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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班級共讀語文教學，加強提升語文能力： 

  依據北市語文政策推動及國語文基本學力檢測建議，配合課程教學計畫正常教學，也透過閱

讀、作文教學、重點補充等教材，強化各年級班級語文教學內涵，以期提升學生語文能力。配合

深耕閱讀及班級巡迴共讀活動，鼓勵圖書館利用活化教學，豐富閱讀悅讀書香學習風氣；配合 4/2

舊愛新歡辦理【力行閱讀悅幸福】募書活動，提供偏遠地區贈書，也提倡惜福愛物好習慣；也定

期調閱學生習作，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肯定教師教學用心及協助學習成長。 

（二）積極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展現學生多元才能： 

      辦理低年級說故事、高年級英語演說比賽、協助一年級唐詩闖關、二年級查字典學習、四年級 

 創意飯團魔術表演欣賞活動，活化學生學習管道。配合五年級游泳教學，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辦理 

 畢業系列活動...西餐禮儀教育(5/8-9)、畢業才藝發表(5/23)及畢業美展(6/16-23)，鼓勵展現學生 

 藝文及才藝學習成果。此外也積極指導學生參加科學展覽、網頁製作及網界博覽會，獲得良好成績，

 增進師生團隊及創意學習風氣。也持續配合辦理北市深耕閱讀系列..小小說書人、閱讀心得上線、 

 閱冠王及秋季兒童美術創作展評選送件等推廣閱讀教學，以及辦理課後照顧、課後活動及攜手激勵、

 英語補救教學，提供學生課業輔導學習機會。 

（三）規劃辦理教師研習活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今年是教育局推動「2008 品格教育年」，除持續配合推動九年一貫課程，鼓勵教參加師增能研習

及領域研討進修活動外，本學期也陸續規劃領域教學研討及教師精進教學、學生學習檔案觀摩，

鼓勵教師進行領域教學成果分享與教學檔案製作。也在延續多元學習的教學目標下，推動臺灣母

語日，校園情境佈置鼓勵並親子母語交流對話，藉以發現教學困境與不斷力求突破，以期協助教

師專業成長。 

   
畢業生西餐禮儀教育 畢業才藝發表會 小小說書人閱樂組特優 

   
領域研究成果分享 閱讀悅幸福募書 週三教師進修研討 



榮譽榜 

活動項目 作品名稱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備

註 

臺北市第五屆中小學網界博

覽會決選(地方體育活動類)

國小組佳作 

說唱來力行 【伶牙俐

齒】團隊 

褚又嘉、曾柏魁

黃輊宸、徐慧恩

周佩誼、林東錦

張彣琦、張浚格

吳庭瑀、高嘉妤 

李雅節老師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五年 7班 郭子芸 

五年 8 班 陳品妧 

五年 4 班 黃化臻 

96 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科學

展覽，獲得「生活與應用科學

類」入選獎 

研究主題：【洗

碗精洗淨力與

溫度及酸鹼值】 

五年 2 班 劉育瑄 

謝素菡老師  

六年 6 班 褚又嘉 96 學年度臺北市小小說書人

複選獲得高年級音樂組特優

獎 

說書主題： 

【貝多芬】 五年 6 班 徐慧恩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四年 5 班 林裕欽 

四年 3 班 高 行 

96 學年度臺北市小小說書人

複選獲得中年級組特優獎 

說書主題： 

【西遊記-看我

72變】 三年 6 班 吳珮如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96 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班級

網頁比賽國小低年級組佳作 

 二年 1 班  謝英玲老師  

五年 6 班 陳柏均 96 學年度臺北市小小說書人

複選獲得高年級組優選獎 

說書主題： 

【田螺報恩】 五年 1 班 許凱婷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一年 8 班 許馨云 96 學年度臺北市小小說書人

複選獲得低年級組佳作獎 

說書主題： 

【誠實君子】 二年 8 班 盧玟惠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96 年台北市中小學網路查資

料比賽入選 

 六年 8 班 那玉昕 魏仁一老師  

97年度兒童美術創作春季展

入選 

 六年 4 班 廖英里 童介政老師 

黃秋華老師 

 

97年度兒童美術創作秋季展

入選 

 三年 1 班 陳昱云 李勁昇老師  

97北市漢字小神通競賽，連

闖初賽、複賽兩關，入選決

賽。 

 五六年級

學生 

許敏涓、褚又嘉

曾柏魁、黃輊宸

徐慧恩、盧宥璇

曲敏潔、朱海赫

林宗謀、高晟哲

陳柏均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恭賀本校學童參加 97.06.01郭元益教育基金會舉辦之第五屆兒童鄉土語言演說..答嘴鼓台語相

聲比賽..榮獲國小組各組演說佳績!! 

