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校務經營與行政革新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SA.009 願力興革：廢校逆轉方程式 彰化縣 彰化縣二林鎮廣興國民小學 吳寶嘉 楊素綾 江雋元 楊明貴 黃崢瑋 標竿

SA.003 品閱山水-室內外的跨域校務經營交響閱 臺南市
臺南市南化區玉山國民小學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徐子蔚 洪文正

謝元入 阮東明
特優

SA.004 龍安新視界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 李淑芳 林旭霓 李怡麟 劉子任 特優

SA.002 科學魔法學院 越南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江家珩 鄭文豪 程瑋昱 潘威霖 黃振華 優等

SA.007 瑞寶科技趣〜夢想AI智造未來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曾振興 林蕙薌 梁蕙蘭 優等

SA.001 河濱人．情．「味」〜生活真情味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 丁崇寶 洪吉慶 蘇錦祥 李紅蓉 謝孝鼎 優等

SA.013
小獅王的逆襲-12年國教前導核心學校之創新

歷程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 陳明勇 鍾易達 陳怡靜 甲等

SA.005 i❤Read愛樂讀，閱讀深動力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 吳俊生 黃家榮 蘇曉萍 蔡彥輝 薛詩穎 甲等

SA.008 「竹」備周全．「後」佑康健 高雄市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國民小學 陳慶盛 邱文美 甲等

SA.010 信封旅行籤〜學校的限時批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黃文慶 陳勇全 甲等

SA.011 新住民，心註明，欣著名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黃文慶 陳勇全 佳作

各位老師大家好：

　　今年頒獎典禮預定於109年10月30日(五)上午舉行，地點在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公

誠樓２樓第三會議室。敬請榮獲標竿獎及特優獎者務必出席頒獎典禮，謝謝。

　　　　　　　　　　　　　　　　　　　　　　　　　　　　　　　　　　　　　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  敬上

　　　　　　　　　　　　　　　　　　　　　　　　　　　　　　　　　　　　　　　　　　　　　　2020.08.14

Best Education-KDP 2020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KDP國際認證獎 決審結果



SB.課程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SB.011
培養問題解決力-風課師(Focus students)探

索學習之旅
花蓮縣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張文權 劉文彥 周穎達 高宏忠 陳嘉偉 張雅婷 林逸翔 黃渟淯 標竿

SB.004 大雁群飛展專業 直登岳頂悠遊學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 吳智亭 張勝順 郭柏宏 柯采伶 特優

SB.018 美力古亭，永續學習 臺北市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林泰安 陳怡雲 鍾勝華 顏錦江 王培玲 優等

SB.008 翻轉難點，奠基亮點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何典蓁 陳彥伶 吳育茹 陳儀娉 優等

SB.021 立足在地優勢 開創藍海航道 學子國際揚帆 臺南市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國民小學

臺南市東區德高國民小學
呂翠鈴 林宜樺 楊易蕙 蔡文都 黃明貴 鄧佳琳 連培茹 陳思穎 優等

SB.003 蕃轉趣．薯來寶 新北市 新北市萬里區大坪國民小學 張萬枝 廖美渝 呂奕葶 優等

SB.016 尋秘五福圳~「韭」是愛你 臺中市 臺中市清水區甲南國民小學 蔡淑芬 黃淑君 王清源 蔡文勝 鄭偉宏 林建雄 優等

SB.013 餐飲磁性課程－翻轉學生學習動能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夏豪均 馬嶔　 王璻熒 李晶蓉 房芊妤 甲等

SB.010 「閱」力土庫，綻藝精采 彰化縣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國民小學 謝秀華 鄭雅靜 林宜潔 李佩芳 鍾佳琳 陳麗華 蔡孟彤 游涴棋 甲等

SB.012
「彩虹x藍天」合繪出天空的風景 教學融於環

境，環境源於教學
臺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

黃郁芸 郭添財 陳淑娟 郭羿君 陳勻宜 侯雅倫 高書瑩

尤耀頤
甲等

SB.002
河濱「人」．情．味〜校園創客「人」，生活

心美學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 丁崇寶 洪吉慶 蘇錦祥 李紅蓉 謝孝鼎 佳作

SB.005
「愛相隨」-營造自主管理與學習型組織之課

程領導氛圍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私立潭秀非營

利幼兒園
朱涵英 洪儷臻 李雅娟 佳作



SC.學生多元學習與效能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SC.024 北葉「時」在好精彩！ 屏東縣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國民小學 高至誠 孫美玲 柯貴雪 蕭照陽 巴品歆 標竿

