷 國文 蕭千金 呂婉婷 佳作 景興國中 語文

70 12-6 回歸初心，終極人生 輔導 劉宣麟 吳家瑋 佳作
陽明高中

國中部
綜合活動

71 13-2 天涯處處有芳草 童軍 詹景蘋 郭育如 佳作 新興國中 綜合活動

72 8-2
非常異視界-開啟「地球與環

境科學」的任意門!

地球科

學
彭文君 孫文達 邱家媛 佳作 萬芳高中 自然科學

73 4-1 大家一起酵 生物 蔡帛娟 廖彩良 佳作 實踐國中 自然科學



74 12-2
翻轉信念，喊出希望~邁向心

中的甲子園
輔導 蔡嘉容 陳品瑜 饒莉華 佳作 實踐國中 綜合活動

75 5-1 砂紙的探究與實作
生活科

技
陳立庭 佳作 螢橋國中 科技

76 14-6 金不可失 家政 趙宥晴 陳令家 邱于玲 佳作 龍門國中 綜合活動

77 12-5 異鄉人行動方案 輔導 李映瑩 楊秀文 邱佳芸 佳作 濱江國中 綜合活動

78 2-6
「雙語」齊下─被剝奪的教

育基本權
英語 曾淑芳 鄭掬文 入選 三民國中 語文

79 3-1
畢氏定理(平面上兩點的距

離)─方格走透透
數學 曾慧敏 黃士哲 入選 三民國中 數學

80 19-3
VR任意門---透過VR悠遊衛武

營音樂廳
音樂 林翠玉 邱群彥 廖珮良 入選 士林國中 藝術

81 19-4
不甘「視」弱、與eye同行-

唱出聲活美學的melody
音樂 陳曉芸 曾一珊 施冠州 入選 士林國中 藝術

82 7-4
化合物、混合物傻傻分不清

楚
理化 李宜蓁 入選 大安國中 自然科學

83 15-4 FOCUS傳染病
健康教

育
胡朝琴 黃丰育 林佩儀 入選 大安國中

健康與體

育

84 19-1 奇妙的樂器學 音樂 鄭鈞元 粘家綺 賴金霞 入選 大安國中 藝術

85 1-13 「聲聲」不息──聲音鐘 國文 廖婉婷 入選 中山國中 語文

86 3-14 稱心如意 數學 麥亞倫 邱忻恬 賴潔馨 入選 中山國中 數學

87 18-7 班級音樂MV
表演藝

術
陳馥彤 劉芷心 入選 中山國中 藝術

88 2-13
My Not-So-Secret Drink

Recipe
英語 蔡佳霖 李瑞芳 張燕華 入選 仁愛國中 語文



89 15-5 VR感受新視界
健康教

育
陳凱俐 魏君仲 入選 仁愛國中

健康與體

育

90 16-10
引導式排球教學─高手傳接

球
體育 劉漢暘 楊昌珣 莊豐兆 入選 仁愛國中

健康與體

育

91 1-1
玩電玩，學國文之「認識孔

子」
國文 陳忠源 入選 介壽國中 語文

92 11-5 我們與「理財」的距離 公民 洪寧利 入選 古亭國中 社會

93 3-8 比例線段 數學 蔡白梅 張雅婷 入選 弘道國中 數學

94 2-5
E!News!批判思考：如何寫出

好新聞
英語 盧秋杏 黃主俠 王正玟 入選 再興國中 語文

95 7-2 簡單機械很簡單 理化 王安康 入選
西松高中

國中部
自然科學

96 16-1 拳擊(自我防衛) 體育 賴明輝 入選
西松高中

國中部

健康與體

育

97 1-4
題辭 ~ 以行動學習方式學題

辭
國文 林曉芸 入選 明湖國中 語文

98 18-3
What's truss?舞台裝置實作

暨畢業呈現

表演藝

術
陳佩祺 入選 明湖國中 藝術

99 2-2 Enjoy the Magic! 英語 蘇琬婷 林于婷 入選 東山高中 語文

100 18-1 表演入門功
表演藝

術
張軒瑋 入選 東山高中 藝術

101 1-9
「聲」臨其境---<羅密歐與

茱麗葉樓臺會>之配音與音效
國文 王春鳳 郭貞吟 許雙燕 入選 東湖國中 語文

102 2-8
Above the Graveyard,

Under the Sea.
英語 陳思樺 李威慶 入選 金華國中 語文

103 18-6
青春印記之國中生也能拍出

劇情片

表演藝

術
陳佩瑜 入選 南門國中 藝術



104 1-3 藍天鄉民的求生秘笈 國文 張瓊文 入選 師大附中 語文

105 3-5 公因倍數配 數學 陳敬佳 入選 敦化國中 數學

106 7-7 光的理性與鏡的感性 理化 潘俊竹 入選 景美國中 自然科學

107 16-4 蛙腳~踢出動能(2班4組) 體育 許卓塵 藍義鈞 李旻軒 入選 景興國中
健康與體

育

108 6-3
結合STEM的程式實作-以

Scratch電流急急棒設計課程

資訊科

技
陳政川 賴淑絹 入選

陽明高中

國中部
科技

109 2-7 木蘭藝起趣 英語 余婉鈺 蕭秀琴 張懿茹 入選 誠正國中 語文

110 1-12 「敘事」待發 國文 施恩惠 王毓嫻 邱信華 入選 興雅國中 語文

111 6-1 流程圖與一小時玩程式
資訊科

技
陳立庭 任鍵忠 入選 螢橋國中 科技

112 3-11
超「級」同學會比一比-指數

記法和科學記號
數學 郭妙霓 洪繪雅 李昕儀 入選 蘭雅國中 數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