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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021 西湖國小 “敘事”待發〜 建構敘事課程於國小讀寫教學之行動研究 曾玉萱 吳雪華 陳秋蘭 林珊汶 特優

A000039 志清國小 閱讀策略連結國語課文、閱讀與寫作〜以概念構圖為例 陳冠貝 張雅淳 特優

A000046 碧湖國小 「第115號教室的春天」一位國小特教老師提升智能障礙學生數學能力之行動研究 許明遠 張健美 石惠玲 葉素紋 柳仕晏 特優

A000048 碧湖國小 「開啟賞識孩子的魔法寶盒」以親師聯絡簿進行正向管教之行動研究 陳玲玲 許明遠 藍采虹 黃懷帄 特優

A000057 市教大附小 運用社會性故事提高功能性自閉症兒童心智理論能力之行動研究 李惠蘭 特優

A000065 健康國小 提升音樂創作教學之行動研究~以小一學童引導式節奏即興為例 柳一倩 謝秀芬 特優

A000067 富安國小 打開繪本之窗：以閱讀後教學活動提升國小六年級學童英語認字能力之行動研究 沈佳慧 特優

A000017 民權國小 煲一盅美味的作文湯--運用自我調整寫作模式於國小作文教學之行動研究 林孟穎 優選

A000023 吉林國小 「以點入畫」的魏碑楷書筆法教學─本校課後社團為例 方立權 張玉麗 許惠玟 優選

A000024 吉林國小 超越ABC—高年級攜手班英語教學策略之探討 陳藝真 王淑珍 李金燕 優選

A000034 景興國小 數學繪本教學對國小低年級學童學習影響之行動研究 黃月蘭 方仁敏 劉家玉 黃慧玲 林惠蓉 優選

A000036 士林國小 遊戲導向教學法對提升國小五年級學童自然科學習成效與科學相關態度之行動研究 李彩鳳 優選

A000038 志清國小 我讀懂了〜從繪本到橋樑書閱讀摘要策略之行動研究 賴玫美 李盈慧 黃鏵玉 李衿綺 陳冠貝 優選

A000050 指南國小 環境教育新視角〜從「視覺藝術的欣賞與創作」中落實環境教育之研究 陳律歆 優選

A000074 民族國小 演化自然─戲劇活動融入自然領域教學之研究 李瑞誼 陳怡雯 陳曉慧 吳宜穎 黃致萍 優選

A000076 西松國小 科學閱讀 Easy Go─國小三年級科學文章閱讀課程發展之行動研究 陳向斌 吳潔蓉 蔡米惠 施妮均 優選

A000011 大龍國小 大手牽小手‧我們是一家人--國小學童混齡學習之探究 郭麗如 陳沛蓉 佳作

A000012 信義國小 IWB與學習風格對學生社會科學習成效之影響 白玉玲 佳作

A000014 內湖國小 九年一貫 國小高年級國語課本 統整活動作文教材分析 楊靜芳 佳作

論文發表類  (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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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015 玉成國小 透過閱讀教學活動提升六年級學生「明辨」的行為表現之行動研究 陳若瑄 林晉如 鍾月圓 黃朝琴 佳作

A000019 雙蓮國小 圖卡交換系統對自閉症學生溝通成效的影響 黃湘鈴 林例蓉 黃世裕 王君豪 佳作

A000020 雙蓮國小 以繪本教學提升學生品格之行動研究----以「關懷」與「負責」品格核心為例 薛楓尼 張淑佩 蘇瑩中 佳作

A000022 私立光仁國小 贏得信任、獲得成功之歷程---探索教育介入扯鈴隊團隊凝聚力之行動研究 石偉源 譚怡君 佳作

A000025 日新國小 利用「正向班級報導」提升五年級學生在校表現之行動研究 黃淳芸 顏麗娟 盧孟欣 王育漢 佳作

A000030 雙園國小 從黑板到白板-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自然科教學對國小學童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影響之研究 李一聖 林欣玫 陳美英 洪淑娟 陳素珍 佳作