*********************************************************** 

【四五六年級組】 

第一名四 3 高 行、四 5林裕欽.  

第二名五 6陳柏均、四 4林冠宇 

------------------------------------------------------ 

【一二三年級組】 

第一名三 6吳珮如、三 2林昱廷 

第二名一 8許馨云、二 8盧玟惠 

本校學生曾柏魁.吳珮如等參加 97年 1月 26日(六)臺灣故事館主辦「說畫臺灣故事大競技」全國



說故事比賽總決賽，表現優異榮獲佳績，值得嘉許與肯定。 

--------------------------------------------------------------------- 

【低年級組】 

入選獎：二.8盧玟惠 

-------------------------------------------------------------------- 

【中年級組】 

第三名：三.5吳珮如 

入選獎：四.5林裕欽 

-------------------------------------------------------------------- 

【高年級組】 

第二名：六.8曾柏魁 

入選獎：五.6陳柏均 
-------------------------------------------------------------------- 

感謝李恆苓老師指導及級任老師協助支援...小朋友們優異表現值得肯定!! 

 

 

 

                                                  

 

 

 

（一） 加強品德教育，有效提升學生氣質 

訂定品德教育核心價值、閱讀品德小故事，並辦理禮儀楷模、孝親楷模、班級 

模範生、班級幹部公共服務優良選拔活動，以推動標竿學習，有效提升學生氣質，

達成愛清潔、有禮貌、守秩序好兒童的目標。 

（二）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提升學生衛教知能 

      針對視力保健、口腔衛生保健、健康飲食、健康體適能、環境保護等議題，除常 

      態辦理之視力檢查牙齒檢查、各項健康檢查、含氟漱口水、餐後潔牙、牙醫師駐 

      校檢查、營養教育、營養櫥窗、西餐禮儀、出刊視力及口腔保健壁報專刊、明眸 

      皓齒選拔活動、畢業生美齒獎、資源回收、乾電池回收競賽活動、舊愛新歡、公 

      廁清潔、環境美化綠化等例行工作外，更辦理護眼操研習、親山活動認證、慢跑 

      活動、班際體育競賽、教師及學生 CPR 研習等活動，有效提升孩子衛教知能。 

（三） 辦理各項專案活動，提供學生發表舞台 

      於辦理春暉教育、交通安全教育、人口教育、民主法治教育等專案時，除配合國 

      語文競賽外，並辦理徵文、童詩創作、有獎徵答、壁報、漫畫、著色等比賽活動， 

      以落實宣教成果，並提供孩子發表空間。 

（四） 辦理多元課外社團，發展學生特殊潛能 

      提供孩子優質的課外活動，辦理體育、音樂、舞蹈、民俗等類型課外社團，發展 

      學生特殊潛能。 

（五） 協助本校運動團隊組訓，積極參與各項校際競賽 

本校田徑隊、籃球隊、桌球隊、國術隊歷經長期經營，定期參加各項教育盃體育

競賽、分區與全市運動會等校際競賽，爲學校爭取榮譽。 

 

 



榮譽榜 
◎96 年度臺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傳統北派拳術比賽-- 

    五 4 陳宣文：國小五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五 4 陳中權：國小五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六 8曾柏魁：國小六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五 7 沈容軒：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一名 

    六 7徐 沁：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四名 

    三 4 劉宸宇：國小三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三 8 顏永明：國小三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三 8 周家駿：國小三年級男子組第三名 

    四 1 張 馨：國小中年級女子組第三名 

    二 8 張景珹：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ㄧ 6高明謙：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二 1 段彥安：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六名 

