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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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數學face 數學 辜志成 郭玫君 沈峙延 特優 石牌

4-1 翻轉吧！你被騙了嗎？ 生物 郭淑妙 吳宜靜 陳易申 特優 景美

5-8 電與控制－線控車設計製作 生科 周家卉 朱惠珠 張雅富 特優 石牌

8-3 傲慢與偏見-新帝國主義的興起與影響 歷史 蔡佩穎 林秋蕙 張明琪 特優 景興

11-6 進擊的生涯達人 輔導 黃立婷 施冠州 薛心潔 特優 士林

12-3 珍愛地球 童軍 施文 李佳容 特優 弘道

15-1 校園定向~美力酷跑 體育 程峻 林淵岳 王曉梅 特優 長安

16-5 構to饗宴－生活裡的野餐課 視覺藝術 陳育淳 王乃弘 特優 介壽

1-5 畫說山水─與吳均同行 國文 陳宜均 李惠玉 優選 瑠公

1-13 「景景」相依，情到「森」處 國文 蕭千金 盧宜宜 陳萱蔓 優選 景興

2-2 What We Show to You 英語 林芝嫻 吳珮萱 優選 中正

2-7 晴時多雲偶陣雨 英語 柯懿凌 程雅瓊 蔡佳劭 優選 長安

3-1 藝「數」摺紙話雙心 數學 龔志豐 黃文成 李柏青 優選 長安

3-4 神機妙測 數學 唐昀 優選 師大附中

4-6 「心手腳」讀手腳 生物 斐怡寧 蕭千金 優選 景興

4-8 生物與環境 生物 黃乙玉 鄭存明 施冠州 優選 士林

5-3 科技的發展 生科 江幸真 江妙珍 張明謙 優選 蘭州

5-7 三隻小豬的窩 生科 倪惠玉 優選 東湖

6-4 蒸材拾料-萃取心之味 理化 鍾志鴻 陳紀先 徐于婷 優選 靜心

6-5
伏打電池的效能探究-差異化教學下的探究

實作
理化 郭青鵬 陳政儀 周婉姍 優選 中正

8-6
王朝與周邊民族的互動─以多民族並立的

宋元時期為例
歷史 宋純慧 優選 和平

9-4 Hola中南美~跟切格瓦拉去旅行 地理 陳亭潔 洪穎馨 陳佩菁 優選 實踐

10-1
Book「思」議的「國」度：從文本理解、

反思到自學
公民 鄭孟琳 林玉華 李旻軒 優選 景興

11-4 壓力不倒翁 輔導 朱喜鳳 邱慧娟
陳欣宜

(金華)
優選 萬華

11-5 我的FULL系人生 輔導 劉宣麟 吳家瑋 優選 陽明

12-1 路向，蛙的抉擇 童軍 程子窈
徐敬容

(芳和)
優選 大理

12-2 露營有趣絕不雷 童軍 林雅琪 張庭瑜
陳曦

(政大附中)
優選 金華

13-1 敬師好優Show 家政 許天藍 林莉綺 孫詩雅 優選 敦化

15-4 做享騎乘 體育 徐榮助 林郁均 張雅雯 優選 蘭州

15-8 資訊領航 游泳有謀 體育 王靜媺 邱群彥 黃馨誼 優選 士林

16-1 國寶有藝思 視覺藝術
邱敏芳

孫菊君

(新北中和

國中)

林昕曄

(古亭)
優選 實踐

16-7 橫越大稻埕古今-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視覺藝術 林昕曄 張靖苓 王家笛 優選 古亭