A000037 私立靜心小學 閱讀策略對國小五年級學生英語閱讀動機之影響 馮伊薇 陳曉楓 鍾蕙璘 佳作

A000042 興德國小
運用心智圖法（DDMP）提升國小學童表達溝通分享能力之行動研究—以低年級小組討論與上台報告

為例
穆玲鈴 邱筠佳 林明月 歐陽玫玲 黃詠微 佳作

A000052 華江國小 實施品格教育以提升國小三年級學生的責任感之行動研究 陳姝蓉 林欣茹 林明怡 劉國安 佳作

A000055 國語實小 「英語讀者劇場」應用於國小高年級英語教學之探究 陳靜儀 佳作

A000069 明德國小 我們的威廉小公主—談合作諮詢對威廉氏症兒童在普通班學習上的應用成效 呂玲璇 佳作

A000072 興隆國小 如何長得高~十六週彈跳運動介入對國小學童身高的影響 江坤成 佳作

A000075 西松國小 生態教育融入領域教學之行動研究─以國小二年級學童為例 高靜慧 蕭素禎 林秀琴 陳淑珠 佳作

A000077 西松國小 全球觀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之行動研究─以國小四年級為例 林靜芬 謝蕙曲 葉思弘 佳作

A000079 富安國小 運用多重輔導策略改善個案學生寫日記的習慣 陳有琳 佳作

A000080 富安國小 以同儕學習法提升一年級學童識字量之研究 洪美景 葉惠芹 佳作

A000005 長春國小 善用正向鼓勵－利用讚美提升學生行為表現進而學習讚美他人
 游露熙 張韶伶 入選

A000008 市立中山國小 揚起學習的風帆—小組討論策略融入作文教學之研究 葉佳蓉 黃千芸 入選

A000018 雙蓮國小 運用基模理論提升國小中年級智能障礙學生學習之成效 劉玉真 陳宜君 紀佩伶 劉晶慧 入選

A000027 胡適國小 品德教育融入班級經營之行動研究 謝麗貞 李冰心 入選

A000028 螢橋國小 英語閱讀龍虎榜對於  增進國小低、中、高年段學生  英語閱讀興趣之影響 黃映源 謝幸靜 王淑惠 入選

A000029 延帄國小 讀報、寫作，閱寫越聰明！ ~推動讀報教育以提升學生讀寫能力之行動研究~ 劉郁芬 連虹雲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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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040 志清國小 特殊需求學生打擊樂之教學研究 李佳錫 石素里 謝宛如 黃建智 入選

A000041 文昌國小 「教學具創意，感動方寸間。」－創意課程在文昌國小的實踐 連世驊 林碧雲 陳佩雯 曹素娟 入選

A000045 關渡國小 我在邊境國小的日子 一個國小校長處理不適任教師之個案分析研究 李寶琳 入選

A000047 碧湖國小 「打得好不如打得巧 」理解式球類教學法運用於國小巧固球校隊訓練之行動研究 林正傑 李後政 許明遠 徐國祥 入選

A000049 百齡國小 帶著走的能力－以九年一貫數學能力指標做為數學低成就學生之補救教學指標 陳瑩徽 陳春秀 入選

A000054 國語實小 從學童布題迷思到圖形表徵策略~四年級攜手激勵班進行數學補救教學之研究 黃慶豐 黃金蔚 入選

A000059 市教大附小 玩出好體力~培養學生良好的體育態度 林建佑 高士國 謝明機 張志豪 吳家瑞 入選

A000060 萬芳國小 展開感官的翅膀，翱翔在思想與文字之間─以感官教學法提升國小二年級學生寫作能力之行動研究 廖菀茜 邱惠如 陳琳琪 入選

A000061 私立中山國小 教師協同輔導之行動研究─輔導注意力不集中兒童之案例 鄧婷文 李欣怡 入選

A000062 私立中山國小 美麗新世界─以圖像教學提升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創新思考與學習態度之行動研究 方玉霞 高秋梅 陳美華 入選

A000063 帄等國小 無處不寫作~小學低年級學童在讀寫結合中的寫作力展現 陳盈伶 入選

A000064 健康國小 蛙泳與捷泳學習的先後對初學者學習效果的影響─以健康國民小學為例 張文德 黃耀霆 李純雯 翁愉雅 姜秀潔 入選

A000070 泉源國小 國民小學三年級兒童體適能「坐姿體前彎」柔軟度促進之教學實驗 郭宗斌 入選

A000073 民族國小 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動機與困境：以臺北市一所試辦學校為例 謝宜蓉 入選

A000078 國語實小 「運動教育模式」在國小應用之研究--以樂樂棒球為例 王湘栗 蔡尚鑫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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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178 萬福國小 用熱情和堅持譜出的樂章~教室外的音樂課~~ 殷必蕙 李寧 黃馨瑩 許音婷 王嘉龍 特優

