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團體獎名次

市立景美女中 1

市立育成高中 2

市立松山高中 3

市立陽明高中 4

市立中山女中 5



送件

序號
報名序號 學校 主題

第一作

者

第二作

者

第三作

者

第四作

者

第五作

者

第六作

者

決審名

次

A1 107434330101 市立中山女中
讀力新時代——酷課雲數位

閱讀
黃月銀 特優

A2 107434330103 市立中山女中
運用主動幽默的教學活動

－DNA科學史之探究
顏映帆 佳作

A3 107434330105 市立中山女中
「學習‧面對面」－ 高級

中學體驗式學習之品德教育
沈卓沛 郭逸瑄 佳作

A4 107440330101 市立內湖高中

手機樂：以BYOD（自攜裝

置）方式普及化數位音樂創

作

蘇妍穎 佳作

A5 107435330301 市立北一女中
美感教育融入音樂課程對青

少年創造力之影響
張萬苓 參加獎

A6 107436330201 市立成淵高中

以「圖證」為讀本進行數學

探究教學促進概念理解至寫

作

林鳳美 優選

A7 107441330202 市立百齡高中

與新課綱同行： 一位高中

校長與教師社群實施公開授

課之行動與反思

邱淑娟 徐鍬鳳 曾久倫 馬玉玫 古舒芬 廖安淑 優選

A8 107439330210 市立育成高中

歷史科探究與實作如何進

行?-以〈日治時期義務教育

的實施〉經驗為例

李健輝 佳作

A9 107438330102 市立景美女中
探討知識論V圖在自然科學

探究與實作課程之應用
游慈卉 江選毅 特優

A10 107438330103 市立景美女中
聽見學生潛藏內心的真實聲

音
曾美婷 呂靜宜 入選

A11 107438330104 市立景美女中

多元選修體育課程對高中學

生身體活動量與體適能之影

響─以景美女中為例

田珮甄 入選



A12 107438330105 市立景美女中
議題中心教學法在探究與實

作課程的實況探討
彭如婉 特優

A13 107438330107 市立景美女中
生命關懷做中學─設計思考

護鯊倡議行動
呂翠屏 優選

A14 107438330201 市立萬芳高中
「專題製作」課程設計及規

劃分析
湯偉君 參加獎

A15 107433130101 私立延平中學

透視學測、狀元及第～前進

「生物學科能力測驗」武林

大會暨學習成效之評鑑與補

強

黃婉萍 詹志超 入選

A16 1074801M01a01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專題研究」課程的實踐與