SC.001 逆風啟航〜開創斜槓人生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祥安國民小學 張金章 姜智惠 陳德全 鍾榮朕 陳秋利 朱文生 陳美文 郭士龍 特優

SC.017 課程泉源＠壽山「雙園」 高雄市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 黃寶靚 林倢伃 廖玉婷 李宛倫 劉金旻 特優

SC.005 親愛的，我把孩子變「正」了-變正三部曲 桃園市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 蘇彥瑜 傅安娟 廖映如 林淑靜 劉曉雯 宋嘉玲 程鈺真 林品辰 優等

SC.007 Music Mentor 心靈導師樂音響 新北市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國民小學 徐愛鈞 范瑞瑩 鳳彥甯 梁佑群 廖文聖 張芷瑄 優等

SC.025 靚彩時客-鎮中哈客學苑 桃園市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羅新炎 林晏瑄 陳隆介 林詩蒨 林亦玟 齊傳理 許高誌 吳欣宜 優等

SC.010 童年Uhabun，「Ruma」秀 桃園市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民小學 史曉春 羅幼蓮 陳佩歆 周樹仁 田蒔穎 優等

SC.014 玉琢成才　玉石同光 屏東縣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國民小學 廖淑珍 林淑儀 劉敏惠 陳品蓁 李佳欣 張劭永 盧怡玎 優等

SC.002 藝術饗宴、筆耕墨耘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陳靜姿 吳景輝 林淑青 邱宜箴 張玉佩 優等

SC.021 排仔美學。Darling 生活 嘉義縣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國民小學 曹忠成 簡至悅 汪俞廷 陳兆彥 郭子涵 優等

SC.009 龍馬將軍情、興星灰瓦夢 桃園市 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 侯坤鋐 蕭雅慧 王傑 周美志 林奕秀 王循函 江崇宇 宋欣倫 甲等

SC.019
”英”為有你，”自”然”科”以創意無限（

因為有你，自然可以創意無限）
桃園市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黃光雄 鍾沄蓁 林慧欣 王淑惠 陳思彤 許時耕 朱育君 鍾翠芬 甲等

SC.013 三「生」一體流轉不息！〜文府「綠」巨人。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李美金 黃盛榮 王玉妮 陳俐婷 王麗姿 甲等

SC.026 瑞寶共學幸福上菜〜城市健康程式密碼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曾振興 林蕙薌 洪進源 甲等

SC.004 VR景義探險記 高雄市 高雄市內門區景義國民小學 謝忠豪 莊心怡 徐鳴　 楊益彰 甲等

SC.016 學習走出課室，這樣學很可以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杜宜憲 陳勇全 甲等

SC.011
頂尖小學Smart，社群卓越Master；成就孩子

的DNA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頂社國民小學 陳慶安 曾秋燕 簡芷妍 劉定山 翁振成 彭韻　 謝明津 陳韋如 甲等

SC.022 健康童年．生命美學 屏東縣 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國民小學 王逸棻 陳堅銘 林健民 洪郁婷 夏可泰 吳育仲 洪藝方 陳民僑 甲等

SC.023 興樂躍動 南管繞樑 ─興南管樂養成記 桃園市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 蘇彥瑜 陳雅妍 張志成 王瓊翎 江孟玲 甲等



SC.學生多元學習與效能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SC.012 Green Wall, Green Us-看我Green動人 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山頂國民小學 蘇靜好 周怡伶 邱丞憶 莊賈太 余政達 甲等

SC.015 抗「疫」有理，就是要幸福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杜宜憲 黃文慶 甲等

SC.008 玉山越野王-山林水酷壯遊IEP 臺南市
臺南市南化區玉山國民小學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徐子蔚 洪文正

謝元入 阮東明
甲等

SC.003 馨動明義愛．多元心歡喜！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民小學 張本文 劉書伶 柯福財 阮素萍 洪武宗 甲等

SC.018 南瀛活泉瑯環滌心 臺南市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臺南市南化區玉山國民小學

謝元入 連顗婷 陳葳鎔 李宗賢

徐子蔚
甲等



SD.校園營造與資源運用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SD.008 老溪新生、閃耀興國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 林芷婕 邱創炫 徐燕羚 向家逸 方伯晃 林欣慧 張馨云 詹鈞淇 標竿

SD.013 設計自由遊戲的環境·展現自發學習的氛圍 臺北市 臺北市立育航幼兒園 黃瓊秋 楊繼敏 葉琛　 陳得撒 洪瑞敏 特優

SD.017 明禮「城市遊樂園」~打造美學共融校園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國民小學 蕭美珍 陳蕙蘭 沈聖彬 劉貞蘭 優等