  傳統長器械比賽-- 

    五 4 陳中權：國小高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六 7蔡旻霖：國小高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五 7 沈容軒：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一名 

    六 1謝維心：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三名 

    六 6褚又嘉：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四名 

    三 8 顏永明：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二 8 張景珹：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四 3 陳庭謙：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三名 

    四 1 簡廷翰：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三 8 周家駿：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五名 

    四 3 陳鈞鼎：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六名 

  傳統短器械比賽-- 

    五 4 陳宣文：國小高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六 7徐 沁：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三名 

    四 2 廖牧安：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二 1 段彥安：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五名 

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呂淑芬老師辛勤指導,以及參賽選手家長與級任老師的鼎力支持 

 

◎96 年全國台灣盃少林拳道綜合武術錦標賽 

  五 4 陳中權 (少年 A男組) 傳統外家劍術 第三名；傳統外家棍術 第三名； 

                          傳統外家槍術 第三名；傳統外家北拳 第五名； 

                          傳統外家刀術 第四名。 

  五 4 陳宣文 (少年 A男組) 傳統外家棍術 第三名：傳統外家劍術 第四名； 

                          傳統外家槍術 第五名。 

  六 8曾柏魁 (少年 A男組) 傳統外家刀術 第六名；傳統外家劍術 第四名；           

                          傳統外家棍術 第六名。 

  五 7 沈容軒 (少年 A女組) 傳統外家刀術 第二名；傳統外家棍術 第二名； 



                          傳統外家劍術 第四名；傳統外家北拳 第四名； 

                          傳統外家象形拳 第二名。 

  六 7徐  沁 (少年 A女組) 傳統外家北拳 第三名；傳統外家奇兵器 第三名 

                          傳統外家棍術 第四名；傳統外家象形拳 第六名  

  四 1 張  馨 (少年 A女組) 傳統外家象形拳 第五名；傳統外家北拳 第六名   

  二 8 張  煜 (少年 B女組) 傳統外家象形拳 第一名；傳統外家棍術 第二名 

  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以及參賽選手級任老師與家長的支持 

 

◎ 96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武術錦標賽，榮獲武德精神總錦標第二名。 

個人得獎名單 

  傳統傳統北派拳全能賽-- 

    五 4 陳中權：國小高年級男子組（Ｂ組：五年級）第一名 

  五 4 陳宣文：國小高年級男子組（Ｂ組：五年級）第三名 

  六 1謝維心：國小高年級女子組（Ａ組：六年級）第三名 

  六 6褚又嘉：國小高年級女子組（Ａ組：六年級）第四名 

  五 7 沈容軒：國小高年級女子組（Ｂ組：五年級）第二名 

  三 4 劉宸宇：國小中年級男子組（Ｂ組：三年級）第二名 

  三 8 周家駿：國小中年級男子組（Ｂ組：三年級）第三名 

  三 8 顏永明：國小中年級男子組（Ｂ組：三年級）第四名 

  二 8 張景珹：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五名 

  二 2 戈瑋：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六名 

  二 8 張煜：國小低年級女子組第一名 

  感謝教練群陳錦湧老師、呂淑芬老師辛勤指導及參與家長全程配合與支持。 

  

◎本校學生參加教育盃民俗體育競賽，榮獲乙類國小團體組扯鈴優等。 

    個人得獎名單：五 1 周家宇，五 6 王智弘，五 7 江信毅，五 8 吳致穎 

                六 4張仁謙，六 4鄧元皓，六 4陳凱達，六 4劉育彤 

                六 5陳昱宣，六 5許敏涓 

    感謝教練江淑惠老師及家長協助支援。 

 

  ◎本校田徑隊參加臺北市 96學年度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榮獲國小女生組田徑 

    總錦標第一名。 

    個人得獎名單： 

      小女組 100公尺第一名--六 3 鐘以茜 

      小女組跳遠第一名--六 3 鐘以茜 

      小女組跳遠第四名--六 1 謝維心 

      小女組跳高第四名--六 1 謝維心 

      小男組跳遠第七名--六 3 陳浚維 

      小女組 400公尺接力第一名--六 6 羅雅馨.六 7徐沁.六 1謝維心.六 3 鐘以茜 

      小女組 800公尺接力第一名--六 6 羅雅馨.六 7徐沁.六 1謝維心.六 3 鐘以茜 

    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及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也感謝家長會及參賽選手的家長與 