B000116 華江國小 亮麗圍牆 看見華江 蔡舒文 特優

B000039 三玉國小 白板E起來~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在三玉
 林木村 黃瑟雅 特優

B000060 社子國小 點燈 亮燈 傳燈~夜光天使在社子 蕭建嘉 孫德蘭 杒嘉玲 特優

B000077 士東國小 國際創造力競賽經驗 游健弘 特優

B000115 南湖國小 羽翼下的風 萬華容 邱瑞玉 特優

B000136 潭美國小 狗來無礙－特教寶貝V.S.狗醫生愛的全紀錄 許慧珍 劉加恩 盧加芸 沈立敏 楊漢一 特優

B000028 濱江國小 第十四章交響樂曲  一位國小教師性教育教學的歷程與省思 卓家意 王淑娟 湯家綾 優選

B000058 延平國小
彩繪孩子的藝文天空---「Flash繪圖」、「建築設計」、「兒童樂隊」與「合唱團隊」之教學經驗分

享
黃杰輝 陳建佐  蔡芳怡 高櫻芳 吳春助 優選

B000067 永安國小 活化空間的生命力-以開放空間的思考脈絡為課程設計的主體性 阮宜婷 張明如 優選

B000100 碧湖國小 『正負2度C下的綠光森林』--碧湖團隊落實環境教育之歷程紀錄 邱秋悅 方麗勝 陳慧儒 賴延彰 蕭英俐 優選

B000112 三民國小 活化 創意 三民變奏曲 廖培怡 余秋玉 廖峻毅 黃詩珮 楊祥旻 優選

B000140 市教大附小 柔毫與翰墨情的邂逅~書法教學親師生交響曲 莊訪祺 陳又華 方慧琴 吳家瑞 優選

B000148 私立中山國小 -我的通學路-揭索家鄉守護生態的記憶寶盒 王雅慧 陳俐文 廖珮伃 吳英綉 張書凱 優選

B000172 五常國小 快樂101農場－快樂耕植，耕植快樂 蔡蕙境 黃詩婷 陳裕升 翁慧穎 魏川祐 優選

B000174 文昌國小 「種子與孢子伊甸園」驚豔－從生態教材園營造談起 王純姬 蕭福生 楊雅婷 邱仁偉 王格忠 優選

B000084 溪山國小 探索水水百年梯田 吳文德 黃秀玲 佳作

B000098 碧湖國小
心靈捕手：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於國小階段的多元輔導歷程分析－以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小低年級

生為例－
鄭維倫  賴采杏 佳作

B000134 濱江國小 BEST英語閱讀推動方案 (一段全校英語老師攜手推動英語閱讀推廣活動的歷程紀錄) 黃祈穎 高珮文 覃怡華 陳亭諠 佳作

B000139 實踐國小 哇!魔「數」響叮噹~繪本融入數學教學之經驗分享 朱玉琴 朱玉玲 林家瑩 蔡麗蓉 洪麗香 佳作

B000151 私立中山 「向抱怨說不」以不抱怨課程融入良知教育提升學生正面積極思考之行動研究 蔡秉紘 曹力貞 李淑貞 佳作

B000160 清江國小 小兵立大功－運用水質監測提升國小學生環境之譨與社會服務 曾麗美 胡靜怡 周淑卿 陳湘娥 趙淑敏 佳作

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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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078 私立靜心小學 客制化財務學習在靜心 黃玲玲 鄭如婷 沈書宇 黃芳玉 尤沛婕 佳作