反思-校本必修課程的新嘗

試

邱逸鈴 許經綸 高慧吟 黃敦為 參加獎

B1 107437330201 市立大理高中

如何增加六倍的栽種面積-

談大理高中「垂直農園」的

建立

牟建明 入選

B2 107434330102 市立中山女中

從共同備課、公開觀課和集

體議課來看教師專業成長—

以高二地理西亞文化衝突單

元為例

陳怡儒 佳作

B3 107434330106 市立中山女中
又見桃花源-台北市小田園

計畫在中山女中之成果
趙威寧 游舒琇 林媼彩 佳作

B4 107440330102 市立內湖高中
內湖高中圖書館推動電子書

班級共讀之初探
羅玗貞 柯鈞齡 侯莉莉 佳作

B5 107441330201 市立百齡高中

讓學生發聲：開放空間會議

(Open Space Technology)在百

齡

邱淑娟 廖志風 林淑燕 湯一嵐 李登祥 林家加 佳作

B6 107431330101 市立西松高中
道聽圖說-體育班學科教育

經驗分享
江啟正 胡栴瑜 古慧芬 入選



B7 107439330201 市立育成高中
愛的心體驗-老化課程實施

經驗談
陳瓊玉 佳作

B8 107439330202 市立育成高中
微型D-School與公益旅行的

火花—寒假樂齡服務營隊
蔡宗憲 鄭筱澐 賴韻如 涂淑梅 優選

B9 107439330209 市立育成高中

幫助孩子「看見自己」、

「開展自我」的班會活動及

週記主題

張芳瑜 優選

B10 107439330213 市立育成高中
影晤人生--「青少年電影與

文學」課程設計分享
賴韻如 林宜汝 鄭毓瓊 林秀鳳 廖婉綺 優選

B11 107432330103 市立松山高中 許大地一個美麗未來 郭靜靜 許瑞敏 謝文順 入選

B12 107432330104 市立松山高中 蘋果綠的花漾青春 郭靜靜 江心瑜 佳作

B13 107432330105 市立松山高中
完成不可能任務的綠色神盾

冠軍籃球隊
郭靜靜 許瑞敏 楊麗娟 參加獎

B14 107439330101 市立南港高中
跨領域課程-生活智慧金融

王
邱健銘 郭育致 曹瑋瑩 胡以道 特優

B15 107439330102 市立南港高中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以

物理與資訊為例
高慧君 戴伶娟 劉葳蕤 優選

B16 107438330106 市立景美女中
設計思考應用於課程實踐與

社區合作
溫貝琳 陳鈞嗣 陳如慧 特優

B17 107441330101 市立陽明高中
圖像化學習：閱讀可以很好

玩
林凱玲 佳作

B18 107441330103 市立陽明高中 食在無國界 葉碧珠 入選

B19 107441330110 市立陽明高中
《華語流行歌詞賞析與實

作》課程設計分享與省思
林柏佑 參加獎

B20 107438330202 市立萬芳高中 戲說閱讀 吳慧貞 入選

B21 107440330202 市立麗山高中
培訓高中生擔任公民科學志

工，建立服務學習新方向
林獻升 郭瓊華 蕭國偉 特優

B22 107434130201 私立大同高中
私立大同(大學、高中)跨校

合作高優扎根資訊科學教育
李帆 佳作



B23 107440130301 私立達人女中

歷史學科螺旋式課程(Spiral

Curriculum)教學實施的效

應：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主題為例

張伉岑 佳作

B24 107440130302 私立達人女中 達人公民行動GO 陳詩婕 優選

C1 107434330301 市立大直高中
翻轉英文—以科技創新教學

，用數位點亮學習
廖婉雯 優選

C2 107434330104 市立中山女中
垂釣一尾詩 －－普通班與

人社資優班之青春尋詩
蔡瑋玲 黃子玲 佳作

C3 107442330201 市立中正高中
自我探路?麥田捕手 升高一

語文表達銜接課程
劉濬維 佳作

C4 107431330201 市立中崙高中 Quizlet學習單字酷又不累 林淑芬 陳佳琪 優選

C5 107439330203 市立育成高中
高中服務學習素養導向課程

設計—以樂齡服務課程為例
蔡宗憲 鄭筱澐 賴韻如 涂淑梅 曾麗娟 佳作

C6 107439330204 市立育成高中
「培力與賦權：生在印度的

女性」
鍾一良 佳作

C7 107439330211 市立育成高中 基隆河水質監測初探 莊婉婷 陳家蓉 林郁婷 陳慧真 吳鍬佩 佳作

C8 107439330212 市立育成高中 空氣品質議題探究課程設計 莊婉婷 林郁婷 陳家蓉 陳慧真 洪翠屏 佳作

C9 107432330101 市立松山高中 服務領導 張洸源 許瑞敏 特優

C10 107432330106 市立松山高中

《論語》教學的課程研究—

以「仁」為主題的課堂行動

研究

劉桂光 郭由融 優選

C11 107432330107 市立松山高中

打造優質的新聞園地-製作

松高新聞台及出版學生新聞

報

陳可欣 陳宜妙 陳詩雯 張瓊文 佳作

C12 107432330108 市立松山高中 高一基礎物理活化實作課程 陳育詮 陳倩如 邱昶幃 曾美蓮 周志平 佳作



C13 107440330301 市立南湖高中
學生如何定義兩個平面夾角

的概念心像分析
張逸超 佳作

C14 107440330302 市立南湖高中

打開科學之眼 洞察美妙

「視」界 －手機顯微鏡應

用於生物科「探究與實作」

微課程

李宜娟 黃祐慈 簡嘉慧 佳作

C15 107440330303 市立南湖高中

經典與美感教育的交輝－以

「經典藝次元-經典詮釋與

文創美學實踐」跨域選修課

程為例

王慧茹 佳作

C16 107440330304 市立南湖高中

大衛之星的殞落— 結合

「素養導向」、「品格教

育」和「資訊應用」

吳素菁 葉紘宇 佳作

C17 107438330101 市立景美女中 畫一堂妖怪現形的文學課 方妙鳳 施依伶 佳作

C18 107438330108 市立景美女中 印象景美花漾情 溫貝琳 李冠達 楊惠如 優選

C19 107441330104 市立陽明高中
從生活出發-以系統動力學

進行跨領域專題導向課程

吳林建

宏
王聖淵

吳芊穎

(大同高

中)

吳卉蕎

(成功高

中)

佳作

C20 107441330105 市立陽明高中
回歸生命最核心-生命教育

課程中的智慧萌芽時刻
林寶玲 優選

C22 107441330106 市立陽明高中
「逼逼，已讀！」──跟著

花甲男孩讀、寫、唸、想
李靜玫 許淳茹 鄭瑋 特優

C23 107441330109 市立陽明高中

我的精彩自己決定-結合

「數學教學」、「生涯規

劃」與「性平議題」之跨領

域課程

王聖淵 連紫汝
吳林建

宏
佳作

C24 107440330201 市立麗山高中

意「遊」未盡──從〈晚遊

六橋待月記〉到一場屬於青

春的逍遙遊

朱亮潔

許淳茹

(陽明高

中)

特優



C26 107440330204 市立麗山高中

Pokemon Go 麗山蝴蝶大調

查 ─環境教育結合探究實

作之創新課程

蕭國偉 林獻升 郭瓊華 佳作

C27 107433130103 私立延平中學
跨領域的創新教學－〈談植

物 說成語〉文學講演
詹志超 黃婉萍 佳作

C28 107433130401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甜祕密 – 糖漬中的科學 馬瑪宣 簡佑霖 佳作

D1 107440330103 市立內湖高中 謎城風之遊VR課程體驗 林詩淵 吳慧菊 陳華姿 羅玗貞 孫維琳 入選

D2 107431330103 市立西松高中
迴圈教具-霹靂燈-在程式設

計課程的運用
江啟正 鄭捷文 葉惠慈 特優

D3 107432330102 市立松山高中
平衡蹺蹺板- 學生自製教具

與演示
陳育詮 周志平 蔡皓偉 吳清源 洪淑慧 蔡岳峰 優選

D4 107441330107 市立陽明高中 高中生涯自我探索牌卡 潘祥齡 入選

D5 107441330108 市立陽明高中

超越「惡寒」－以自製卡牌

桌遊教具應用於數學二次函

數課程為例

王聖淵

史美奐

(成淵高

中)

吳林建

宏
連紫汝 佳作

D6 107440330203 市立麗山高中

12年國教彈性學習課程推廣

教材，公民科學家培訓課程

模組

林獻升 郭瓊華 蕭國偉 優選

D7 107433130102 私立延平中學

「自然」就是「美」～費氏

數列與黃金比例的「E」操

作

黃婉萍 黎敬凡 入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