    級任老師鼎力支持。 



  ◎本校田徑隊參加 97 年全國暨臺北縣青年盃田徑錦標賽，榮獲女童田徑總錦 

    標第一名及教練獎。 

 

    得獎名單: 

      女童組 100公尺第五名--六 3 鐘以茜 

      女童組跳高第一名--六 1 謝維心 

      女童組跳遠第一名--六 3 鐘以茜 

      女童組跳遠第四名--六 1 謝維心 

      女童組 400公尺接力第六名--六 1 陳俞雅 六 6羅雅馨 六 1謝維心六 3鐘以茜 

      女童組 800公尺接力第二名--六 1 謝維心 六 6羅雅馨 六 3鐘以茜六 7徐沁 

   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也感謝家長會及參賽選手的老師與家長    

   鼎力支持。 

 

  ◎本校田徑隊參加 97 年臺北市春季<青年盃>田徑賽榮獲佳績 

 

    得獎名單: 

      國小女子組 100公尺 第一名--六 3 鐘以茜  

      國小女子組 跳遠 第一名--六 3 鐘以茜 

      國小女子組 跳高 第二名--六 1 謝維心 

      國小女子組 60公尺 第三名--六 7 徐 沁 

      國小女子組 400公尺接力 第一名--六 7 徐 沁 六 6羅雅馨 六 1陳俞雅  

                                      六 3鐘以茜 

 

    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 

    感謝參賽選手家長及老師全力支持 

 

  ◎本校籌組 97 年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臺北市女子組代表隊,參加 5 月 15 日及 

     5 月 16 日於澎湖舉行的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榮獲女子組團體錦標第二名。 

 

    本校參賽學生得獎名單-- 

      六 3鐘以茜:女子組跳遠第一名,成績 5公尺 03 

      六 3鐘以茜:女子組 100公尺第三名,成績 12 秒 82 

      六 6羅雅馨.六 7徐沁:女子組 400公尺接力第七名,成績 54 秒 58 

      六 1謝維心.六 3 鐘以茜:女子組 800公尺接力第二名,成績 1分 55 秒 76 

      六 1陳俞雅.六 6羅雅馨.六 7徐沁:女子組 1200公尺接力第六名 

    另外，六 3陳浚維參加臺北市男子組代表隊,於男子組 1200公尺接力榮獲第二名。 

 

    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張榮賢老師、洪有德主任辛勤指導, 

    感謝家長會及參賽選手的家長與級任老師鼎力支持。 

 

◎本校學生參加親山步道活動，累積滿 20 條步道名單： 

  ㄧ 7陳俐妏、二 2 張文碩、二 6 洪筱媛、二 6 連耕毅、三 3 張名宜、 

  三 5 謝沛翊、三 6 陳柏霖、四 1 陳俐廷、四 3 邱承之、四 5 洪屏育。 



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始業指導 班級幹部訓練 

  
班級模範生 課外社團—桌球班 

  
課外社團—國術班 課外社團—扯鈴班 

  
課外社團—跆拳班 課外社團—舞蹈班 



  

二年級結核菌素檢測 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全國暨臺北縣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教育盃桌球賽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畢業校外教學行前講習 

畢業校外教學 畢業校外教學 



畢業校外教學 舊愛新歡活動 

舊愛新歡活動 舊愛新歡活動 

 
五年級游泳課 春季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藥物防制宣導 腳踏車校外教學 

兒童月嘉年華活動 兒童月嘉年華活動 

西餐禮儀活動 西餐禮儀活動 

教師 CPR講習 教師 CPR講習 



六年級三對三籃球賽 六年級三對三籃球賽 

水上活動安全講習 水上活動安全講習 

教師護眼操研習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關心校園的每個角落 

 

1.進行整建修復、營造美感空間：寒假期間進行校園積水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於三月