B000086 文昌國小 微笑展翅 吳美穎 王惠雪 陳麗卿 紀佩綾 郭靜儒 佳作

B000088 桃源國小 枯葉化春泥-藉由落葉堆肥進行三年級學童環境教育之研究 詹金燕 高莉莉 李宗惠 佳作

B000105 永建國小 國際志工駐校融入英語教學與文化交流活動發展性創新方案(~文化、國際、臺北心、永建情~) 劉芳秀 陳明鈴 倪雨平 駱敏蕙 吳瑞芸 佳作

B000107 永建國小 天將「繩」兵~校本體育課程跳繩運動在永建國小實施的經驗 陳治遠 許嘉勇 游家榮 林麗玲 佳作

B000126 國語實小 打開孩子美麗的視界－首部曲 郭正賢 黃獻育 謝君玫 吳必濃 佳作

B000135 濱江國小 永不放棄－「濱江五項小鐵人」 謝智偉 蔡馥伊 江宗誠 佳作

B000081 私立靜心小學 營造安建學校行動力-減少學生事故傷害 陳蓁雀 簡薇真 佳作

B000091 桃源國小 親親校樹-喚醒孩子與大自然最深切的情感 陳詩琪 許美玉 呂美珍 陳明瑾 佳作

B000094 興德國小 瑝教師與花燈藝術教學相遇-因夢想而偉大的教師生命故事 李家秀 楊文凱 陳麗如 傅瓊慧 佳作

B000103 百齡國小 人體使用說明書 陳世哲 紀人中 佳作

B000117 華江國小 【閱讀花園開墾史】~談華江國小的閱讀教育方案~ 吳淑娟 許興華 佳作

B000141 市教大附小 博物館走入校園~探索多元文化成年禮 徐靜儀 莊慧銘 陳柔諭 蘇怡如 佳作

B000150 健康國小 水泥叢林「野」體驗－台北市健康國小畢業露營系列課程實施探究 李宜樺 王丹怡 劉麗萍 佳作

B000157 明德國小 在家長、孩子心裡飛翔~讓親師生身心自在之班級經驗分享 陳玉娟 辜雅琳 佳作

B000175 文昌國小 螞蟻螞蟻~不要來－指導學生科展經驗分享 李麓楓 曾雅苹 佳作

B000121 國語實小 從350開始~你我手牽手、地球更快樂 王怡婷 鄭麗君 胡詩菁 周于綺 郭中一 佳作

B000142 市教大附小 身心障礙資優生輔導實務~以一位亞斯伯格資優生為例 劉雅鳳 蔡慧美 豐佳燕 周鈞儀 佳作

B000002 文化國小 關懷教育另一章~身體病弱特殊生在家教育 黃士嘉 李幸儒 邱子芸 黃淑慧 王玉琴 佳作

B000023 內湖國小 科學展覽活動教學及實施過程中所蘊含之科學教育 陳儉能 佳作

B000034 雙蓮國小  築夢成「雙」，活泉湧「蓮」-領導雙蓮國小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
 謝明燕 許倍銘 周美亨 佳作

B000042 日新國小 「數學日記任我行」之教學經驗分享 李璧君 莊瑩玨 盧孟欣 黃慧婷 佳作

B000049 溪口國小 從神奇寶貝的進化到教學活動的進化──溪口國小開學典禮暨元宵主題活動的前世與今生 江明玲 余家姍 吳粹英 林素晚 張逸潔 佳作

B000051 螢橋國小 拖把掃把除塵把 把把精通  家事學校事社區事 事事關心 洪憲志 張淑媚 黃秋紅 高珮瑜 游明慧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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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054 民生國小 以ASSURE模式應用資訊輔助國小自然科教學之行動研究 李孟柔 吳秀錦 潘培鈞 佳作

