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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徵選(高中組)獲獎名單 

獎項 教案名稱 設計者 職稱 學校 

特優 環境教育~ICC國際淨灘行動 王彬如 教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

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特優 海洋垃圾島 

余佳樺 教師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郭皇甫 教師 

鍾依倫 教師 

特優 感恩 Seafood！鱻魚食堂上課囉！ 鍾一良 教師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特優 海洋垃圾共和國 
高佩瑄 教師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廖婉彤 教師 

特優 海龜有「塑」請相助 曾彥傑 教師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優等 淨灘小英雄 

蔡仲元 教師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鄭千慕 教師 

何昭慧 教師 

優等 海洋歷史-積木｢亞特蘭提斯｣城 黃小萍 教師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優等 東北角海岸的破壞與再造實察課程 徐銘鴻 教師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優等 「海」好嗎？ 張秋萍 教師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

學 

優等 海洋保育跨域課程 

唐明輝 教師 
新北市私立樹人高級家

事商業職業學校 
翁怡珮 教師 

孫婉玲 教師 

佳作 救救海龜吧！ 
黃富聯 教師 

臺中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胡雯俐 教師 

佳作 

A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Design 

for Marine Resource Issue—Go on an 

Adventure with Moana ｢海洋議題融入

跨領域素養教學｣教案示例 

張渝琪 教師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佳作 
OH!拼貼海洋世界 

Collage and Ocean World 
鍾佳雯 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佳作 
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塑膠袋的

一生) 
林照勝 教師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

學 

佳作 以廣闊之胸懷愛海、護海 
洪雅惠 教官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

學校 胡弘仁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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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徵選(國中組)獲獎名單 

獎項 教案名稱 設計者 職稱 學校 

特優 好「膽」麥走-海的姿態與乘載希望的永續 

黃火炎 校長 

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 蔡佳靜 主任 

張玲雅 教師 

特優 海，你被塑膠了嗎? ─海廢圖像˙有藝思 

邱儀甄 教師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吳政隆 教師 

周亮吟 教師 

特優 觀中淨灘不塑之課 
李郁晴 教師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黃雲清 教師 

優等 
聽見『貝殼砂』！海洋減塑你我他之公共精

神覺醒~ 

劉雅蘭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

學附設國中部 
王麗萍 教師 

洪子秀 教師 

優等 
永續海洋的「食魚」推廣—從〈拒吃魩仔魚〉

聊起 
董家興 教師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國中部 

優等 食魚好文化.海洋很保護 林金山 教師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優等 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陳瀅安 教師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優等 海有你，真好！ 
鍾昀真 教師 高雄市立內門國民中學 

李佩綺 教師 高雄市立中崙國民中學 

優等 我們與海，相安無塑 黃峻巖 教師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佳作 垃圾、塑 OUT-救海洋!! 林郁媚 教師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佳作 
世界公民的責任--關心生態環境--幫助海

洋永續、保護地球 
陳韻紫 教師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 

佳作 墨．魚悠遊 張耀仁 教師 高雄市立七賢國民中學 

佳作 高雄後花園~柴山海岸秘境 

洪毓秀 教師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 王維邦 教師 

陳仁和 教師 

佳作 「豆」陣來食「魚」 
吳孟真 教師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蔡明娟 教師 

佳作 「海廢」不會珍惜海洋 李奕儒 教師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佳作 飛魚，你好嗎？ 
徐嘉男 教師 

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 
羅光智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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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徵選(國小組)獲獎名單 

獎項 教案名稱 設計者 職稱 學校 

特優 海舞碧蓴～守護海岸新生命 

盧家豪 教師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民小學 張錦霞 校長 

黃式維 主任 

特優 別讓海帶變「海袋」-要「帶」不要「袋」 

蘇郁棻 教師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 李欣穎 教師 

林純如 教師 

特優 食在好「鬼」藝 

吳欣妮 教師 

屏東縣琉球鄉天南國民小學 洪子侖 教師 

陳冠瑄 教師 

特優 守護陸寄居蟹的家 鄭喬嶺 主任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國民小學 

特優 搶救海龜-減塑大作戰 
古慧玲 教師 

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 
楊秋燕 教師 

優等 頭好壯壯，愛吃魚 

林佑霖 校長 

臺南市北門區雙春國民小學 陳又菁 主任 

吳志朋 主任 

優等 鱻~認識漁 X 愛上漁 X 保護漁 
張瑀嵐 教師 

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 
鄭淑靜 教師 

優等 海塑無定所，減塑有你我 李彥佐 主任 新北市石門區石門國民小學 

優等 獨領風騷．食神稱霸 

呂岱倫 教師 

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國民小學 蔡侑霖 教師 

李雅雯 教師 

優等 
「玉」教「魚」樂~ 三玉國小之小三

生鮮達人訓練營 
李宇璿 教師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優等 海洋熱帶雨林 孫珮勻 教師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國民小學 

優等 我對大海的承諾 邱馨慧 教師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優等 年年有魚，海洋無虞 
陳乃愿 教師 

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民小學 
陳柏元 主任 

優等 餐桌上的秋季海味 

黃健智 教師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 吳正義 教師 

蘇筱筑 教師 

優等 守護我們的山與海 顏雪如 教師 臺南市新化區口埤實驗小學 

佳作 海洋台灣，「塑」相殘害 張思儀 教師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 

佳作 渾身解塑 
徐欣綺 教師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 
陳淑芳 教師 

佳作 海中流動的寶石 
陳惠玲 教師 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 

林慧雯 教師 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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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教案名稱 設計者 職稱 學校 

佳作 魯夫奇遇記 王姿敏 教師 臺南市東區德高國民小學 

佳作 「魚」·你相遇，共創美好未來 

羅靖姈 主任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國民小學 李和家 教師 

林郁雯 教師 

佳作 這樣「ㄙㄨˋ」起來．很有趣 王玉程 教師 基隆市七堵區長興國民小學 

佳作 海鄉我的家 
林益琳 教師 

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民小學 
黃明旋 校長 

佳作 永續海洋˙食魚停看聽 簡乃暉 教師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 

佳作 「塑」造綠藝術 海洋我「罩」你 
楊惠菁 教師 

桃園市龜山區南美國民小學 
許家珍 教師 

佳作 遇塑則不達，減塑救海洋 朱蔿妤 教師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佳作 有學問的減塑，從今天開始 黃淑菁 教師 臺南市白河區河東國民小學 

佳作 海龜藝塑存錢筒 賴瑜平 教師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 

佳作 我可不是吃塑的 
李彩瑞 教師 

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民小學 
黃鈴雅 教師 

佳作 海鮮指南 
盧主峰 教師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戴佑安 教師 

佳作 用愛，讓海洋無礙 
黃貞嘉 教師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 
劉又嘉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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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徵選(幼兒園組)獲獎名單 

獎項 教案名稱 設計者 職稱 學校 

優等 減塑從幼開始 江如玲 教師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優等 來塭子玩 

林書怡 主任 

屏東縣佳冬鄉塭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洪美芳 教師 

沈麗婷 教保員 

優等 海洋天使──親水一夏 

戴佑安 教師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楊儀涵 教師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余翔婷 教師 

佳作 年年有魚 陳又瑄 教師 臺北市北投區逸仙國民小學 

佳作 幼見虱目魚 

林佑霖 園長 

臺南市北門區雙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李宜霈 主任 

林鐿晴 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