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學學學    務務務務    處處處處    

    

 

1.1001.1001.1001.100 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跆拳道錦標賽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跆拳道錦標賽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跆拳道錦標賽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跆拳道錦標賽    

    ※※※※2222 年年年年 6666 班李子翔班李子翔班李子翔班李子翔    獲低年級品勢色帶男子獲低年級品勢色帶男子獲低年級品勢色帶男子獲低年級品勢色帶男子 BBBB 組第三名組第三名組第三名組第三名        ※※※※2222 年年年年 6666 班高毓鈞班高毓鈞班高毓鈞班高毓鈞    獲低年級品勢色帶女子獲低年級品勢色帶女子獲低年級品勢色帶女子獲低年級品勢色帶女子 BBBB 組第三名組第三名組第三名組第三名    
 ※※※※3333 年年年年 7777 班莊詠班莊詠班莊詠班莊詠喆喆喆喆    獲中年級品勢色帶男子獲中年級品勢色帶男子獲中年級品勢色帶男子獲中年級品勢色帶男子 CCCC 組第三名組第三名組第三名組第三名        ※※※※4444 年年年年 1111 班葉馨云班葉馨云班葉馨云班葉馨云    獲中年級品勢色帶女子獲中年級品勢色帶女子獲中年級品勢色帶女子獲中年級品勢色帶女子 BBBB 組第六名組第六名組第六名組第六名        ※※※※6666 年年年年 8888 班張庭瑋班張庭瑋班張庭瑋班張庭瑋    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 EEEE 組第一名並獲得國小男子組輕乙量級第三名組第一名並獲得國小男子組輕乙量級第三名組第一名並獲得國小男子組輕乙量級第三名組第一名並獲得國小男子組輕乙量級第三名        ※※※※6666 年年年年 6666 班王凱班王凱班王凱班王凱            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 CCCC 組第五名組第五名組第五名組第五名        ※※※※5555 年年年年 4444 班石佳強班石佳強班石佳強班石佳強    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獲高年級品勢黑帶男子 CCCC 組第六名組第六名組第六名組第六名    
 

2. 北市北市北市北市 100100100100 學年度教育盃武術錦標賽學年度教育盃武術錦標賽學年度教育盃武術錦標賽學年度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4444 年年年年 2222 班吳芝瑄班吳芝瑄班吳芝瑄班吳芝瑄    獲中年級女子組傳統雜兵第二名獲中年級女子組傳統雜兵第二名獲中年級女子組傳統雜兵第二名獲中年級女子組傳統雜兵第二名((((銀牌銀牌銀牌銀牌))))及傳統長兵第三名及傳統長兵第三名及傳統長兵第三名及傳統長兵第三名((((銅牌銅牌銅牌銅牌))))        ※※※※4444 年年年年 5555 班陳姝諺班陳姝諺班陳姝諺班陳姝諺    獲中年級女子組傳統短兵第四名獲中年級女子組傳統短兵第四名獲中年級女子組傳統短兵第四名獲中年級女子組傳統短兵第四名        ※※※※5555 年年年年 5555 班陳俐妏班陳俐妏班陳俐妏班陳俐妏    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雜兵第六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雜兵第六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雜兵第六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雜兵第六名        ※※※※5555 年年年年 6666 班許馨云班許馨云班許馨云班許馨云    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北派拳術第二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北派拳術第二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北派拳術第二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北派拳術第二名((((銀牌銀牌銀牌銀牌))))        ※※※※5555 年年年年 6666 班蔡昀珊班蔡昀珊班蔡昀珊班蔡昀珊    獲高年級女子組初級刀術第六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初級刀術第六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初級刀術第六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初級刀術第六名        ※※※※5555 年年年年 7777 班洪薇檸班洪薇檸班洪薇檸班洪薇檸    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長兵第二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長兵第二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長兵第二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長兵第二名((((銀牌銀牌銀牌銀牌))))        ※※※※6666 年年年年 3333 班張班張班張班張煜煜煜煜            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短兵第四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短兵第四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短兵第四名獲高年級女子組傳統短兵第四名        ※※※※6666 年年年年 4444 班班班班張景張景張景張景珹珹珹珹    獲高年級男子組傳統雜兵第四名獲高年級男子組傳統雜兵第四名獲高年級男子組傳統雜兵第四名獲高年級男子組傳統雜兵第四名    
        指導教練指導教練指導教練指導教練：：：：陳錦湧老師陳錦湧老師陳錦湧老師陳錦湧老師    ※※※※2222 年年年年 2222 班張宏毅班張宏毅班張宏毅班張宏毅        獲獲獲獲低年級男子組傳統短兵第一名低年級男子組傳統短兵第一名低年級男子組傳統短兵第一名低年級男子組傳統短兵第一名    
        指導教練指導教練指導教練指導教練：：：：陳冠呈老師陳冠呈老師陳冠呈老師陳冠呈老師    
    