B000056 民生國小 畫中有話  說給你聽 戴敬蓉 劉倢羽 李孟柔 莊靜圓 黃翎宜 佳作

B000061 社子國小 鸞翔鳳集度金針──推動教師團隊研究提振教學成長之故事── 黃雅靖 洪淑卿 李秀娟 佳作

B000130 葫蘆國小 愛的三部曲－觸動、珍惜與分享 吳素秋 陳冠任 陳建華 許淑惠 林文瑞 佳作

B000131 大橋國小 用科技之光照亮孩子學習熱情的靈魂~wii及WiiFit平衡器在特殊生復健課程及團體活動上的運用 洪偉綾 余祈禛 施銘瑋 佳作

B000155 義方國小 洋娃娃的校園歷險記：兒童行為改變策略介入與特教團隊合作之案例分享 林慧娟 蔡玉對 黃彩微 魏嘉宏 佳作

B000156 忠義國小 我的戲劇初體驗－看戲、學戲、編劇、演戲 邱季柔 李曉薇 佳作

B000173 文昌國小 脈動、感動、行動~「報」馬仔停、看、聽 李昭慶 吳欣悅 李玲慧 白席珍 佳作

B000007 興雅國小 學年教室空間大改造：計劃、執行與省思 凌夙慧 郭慧君 張志貞 蕭彩琴 佳作

B000011 新湖國小 你OK我OK！認識情緒團體方案 王心怡 陳孟妏 廖文斌 佳作

B000015 大龍國小 「威龍闖天關」，營造校園詩香處處飄 江佳珍 張齡月 王雅惠 張珊華 陳清義 佳作

B000082 志清國小 協助孩子爬上巨人的肩膀--志清國小閱讀課程方案之建構研究 劉智豪 江培菁 曾煒傑 王玉 入選

B000093 興德國小 興德花博芳香久久--以花包裝興德的美，行銷北市花卉博覽會 洪瑾瑜 陳瑞香 朱雅菁 楊文凱 入選

B000143 萬芳國小 以感官為鷹架，構築思想與文字的橋樑~談五感觀察融入國小二年級之寫作教學 廖苑茜 邱惠如 陳琳琪 入選

B000144 私立中山國小 遇見美感經驗~不想下課的視覺藝術課之研究 吳玉珠 秦慧嫻 吳英綉 入選

B000159 士林國小 吃蛋糕做大餅快樂上數學~數學科教學行動研究 林素綢 入選

B000163 成德國小 閱讀校園。擁「報」世界－讀報教育在成德 張宿志 江擇芳 李筱萍 吳思瀅 吳佩娟 入選

B000170 西松國小 TRICK orTREAT－萬聖節Halloween全校性節慶文化教學活動 高靜慧 林玥君 黃淑絹 畢璞仙 入選

B000186 明德國小 從「摘要」到「摘要策略」—以國小中年級為例— 花梅真 入選

B000068 永安國小 「以了解孩子為目的」的成績單 陳文億 巫玲玲 吳璧真 徐佳璋 入選

B000069 永安國小
數位化互動式群組教學型態是否能提升教與學效能?以環境議題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水中生物單

元為例
吳璧真 巫玲玲 陳文億 徐佳璋 入選

B000073 大佳國小 「船佳」之寶--活化淡水河‧綠色生活地圖繪製 林麗珠 白世文 曾志永 李美華 賴佩莉 入選

B000089 桃源國小 走出迷霧森林，漫遊數學桃花源 涂真瑜 許美玉 李宗惠 潘怡萍 入選

B000090 桃源國小 桃源之美、體驗之趣-探索校園植物的果實與種子 陳美伶 詹金燕 高莉莉 高怡婷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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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097 國北教大附小 以夥伴模式發展體育教師的多元體育教學專長 林冠雯 陳藝文 張序莊 入選

B000125 國語實小 Make friends with English! ~以Phonics to Reading協助攜手激勵班學生與英語做好朋友 楊少君 入選

B000154 金華國小 執子之手，教師與學生一起閱讀越讀悦讀 林麟 柯宛利 莊秋瑾 周平卿 莊菽芬 入選

B000165 芝山國小 舞動青春歡樂派－表演藝術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的實踐 陳瑞西 入選

B000169 興隆國小 鑼鼓喧天 十年有成－興隆國小隆宛然掌中劇團藝術紮根工作經驗分享 陳建光 趙靜芬 施春明 蔡佩寧 粘妤敏 入選

B000171 辛亥國小 以增置專長教師為支點讓辛亥跳躍：視覺藝術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經驗 章寶仁 張婷書 王宗科 賴家岑 入選

B000177 萬福國小 萬福國小中年級品格教育融入深耕閱讀教學活動之經驗分享 向翠瑛 劉裕如 許建和 徐德馨 陳素卿 入選

B000179 雨農國小 請你跟我這樣做~以「共同備課」策略開啟教師國語文教學的創意寶盒 湖于瑩 陳羿帆 沈怡銘 蔡三陽 張茹惠 入選

B000180 銘傳國小 展開慢飛天使的悅讀翅膀~提升弱勢兒童閱讀能力的教學策略 王品心 陳姮秀 林淑棻 鄧伊瑄 褚希雯 入選

B000187 民族國小 新手團隊創新民族畢業傳奇 張雅文 黃國榮 林育銘 林津欣 黃威儒 入選

B000188 興華國小 操之在偶－偶戲教學經驗分享 林雪萍 潘秀娟 入選

B000070 永安國小 以閱讀理解做為新學力的基石-閱讀理解教學的實施與思考 楊琇婷 余芊瑢 入選

B000074 大佳國小 以愛為核心之自閉症兒童融合教育--同儕媒介在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對自閉症兒童社會性行為之提昇 賴佩莉 白世文 林麗珠 周慧中 蔡繡玲 入選

