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教育創新100報名簡章

一、活動緣起

2017年，在12年國教新課綱實施前夕，《親子天下》發動「教育創新100選」。我們

希望連結一百個教育創新的實踐：突破現有框架，解決當下難題，讓學生受益，最

重要的是建構可複製的系統，讓創新不只是曇花一現，而有永續的可能。今年是

親子天下教育創新100第5次募集，經歷疫情的衝擊，更多新的政策如火如荼推

動，教室裡疲於奔命的師生，更迫切需要理解每天學習到底所為何來？

學習是為未來準備，為了讓生命更值得，除了往外面對變化，更需要往內啟動自

己的好奇，把教室打開，從一個個生活中最有感受的議題出發，讓學習不限於課

堂上的虛構情境，考試不是綁著課本進度。

譬如：學校旁邊三合院老宅有什麼故事、附近的博物館有哪些展覽、捷運站現在

為什麼除了賣冷藏蛋糕還出租行動充電？校園裡的生態池和老樹多老了⋯⋯

這些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故事都有可以探究的脈絡和知識，老師和學生打開五感，

面對真實世界，以專題學習為路徑，讓每一個人都能參與改變形塑未來。 今年的

教育創新100以「向真實世界學習」為主軸，我們將募集所有勇於走出教室、課

本、考試⋯⋯所有「來真的」的學習。

二、主辦單位：親子天下翻轉教育



三、報名資訊

1.報名時間：2023/2/6~3/15 17:00

2.報名對象：

● 全國公私立幼兒園/小學/國中/高中之學校單位、教師個人

● 非學校型態之實驗學習團體

● 公部門單位、企業、NPO非營利組織

上述對象能提出符合下列評選標準的教學課程、專題、行動方案等，不限關注的

教學領域、主題、形式與規模。

3.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依照網站報名方式填寫即可。

報名網址：https://event.parenting.com.tw/apply/267

四、評選標準

● 解決當下真實問題（Authentic Work）
課程設計與方案行動 能從真實的生活出發，觀察在地的需求激發師生用好

奇心，向真實世界發問，學習統整運用知識解決問題。

● 以專題學習為路徑（Project-based-learning）
課程設計與方案行動能透過專題實作扣連有的意義的學習。

● 創造跨域連結優勢（Connection）
課程設計與方案行動具備跨學科、跨年段、跨領域、跨組織或跨文化特色，

或能連結外部專家資源，提供學生發揮影響力的機會。

● 可持續的支持系統（Sustainability）
課程設計與方案行動能夠提供持續被複製和發揮影響力的機制，而非短暫

的火花。

https://event.parenting.com.tw/apply/267


五、重要時程

日期 項目

2/6（一） 募集啟動

3/15（三） 報名截止

5/25（四） 名單公布

7/1（六） 共創會

六、報名資料

填表人聯絡資料（必填）

您的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參與甄選者基本資料（必填）

我要推薦： 自薦／他薦 報名單位： 個人／團體

參與甄選者姓名／團體名稱

參與甄選者／團體英文名稱

職稱 參與甄選者／團體代表人職稱

聯絡電話 參與甄選者／團體代表人的辦公室電話

聯絡手機 參與甄選者／團體代表人的手機

參與甄選者／團體簡介（300字以內）



參與甄選者／團體對教育創新的主張（50字以內）

請提供參與甄選者／團體的橫幅照片（300萬畫素以上／大小不超過2M／僅限jpg

或png格式／最佳尺寸為1200x628／照片背景請儘量單純）

報名類別（必填）

創新類別 （不知報哪個類別？請見下方「常見問題—報名機制」Q4）

□行政／制度／領導創新

□課程／教學創新

□偏鄉創新

□教育創業

是否同意評審在必要情況下推薦至另一類別

□同意　□不同意

領域類別不知報哪個類別？

□NPO（包含企業基金會、民間非營利組織）

□政府機構或公部門

□公私立學校教育工作者或教師社群

□實驗學校或體制外自學機構、團體、組織相關教育工作者

□社會企業或一般企業公益、專案行動

創新計畫影響的對象（可複選）