3. 圍棋校隊參加圍棋校隊參加圍棋校隊參加圍棋校隊參加 100 年臺北市青年盃圍棋錦標賽獲獎年臺北市青年盃圍棋錦標賽獲獎年臺北市青年盃圍棋錦標賽獲獎年臺北市青年盃圍棋錦標賽獲獎 ※※※※ 4 4 4 4 年年年年 7777 班邱晉寬班邱晉寬班邱晉寬班邱晉寬    榮獲國小初段組榮獲國小初段組榮獲國小初段組榮獲國小初段組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並因競賽成績優異並因競賽成績優異並因競賽成績優異並因競賽成績優異~ ~ ~ ~ 棋力獲晉升為中華民國圍棋棋力獲晉升為中華民國圍棋棋力獲晉升為中華民國圍棋棋力獲晉升為中華民國圍棋    段位二段段位二段段位二段段位二段＞＞＞＞    ※※※※ 5 5 5 5 年年年年 2222 班林兆洸班林兆洸班林兆洸班林兆洸    榮獲國小三段組榮獲國小三段組榮獲國小三段組榮獲國小三段組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並因競賽成績優異並因競賽成績優異並因競賽成績優異並因競賽成績優異~ ~ ~ ~ 棋力獲晉升為中華民國圍棋棋力獲晉升為中華民國圍棋棋力獲晉升為中華民國圍棋棋力獲晉升為中華民國圍棋    段位四段段位四段段位四段段位四段＞＞＞＞    ※※※※ 6 6 6 6 年年年年 5555 班李承洋班李承洋班李承洋班李承洋    榮獲國小二段組榮獲國小二段組榮獲國小二段組榮獲國小二段組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獲頒獎牌、、、、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感謝指導老師感謝指導老師感謝指導老師感謝指導老師：：：：林育如老師林育如老師林育如老師林育如老師    、、、、張文珩老師張文珩老師張文珩老師張文珩老師    



 

                                                  

4.    青年杯國術錦標賽獲獎青年杯國術錦標賽獲獎青年杯國術錦標賽獲獎青年杯國術錦標賽獲獎 2222 年年年年 2222 班班班班    張宏毅張宏毅張宏毅張宏毅    榮獲短兵國小低年級組榮獲短兵國小低年級組榮獲短兵國小低年級組榮獲短兵國小低年級組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感謝指導教練感謝指導教練感謝指導教練感謝指導教練：：：：陳冠呈陳冠呈陳冠呈陳冠呈、、、、家長支持以及教練辛勤指導家長支持以及教練辛勤指導家長支持以及教練辛勤指導家長支持以及教練辛勤指導。。。。    
 