份完工四月份完成驗收，並定期進行校園環境美化及整理。對親師生而言，除去校園多

處積水的困擾，校園多了蕨類植物、多肉植物、及香草植物區的教學角落，漫步在親師

生創作的奧林匹克步道，迷戀於無障礙坡道的淡淡香草味；對社區居民而言，學校提供

了教育、休憩及公園化的最佳效能。 

 

   

蕨類植物 香草植物 多肉植物 

   
蕨類植物 香草植物 多肉植物 

   

奧林匹克步道 小葉欖仁廣場 無障礙坡道 



 

 

2.規劃各項工程、改善教學空間：規劃進行97年度「力行忠信樓頂板結構修復工程」、

「學校午餐廚房設施改善工程」、「普通教室及幼稚園環境改造工程」已於六月初完成

發包作業，暑假七月一日起陸續進行上列工程。 

 

3.爭取預算經費、改善校園環境：向教育局申請相關經費改善懷恩樓頂樓樓板結構修復

工程經費，教育局同意於98年度編列三百多萬經費補助；另專科教室環境工程精進方案

98年度亦核給本校自然科三間教室，近二百萬經費；明年度本校共計有五百多萬工程預

算。 

 

4.進行各項採購、協助教學活動：畢業生校外教學採購、學生運動服採購、進行營養午

餐採購、各項教學用品、材料、辦公用品採購；定期、不定期進行各項物品檢修、安全

衛生檢查（水質、機電、消防等）；支援各項處室活動及協助教師教學活動等硬體環境

之需求。 

 

5.規劃校園保全、落實門禁管制：本年度系統保全委由新光保全負責、並派駐一名保全

人員於本校，配合本校警衛，落實門禁管理；定期進行校內各項建物安全檢查，定期維

護及修復，保障師生安全。 

 

 

 



 

 

一一一一、、、、落實學生輔導工作落實學生輔導工作落實學生輔導工作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一一一一））））持續推動認輔制度持續推動認輔制度持續推動認輔制度持續推動認輔制度，，，，鼓勵老師全面參與認輔工作鼓勵老師全面參與認輔工作鼓勵老師全面參與認輔工作鼓勵老師全面參與認輔工作，，，，輔導需要關懷與協助輔導需要關懷與協助輔導需要關懷與協助輔導需要關懷與協助

的兒童的兒童的兒童的兒童，，，，表揚績優認輔老師表揚績優認輔老師表揚績優認輔老師表揚績優認輔老師。。。。    

        （（（（二二二二））））賡續辦理學習輔導賡續辦理學習輔導賡續辦理學習輔導賡續辦理學習輔導、、、、團體輔導團體輔導團體輔導團體輔導，，，，及學生人際關係輔導及學生人際關係輔導及學生人際關係輔導及學生人際關係輔導。。。。    

        （（（（三三三三））））辦理畢業班學生升學輔導辦理畢業班學生升學輔導辦理畢業班學生升學輔導辦理畢業班學生升學輔導。。。。    

二二二二、、、、建立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與建立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與建立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與建立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與友善友善友善友善校園空間校園空間校園空間校園空間。。。。    

三三三三、、、、建構無障礙校園環境建構無障礙校園環境建構無障礙校園環境建構無障礙校園環境：：：：落實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精神落實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精神落實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精神落實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精神，，，，以零拒以零拒以零拒以零拒

絕絕絕絕、、、、無障礙無障礙無障礙無障礙、、、、最少限制之理念最少限制之理念最少限制之理念最少限制之理念，，，，建構教學設施建構教學設施建構教學設施建構教學設施、、、、活動空間及接納支持的無障活動空間及接納支持的無障活動空間及接納支持的無障活動空間及接納支持的無障

礙校園環境礙校園環境礙校園環境礙校園環境。。。。    

四四四四、、、、落實特教學生服務工作落實特教學生服務工作落實特教學生服務工作落實特教學生服務工作：：：：    

        （（（（一一一一））））辦理本校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鑑定辦理本校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鑑定辦理本校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鑑定辦理本校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鑑定、、、、安置等工作安置等工作安置等工作安置等工作。。。。    

