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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創意教案(國小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縣市/ 學校 

特優 防疫自學力 停課不停學 
劉昱良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 

許棠瑾、黃恩妤 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學 

優等 
打開任意門 博物館尋

寶趣 

鄭佑津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 

林雁平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甲等 文經「醫」略 陳美娟 苗栗縣竹南鎮新南國民小學 

佳作 金庫密碼 
陳文凱、張彣瑜、戚

維容、葉昀 
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佳作 我們與綠建築的距離 鄭依琳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佳作 
看見海洋 X跨域學習

Follow me 
朱蔿妤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佳作 寶箱解碼大作戰 王聰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佳作 五感試蒜 楊惟程、蕭自皓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 

 
  



教師創意教案(國中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縣市/ 學校 

特優 
依「詞」言「畫」──線上

學扶課程（寫景篇） 
蕭文婷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優等 為人權，寫一封信 劉立婷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甲等 

《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形象

──Line@密室逃脫遊戲課

程、漫畫圖解閱讀策略應用 

林僊樺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佳作 舞弄文字畫詩詞 李冠瑢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佳作 來自異鄉的你 陳妍廷 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佳作 
玩心出發-探究為本-三角形

全等 

蘇漢哲 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 

黃錫裕 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范慧蘭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佳作 「結」的變形記 張軒瑋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佳作 
永續與愛護在地人文—「臺

北市孔廟」學習趣 
董家興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教師創意教案(高中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縣市/ 學校 

特優 從跨域看出軌列車事故 

邱芳榆、黃德平、董

維民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

校 

段承恩 桃園市私立天主教振聲高級中學 

優等 
「疫」起旅行：文學登機

室 

江伊薇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江旻蓉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甲等 
來杯新聞 Espresso──標

題、導言寫作 
張木嘉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佳作 
穿越時空與克卜勒、牛頓

有約 

邱芳榆、巫彥誼、李

懷豫、鄭淑慧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

校 

佳作 
「髮」櫃奇兵─談性別與

勞動 
張凌瑜、黃惠琴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佳作 大排長榮 

邱芳榆、曾瑩佩、鄧

凱日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

校 

陳慶鴻 桃園市私立天主教振聲高級中學 

佳作 找出你人生的”定位” 黃天麟、管偉宏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校園微電影(國小高年級與國中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縣市/學校/指導老師 

特優 北港女兒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王雅萱、張孜芸、游仁逸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何婷婷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王雯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王璽權 

優等 藏在舞鞋裡的堅強 黃心芃、游聖恩、高銮膺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何婷婷、王教哲 

甲等 鹿影 
彭亮怡、廖英華、郭子晴、張
育甄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邱錫塘、許秋日 

佳作 迎接溪望的列車 呂亞諾、劉桂廷、江宜津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何婷婷、王教哲 

佳作 森林裡的大棕熊 吳家芊、黃婕雯、馮筱筑  
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陳文凱、郭銘真 

佳作 工廠的祕密 林艷岑、徐筱雯、凃愷芯 
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陳文凱、郭銘真 

佳作 員林好神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王艾妮、邱懷萱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何婷婷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王紹軒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國民小學 
邱盈彰 

佳作 《藍色鬱金香的呢喃》 
洪靖翔、洪紹陽、黃興偉、李
宏鍇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孫嘉臨 

佳作 社區裡的金紙店 
林亭妤、方宜蓁、藍榮昌、莊
子生 

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陳文凱、張彣瑜 

佳作 “異奇"一起 

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 
黃合成、許聖順、邱筱晴、吳
妍嬛 

高雄市林園區中芸國民小學 
楊以恩、葉玉桐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國中
部) 
李柚彤 

高雄市林園區中芸國民小學 
張博堯、陳品妤、李靜怡 

佳作 埔里建醮 許閔惠、黃子恩、林宥丞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邱錫塘、高慈雯 

佳作 永不失傳的古早味 
張晏慈、曾郁庭、陳品妤、鄭
伊雯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邱錫塘、高慈雯 

佳作 《青春的十字路口》 
蕭瑀彤、楊宗翰、黃姵芸、蔡
汶錡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孫嘉臨 

 
  



 

校園微電影(高中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縣市/學校/指導老師 

特優 坎‧水 
陳妍安、辛彭宸、魏妤珊、徐睿

君、游震綸、周芯宇、吳晏婷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玉雯、高郁凱 

優等 忘記呼吸的魚 李宜蓁、林芯卉、何佩霓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玉雯、高郁凱 

佳作 我們不是你想得那樣 
蔡瑋倫、孫裔晴、鍾依辰、鄭郁

馨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黃惠琴 

佳作 換種方式 Another Way 連珮璇、蔡欣妤、葛周全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玉雯、高郁凱 