SD.007 用「心、新、薪」感動－鷺江展欣蛻變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陳俊生 盧麗真 唐文達 鄭啟生 吳美終 蔡明貴 優等

SD.002 大築巍黌舍 直創育才園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 吳智亭 郭柏宏 張勝順 蔡文鴻 郭奇峰 優等

SD.009 美力「興」校園，藝想新世界 彰化縣 彰化縣二林鎮廣興國民小學 吳寶嘉 江雋元 楊明貴 黃崢瑋 鄭亦庭 楊素綾 優等

SD.010
牽起一線情〜巧手.巧思.手工麵線DIY的巧合

轉化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杜宜憲 朱麗玲 優等

SD.011 別有”峰”情─STREAM心視野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瑞峰國民小學 陳月珍 胡碧鴛 李冠興 江豐錦 張國良 林瑞樺 吳育任 謝沛螢 優等

SD.012 老校翻轉，穿梭世紀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方芳蘭 鄭皓芸 鄭博仁 陳裕升 張曉亭 甲等

SD.004 荒漠甘泉育T型人才 桃園市 桃園市觀音區育仁國民小學 莊凱安 謝岱君 黃煥勇 廖珩君 廖杏琪 朱兆銘 洪壹修 羅美春 甲等

SD.005 愛自然看得見 臺中市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

陳議濃 林姿宇

賴春旭
甲等

SD.014 空間美學－校園處處可學 高雄市 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學 鄭進斛 蘇聖文 林勤蜜 鍾德欣 楊志祥 甲等

SD.018 空間活化綠農場，肥水不落外人田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劉雲傑 陳筑莛 林志龍 黃孟如 甲等

SD.006 優霞雲茶書竹屋 桃園市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民小學 羅幼蓮 賴鈺筑 黃伶如 史曉春 陳哈拿 甲等

SD.003 竹後奮起-串連在地 再造風華 高雄市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國民小學 陳慶盛 潘毓斌 甲等

SD.019 三贏策略 扭轉乾坤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 王建忠 蔡翰毅 甲等

SD.016 藝起． E享．異想 南投縣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國民小學 鄒庚辛 梁明　 曾明煌 張耿肇 黃至精 甲等

SD.001 美綠校園油漆趣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 楊振玉 張簡麗芳 簡淑萍 蔡淑玲 焦熙昌 佳作

SD.015 快省準－圖書搬家大王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國民小學 劉勁松 楊智鈞 鄭文村 佳作



TA.本國語文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A.005 文體的旅行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陳素真 周淑惠 林吟禧 王怡雅 郭宿珍 標竿

TA.017 LOKAH！「義」鼓「作」氣，閱讀悅有趣 桃園市 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民小學 顏慧儀 鄭宜旻 郭建麟 黃怡禎 薛詩騰 特優

TA.009 「閱」世界-思考翻轉GO 越南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江家珩 李麗美 張憶如 特優

TA.007 打開心窗，發現台灣新秘境 臺北市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林筱晴 陳珮汝 優等

TA.024 北新大文學-瑠住美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曾秀珠 陳國生 李明潔 莊雅如 張詩亭 優等

TA.006 喜「閱」興糖，幸福啟航 高雄市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 張韶蘭 優等

TA.003 文字的前世今生 臺南市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吳舒靜 唐郁涵 汪彤　 阮玉如 薛聖月 優等

TA.001 生活觀察家 用心學寫作 高雄市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鄭依琳 優等

TA.012 文學「知味」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劉學燕 張鈺民 賴美玲 潘逸晟 優等

TA.020 創『客』小獅王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 鍾易達 優等

TA.010 包容差異：孔乙己怎麼了？ 越南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楊士賢 傅國鑫 彭湘蘭 甲等

TA.002 創意悅讀，讀出好品力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 江建新 紀佳馨 陳慧珍 甲等

TA.011 我愛家鄉 新竹市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竹市康橋國民中小

學
許凱筑 陳麗雅 林家蓁 陳滰玹 張翠芬 甲等

TA.023 想像不打烊-圖文大師 桃園市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林育瑾 簡珏馨 徐羽彤 甲等

TA.018 麥田圈之謎-閱讀探索趣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民小學 陳維士 許念珍 陳立婕 黃美月 陳秉倫 甲等

TA.008 有目的的閱讀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 李怡穎 練芳妤 江玉玲 呂秉修 陳慧嘉 甲等

TA.019 有感而發：國文教學中的五感教育
雲林縣

桃園市

雲林縣立石榴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馬光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汪紅英 林冠廷 楊志宏