B000076 萬興國小 溝通魔法--"絨絨的話" 陳靜蘭 蘇育震 李健寧 黃麗凝 黃綺嫺 入選

B000092 興德國小 「印象興德」活化。創意。美感的對話與精進 楊文凱 林莅翔 洪瑾瑜 入選

B000104 百齡國小 我是最棒的--國小三年級孩童使用自我評分表之表現 劉容辰 潘家羚 紀人中 入選

B000122 國語實小 如何閱讀？怎樣書寫？－現代散文閱讀理解與寫作行為之教學研究 廖祿基 入選

B000193 福德國小 給孩子的禮物－腦筋轉個彎 EQ大晉級  班級團體輔導活動課程經驗分享 蘇瑛晶 杒欣怡 入選

B000194 福德國小 與「報」共舞~~跳一首「語文」練習曲 陳孟莉 莊惠秀 黃素貞 紀燦毅 入選

B000001 文化國小 輔導新能源─輔導志工在文化 翁明達 侯麗芳 林雅琴 林心怡 邱子芸 入選

B000004 敦化國小 實施「家庭閱讀契約」以培養一年級兒童閱讀興趣與習慣之行動研究 周忠良 陳娟娟 劉玲鳳 呂文豐 李佳蓉 入選

B000005 敦化國小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校外教學導覽行動 李章瑋 王秀津 蕭玉芬 入選

B000013 新湖國小 從平凡中發現驚喜~建立專業的預測策略教學~ 吳雅雯 董玉屏 祝厚如 入選

B000014 博嘉國小 來跳佾舞吧記博嘉國小與佾舞的一段情緣 趙麗芬 洪玉卿 吳宜臻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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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020 內湖國小 「每日抱報」～讀報實驗班之經驗分享 黃淑意 入選

B000025 玉成國小 音樂教育－海角七號外一章 林格正 入選

B000030 濱江國小 樂活YOUR BODY-生命教育融入一年級健康與體育領域教育專業經驗分享
 陳儀娉 卓家意 陳育瑩 賴清國 入選

B000032 濱江國小 小小螢火蟲點亮「心」世界～行善之體驗與實踐 陳怡燕 黃漢欽 陳儀娉 馬維婷 入選

B000036 雙蓮國小 羽球運動在雙蓮-羽球校隊教學經驗分享 呂宛蓁 廖偉志 郭紋秀 入選

B000041 吉林國小 【喜閱吉林】～兒童線上閱讀認證系統之經驗分享 張傑宗 李佩雯 李照平 蕭錦玲 李金燕 入選

B000046 明道國小 來一場有意義的鄉土之旅吧!：規畫仙跡岩踏青的綜合活動 楊珍美 王任儀 林其緯 呂淑蘭 入選

B000050 舊莊國小 啟動VIP般的「班級」活躍得「經營」剔透 林建安 簡玲雪 陳慧美 蘇玉如 入選

B000052 民生國小 【圖文並茂】----以繪畫方式增進國小二年級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研究 黃淑琴 劉倢羽 戴敬蓉 入選

B000062 社子國小 遊戲融入小型團體輔導 蔡瑞淑 杒嘉玲 黃惠蓉 蔡錦美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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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學校名稱 作　品　名　稱
第一