        （（（（二二二二））））安排物理安排物理安排物理安排物理、、、、職能職能職能職能治療師到校服務治療師到校服務治療師到校服務治療師到校服務。。。。    

        （（（（三三三三））））持續推動特殊需求學生小型團體輔導持續推動特殊需求學生小型團體輔導持續推動特殊需求學生小型團體輔導持續推動特殊需求學生小型團體輔導。。。。    

五五五五、、、、舉辦家舉辦家舉辦家舉辦家庭庭庭庭教育成長教育成長教育成長教育成長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六六六六、、、、辦理教師辦理教師辦理教師辦理教師輔導暨特教知能研習輔導暨特教知能研習輔導暨特教知能研習輔導暨特教知能研習。。。。    

七七七七、、、、實施榮譽生制度實施榮譽生制度實施榮譽生制度實施榮譽生制度，，，，形塑守規律形塑守規律形塑守規律形塑守規律、、、、有禮貌有禮貌有禮貌有禮貌、、、、有榮譽心有榮譽心有榮譽心有榮譽心、、、、積極向上的學生文化積極向上的學生文化積極向上的學生文化積極向上的學生文化。。。。    

    

 

  
個案認輔會議 小團輔 

  
親師懇談會 高年級升學座談 



  
升學輔導--木柵國中參訪 升學輔導--實踐國中參訪 

  
特殊教育宣導活動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性別平等教育戲劇宣導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藝文競賽 

  
特教物理治療—感覺統合訓練 親職講座 



  
慶祝母親節暨製工表揚大會 教師輔導知能進修研習 

  
新移民多元文化週宣導活動 學習輔導 

  
親子活動—彩繪面具嘉年華 我是力行好兒童--榮譽狀頒獎 

 

＊＊＊＊本校說唱藝術社榮獲臺北市本校說唱藝術社榮獲臺北市本校說唱藝術社榮獲臺北市本校說唱藝術社榮獲臺北市 97979797 年度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創意戲劇比賽年度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創意戲劇比賽年度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創意戲劇比賽年度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創意戲劇比賽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暨暨暨暨【【【【最佳劇情獎最佳劇情獎最佳劇情獎最佳劇情獎】】】】！！！！！！！！    

◎感謝李恆苓老師、陳娟娟老師、家長及參賽同學的努力與付出！！ 

【演出人員】： 

六年６班 褚又嘉 六年８班 曾柏魁 五年１班 許凱婷 

五年２班 莊秉文 五年６班 陳柏均 五年８班 徐慧恩 

四年１班 張力予 四年１班 陳俐廷 四年３班 高 行 

四年５班 林裕欽 三年２班 林昱廷 三年２班 蘇紀仁 

三年６班 吳珮如 一年８班 許馨云 

 



＊＊＊＊賀賀賀賀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榮榮榮榮獲臺北市獲臺北市獲臺北市獲臺北市 97979797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成果宣導成果宣導成果宣導成果【【【【甲甲甲甲等獎等獎等獎等獎】！】！】！】！    

＊＊＊＊賀三年賀三年賀三年賀三年 3333 班班班班高若喻高若喻高若喻高若喻同學榮獲臺北市同學榮獲臺北市同學榮獲臺北市同學榮獲臺北市 97979797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藝文比賽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藝文比賽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藝文比賽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藝文比賽    

中年級繪畫組中年級繪畫組中年級繪畫組中年級繪畫組【【【【優等獎優等獎優等獎優等獎】！】！】！】！    

◎感謝陳淑慧老師辛勤指導！！ 

＊＊＊＊校內高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四格漫畫比賽成績校內高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四格漫畫比賽成績校內高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四格漫畫比賽成績校內高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四格漫畫比賽成績    