黃鈺凌

徐羽彤

甲等

TA.004 無礙擁夢~~勇敢飛翔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屏東縣林邊鄉崎峰國民小學

林青麗 郭美黛 康滋容 謝春菊

謝坤勇
甲等



TA.本國語文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A.016 秋光奏鳴曲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 李惠珠 周佳蓉 甲等

TA.013 穿越時空-學「議」學 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 彭惠鈺 陳榴明 甲等

TA.014 多感官繪本仿寫教學－啟發閱讀寫作樂趣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鳳陽國民小學 陳毓婷 李宗緯 甲等

TA.021 獅甲心畢業情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 陳怡靜 余尚武 甲等

TA.015 小阿力的大學校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 李惠珠 周佳蓉 甲等



TB.外國語文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B.009 SMART-開啟世界教室之鑰 臺北市 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 唐鶴菁 鄭千佑 黃怡真 標竿

TB.004
Let's VOA！〜〜運用UbD提升新聞英文聽說讀

寫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盧秋杏 黃宜文 李映璇 特優

TB.007 Pop-up books, embed abilities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周宜穎 林智煒 李蕙　 李以敏 優等

TB.005 食在好健康，說出好自信！ 桃園市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葉懿葶 優等

TB.013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學 張芳英 優等

TB.014 Let's go to the Lion Dance with Kebbi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 周玉婕 鍾易達 優等

TB.003 Xin chào！越來越美好－學習與體驗越南語文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屏東縣東港鎮東光國民小學

謝春菊 康滋容 郭美黛 林青麗

許金水
甲等

TB.012
扎根台灣　自動好英文 Rooting in Taiwan,

I.E.C in the Future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 何碧蓮 林之喬 甲等

TB.008 適性分組英語聽力教學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 周于真 林東隆 廖珮雯 甲等

TB.002 Learning English with Picture Books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鄭雅娟 甲等

TB.010 當我和世界同在E起~節慶有情．文化有意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民小學 簡于涵 梁雨薇 白芸禎 甲等

TB.015 西門雙語教育的時代使命 臺南市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國民小學 呂翠鈴 曾玉婷 楊燕山 許媖華 盧星蓉 甲等

TB.001 Fun Learning Rhymes and Songs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鄭雅娟 甲等



TC.數學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C.008 校園尋寶 Let's Go！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再興中學 呂佳儒 黃星翰 王新閔 標竿

TC.005 海選園遊會設計總監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何典蓁 柯順天 呂賢治 優等

TC.009 搶分佔地—同分母分數的加法 高雄市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國民小學 楊雅芬 優等

TC.012 翻滾吧，方塊 桃園市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劉品秀 林鳳儀 林于婷 優等

TC.001 「鈔」前部「數」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 周家弘 吳俊生 黃家榮 翁毓旋 張琬婷 甲等

TC.010 搶救水源大作戰－水瓶哪個容量大？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學 黃佩儀 甲等

TC.003 防疫無止「線」學習-「越」分~「越」有趣 越南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江家珩 楊縈麗 張憶如 甲等

TC.004 一步一尺-「邁」步公尺 越南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田嘉暄 甲等

TC.002 分數嘉年華~~在遊戲中學習分數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屏東縣林邊鄉崎峰國民小學

康滋容 郭美黛 謝春菊 林青麗

謝坤勇
甲等

TC.011 到底有多長？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 陳怡靜 林育君 佳作



TD.社會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D.027
2020的童玩-一年級生活課程的團體活動：

LET'S PLAY SMART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龔惠茹 黃資泯 張昶瑩 侯建良 張慎 標竿

TD.007 同心鞋力，下足工夫 臺中市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 張耕銘 王繼湘 張惠琳 柯紹儀 黃哲豪 標竿

TD.020 超越．視野．看歐洲 新北市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黃榆茗 張海倫 胡芳瑄 朱祐鋐 邱美娟 特優

TD.013 地圖無國界-圖輯創繪享世界 高雄市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曾煒程 特優

TD.024 讓社會課活起來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劉佳銘 吳旻靜 林孟慧 蔡坤良 徐聖惠 特優

TD.001 觀見未來，「源」來如此 桃園市 桃園市觀音區觀音國民小學 戴士涵 林翠玲 林君穎 邱若華 優等

TD.028 5260--快樂學習忘記年齡，燕巢樂齡真心為您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黃文慶 優等

TD.022 田中在地課程—田中產業520 彰化縣 彰化縣田中鎮田中國民小學 陳秋華 優等

TD.002 戀念舊校舍 高雄市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民小學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國民小學

