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園組 

 

獎項 教案名稱主題 設計者 學校 

特優 我是挑魚高手 

陳翠螢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陳妍妙 

何錦鈺 

優等 愛海行動四部曲 

鄭淳云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董佳圻 

佳作 不「塑」之客~海龜擱淺了 

許均 

 金門縣金城鎮金城幼兒園 林如蘭 

陳靖文 

佳作 淨灘．敬攤 陳芳喻 
連江縣莒光鄉東莒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佳作 歐「海」唷！ 

涂善葳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耿以涵 

110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徵選 



 

國小組 

獎項 教案名稱主題 設計者 學校 

特優 再見「鯨」喜~護衛海洋巨霸 

林瑞蘭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林家卉 

鄭玉惠 

特優 安全擁抱海洋、永續幸福洋洋 

賴香君 

新竹市東區青草湖國民小學  江至正 

李佩珊 

特優 保護石門洞，行動 Not Alone 李彥佐 新北市石門區石門國民小學  

特優 與海共生，減塑共學 
吳勢方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劉昱良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  

特優 公民實踐家-淨灘減塑活動 
林淑慧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 
林明潔 

優等 海事．海誓．海將不逝 

陳淑芳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 蕭妤如 

徐欣綺 

優等 海洋小「滬」士 

徐永相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國民小學 詹育融 

涂佩茹 

優等 搶救海龜行 
林君穎 

桃園市觀音區觀音國民小學  
王寶貴 

優等 「手互」海洋，「集食」行善 莊致嘉  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國民小學 

優等 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 
周以德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國民小學 
簡菁葦 

優等 護海洋減塑行動 

陳鳳如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民小學 張素蓮 

李函潔 



獎項 主題教案名稱主題 設計者 學校 

佳作 減塑、變塑~ ~塑塑救海洋 

陳玉君 
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暨附

設幼兒園  
李嘉燕 

陳家樂 

佳作 鱟來 

陳乃愿 

 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民小學  黃鈴雅 

陳柏元 

佳作 Voice for Coral reef 

林姿均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楊琬渝  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 

楊智凱 
Fulbright Taiwan學術交流基

金會 

佳作 北海小英雄 張淑吟 新北市金山區中角國民小學  

佳作 
海洋不在地方— 

校正回歸，海洋之美 

賴俐帆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 

黃貞嘉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 

魏玎如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佳作 「塑」造新海洋 許致嘉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  

佳作 作伙來守護景美溪 
黃信凱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 
邱筠芝 

佳作 Seafood擇食 林恩君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國民小學 

 

 

 

 

 

 

 



 

國中組 

獎項 教案名稱主題 設計者 學校 

特優 番薯減肥了--七股海岸侵蝕 
邱俊榮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戴杏華 

特優 解密海洋陰謀 
王薏銥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張雅玲 

特優 無聲的吶喊—海廢知多少？ 鄭宜青 高雄市立七賢國民中學 

特優 E起線上護藻礁! 何亞凡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特優 海廢不廢，蚵畫海洋 

鄭昭信 

彰化縣立草湖國民中學 郭育良 

陳昱伶 

優等 
拒絕海洋塑食 翁禎吟 臺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 

優等 鯨生鯨事─我與海的關係 

陳妍廷 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張高齊 臺南市立安定國民中學 

陳韋志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優等 聽海『塑』苦的聲音 陳惠碧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佳作 Sailing Fun! 

李柏儀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蔡沛蓁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楊書夢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佳作 
加菲貓不回家─ 

漂流的巨大垃圾島 
蕭文婷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佳作 我不傷害海洋 
蔡佳蓉 

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 
曾培怡 

佳作 灣麗好所在，出水好風情 黃俐文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高中組 

 

獎項 教案名稱主題 設計者 學校 

特優 
「海」誓「山」盟— 

護海行動中山 go 

林沛君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柯佳吟 

特優 Keep the Sea Plastic Free 
盧秋杏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連子宜 

特優 捕．魚．食之間的理性與感性 

莊喬琪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

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賴秀威 

陳靖 

特優 海浪滔滔我不怕-海洋防災教育 曾彥傑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優等 
「離」花帶雨惹人憐— 

見離岸流的真面目 
陳懿翔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 

優等 海不｢哭｣，石不爛 張元懷 臺北市立開南高級中學 

優等 Sea the Life 

陳映允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學 黃湘鈞 

鄧菩芳 

優等 聲歷其境－海洋環島行 陳瑋瑤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學 

優等 
你心裡的那一片汪洋— 

海洋文學選讀與習作 
曾紫萭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佳作 潮間帶生物探索 張雅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  

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佳作 海洋是我最好的玩伴 

鄭炎秋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徐國鈞 

彭琪惠 

佳作 石化產業與海洋永續發展 鄭永森 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實驗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