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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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 108438330108

臺北市立景

美女子高級

中學

網路霸凌的問題導向學習

(PBL)
彭如婉 特優

B02 108433330101
臺北市立和

平高級中學
TEDster 養成四部曲 (STEP) 姚郁芬 廖薏雯 特優

B03 108434330101
臺北市立中

山女高

未來の旅行家──  地理國文

跨領域多元選修的課程設計與

實踐

張佩瑜 林姿吟 吳宜玲 張嘉惠 游千慧 特優

B23 108440330201
臺北市立麗

山高級中學

探究式鷹架課程引導學生創新

思考與動手實作
林獻升 郭瓊華 蕭國偉 特優

C05 108434330104
臺北市立中

山女高

Learning by Presenting －分子生

物「演」練
顏映帆 特優

C07 108434330204
臺北市立大

同高級中學

走讀臺北：主題教學提升學生

人文素養
劉曉恬 特優

C18 108440330203
臺北市立麗

山高中

海潮流思──從海洋看見文

學、生物、歷史的交會
朱亮潔 許淳茹 蕭國偉 朱韋燐 特優

D01 108435330301

臺北市立第

一女子高級

中學

網路藝學園課程「完美『合』

聲」- 學校班級合唱比賽訓練

及經營

張萬苓 特優

A04 108439330101
臺北市立南

港高中

完全中學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之行動研究－以臺北市南港高

中為例

陳靜蓉 張亞敬 張夢凡 彭曉君 優選

A05 108440330301
臺北市立南

湖高級中學

行動學習對於學生數學概念理

解與學習態度之影響
陳泓曄 李明縣

高抬主(明

湖國中)
陳佩德 優選



B01 108431330102
臺北市立西

松高中

縮短學習落差-多元行動學習

教育經驗分享-以高一數學科

為例

江啟正 張孟怡 周石源 蘇惠玉 王愛惠 優選

B22 108440330101
臺北市立內

湖高級中學

「跨」出斜槓英語力：素養課

堂的「有感」學習
陳怡蓉 優選

B24 108440330302
臺北市立南

湖高級中學

上課ＩＮＧ－－我的公民課紀

實
張玉慧 優選

B25 108440330303
臺北市立南

湖高級中學

雙語對話：國英閱讀寫作課程

的跨領域教學經驗
黃健綸 沈君怡 優選

B26 108440330305
臺北市立南

湖高級中學

從「展覽」到「跨域寫∞手展

演中心」： 文創與佈展在高

中校園的實踐

黃健綸 陳姵君 優選

C01 108432330101
臺北市立松

山高中

素養導向之加深加廣教學設計

～人體二三事
余宛真 王建民 蔡和蓁 林柏均 黃詠承 優選

C08 108434330301
臺北市立大

直高中

以數位科技提升英語力 ─大

直高中「Flip English多元選修

課程」

廖婉雯 優選

C12 108438330105

臺北市立景

美女子高級

中學

讀小書看大世界：從英文青少

年小說閱讀探究核心議題
劉慧平 仲偉芃 呂香瑩 優選

C15 108439330103
臺北市立南

港高級中學

STEAM課程的展演-數資美 動

手玩出歐普藝術
邱健銘 劉玉雲 周瑞仁 陳名秀 優選

C17 108440330102
臺北市立內

湖高級中學
內中創客－物聯網新世界 羅玗貞 蔡明男 侯莉莉 林瓊甄 優選



A01 108433130101
臺北市私立

延平中學

「瓜瓜」樂、好吉「莉」～探

討光對「絲瓜」和「紫蘆莉」

種子萌發與胚根生長的影響並

落實校園栽種與跨領域教學

黃婉萍 詹志超 林旺進 佳作

B04 108434330102
臺北市立中

山女高

家族故事交朋友．跨域連結看

世界
黎曉鵑 黃鉦貽 彭裕峰 邱凌源 張輝誠 佳作

B05 108434330201
臺北市立大

同高級中學

立足台灣，邁向國際—專案導

向學習中的英語演說能力培養
林昀蒨 吳姿瑩 徐筱薇 蔡季純 佳作

B06 108434330202
臺北市立大

同高級中學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藉由英

文小說探討高中生對科技進步

下的道德規範與人性議題的反

思

李珮寧 佳作

B07 108435330201
臺北市立成

功高級中學

與生物共存─成功高中黑冠麻

鷺的繁殖生態觀察 環境教育

與生命教育之行政經驗分享

吳薏莉 邱玉萱 王澤民 佳作

B08 108436330201
臺北市立成

淵高中

小論文書寫—英語選修課如何

成為探索社會變遷的歷程
柯良潔 佳作

B09 108437330101
臺北市立華

江高級中學

數位與人文的跨界越讀課—經

典也青春之紅樓白日夢
辜雙儀 石惠美 董佩宜 陳昭玲 石惠美 佳作

B10 108438130401
臺北私立再

興中學
女孩:我就是我! 黃碧珍 謝佳樺 朱琪 周蓮卿 司鳳宜 王正玟 佳作

B11 108438330104
臺北市立景

美女中

用新興科技培養學生科技藝術

創新設計能力
曾美婷 佳作

B12 108438330106
臺北市立景

美女中

以課程的思維建構國際交流活

動
仲偉芃 黃美琦 許珮甄 游爲淳 顧秀華 佳作

B13 108438330107
臺北市立景

美女中

多元選修「英文教娃」的緣起

與實踐」
林世恩 陳柏廷 張瓅今 佳作



B14 108438330110
臺北市立景

美女中

我的青春計畫書——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彈性學習」的實驗