苑靈杉 陳筱靈 朱蕙潔

林俞君
優等

TD.004 歡欣、關心、溫馨，共好多贏在興糖 高雄市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 張韶蘭 優等

TD.018 武中湧往植前 桃園市 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 何家儀 張元薰 劉秋菊 優等

TD.016 中壢踏查-我愛中壢之尋根承繼與創新 桃園市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盧珮瑜 劉冠君 鄭筱慧 周慧怡 吳基福 優等

TD.009 身歷其境──富岡在地文化探索 桃園市 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 許惠萍 郭佳容 曾娸妮 黃千榕 吳淑怡 優等

TD.011 「說走就走」，我的旅遊計劃書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 周佳蓉 李惠珠 優等

TD.014 戀戀桃花源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 呂慧誼 王寶彩 陳詠函 高照雄 吳筱婷 優等

TD.030 碧潭綠生活-瑠公大行動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曾秀珠 陳國生 游博鈞 涂佳莉 莊雅如 甲等

TD.025 菓林小大使．看見大世界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菓林國民小學 陳意淳 戴正杰 傅盈菁 郭雅婷 吳雅萍 甲等

TD.033 精打細算，人人有責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樂群國民小學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國民小學

謝慧華

賴坤弘
甲等

TD.012 好家在有老朋友 高雄市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陳詩瑾 洪心怡 林俊明 許櫻瀞 甲等



TD.社會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D.008 由《台捷防疫聯合聲明》看見布拉格之春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周浩元 周蓮卿 黃碧珍 李璧如 甲等

TD.026 防災方程式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 王建忠 佳作

TD.010 環遊世界 easy go!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 周佳蓉 李惠珠 佳作

TD.006 王爺與天主的相逢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何愛芸 張聖坤 王秀如 楊俐如 鄭雅壬 佳作

TD.005 「思」與「辯」-從筆記思考　到辯才無礙 嘉義縣 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民小學 呂佳芸 佳作

TD.019 美味食光-尋找家鄉懷舊味 高雄市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國民小學 林怡君 李致誠 謝美璇 吳佳芳 鄒佳伶 佳作



TE.健康與體育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E.001 「排」除萬難，「球」得勝利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國民小學

桃園市中壢區富台國民小學

張莉君

李黎盈 魏秀蓮 彭明熙 蔡娜惠
標竿

TE.012 籃球不難，打一場好球 GO Eazy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杜宜憲 特優

TE.002 環保創「藝」 舞出活力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郭美黛 康滋容 謝春菊 林青麗 許惠玲 優等

TE.011 居家「擲」行-戰鬥飛機出任務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杜宜憲 優等

TE.016 有趣的飛盤系列運動 高雄市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國民小學 賴坤弘 優等

TE.014 食在安心 健康來臨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黃彥博 優等

TE.010 鳳陽防疫教學方案－用活力向傳染病Say No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鳳陽國民小學 李宗緯 甲等

TE.017 繩乎其技 高雄市 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學 宋伊萍 游淑玲 鄭進斛 甲等

TE.013 排球-發球高手 桃園市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葉時滔 吳子毅 甲等

TE.009 健康五四三 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 陳榴明 江哲豪 甲等

TE.008
網路沉迷知多少-資訊素養分組合作學習實踐

方案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吳肇賢 甲等

TE.015 活泉南瀛烏山仙食 臺南市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臺南市南化區玉山國民小學

謝元入 郭洛伶 江欣樺 連顗婷

徐子蔚
甲等

TE.007
你是消費高手嗎-理財教育分組合作學習實踐

方案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吳肇賢 佳作



TF.藝術與人文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F.004 現代書藝傳心意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 吳憶禎 楊瓊如 朱惠瑜 標竿

TF.013 踏查中壢美感生活 桃園市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盧珮瑜 劉冠君 鄭筱慧 吳基福 林禮華 特優

TF.011 圓啟美哉舊市集　幾何新藝啟校園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 徐燕羚 謝鶯鶯 李玉婷 陳祈諦 方伯晃 特優

TF.006 藝喚護海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陳韻如 蔡兆琛 宋曉婷 潘琪麟 郭鎧漁 特優

TF.017 走訪旗津，『食』在『藝』猶未盡 高雄市 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 張玲雅 優等

TF.007 藝創三國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瑞塘國民小學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民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

林思言

陳維士

陳韻如

黃應龍

優等

TF.020 山之音山之形山之舞〜呼喚一座山在心裡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朱麗美 簡安茹 陳政鴻 林家弘 陳佳慧 優等