5.租稅教育比賽租稅教育比賽租稅教育比賽租稅教育比賽────「「「「稅教我最行稅教我最行稅教我最行稅教我最行」」」」    

    六年五班為校爭光六年五班為校爭光六年五班為校爭光六年五班為校爭光    黃琳荃黃琳荃黃琳荃黃琳荃、、、、張珈云與游子頤張珈云與游子頤張珈云與游子頤張珈云與游子頤、、、、施智仁施智仁施智仁施智仁,,,,兩隊均榮獲第六名兩隊均榮獲第六名兩隊均榮獲第六名兩隊均榮獲第六名    賴昭蓉賴昭蓉賴昭蓉賴昭蓉、、、、高妍臻與解德敏高妍臻與解德敏高妍臻與解德敏高妍臻與解德敏、、、、王令蓁兩隊均榮獲第八名王令蓁兩隊均榮獲第八名王令蓁兩隊均榮獲第八名王令蓁兩隊均榮獲第八名。。。。    感謝運欽師指導與帶隊感謝運欽師指導與帶隊感謝運欽師指導與帶隊感謝運欽師指導與帶隊,,,,全體師生同賀全體師生同賀全體師生同賀全體師生同賀。。。。    
    

6.第六屆龍顏第六屆龍顏第六屆龍顏第六屆龍顏 FUNFUNFUNFUN 書獎有獎徵文比賽書獎有獎徵文比賽書獎有獎徵文比賽書獎有獎徵文比賽 恭喜本校學生恭喜本校學生恭喜本校學生恭喜本校學生（（（（六年四班畢業生六年四班畢業生六年四班畢業生六年四班畢業生））））    許維婷許維婷許維婷許維婷    參加金石堂書局舉辦第六屆龍顏參加金石堂書局舉辦第六屆龍顏參加金石堂書局舉辦第六屆龍顏參加金石堂書局舉辦第六屆龍顏 FUNFUNFUNFUN 書獎有獎徵文比賽書獎有獎徵文比賽書獎有獎徵文比賽書獎有獎徵文比賽榮獲國小組第四名榮獲國小組第四名榮獲國小組第四名榮獲國小組第四名    
 

7. 101 101 101 101 年臺北市相聲比賽年臺北市相聲比賽年臺北市相聲比賽年臺北市相聲比賽    6666 年年年年 4444 班劉若凡榮獲乙組單口優選班劉若凡榮獲乙組單口優選班劉若凡榮獲乙組單口優選班劉若凡榮獲乙組單口優選    3333 年年年年 4444 班張昌恩班張昌恩班張昌恩班張昌恩....  3  3  3  3 年年年年 8888 班張宥元榮獲丙組對口優選班張宥元榮獲丙組對口優選班張宥元榮獲丙組對口優選班張宥元榮獲丙組對口優選    3333 年年年年 4444 班劉若禾榮獲丙組單口特優班劉若禾榮獲丙組單口特優班劉若禾榮獲丙組單口特優班劉若禾榮獲丙組單口特優    恭喜以上得獎的同學恭喜以上得獎的同學恭喜以上得獎的同學恭喜以上得獎的同學....謝謝李恆苓老師謝謝李恆苓老師謝謝李恆苓老師謝謝李恆苓老師....陳娟娟老師指導陳娟娟老師指導陳娟娟老師指導陳娟娟老師指導....也謝謝所有參賽同學也謝謝所有參賽同學也謝謝所有參賽同學也謝謝所有參賽同學        
8. 8. 8. 8. 恭喜本校教師參加男教甲組獲得第恭喜本校教師參加男教甲組獲得第恭喜本校教師參加男教甲組獲得第恭喜本校教師參加男教甲組獲得第 5555 名名名名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王穩勝師王穩勝師王穩勝師王穩勝師、、、、莊玉明師莊玉明師莊玉明師莊玉明師、、、、潘誼祥師潘誼祥師潘誼祥師潘誼祥師、、、、黃凱霖師黃凱霖師黃凱霖師黃凱霖師、、、、牟嘉瑩師牟嘉瑩師牟嘉瑩師牟嘉瑩師、、、、蔡哲穎蔡哲穎蔡哲穎蔡哲穎師師師師、、、、林智賢師林智賢師林智賢師林智賢師、、、、童介政師童介政師童介政師童介政師、、、、                                            李恆苓李恆苓李恆苓李恆苓師師師師        
9.9.9.9.恭喜本校教師參加女教甲組排球賽獲得第恭喜本校教師參加女教甲組排球賽獲得第恭喜本校教師參加女教甲組排球賽獲得第恭喜本校教師參加女教甲組排球賽獲得第 4444 名名名名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劉金萍劉金萍劉金萍劉金萍師師師師、、、、吳宜津吳宜津吳宜津吳宜津師師師師、、、、蔡秀惠蔡秀惠蔡秀惠蔡秀惠師師師師、、、、王惠慈王惠慈王惠慈王惠慈師師師師、、、、李麗玉李麗玉李麗玉李麗玉師師師師、、、、陳采霙陳采霙陳采霙陳采霙師師師師、、、、呂淑芬呂淑芬呂淑芬呂淑芬師師師師、、、、李恆苓李恆苓李恆苓李恆苓師師師師                    