課程

張慈容 楊惠如 許珮甄 江信良 佳作

B15 108438330115
臺北市立景

美女中

學校、社區、與品牌-一場創

意市集的課程經驗分享
溫貝琳 吳淑敏 黃郁博 陳鈞嗣 林世恩 謝于婷 佳作

B16 108439330102
臺北市立南

港高中

多元選修素養導向課程-教師

跨領域共備歷程
邱健銘 劉玉雲 周瑞仁 陳名秀 佳作

B17 108439330201
臺北市立育

成高級中學

新課綱非選題評量方向新嘗

試—以高中歷史科文本閱讀命

題為例

蔡宗憲 李健輝 林顯穗 佳作

B29 108441330102
臺北市立陽

明高中

老師，我們要一堂有感的數學

課－「環遊世界學數學」之歷

程與省思

王聖淵 吳林建宏 佳作

B30 108441330103
臺北市立陽

明高中

臨機應變-校訂課程專題新方

向
王聖淵 吳林建宏 洪金英 胡傑明 張安莛 廖麗雅 佳作

B31 108441330105
臺北市立陽

明高級中學

「永續地球—能源永續高峰

會」 陽明高中國際教育全球

議題課程實施探究

呂惠甄 林富源 佳作

C03 108434130201
臺北市私立

大同高中
自主學習善用科技 翁真文 佳作

C04 108434330103
臺北市立中

山女高

站出英語力─高中英語課文單

字與閱讀之課堂站立活動分享
楊治和 佳作

C06 108434330203
臺北市立大

同高級中學

趣玩R語言－打通機率統計的

任督二脈
談得聖 吳淑萍 李詔琦 佳作

C09 108434330302
臺北市立大

直高中
密碼學中的數學 鍾伊婷 佳作



C11 108438330101

臺北市立景

美女子高級

中學

Hello Carbot(衝鋒戰士)之密室

逃脫-微積分是頭文字D
曾煥絢 賈映倫 佳作

C14 108438330201
臺北市立萬

芳高中
用一首歌詮釋自己 謝欣玶 劉康仁 佳作

C16 108439330205
臺北市立育

成高級中學

新課綱跨領域議題融入素養導

向課程設計-以社會科交通安

全素養課程為例

蔡宗憲 邱慧娟 李健輝 郭碧霞 佳作

C19 108440330304
臺北市立南

湖高級中學

相約蟾蜍山：跨領域閱讀、思

辨、表達課程的社區議題實踐
黃健綸 佳作

C20 108440330306
臺北市立南

湖高級中學

走在生命的風景裡：閱讀寫作

課程之實踐與反思
黃健綸 紀永祥 佳作

C21 108440330307
臺北市立南

湖高級中學

「玩」轉課室風景－－資訊科

技融入英語教學
吳素菁 佳作

C22 108441330104
臺北市立陽

明高中

投資理財煉金術－「投資理

財」與「民生議題」融入部定

數學課的設計

王聖淵 魏嘉均 吳林建宏 佳作

C23 108441330106
臺北市立陽

明高級中學

與詩同行─以數位媒體與遊戲

活動融入新詩教學
蕭柔茵 陳珈棣 高靖琪 佳作

C24 108441330201
臺北市立百

齡高中
品格教育與音樂創作活動結合 王斐瑩 佳作

C25 108442330101
臺北市立復

興高級中學

「陽明山中山樓」之一日國民

大會代表體驗
劉孝卿 康詩瑀 黃敏惠 張凌勳 佳作

D02 108440330202
臺北市立麗

山高級中學

自然探究與實作課程推廣教

材-智慧友善農業科技課程模

組

郭瓊華 林獻升 蕭國偉 佳作



B18 108439330206
臺北市立育

成高級中學

新課綱學科特色活動轉型與蛻

變—以社會科知識應用競賽為

例

蔡宗憲 李兆坤 李健輝 邱慧娟 曾麗娟 江佰川 入選

B19 108439330207
臺北市立育

成高級中學

高中服務學習課程系統化發

展-以多元選修樂齡議題融入

為例

蔡宗憲 林顯穗 曾麗娟 賴韻如 涂淑梅 入選

B20 108439330208
臺北市立育

成高級中學

跨校設計思考寒假學生工作坊

實作經驗談 —以樂齡傳承跨

世代互動營隊為例

蔡宗憲 涂淑梅 賴韻如 曾麗娟 鄭筱澐 入選

B21 108440130301

臺北私立達

人女子高級

中學

桌球教學融入行動學習之實務

經驗分享
杜嘉容 入選

B28 108441330101
臺北市立陽

明高級中學

與校園情境融合的學校本位課

程 ~以臺北市立陽明高中校園

生命教育課程設計為例

林巧芳 呂政憲 張月輝 洪金英 入選

C02 108433030101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電化學酸洗鑄鐵提煉人造石墨

(Extraction of artificial graphite

from electrochemical acid

dissolving process of cast irons)

李柏翰 入選

C10 108434330303
臺北市立大

直高級中學

這樣玩文學史－－由密室脫逃

認識古文運動
汪德方 入選

C13 108438330116

臺北市立景

美女子高級

中學

跨處室合作一起翻轉地球專科

教室
李冠達 陳鈞嗣 何玉婷 江信良 入選



          團體得獎名單

學校 名次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1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2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3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4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4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