□幼兒（2~6歲）□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其他



請闡述您的教育創新理念（必填）

「教育創新100」募集活動，須符合以下4項標準，請依序填寫

甄選說明一：解決當下真實問題（限純文字，最多500字）

您和團隊還有學生設計的課程和專題是從真實的生活出發？觀察在地的需求

激發師生用好奇心，向真實世界發問，學習統整運用知識解決問題。

甄選說明二：以專題學習為路徑（限純文字，最多500字）

透過連結真實世界，展開專題導向的學習，專題式學習的歷程是老師和學生的

共創，不只是一堂課的課後作業，請舉例說明是否能讓學生從被動輸入知識到

主動發掘解方，是否能從分科學習到跨領域整合知識，學習過程從追求標準答

案到創造解決方案，引導學生從追求個人卓越到團隊共好。

甄選說明三：創造跨域連結優勢（限純文字，最多500字）
課程設計與提案行動，是否具備跨學科、跨年段、跨領域、跨組織、跨文化……

，或連結外部專家、社區和家長資源，提供學生發揮影響力的機會？

甄選說明四：可持續的支持系統（限純文字，最多500字）
課程設計與提案行動，是否有系統性影響力？是否有複製或永續的可能，而非

短暫火花？譬如營造了一個教師共學社群，讓專案可以持續優化，或是成立校

內社團，學長姐可以繼續帶領學弟妹？或是其他可以讓專案持續被複製和發

揮影響力的機制。

影音連結（請提供3分鐘內影音連結）

簡單說明您／團隊的教育創新特色，克服了哪些困難；可以是家長的推薦，也

可以是您的課程專案活動的紀錄剪輯。超過3分鐘的影片將會不提供給評審。

影片有助評審在海量的甄選中，更快認識您，您的理念和行動更易被看見。

請貼上YouTube連結，影片請設定公開



【加分題】檢附資料：請提供一則符合評選標準的最佳教案或教學設計

請先前往連結下載【2023教育創新100】教案／教學設計資料範本檔案：

https://reurl.cc/10dd8G

填寫資料後以pdf格式上傳（檔案需小於2MB，檔案名稱不能有中文字）

補充資料 （選填）歡迎提供更多參與甄選的相關補充資料

個人或團體網站

相關報導連結（最多3則）

Facebook／部落格／YouTube／Ig

請分享未來一年內，您的下一步行動計畫是什麼？（限純文字，最多500字）

我獲得了教育創新100歷屆學長姊推薦

請填寫推薦人與推薦理由

其他

請填寫更多資料，讓評審更加了解您的理念

七、評選說明

第一階段：初選（書面審查）

https://reurl.cc/10dd8G


第二階段：複選（面試）

親子天下會以電子郵件通知初選的入圍者／團隊，並告知面試方式、地點與排定

時間，並從中選出最終入選的 100 組。

基於疫情與地域、時間考量，入圍者可選擇「遠距」面試。

✶因疫情變化，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

注意事項將公布於本網頁，恕不另行通知。

八、聯絡窗口：02-2662-0332 edu100@cw.com.tw

教育創新100 常見問題

活動目的

Q:為什麼親子天下要續辦「教育創新100選」？
A:2017年起，親子天下舉辦「教育創新100」募集甄選，希望建造教育創新生態圈
，促成體制內外教育工作者、民間機構、企業與政府，在不同角度實踐教育創新

的領袖夥伴，對話互連，交流資訊和資源，藉此快速擴散成功經驗，讓更好的教

育來得更快。

辦理四屆以來，「教育創新100」累積了超過千件的創新行動者資料庫，也從中挑
選出459位優秀的入選夥伴，每年透過共創會、小聚、教育創新國際年會等實體
活動，和線上社群、電子報等，讓夥伴們從線上到線下，跨界跨域交流。我們看到

許多老師互相交流，彼此支援，共創課程，為教育課程注入不同泉源，打造更繽

紛的課堂風景。為能持續這股改變的力量，親子天下決定將「教育創新100」列為

mailto:edu100@cw.com.tw


長期的專案，挹注資源，持續鼓勵更多創新教育的行動，分享激盪，連結／累積

／擴散，加速教育的革新，一起為我們的孩子，為明日的教育鋪路。

Q:2023年和過往有什麼不同嗎？
A:2023年主題是「向真實世界學習」，特別想募集勇於走出教室、課本、考試……
的課程設計或行動計畫，讓孩子發展有利於未來求學、求職、生活的知識、技能