17-3 看不見的表演藝術課 表演藝術 張紋佩 陳宥螢  優選 金華

18-5 藝文指南針有趣 —兩廳院的藝式輕旅 音樂 陳曉芸 曾一珊 施冠州 優選 士林

19-1 「音」「肢」煥發 特教 李依潔 蕭純妍 吳佳錡 優選 蘭雅

20-1 mBot接力巡線機器人 資訊 陳友城 侯玠宏 王文光 優選 北政

20-3 終結駭客任務 資訊 郭嘉琪 張嘉惠 黃千芳 優選 古亭

1-6 今夜看螢去 國文 林宜慧 佳作 實踐

1-7 詩滋培育─夏夜 國文 李承恩 陳婉君 陳政川 佳作 陽明

1-11
森情物語---<森林最優美的一天>閱讀與寫

作之實踐
國文 王春鳳 許雙燕 郭貞吟 佳作 東湖

1-14 遇見自己─《花地藏》有效教學教案 國文 林瓊雯 佳作 誠正

2-3
一起「動」起來--Are There Any Koalas

Here?
英語 林宥誼 連育倫 陳郁婷 佳作 景美

2-4 Why We Practice? 英語 林芝嫻 王孟勤 佳作 中正

2-6
Welcome to the Computer World－無紙化

教學，無止境學習
英語 蔡佳霖 李瑞芳 佳作 仁愛

2-8 英文繪本閱讀趣 英語 周柏雯 何雅雯 佳作 介壽

2-10
Poverty（What Did They Send to the

Kids?）
英語 林怡君 佳作 中山

3-5 尋寶不迷航�定向遊四方 數學 王曉梅 程峻 佳作 長安

3-9 「二次方根的意義」之有效教案 數學 劉月明 簡百育 陳品妤 佳作 蘭州

3-10 你的直覺，準嗎？ 數學 高抬主 江孟純 佳作 明湖

3-11
Zuvio促咪呦 – 撲克牌破解十字交乘法做

因式分解
數學 徐敏媛 李怡慧 林詩憶 佳作 古亭

3-13 二元一次方程式------形不形 數學 王釋緯 丁翠鈺 佳作 三民

4-3 薯一薯二的美味~從產地到餐桌的馬鈴薯 生物 黃秀英 簡美心 李思招 佳作 信義

4-4 科學達人 生物 李筠茱 佳作 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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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家園保衛戰-生物多樣性與環境保育 生物 楊雅然 劉淑君 佳作 古亭

4-7 『繪』我『顯』境 生物 黃晴楨 佳作 明德

4-9 消失中的台灣石虎 生物 黃乙玉 施冠州 佳作 士林

5-1 素養導向-展開圖Maker立體物件 生科 陳立庭 黃杏娥 蕭慶華 佳作 螢橋

5-2 快將班級精神跑起來 生科 吳佳晉 謝美蓉 劉怡 佳作 實踐

5-5 綠色能源新生活 生科 陳淑捐 黃思婕 楊瑜君 佳作 景興

5-6 噗噗噗~多功能重力小汽車 生科 張雅富 陳玫良 陳宗閔 佳作 石牌

6-1 信號的傳遞 理化 楊惠婷 鄭嘉華 許碧珊 佳作 師大附中

6-2 何能？未來選擇 理化 楊瑜君 陳淑捐 黃思婕 佳作 景興

6-3 紙的前世今生與進化論 理化 江斐瑜 傅伯年 彭文君 佳作 萬方

6-6 物『理』看『化』盡在分合之間 理化 林美秀 鄭忠興 王儷芬 佳作 內湖

7-1 地科之歌 地科 林孟慧 郭耀珠 洪佳麟 佳作 金華

8-1 模擬聯合國 歷史 劉春蘭 邱德慈 佳作 師大附中

8-4 由歌曲古蹟認識清領前期 歷史 楊芳怡 佳作 中山

8-5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說的白是什麼白」

美國黑人人權發展史
歷史 張恒 方明 林泰安 佳作 古亭

9-5 雜糧。咱糧。 地理 張靖宜 林芯聿 林千舜 佳作 南門

11-1 妙語解憂-看見看不見的智慧 輔導 陳珮汝 林筱晴 佳作 興雅

11-2 夢想航海王~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輔導 蔡嘉容 陳品瑜 饒莉華 佳作 實踐