TF.019 當普普遇見hagˋgaˊ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瑞埔國民小學 劉筱惠 邱孜御 郭惠娟 詹婉華 黃榆婷 優等

TF.018 美麗新『視』界 臺中市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徐鳳翎 吳原榮 林秋萍 呂建孟 賴佑霖 優等

TF.022 創藝仿生獸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曾秀珠 陳建仲 羅英財 洪珮華 周佳建 優等

TF.014 少年鴨的奇藝旅程 臺北市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黃昱斌 闕美珍 李政廷 優等

TF.015 麥田圈之謎-思維的辨證和創造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民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

桃園市楊梅區瑞塘國民小學

陳維士 巫佳穎

陳韻如

黃應龍

林思言

優等

TF.016 布合時宜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黃彥博 甲等

TF.001 太鼓達人班之舞台夢想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賴冠霖 李美燕 甲等

TF.023 月亮風箏參與式藝術行動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 賓心如 甲等

TF.009 福山小五郎-作伙走「聽」校園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曾慧真 鐘曼綾

洪梅芳
甲等

TF.021 [玻弄心弦]~音樂與玻璃交織之美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高峰國民小學 劉向欣 郭原森 鄭毓錚 甲等



TF.藝術與人文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F.010 音樂精靈－望春風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公埔國民小學 鍾佳晏 羅垤輝 林妙君 江怡婷 王奕璿 甲等

TF.003 用Hanhmaker讓自己變得更好 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水寮國民小學 鄭怡柔 鍾易萍 許孟穎 許涵柔 徐茂原 甲等

TF.012
「疫」起來唱歌-合唱團運用媒體素材呈現表

演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李璧如 甲等

TF.005 陶土與輕黏土的精緻饗宴〜你也可以這麼做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蘇純瑩 甲等

TF.002 簡易的繪本創作教學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鄭雅娟 佳作



TG.自然與生活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G.028 水滴寶寶智慧尋寶記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 林柏君 許志豪 陳俞安 楊麗萍 曹容禎 標竿

TG.030 ZOO「境」隨俗-使用創意牌卡結合AR融入教學 新北市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國民小學

新北市淡水區新興國民小學

新北市瑞芳區瑞亭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張芷瑄

吳欣欣

劉宜衡

李明翰

特優

TG.029 新南樂閱 讀享藥芳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新南國民小學 李文章 莊夏萍 黃麗菱 廖麗英 特優

TG.015 花見酸鹼的奇蹟 高雄市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國民小學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國民小學

黃重仁

陳仁和

王苑閔

許翠珠

優等

TG.022 空品管理行動家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許素燕 洪春生 吳代發 林家薈 薛育青 優等

TG.012 美食Follow米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華國民小學 連育吟 許慈娥 周瑞雯 管敏玉 梁馨丰 優等

TG.032 再造霄裡埤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霄裡國民小學 李士豪 陳怡靜 曾佳瑄 李佳蒨 蘇清慈 優等

TG.009 假日科學夢─胡臺校假日STEAM營 越南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程瑋昱 鄭文豪 潘威霖 黃振華 劉威麟 優等

TG.021 凍靜皆怡 凝與你香玉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黃彥博 優等

TG.004 生態綠意盈興糖 高雄市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 張韶蘭 優等

TG.026 金排仔路蝶豆花饗宴 嘉義縣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國民小學 曹忠成 簡至悅 鮮宜庭 賴虹羽 優等

TG.007 食農好客 桃園市 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 吳淑禎 黃怡慈 謝光紀 蔡舒姍 優等

TG.031 有「構」神奇黏黏草 高雄市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 陳珮文 潘俞佑 黃文伶 優等

TG.001 「塑」速離去！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東明國民小學 陳建任 優等

TG.020 當科學遇上文學—虎克生平與實驗 桃園市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林育瑾 林凱亭 張竣嘉 陳映儒 優等

TG.035 菜呀！菜呀！我把你養大 高雄市 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學 鄭進斛 蔡金珮 甲等

TG.018 國際教育-從燕巢看世界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陳勇全 甲等



TG.自然與生活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G.013 世界地球日-環境教育分組合作學習實踐方案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吳肇賢 甲等

TG.014
節約能源一起來-能源教育分組合作學習實踐

方案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吳肇賢 甲等

TG.003 粉筆的新用途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永清國民小學 尤國智 陳美伶 黃雅芬 陳燕萍 柯姮羽 甲等