作者

第二

作者

第三

作者

第四

作者

第五

作者
名次

C000010 市立中山國小 大妍拜金女~我的錢跑到哪裡去了? 呂芬芳 蘇楣雅 洪婉萍 翁蓉旋 特優

C000039 私立靜心小學 提升學生多元智慧的數學課程教學設計 沈書宇 黃芳玉 特優

C000079 市教大附小 人文‧關懷‧生命-- 附小有愛‧風災無礙 黃依婷 李菀芸 徐靜儀 特優

C000085 明德國小 聰明的老闆、智慧的消費者--國小園遊會的「買」與「賣」-- 花梅真 特優

C000096 雨聲國小 從雍正皇帝的「戒急用忍」到「我的座右銘」-故宮博物院館校合作課程 朱佩玲 徐季芳 黃兆豐 特優

C000100 萬福國小 節能行動生活家~綠巨人在萬福 鄭雅芬 劉美玲 楊富美 林江臺 康燕玉 特優

C000111 陽明山國小 教育111在陽明山~一校一特色  快樂小農夫~山藥農事體驗課程 邱俐純 陳仙因 黃盛美 張翠吟 劉雅美 特優

C000007 大龍國小 童詩的盛宴──以修辭、創意、多媒體調味的寫作教學 林靖芬 鄭秋美 黃智群 黃冠翔 優選

C000036 永安國小 Go Green --廢紙藝開罐 賴淑華 優選

C000045 桃源國小 校本生態課程在桃源__校園FUN溼地 洪素琴 陳麗香 黃明忠 胡寶珠 優選

C000074 雙溪國小 遊戲式讀報--文字與數學的偶遇 許詔容 徐春星 優選

C000075 葫蘆國小 下一站 數學 劉玉慧 康雅蘭 優選

C000097 雨聲國小 哇!數學吃得到!~從吃出發玩數學 劉福美 王姿琪 優選

C000101 社子國小 行船在雲端--「龍舟的傳人」 楊廷方 陳美滿 詹月現 優選

C000104 民族國小 從一而生，生命不息，從一而品，品德無敵 張雅文 蔡翠芳 張鳳英 魏玉鳳 徐蓉姬 優選

C000110 福德國小 環抱地球－生態環境教育融合繪本之教學設計 姚杏沛 莊惠秀 吳麗雯 沈章鳳 邵淑貞 優選

C000027 雙園國小 賢「ㄏㄨㄚˋ」家藏～愛心蒙太奇 廖桂君 王曦 李俊澔 佳作

C000041 志清國小 讓每個孩子都成功的語文課堂~~低年級段落大意摘要策略之教學~~ 賴玫美 黃鏵玉 李衿綺 李盈慧 陳冠貝 佳作

C000044 文昌國小 綠能環保愛地球  樂活節慶嘉年華 李怡靜 邱仁偉 楊雅婷 趙曉南 王純姬 佳作

創新教學活動設計(C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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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0106 明德國小 從關懷開始~省思與體驗教學 張淑瓶 佳作

C000001 忠孝國小 「『碳』為觀止LOHAS節能環保愛地球」 陳建榮 董宜俐 王靜淑 佳作

C000031 東門國小 流動在指尖的音符~鍵盤樂器教學 馮少娟 佳作

C000034 永安國小 依樣畫葫蘆--透過仿寫學寫作 高意凡 梁瑋珊 蕭涵瑾 施淑媛 佳作

C000051 碧湖國小 讓故事不再是「在好久好久以前」…-「我的品格小書」製作課程經驗分享 毛帝文 莊麗琴 公靖妏 佳作

C000065 南湖國小 學習e化更有趣--"不願面對的真相南湖版"創意自然科教學 吳杏惠 曾婉菁 佳作

C000078 實踐國小 「一魚三吃」~概念圖應用在課文深究、閱讀指導以及寫作教學之創新教學設計 李叔真 林盈秀 邱瑞姯 張嘉筑 鄭瑩潔 佳作

C000105 士林國小 『用愛圓滿人生的缺口』~融合教育在士林 莊美華 蕭慈幸 李欣遙 林素綢 佳作

C000004 市立中山國小 區分潮流下的資優課程-為保育動物發聲 林傳能 江美惠 佳作

C000005 市立中山國小 食物大探索 江美惠 王雯珊 呂瑞琳 林傳能 佳作

C000028 社子國小 老師，我們要演戲，師生一起玩RT 洪雯琦 姜驊峰 曾婉萍 郭悅玲 佳作

C000032 永安國小 社區休閒的好地方__明水公園VS永直公園 黃淑芬 黃子珊 卓璟薇 許懿卿 佳作

C000049 志清國小 讀懂整本書～從段落文章到整本書的閱讀策略教學～ 蔡佩瓊 蔡鳳櫻 王淑珍 何金增 王  玉 佳作

C000071 國語實小 多元文化外一章~建構夢想新大樓 楊玲珠 佳作

C000107 雙溪國小 尋找人我間的尺規 康宛如 湯優美 張瑜玲 佳作

C000008 萬芳國小 我聽、我聞、我摸、我看、我嚐、我會寫了、、、二年級「米」的寫作教學設計 廖苑茜 邱惠如 陳琳琪 佳作

C000040 志清國小 追風行動~~培養孩子問題解決能力的體驗學習課程~~ 沈佩蓉 劉珊如 蔡文毓 魏淑鐶 陸念慈 佳作

C000052 碧湖國小 體驗學習-歡天喜地慶佳節大手小手動手學 李思穎 鄭圩芯 佳作

C000076 修德國小 性別平等在我班~實施自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研究 陳達萱 佳作