12-4 踏穩腳步 攀向高峰 童軍 吳臻武  陳怡雲 佳作 古亭

12-5 方位與定向 童軍 徐天君 佳作 誠正

12-6 西松新鮮人—校園趴趴GO 童軍 萬慰慈
廖子慧

(內湖高中)
黃思瑋 佳作 西松

13-2 在餐桌上看世界 家政 劉萱 李佳容 佳作 弘道

13-3 畢業成果餐會展 家政 陳意文 佳作 東湖

14-2 青春不夯藥 健教 陳凱俐 游景逸 佳作 仁愛

15-6
走讀中山尋『寶』趣－跨領域資訊定向運

動
體育 游承翰 王鈺雯 陳清楓 佳作 中山

16-2 質地有生—建築中的質感 視覺藝術 虞慧欣 林秋蕙  佳作 忠孝

16-3 版畫水墨畫文人 視覺藝術 盧思宇 佳作
私立立人

中小學

16-6 嗅色可藏 視覺藝術 徐于婷 范淑娟 雷惠傑 佳作 靜心中小學

16-8
畫中有話—

從<光影巴洛克>複製畫的多元教學談起
視覺藝術 曾一珊 陳曉芸 施冠州 佳作 士林

16-9
感受光與影-

以校園為起點的環境教育
視覺藝術 蔡嘉倩 林昭惠 邱群彥 佳作 士林

17-1 粉墨登場…京劇十三響 表演藝術 陳佩祺 佳作 明湖

17-2 擊響人身2.0 表演藝術 葉紅序 黃俊翔 佳作 東山

17-5 節奏、扮裝、玩創意 表演藝術 段世珍 佳作 天母

18-1 邁向美好「人聲」 音樂 張怡文 侯桃珍 佳作 北政

18-4 聖誕放「閃」啦！ 音樂 林翠玉 廖珮良 邱群彥 佳作 士林

20-2 輕鬆寫程式，快樂學開車 資訊 陳政川 佳作 陽明

1-1 西松雙語小劇場 -古今樓臺大會串 國文 朱慧珍 施青吟 入選 西松

1-3 跟著作家去旅行：老殘明湖遊趣 國文 沈承逸 許寶雪 胡維真 入選 東山

1-4 彩詩拼貼意象翩 國文 莊倩茵 陳秉貞 周佩誼 入選 金華

1-8 詩數Mail力無限 國文 王雅旻 呂秋霞 徐采邑 入選 芳和

1-10 小詩創作教學 國文 林佩樺 羅琬琳 入選 介壽

1-15
讀範文．學寫作—從海洋文學〈飛魚〉練

寫畫面感
國文 林淑媛 鄭玫芬 謝惠芬 入選 士林

2-1 人權議題融入英語教學 英語 蔡佳霖 陳宜君 洪素真 入選 民權

2-5 消費高手之生活智慧王 英語 李宗琴 鄭安伯 入選 東山

2-9 Making Friends with Tenses 英語 練志和 入選 東湖

2-11 有植感語文繪本創作概念教學課程 英語 陳怡杏 沈婉立 王伊芳 入選 建成

2-12
We Can Watch the Sun Go Down用辯論理

解文本提升閱讀素養
英語 莊信賢 蕭文慧 黃靖妤 入選 士林

3-3 「藝」緣「機」會 數學 陳薇新 劉儷琪 張宏維 入選 大安

3-7 觀古談數~信義援環 數學 李千慧 吳培毓 黃文意 入選 信義

3-8 邏輯客找規律 數學 林楓菁 入選 實踐

4-2 國際米其林 生物 蔡帛娟 洪穎馨 陳亭潔 入選 實踐

8-2 從咖啡來看公平貿易 歷史 楊孝偉 張子璐 葉乃菁 入選 關渡

9-2 出發吧！環遊世界之我的未來不是夢 地理 孔為捷 入選 五常

10-2 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 公民 許淑貞 萬心如 入選 景美

11-7 愛情尋覓記 輔導 楊雅雯 林美秀 周志偉 入選 三民

15-5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體育 傅楷諭 戴言儒 入選 介壽

16-4 名畫變裝秀2.0 視覺藝術 李坦營 入選 西湖

17-4 交通號誌影舞者 表演藝術 許淳欽 陳宥螢 成欣欣 入選 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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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樂音生活之電影配樂篇 音樂 林俋汝 入選 東山

18-3 活力滿分~創意啦啦隊 音樂 劉芷心 陳彥銘 曾志忠 入選 中山

20-4 機器人組裝初體驗 資訊 施冠州 黃立婷 林志坤 入選 士林
特優8件  優選29件  佳作52件  入選25件  未入選15件  棄權1件  共130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