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素養導向優良教學示例獎勵計畫一般教師組獲獎名單暨獎勵方式 

1 
 

序號 領域/議題 版本及冊別 內容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等第 獎勵方式 

1 
跨領域/ 

多元文化 
自編教材四年級 名稱：發現世界「新」風俗 東勢國小 

劉懋傑 

陳俊明 

謝睿真 

林智偉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由劉懋傑、陳俊

明、謝睿真、林智偉各得 0.025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4507 字，圖片 19張，稿費

平分後核予每人新臺幣 1,000元。 

2 

跨領域 

(自然-地科 

/藝術-表藝) 

自然:康軒第五

冊、 

表藝:自編 

自然-第五章第 3節 

名稱：認識岩石 

表藝-集體即興回憶 

同德國中 邱宇平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7523 字，圖片 30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4,000元。 

3 生活課程 南一版第一冊 主題六：第 2 單元除夕團圓夜 山腳國小 
蔡佩芳 

孫秀蓉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由蔡佩芳、孫秀

蓉各得 0.05 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6781 字，圖片 8張，稿費

平分後核予每人新臺幣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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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領域/議題 版本及冊別 內容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等第 獎勵方式 

4 國小_自然科學 康軒版第六冊 
第三章第二節 

名稱：動物面面觀 
光明國小 

陳怡均 

李宜臻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由陳怡均、李宜

臻各得 0.05 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7835 字，圖片 79張，稿費

平分後核予每人新臺幣 2,000元。 

5 國小_社會 南一版第四冊 
第四單元第 2 節 

名稱：古蹟與名勝的價值 
長興國小 李柔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3650 字，圖片 2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4,000元。 

6 國小_健體 翰林版第 7冊 

第二章第 4節 

名稱：「籃」壇之光 「球」

類拔萃 

新街國小 黃鉉涵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6212 字，圖片 7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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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領域/議題 版本及冊別 內容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等第 獎勵方式 

7 國小_國語文 南一版第十冊 
第二單元第五課 

名稱：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莊敬國小 王芸芾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4958 字，圖片 31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4,000元。 

8 
國小_自然/ 

環境教育 
自編教材 名稱：空氣品質「旗」中奧妙 普仁國小 吳宜燕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3930 字，圖片 35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4,000元。 

9 
國小_藝術/英語 

/環境教育 
自編 

當瓶蓋「溪」在一起:藉由瓶

蓋畫連結在地的南崁溪，培養

學生愛護環境的態度，並能說

明自己的創作理念及使用水彩

技法培養鑑賞能力、以沉浸式

英語帶入課程讓孩子能聽懂、

敢開口說英語，邁向全人教

育。 

新路國小 

陳怡君 

魏淑惠 

宋麗娟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由陳怡君、魏淑

惠、宋麗娟各得 0.033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5622 字，圖片 0張，稿費

平分後核予每人新臺幣 1,3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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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領域/議題 版本及冊別 內容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等第 獎勵方式 

10 國小_社會  翰林版第 5冊 

第二單元第 2節 

名稱：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英

勇的抗日事蹟 

新路國小 

魏淑惠 

沈秀琴 

汪宗明 

陳靜薇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由魏淑惠、沈秀

琴、汪宗明、陳靜薇各得 0.025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5535 字，圖片 0張，稿費

平分後核予每人新臺幣 1,000元。 

11 國中_藝術 康軒版第 3冊 
第 3 章 

名稱：廣告音樂大解密 
石門國中 劉婉柔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4640 字，圖片 36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4,000元。 

12 國中_國語文 南一版第一冊 
第 4 課 

名稱：吃冰的滋味 
龍潭國中 陸如薇 特優 

1.每人核予嘉獎 1次。 

2.著作分數 0.1分。 

3.每組獎座 1只。 

4.本件計 7383 字，圖片 74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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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領域/議題 版本及冊別 內容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等第 獎勵方式 

1 國小_數學 康軒版第 3冊 十、容量與重量 快樂國小 黃佩儀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4415 字，圖片 7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2 國小_自然科學 翰林版第七冊 

第四單元第二節 

名稱：電磁作用－電磁鐵的磁

力 

新莊國小 邱瑛婷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2663 字，圖片 7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3 國中_社會 康軒版第一冊 

第三章第一節(地理) 

第三章第二節(歷史) 

名稱：台灣的地形樣貌為何? 