C000022 螢橋國小 我手寫我口~聽．說．讀．寫 主題教學設計 陳毓華 黃秋紅 張于禮 入選

C000046 興德國小 當性別平等遇見語文閱讀－理念實務與教學行政攜手向前行 潘慧貞 楊文凱 入選

C000089 清江國小 我是理財小富翁 曾麗美 林國維 呂佳融 彭玉潔 陳麒元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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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0024 民生國小 玩具大觀園 周麗華 鄭惠芬 蔡惠閔 入選

C000038 永安國小 美麗校園~英語字母書創作~~延伸閱讀與創意寫作在英語科之學習與應用 陳凰姬 入選

C000047 興德國小 用心生活，感受世界的脈動—理財教學在國小高年級之創新體驗 陳雯娜 蔡志嘉 馮嘉偉 游婷詒 入選

C000054 百齡國小 搶救偏食大作戰 鄭雅媛 柯富嬪 馬宛如 入選

C000055 百齡國小 讀得好人緣~繪本教學增進學童人際關係之教學活動設計 陳智慧 邱子玲 陳小卿 入選

C000082 私立中山國小 書法的嘉年華~創新課程之教學設計 方玉霞 葉怡君 入選

C000083 私立中山國小 生命教我的事 謝婷婷 吳美幸 高秋梅 入選

C000087 金華國小 聲音大搜密 劉敏書 鄭惠文 朱美姐 陳麗慧 李佳娣 入選

C000095 雨聲國小 星月中的微光~好品德運動 鄭惠雯 周桂芳 梁意珍 徐慧娟 入選

C000109 福德國小 好想跟您在一起~慶祝母親節的主題活動 林淑娟 尹曼莉 周妙玉 入選

C000003 市立中山國小 「一日店長我最棒」 顧佩玲 盧娜娜 梁小萍 陳淑惠 入選

C000033 永安國小 環境教育之實踐--永安春之美 梁瑋珊 高意凡 蕭涵瑾 施淑媛 入選

C000043 文昌國小 真愛地球~甦醒的綠色生活，與環保對話 林碧雲 姜秀宜 李開平 入選

C000050 大湖國小 音樂欣賞創新教學設計__柴可夫斯基的藝享世界 余文玲 入選

C000058 百齡國小 5  IN 良品 郭玫伶 陳思婷 入選

C000063 南湖國小 圓明圓-以數學史融入數學教育探索圓面積和圓周率的教學 曾婉菁 連瓊芳 李素華 入選

C000108 士林國小 Go Green －我是節能減碳小高手 莊美華 蕭慈幸 林素綢 入選

C000026 雙園國小 「植」的學習—e化科技在自然領域教學的應用 林欣玫 陳美英 洪淑娟 李一聖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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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第一

作者

第二

作者

第三

作者

第四

作者

第五

作者
名次

D000011 民生國小 民生閱讀趣  寫作真EASY 李孟柔 戴敬蓉 劉倢羽 莊靜圓 潘培鈞 特優

D000022 老松國小 視覺藝術E化學習寶盒 湯順禎 特優

D000023 明德國小 『夸父追日』現代版─太陽位置觀測器之設計與製作
 吳柏菱 楊世昌 特優

D000008 螢橋國小 多樣性的校園生態．教學資源手冊 陳惠敏 黃秋紅 方明建 施瓔芬 郭俊秀 優選

D000012 民生國小 科展GO！GO！GO！(--科學展覽武功秘笈) 周麗華 楊書銘 優選

D000016 實踐國小 來學閩語俗諺 朱玉琴 朱玉玲 林家瑩 蔡麗蓉 洪麗香 優選

D000007 溪口國小 正確姿勢對戰－骨怪 林友鈞 古明芳 邱瑞釗 劉惠惠 余家姍 佳作

D000006 明道國小 數字放大鏡 余淑玲 張夫美 黃昱睿 佳作

D000004 吉林國小 魏碑楷書筆法真的不難學！ 方立權 佳作

D000014 文昌國小 啟動「數學好好玩」智慧按鈕 姜秀宜 王惠雪 李開平 連世驊 王群升 入選

D000021 新生國小 校園植物小達人__基礎篇 吳阿理 陳玉卿 入選

D000001 市立中山國小 童心詩語 林文芳 入選

D000018 泉源國小 泉源國小親山步道手冊 陳姿伊 李建民 入選

教材教具實物展示類  (D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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