TG.024 遲到的磁 桃園市 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 葉力為 連志賢 甲等

TG.016 食物鏈明星變 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國民小學 李佩珊 甲等

TG.006 預習影片在教學上的輔助探討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林詣翔 甲等

TG.019 力大無窮的紙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 陳怡靜 甲等



TH.綜合活動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H.020 帶著科技眼走讀家鄉 彰化縣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國民小學 謝秀華 鄭雅靜 林宜潔 李佩芳 陳眉君 標竿

TH.025 德新應手 龍來耍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區德龍國民小學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

胡嘉如 許家豪 羅玫玲

羅淑華
特優

TH.001 米鄉. 香米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社子國民小學 羅淑貞 賴美娟 古智坤 吳文綺 洪書蕾 特優

TH.008 傳家光徽－愛的傳承．美的寶藏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廖健茗 李明宗 黃瑋琪 張芷菱 紀懿芷 特優

TH.027 小六畢旅之東遊記 —我也是YOUTUBER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民小學 吳瑞文 簡怡欣 陳詩涵 陳世賢 廖羽柔 優等

TH.021 國際小旅人~童趣異把抓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曾秀珠 莊雅如 陳雯宜 林綺琴 黃寶雲 優等

TH.009 玩綜合．探生涯．學素養 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 陳榴明 彭惠鈺 江哲豪 優等

TH.029 我們與公益的距離〜家鄉的千塘餅計畫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邱鈺鈞 李淑如 吳國永 游世薇 徐千和 優等

TH.015 我的水朋友
高雄市

臺南市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
黃彥博 賴姿玲 優等

TH.006 興國市集．轉動世界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 林芷婕 邱創炫 徐燕羚 向家逸 蘇瑞源 優等

TH.003 大自然色彩魔術師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 葉玟欣 曾也真 顏維亭 張玉樺 麥慈慧 優等

TH.005 再「見」‧木棉‧「再見」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自立國民小學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楊宇峰 王耀誠 陳佳圻 林暐哲

周俞均
優等

TH.024 翻轉黑鳶的幸福劇本 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國民小學 陳貴慈 蕭速農 李佩珊 林世明 優等

TH.010 尋幽訪勝「話」老街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莊雅晴 邱湘懿 卓淑玲 劉玉珍 李青蓉 甲等

TH.028 我感故我在-生態四時永續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民小學 吳瑞文 喻瑋萲 簡怡欣 陳曉琪 陳貞君 甲等

TH.014 空品防護心學習 俯拾即是有意義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黃彥博 甲等

TH.013 Yes! We CAMP! 桃園市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陳惠卿 陳婕宜 黃昱凱 甲等

TH.012 魔豆當前的傑克精神—一場自癒之旅 桃園市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廖璟薇 吳念臻 沈佳瑩 温蔚茹 甲等

TH.002 興糖 will 好心腸 高雄市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 張韶蘭 甲等



TH.綜合活動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H.026 我是正義小超人 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國民小學 李佩珊 甲等

TH.016 All About Me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高峰國民小學 蕭玉婷 陳建文 李欣樺 黃力寧 朱佳倫 甲等

TH.023 「識讀」玩創意 - I See  I Create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 王建忠 甲等

TH.011 小體驗大啟發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 柯育吟 鍾易達 甲等

TH.017 「攀」上「樹」梢，「趣」學習 高雄市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 黃俊傑 許程扉 陳珮文 劉金旻 甲等

TH.018 自由旅人的風景畫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 賓心如 甲等

TH.004 面對戰「疫」．齊「欣」努力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 張琬婷 吳俊生 黃家榮 翁毓旋 周家弘 甲等

TH.019 橋頭稻福安，青秧纏繞趣 高雄市 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國民小學 張佑昆 呂美惠 甲等

TH.007 網路詐騙的陷阱追追追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國民小學 金德智 黃嘉欣 邱楷雯 甲等



TI.幼兒教育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I.012 聞字起舞-蘭陽行草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芝蔴村幼兒園 林玉娟 許尤靜 李佳玲 盧曉喬 游佳靜 特優

TI.033 與婆憂鳥相遇 基隆市 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蘇玉枝 楊貴鈞 王思媁 徐薇雱 陳麗琴 特優

TI.040 大『海』∞我們一起來耍『廢』 屏東縣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鄭淳云 董佳圻 徐蓓芬 特優

TI.034 好玩的文字 臺北市 臺北市立信義幼兒園 陳逸羚 陳映廷 特優

TI.032 群策群力野餐趣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裕德幼兒園 林玉琁 黃靜宜 特優