原住民與鄭氏政權 

平鎮國中 
吳欣宜 

黃佩琳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7224 字，圖片 52張，稿費

平分後核予每人新臺幣 1,500元。 

4 國小_健體 翰林版第 1冊 

第一單元成長變變變 

名稱：清潔衛生好習慣---我

會洗臉 

永順國小 林淑如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1560 字，圖片 0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1,357元。 

5 國小_自然科學 南一版第 4冊 名稱：詭影遊戲 文華國小 陳冠儒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乙只。 

3.本件計 2637 字，圖片 16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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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領域/議題 版本及冊別 內容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等第 獎勵方式 

6 國中_英語文 康軒版第 2冊 
Unit 4  

How Much Cake Do You Want? 
文昌國中 張宜琪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1807 字，圖片 18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7 國小_藝術 自編四年級 
肢動感受護海洋--我們的海洋

清潔機 
大業國小 潘琪麟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6183 字，圖片 5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8 國小_自然科學 康軒版第七冊 
第三單元活動二 

名稱：岩石與礦物 
仁和國小 徐鈺媜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3539 字，圖片 56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9 國小_國語文 康軒版第 7冊 

第九課第 6節 

名稱：走進蒙古包(自編延伸

教材) 

蚵間國小 粘祐瑄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4481 字，圖片 69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10 國小_英語文 
何嘉仁 Story.com 

版第 8 冊 

第 3 章 

名稱：Happy Housework! 
同安國小 洪典加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3275 字，圖片 1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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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領域/議題 版本及冊別 內容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等第 獎勵方式 

11 環境教育 
七年級彈性課程潭

水藝文 
名稱：湧往植前 武漢國中 

張元薰 

何家儀 

劉秋菊 

張君怡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5585 字，圖片 0張，稿費

平分後核予每人新臺幣 750元。 

12 國小_英語文 何嘉仁 e STAR4 
第三單元 第 1節 

名稱：Where are you? 
普仁國小 王辭雅 優等 

1.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每組獎座 1只。 

3.本件計 1915 字，圖片 2張，稿費

核予新臺幣 3,000元。 

1 國中_藝術 翰林版第一冊 名稱：玩色生活 龍興國中 林奕秀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 
國小_自然/ 

環境教育 
自編教材 

名稱：魚菜互動共好的美麗風

景 
五權國小 

林文勝 

劉佳惠 

薛錫鴻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3 國小_藝術 自編四年級 輪旋海洋創藝遊 大業國小 郭鎧漁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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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領域/議題 版本及冊別 內容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等第 獎勵方式 

4 
國中_國語文/ 

彈性_閱讀 
自編教材七年級 名稱：從農民曆看傳統生活 青溪國中 楊雅珊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5 國小_英語文 

參考版本：何嘉仁

e-star版第 6冊

Unit1-Unit2延伸

自編 

名稱：Time Planner 

(時間規劃者) 

 Episode 1 & 2 

文山國小 顏君庭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6 國中_社會 翰林版第 2冊 

第三章 

名稱：農業 

(校本課程-集合吧！慈文桃友

會) 

慈文國中 吳思穎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7 國中_數學 康軒版第二冊 
第 4 章第 2 節 

名稱：正比與反比 
龍潭國中 高嘉穗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8 生活課程 翰林版第二冊 
第三章第二節 

名稱：電話好幫手 
茄苳國小 王薔閔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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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小_英語文 自編教材 5年級 
名稱：When the earth 

shakes. 
普仁國小 李孟緯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10 國中_健體 康軒版第 2冊 
第 1 章第六單元  

名稱：空運計畫集集樂比賽 
武漢國中 周珍璉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11 
國小_國語文/ 

閱讀 
自編 名稱：《在圓木橋上搖晃》 山腳國小 鄭雅云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12 
特教/ 

國中_國語文 
翰林版第 2冊 

第 5 章 

名稱：近體詩選 
青溪國中 黃郁茹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13 國小_自然科學 康軒版第三 冊 
第三章第 1節名稱：光的直線

行進 
青溪國小 萬榮輝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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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小_社會 康軒版第七冊 

單元四第二課 

名稱：大湖嬉遊記—臺灣的藝

文活動 

大湖國小 鄭幸渝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15 國小_國語文 康軒版第 8冊 
第 7 課 

名稱：請到我的家鄉來 
南美國小 陳善提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16 國中_國語文 南一版第 3冊 第六課名稱：大明湖 凌雲國中 
李怡澂 

劉怡婷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17 性平議題 校訂課程 
自編教材 

名稱：認識自己 
大埔國小 蕭名欣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18 國中_社會 康軒版第 3冊 

第 3 章 

名稱：中國的產業 

(以線上 SWOT分析企業之合作

學習) 

慈文國中 李思賢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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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國小_自然科學 南一版第 1冊 
第三單元第三節 

名稱：空氣好好玩 
公埔國小 陳佳妏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0 國小_英語文 何嘉仁版第六冊 
單元: Unit 2名稱:What 

subject do you like? 
忠福國小 簡淑萍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21 國小_國語文 康軒版第 九 冊 第十課名稱：《海豚》 信義國小 阮郁源 甲等 每人核予獎狀 1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