名    次 班    別 姓  名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六年八班六年八班六年八班六年八班    蘇蘇蘇蘇        庭庭庭庭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六年四班六年四班六年四班六年四班    陳盈伃陳盈伃陳盈伃陳盈伃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六年一班六年一班六年一班六年一班    陳姿樺陳姿樺陳姿樺陳姿樺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六年四班六年四班六年四班六年四班 廖英里廖英里廖英里廖英里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六年三班六年三班六年三班六年三班    劉敏如劉敏如劉敏如劉敏如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五年六班五年六班五年六班五年六班    許珈嘉許珈嘉許珈嘉許珈嘉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六年一班六年一班六年一班六年一班    張張張張        郁郁郁郁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六年二班六年二班六年二班六年二班    陳泓瑋陳泓瑋陳泓瑋陳泓瑋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六年四班六年四班六年四班六年四班    許經儀許經儀許經儀許經儀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五年五班五年五班五年五班五年五班    彭彭彭彭楷淇楷淇楷淇楷淇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五年二班五年二班五年二班五年二班    林彥伶林彥伶林彥伶林彥伶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六年二班六年二班六年二班六年二班    周妤亭周妤亭周妤亭周妤亭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六年六班六年六班六年六班六年六班    朱有晨朱有晨朱有晨朱有晨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六年六班六年六班六年六班六年六班    高麗雯高麗雯高麗雯高麗雯    

＊ 校內中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漫畫比賽成績校內中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漫畫比賽成績校內中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漫畫比賽成績校內中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漫畫比賽成績    

名    次 班    別 姓  名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三年三班三年三班三年三班三年三班    高若瑜高若瑜高若瑜高若瑜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四年三班四年三班四年三班四年三班    陳韋豪陳韋豪陳韋豪陳韋豪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三年三班三年三班三年三班三年三班 張名宜張名宜張名宜張名宜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三年三班三年三班三年三班三年三班    祝華劭祝華劭祝華劭祝華劭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    周峻安周峻安周峻安周峻安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三年三班三年三班三年三班三年三班    賀胤源賀胤源賀胤源賀胤源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四年二班四年二班四年二班四年二班    張凱婷張凱婷張凱婷張凱婷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    林昱廷林昱廷林昱廷林昱廷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四年二班四年二班四年二班四年二班    高嘉潓高嘉潓高嘉潓高嘉潓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    陳孝萱陳孝萱陳孝萱陳孝萱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    高思庭高思庭高思庭高思庭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三年二班    武軒德武軒德武軒德武軒德    

    

    



＊ 校校校校內低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著色比賽成績內低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著色比賽成績內低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著色比賽成績內低年級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著色比賽成績    

名    次 班    別 姓  名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二年八班二年八班二年八班二年八班    許維婷許維婷許維婷許維婷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一年七班一年七班一年七班一年七班    廖婕茹廖婕茹廖婕茹廖婕茹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二年七班二年七班二年七班二年七班    陳品蓉陳品蓉陳品蓉陳品蓉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二年八班二年八班二年八班二年八班    邱子祐邱子祐邱子祐邱子祐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一年八班一年八班一年八班一年八班 沙俊希沙俊希沙俊希沙俊希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二年一班二年一班二年一班二年一班    施智仁施智仁施智仁施智仁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二年五班二年五班二年五班二年五班    陳凱雋陳凱雋陳凱雋陳凱雋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一年一班一年一班一年一班一年一班    許青芸許青芸許青芸許青芸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二年五班二年五班二年五班二年五班    潘晉桓潘晉桓潘晉桓潘晉桓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二年一班二年一班二年一班二年一班    凌敬恒凌敬恒凌敬恒凌敬恒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二年三班二年三班二年三班二年三班    李謙益李謙益李謙益李謙益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一年六班一年六班一年六班一年六班    林芷熠林芷熠林芷熠林芷熠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一年三班一年三班一年三班一年三班    吳佳芸吳佳芸吳佳芸吳佳芸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二年七班二年七班二年七班二年七班    陳琮霖陳琮霖陳琮霖陳琮霖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二年二班二年二班二年二班二年二班    金金金金        源源源源    

＊ 校內幼稚園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著色比賽成績校內幼稚園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著色比賽成績校內幼稚園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著色比賽成績校內幼稚園組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著色比賽成績    