TI.021 擺盪吧!利薩如 臺北市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卓文婷 楊淑惠 連美琇 曾雅如 范茜媚 特優

TI.020 照著路線走~玩出成長的路 臺中市 臺中市私立卡帕立人幼兒園 劉依雀 周俐君 陳姿蓉 曾瑄緹 優等

TI.023 開始，與茶共好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區德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桃園市龍潭區德龍國民小學

宋敏慧 鍾佳容 吳文心 羅玫玲

卓慶彬
優等

TI.009 桌遊玩很大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東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蔣兆雯 曾靜芬 那昇華 賴盈年 游淨羽 優等

TI.031 創意運動遊戲-從輪胎出發 臺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陳淑娟 黃郁芸 高書瑩 優等

TI.016
具STEAM特色的探究取向主題課程：房子有顏

色　真有趣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親仁科園幼兒園 王碧蔚 簡湘縈 劉志輝 鄭良儀 優等

TI.035 星星小日子 臺北市 臺北市立信義幼兒園 陳翊瑄 優等

TI.025 變形金剛不「紙」如此 臺北市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李淑華 買怡貞 優等

TI.004 對抗病毒-大家一起來運動 嘉義市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 林瓊燕 王盈茹 陳雨欣 蔡欣叡 優等

TI.022 彩虹「亞嘎那上」的實現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

兒園
劉怡君 鄭淑華 鄭書婷 東家琳 優等

TI.008 全能運動王-矮冬瓜變強壯了微電影 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區大崁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林欣瑾 林紫塘 官明蓉 優等

TI.001 探索、涵泳、玩索中學習-我的排灣族服 屏東縣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鍾怡靜 莊念婷 甲等

TI.006 全「心」58啟航！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私立潭秀非營

利幼兒園
陳雅雯 林佳慧 甲等

TI.041 大手牽小手，「愛」的傳承 新北市 新北市立板橋幼兒園和平分班 章寶瑩 賴麗雲 羅茜　 謝明慧 甲等



TI.幼兒教育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I.007 走進故事屋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周素瑩 柯雅婷 甲等

TI.037 彎彎遊樂園〜滑水道 新竹縣 新竹縣私立喜悅幼兒園 石淑玟 甲等

TI.002 帥氣的石獅子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鄭玉如 吳明珠 曾麗琳 戴惠芳 甲等

TI.042 玩桌遊「蛇」我「棋」誰 臺東縣 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賴靜儀 曹玉滿 林恬如 郭怡吟 甲等

TI.028 走讀蘆堤傳遞愛 新北市 新北市立蘆洲幼兒園 林語蓁 陳家凰 李冠燕 甲等

TI.003 學校好好玩 新北市 新北市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郭惠娟 游雅淳 張馨仁 甲等

TI.011 小水滴溜滑梯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芝蔴村幼兒園 藍珮珊 林文雅 劉明鳳 游皖婷 廖雅萱 甲等

TI.039 120公分鏡頭裡的世界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劉久馨 陳正慈 張慧莙 蘇慧雯 柯俊生 甲等

TI.027
彩光閃耀-鷹架中看見創發與應用-以美勞區為

例
臺北市 臺北市立育航幼兒園 楊繼敏 袁小梅 黃瓊秋 佳作

TI.013 機捷玩家，從「興」出發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陳欣吟 蔡穎精 李敏慈 陳森泳 黃鈴淳 佳作

TI.030 共學!科學!跟智高動物一起學! 宜蘭縣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許夙岑 佳作

TI.019 「幼」來種菜囉！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

兒園
王玉霖 佳作

TI.036 廚餘垃圾哪裡去？耕廚生活趣 桃園市 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新坡分班 許雅惠 劉怡婷 佳作

TI.017 一起玩編織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親仁科園幼兒園 蔡佩璇 葉蕙瑄 劉志輝 鄭良儀 佳作

TI.038 捏出玩心和童趣 桃園市 桃園市立中壢幼兒園 蕭珮婕 陳淑儀 佳作



TJ.特殊教育(含融合教育)
編碼 方案名稱 服務縣 任教學校 參賽者 等第

TJ.007 聽障生科學教學與創新課程 臺北市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林佳穎 張倩予 標竿

TJ.002 原源部覺 桃園市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柯佑鴻

郭昌原

陳美君

蔡念穎 吳宜蒨

特優

TJ.001 皂藝人生-雕琢未來 桃園市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羅新炎 陳賢玲 吳國鼎 周映岑 李霈蓉 優等

TJ.006 靈「機」移動－「興」之所向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 姜孟涵 張宏銓 楊淳安 楊家榮 陳書婕 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