與態度的最佳實踐者。歡迎體制內外學校、教育行政、NPO、企業等，凡致力於教
育的創新改變，讓學習者受益的個人、團體、組織，都可以推薦或報名加入夥伴

行列。

為更能增進彼此的了解，第二階段評審方式為「面試」。初選後，我們會以電子郵

件通知入圍者，屆時請務必預留時間，基於疫情發展、地域、時間……的考量，入
圍者可選擇「遠距」面試。

報名機制

Q:只有網站報名這個途徑嗎？
A:本次活動一律採網路報名，請依照網站報名方式填寫即可。
報名網址點此

Q:為什麼報名需要成為親子天下會員？
A: 為利於報名者自由上網更新資料。註冊成為親子天下會員，即可憑著會員身分
，於報名期間，任意調整資料、更換照片或相關資料。

Q:為什麼要先選填「創新類別」？
A: 隨著報名人數愈來愈多，更多年輕人投入教育創新工作，用不同的方式嘗試提
供教育解方與可能，為增加公平性，幫助評審全面了解，掌握所有報名者的資訊

，今年區分四大創新類別：1. 行政／制度／領導創新 2. 課程／教學創新 3. 偏鄉
創新 4. 教育創業（含新創教育團體、機構、學校、NPO、NGO、企業教育公益計畫
等），根據報名者所選類別，有利於評審綜向考量，甄選出最適切的人選。

Q:為什麼「創新類別」只能單選？報名者可能跨類別，應該如何勾選？

https://edu.parenting.com.tw/edu100-956


A:送審資料將依報名類別送審，以利類別評審綜觀權衡判斷，因此請報名者必須
慎選自己最能展現教育創新的類別。根據歷屆的教育創新入選者，以教育創新類

別來區分為例：

1.行政／制度／領導創新：周德銘推動「領導力」、台灣科學教育館「青少年跨領域
整合計畫」、洪旭亮創辦噗浪客、張純淑創辦「慈心華德福」、PIKA出門交朋友……
2.課程／教學創新：張輝誠的「學思達」教學、溫美玉的「溫老師備課趴」……
3.偏鄉創新：劉安婷的「為台灣而教」、王政忠的「我有一個夢」系列研習、顧瑜君
的「五味屋」……
4.教育創業：含新創教育團體、機構、學校、NPO、NGO、企業教育公益計畫等，
例如葉丙成的「PaGamO」線上平台、嚴天浩的創辦「LIS線上教學平台」、翻滾海
狸工作室、「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的呂冠緯……

許多報名者極可能同時具備各類別創新，但為公平起見，請選擇一項最能代表自

己／團隊的類別。

Q:如果想報名需要準備什麼？需要提供哪些額外證明資料？要投履歷、或附教
案、團體資料？還是什麼形式？之前有辦過類似的活動嗎？

A:只需要依照網站資料填寫即可，並附上乙張個人／團隊照片（300萬畫素以上
／大小不超過2M／僅限jpg或png格式／最佳尺寸為1200x628／照片背景請儘
量單純），以及提供3分鐘影片連結 (可以簡單說明在做什麼，做出哪些成果，克
服了哪些困難，目標還有哪些，需要哪些資源)。

您可檢附一則符合評選標準的最佳教案或教學設計。若有相關報導，部落格，文

字檔案，報名網站上可以附上參考連結。您不需要費心額外準備過多報名資料，

本次活動也不接受網站之外郵寄或親送等任何其他形式的資訊。

報名資格

Q:只有個人才能參加嗎？公司行號、組織可以嗎？
A:募集活動歡迎長期致力於教育創新者，可以是2-6歲幼兒教育、國小、國中、高
中職階段的教育工作者，也可以是體制內或體制外的個人、社群（例如非正式的



共備教師社團）、組織、學校機構、政府或民間團體，以及關心教育、促進社會公

義為目的之社會企業。

Q:我們是自學團體、實驗學校，是隸屬哪一類？
A:有感於近年風起雲湧的民間力量，我們很鼓勵一般私人成立之實驗學校、自學
團體參與此活動，類別請選擇實驗學校或體制外自學機構、團體、組織相關教育

工作者，若是您的法人登記是企業，類別請選擇社會企業或一般企業公益、專案

行動；至於公辦公營學校請選擇公私立學校教育工作者或教師社群類別。

Q:什麼是社會企業？我們是一般企業，可以參與嗎？
A:目前社會企業沒有統一定義，本活動指的是從事教育事業，通過市場機制來調
動社會力量，為台灣社會謀利。若一般企業每年持續投入一定的金額參與教育活