  



拍照片說故事(1-3年級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縣市/學校 指導者 

特優 
共下來作「客」‧有

閒來寮 
趙又瑩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家長：張瑀潔 

優等 噶瑪蘭，我的家 郭妡柔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教師：廖姿惠 

甲等 接待國際志工愛分享 陳褓原 臺南市佳里區子龍國民小學 
教師：王雅群 

家長：王春蓉 

甲等 蓋高尚的母語 翼品芊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 教師：陳守金 

佳作 鹹湯圓 許紜寧 臺南市佳里區子龍國民小學 
教師：陳姿妙 

家長：傅惠圓 

佳作 「原」味小書車 葉樂芙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 
教師：楊惟程 

家長：林嘉琪 

佳作 快樂生活 、愛上學習 郭玳菱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教師：黃逸華、陳蔚禎 

家長：黃淑芬 

 
  



 

拍照片說故事(4-6年級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縣市/學校 指導者 

特優 
那個「帥店長」是「姐

姐」 
趙冠棋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家長：張瑀潔 

優等 滔滔不絕多元世代 程士滔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教師：程昭勳 

家長：章少玲 

優等 美麗的台灣 歐依昑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

學校附設雙語小學 
家長：劉黛玲 

甲等 
「戶外學習」我有一把

鑰匙 
高雨妃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民小學 教師：李秋霜 

甲等 鐵甲武士--戰神在我家 馬瑞承 臺南市佳里區子龍國民小學 
教師：陳帟璇 

家長：呂佩真 

甲等 女俠·打字機·愛 潘宥瑄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 
教師：林容青 

家長：黃思瑜 

佳作 我和我的小怪獸 尤品晴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民小學 
教師：施靜純 

家長：王麗雯 

佳作 漆彈教我的事 胡旆綺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教師：張思婷、吳柳芳 

家長：賴詩宜 

佳作 生活中的南洋味 劉勳立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 
教師：卓家慶 

家長：劉震邦 

佳作 我的家庭時光 陳亞希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教師：張思婷、吳柳芳 

家長：毛俐婷 

佳作 依路成長 謝依廷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民小學 家長：馬惠君 

佳作 紙的奧秘 蕭宇廷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 
教師：李偉琪  

家長：林斐文 

佳作 拜訪美人山秘境 王禹傑 臺南市佳里區子龍國民小學 
教師：陳姿妙 

家長：王自強 

佳作 台灣飲食文化，好牛！ 賴科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 

教師：羅佳羚  

家長：謝育音 

佳作 我和媽媽的生活日記 林稟晏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 教師：段美伶、吳尚任 

佳作 外公的蒸蛋．我的童年 顏子涵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 
教師：高美燕 

家長：顏廷任 

 
  



拍照片說故事(7-9年級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縣市/學校 指導者 

特優 哥哥的越南媽媽 謝依珊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教師：黃開展、鄭安祝 

優等 我的視界大不同 潘政穎 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教師：蔡宜君、何嘉玲 

優等 新二代的培力路程 程湘閑 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教師：章少玲 

家長：程昭勳 

甲等 娘惹的滋味 王雅諄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教師：邱芳榆、林孝柏 

甲等 趣發現隱藏的多元文化 陳志璿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教師：林妍佑  

甲等 
多元文化世界就在我身

邊 
程羽霆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教師：林妍佑  

家長：施芳漪 

佳作 付出，沒有假期 黃寘涵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教師：邱錫塘、羅小蕙 

家長：姜玲慧 

佳作 我的創作歷程 曹淮銘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教師：邱錫塘、高慈雯 

家長：曹筠裕 

佳作 與神同行 鄭伊雯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教師：邱錫塘、高慈雯 

家長：張雅玲 

佳作 年的多元味道 高瑄憶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教師：陳守金 

佳作 我的媽媽不一樣 許家怡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教師：陳守金 

佳作 
你所不知道的事~外籍移

工不為人知的一面  
蘇上恩 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 

教師：蔣美珍、陳鈺萍 

家長：蘇育正 

佳作 媽媽的故鄉 江玟欣 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 
教師：王孟卿、李靜葳  

家長：江志祥 

佳作 歡迎光臨泰好吃餐廳 董昶敏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教師：陳守金 

佳作 
我所知道的她~一個外籍

新娘的故事 
黃𧬆𧬆真 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 

教師：蔣美珍、詹秀凰 

家長：許濨韓 

佳作 越南美食 李昱 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 
教師：詹秀凰、黃郁芸 

家長：李亮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