名    次 班    別 姓  名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綿羊班綿羊班綿羊班綿羊班    邱垂謙邱垂謙邱垂謙邱垂謙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企鵝班企鵝班企鵝班企鵝班    王少妦王少妦王少妦王少妦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花鹿班花鹿班花鹿班花鹿班    王瑜桂王瑜桂王瑜桂王瑜桂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 陳妍庭陳妍庭陳妍庭陳妍庭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    謝弘志謝弘志謝弘志謝弘志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企鵝班企鵝班企鵝班企鵝班    陳雅妍陳雅妍陳雅妍陳雅妍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    賴嘉彬賴嘉彬賴嘉彬賴嘉彬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    蘇妤欣蘇妤欣蘇妤欣蘇妤欣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大象班    高筠棻高筠棻高筠棻高筠棻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紅龍班紅龍班紅龍班紅龍班    劉育信劉育信劉育信劉育信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企鵝班企鵝班企鵝班企鵝班    朱筱鈺朱筱鈺朱筱鈺朱筱鈺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綿羊班綿羊班綿羊班綿羊班    陳冠諭陳冠諭陳冠諭陳冠諭    

    

※※※※    力行好兒童力行好兒童力行好兒童力行好兒童--------榮譽獎狀榮譽獎狀榮譽獎狀榮譽獎狀得獎得獎得獎得獎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    

◎◎◎◎3333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頒發頒發頒發頒發    

二年二班 許茹棻 二年六班 盧柏諠 二年六班 解德敏  

二年六班 張瓊文 二年八班 高鵬翔 二年八班 何佳鴻 

二年八班 邱子祐 二年八班 張珈云 二年八班 林紫涵  

三年二班 高婷卉 四年二班 孫祐威 四年二班 張凱婷 

四年二班 張嘉瑜 四年二班 陳思媛 四年二班 陳婕依 

四年四班 張祐寧 六年六班 褚又嘉 六年七班 周澤甫 

六年七班 陳則安 六年七班 許丞祺 六年七班 余怡萱 



六年七班 黃靖容 六年七班 王韻慈 六年七班 周昱齡 

六年七班 李瑋璇 六年八班 許敏涓 

 

◎◎◎◎4444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頒發頒發頒發頒發    

二年一班  段彥安  二年一班  許青純  二年一班  林玥婷 

二年二班  林煒翔  二年三班  廖化仁  二年三班  游子頤  

二年三班  吳俊緯  二年三班  李謙益  二年三班  王妍婷 

二年三班  蔡羽茜  二年三班  黃云宣  二年三班  楊博雅  

二年四班  鄭群瀚  二年四班  高振益  二年四班  高于晴 

二年四班  黃鵬溱  二年五班  潘晉桓  二年五班  邱晉韋  

二年五班  蕭郁潔  二年六班  南家妤  二年六班  朱宸儀 

二年七班  吳柳錚  二年七班  陳品蓉  二年八班  葉佩其  

三年一班  楊元箴  三年一班  陳昱云  三年一班  張昱葳 

三年二班  江致緯  三年二班  高婷卉  三年二班  周羽萱  

三年六班  陳品妘  四年四班  張奕棠  四年四班  呂長鴻 

四年四班  劉玳琳  四年四班  潘蓉澤  四年八班  蔡松穎 

四年八班  梁育琁 四年八班  陳譽心  六年七班  陳育家 

二年六班  林育廷 

    

◎◎◎◎5555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頒發頒發頒發頒發    

一年六班  李潔祈 一年六班  沈恬如 二年一班  凌敬恒 

二年二班  張維麟 二年二班  翁煜翔 二年二班  戈  瑋 

二年二班  翁雋凱 二年二班  曾若聞 二年二班  鄭伃晴 

二年二班  蘇怡春 二年二班  王筱淯 二年八班  周千又 

二年八班  林紫涵 三年二班  邱勻芊 三年二班  梁憶彤 

三年二班  林昱慈 三年二班  陳曉曈 三年二班  吳家瑜 

三年二班  高唯真 三年三班  邱勻芃 三年四班  高子晴 

三年四班  王妍淳 三年四班  劉聿庭 三年六班  林少洋 

三年六班  胡雅婷 三年七班  王羽裳 三年八班  高竺鈺 

四年一班  王冠雯 四年四班  高培瑄 四年六班  呂品潔 

四年八班  陳彥齊 四年八班  張瑞井 四年八班  張瑜倢 

六年七班  蕭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