動，造福學子，也歡迎加入此次募集活動，但請針對投入教育之「計畫」或「專案」

撰寫。也特別在報名資料中註記貴公司不同於傳統的「教育創新」與「向真實世界

學習」做法與模式。

Q:這是「教案甄選」嗎？可以提送創新教案來甄選嗎？
A:這次募集活動聚焦在4個主軸：1. 解決當下真實問題， 2. 以專題學習為路徑，
3. 創造跨域連結優勢，4. 可持續的支持系統。如果您的教案和教學設計，已經在
教學現場運用，累積了實踐的經歷，並符合以上四個要件，非常歡迎參加。但若

您的教案只是書面作業，沒有採取行動和實踐經歷，則不在此次募集的範圍之

內。

Q:往年參加過的人（或團體、組織、企業），2023年如果還想報名，是不是要提出
新的教學內容（教案或教法），才可以有機會「連選連任」呢？

A:親子天下教育創新100屬「榮譽會員」制，一經入選，即是永久夥伴。爾後若舉
辦「教育創新100」相關活動，都會通知所有入選者參加。請入選者持續在教育領
域持續散播熱力與改變，成為更多人的學習典範。當然，若您之前是以個人身分

入選，而目前帶領的團隊也符合今年甄選主題，歡迎以團隊身分報名，提攜更多

人加入教育創新行列。



歷屆入選者報名需聚焦今年的主題與專題學習，且必須以不同的專案或主題參

加。

Q:往年有投件但不幸落選者，2023年可以再來一次嗎？
A:歡迎大家持續創新，為教育打拚。只要符合本次活動之四大主軸，請繼續報名
參加。

Q:這活動聽起來好像針對學校或教育相關組織，如果我們是社福體系／組織／
機構，不是正規教育系統，而是服務特殊兒／中輟生等特殊族群，也可以報名

嗎？

A:本活動最終目的是希望「幫助每個孩子成功」，不分體系內或體系外，民間或學
校，也不必然要與教育機構直接相關。只要貴單位的工作／專案／行動計畫，符

合上述四大評選主軸，請務必共襄盛舉。

Q:政府或公部門可以參加嗎？
A:我們非常鼓勵中央和地方相關公部門／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個人，以專案類型加
入募集的行列。但請聚焦在符合教育創新的主旨範圍，以及符合上述四大評選主

軸。

Q:沒有立案的非正式組織，例如民間讀書會、社團、網路社群、教師共備團等，可
以參加嗎？

A:可以，只要符合四大評選主軸，以教育創新為目的，都可以參加。

Q:海外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參加嗎？
A:2018、2019年的甄選範圍，均與熟悉中國和香港的教育創新夥伴合作，希望一
起活絡華文圈的教育創新生態圈。2023年教育創新100的募集對象不限地區，歡
迎海外教育夥伴一起報名。

Q:每個團隊成員人數是否有限制？
A:沒有人數限制。但頒獎共創會受限於場地，屆時會有參與人數之限定。



活動權利義務

Q:被選為「親子天下教育創新100」一員，有什麼收穫？
A:
1.平面或網路媒體採訪報導與曝光
2.一百位創新夥伴將獲得證書乙張外，並獲贈《親子天下》一年份。
3.参與入選的夥伴，將可加入「教育創新100」社團、群組與訂閱專屬電子報，交流
分享資訊，並参與各種實體活動，例如：邀請参與七月份特別為入選者舉辦的「共

創會」，與前四屆四百多位、兩岸三地的入選夥伴交流。

4.參與親子天下打造的線上線下交流平台，一起建構台灣教育創新生態圈。例如
參加由親子天下舉辦的專屬「社群小聚」，擴大視野，跨領域交流。

5.推薦擔任論壇、演講、工作坊貴賓，分享教學、創新經驗。
6.不定期舉辦各種多元活動，邀請教育創新夥伴参加。

Q:成為「親子天下教育創新100」一員後，會需要什麼配合？
A:此活動乃榮譽制，沒有相關配合義務活動。

Q:入選有獎金或獎品嗎？
A:相關的實質獎勵，主辦單位陸續規劃中，於入選後公告之。

主辦單位

Q:親子天下和天下文化有什麼不同？A:親子天下和天下文化隸屬不同公司。親
子天下是「天下雜誌集團」一員，天下文化隸屬「遠見天下集團」。「親子天下」品牌

下的產品有：《親子天下》雜誌、親子天下網站、親子天下叢書出版、《小行星》幼兒

誌、翻轉教育網站、親子天下Shop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