 

                                                  

 

1. 1. 1. 1. 本校第三屆課外社團盃桌球賽比賽成績本校第三屆課外社團盃桌球賽比賽成績本校第三屆課外社團盃桌球賽比賽成績本校第三屆課外社團盃桌球賽比賽成績    

※※※※二年級組二年級組二年級組二年級組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2815  2815  2815  2815 侯安哲侯安哲侯安哲侯安哲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2133  2133  2133  2133 吳姵萱吳姵萱吳姵萱吳姵萱    

    

※※※※三四年級男生組三四年級男生組三四年級男生組三四年級男生組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4211  4211  4211  4211 林軒煦林軒煦林軒煦林軒煦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4705  4705  4705  4705 黃黃黃黃君颺君颺君颺君颺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3410  3410  3410  3410 林群晏林群晏林群晏林群晏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2815  2815  2815  2815 侯安哲侯安哲侯安哲侯安哲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3613  3613  3613  3613 簡佑宇簡佑宇簡佑宇簡佑宇    

       3407        3407        3407        3407 江昀容江昀容江昀容江昀容    

       3109        3109        3109        3109 徐丞澔徐丞澔徐丞澔徐丞澔    

       4701        4701        4701        4701 朱冠宇朱冠宇朱冠宇朱冠宇    

    

※※※※三四年級女生組三四年級女生組三四年級女生組三四年級女生組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3628  3628  3628  3628 段彥段彥段彥段彥伃伃伃伃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3729  3729  3729  3729 曾意紜曾意紜曾意紜曾意紜    

    

※※※※五六年級男生組五六年級男生組五六年級男生組五六年級男生組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6710  6710  6710  6710 林易錦林易錦林易錦林易錦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5631  5631  5631  5631 施又寧施又寧施又寧施又寧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6712  6712  6712  6712 林宏邦林宏邦林宏邦林宏邦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5606  5606  5606  5606 劉暢劉暢劉暢劉暢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6717  6717  6717  6717 段彥安段彥安段彥安段彥安    

       3109        3109        3109        3109 徐丞澔徐丞澔徐丞澔徐丞澔    

       6108        6108        6108        6108 金源金源金源金源    

       6707        6707        6707        6707 林昊林昊林昊林昊彣彣彣彣    

    

※※※※五六年級女生組五六年級女生組五六年級女生組五六年級女生組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5631  5631  5631  5631 施又寧施又寧施又寧施又寧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5439  5439  5439  5439 鄭欣昀鄭欣昀鄭欣昀鄭欣昀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5335  5335  5335  5335 高加珈高加珈高加珈高加珈    

恭喜以上得獎同學恭喜以上得獎同學恭喜以上得獎同學恭喜以上得獎同學....也謝謝社團指導教練莊玉明老師也謝謝社團指導教練莊玉明老師也謝謝社團指導教練莊玉明老師也謝謝社團指導教練莊玉明老師    



 

                                                  

2.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100100100100 學年度班際體育競賽榮譽榜學年度班際體育競賽榮譽榜學年度班際體育競賽榮譽榜學年度班際體育競賽榮譽榜    

＊＊＊＊一年級呼拉圈競賽一年級呼拉圈競賽一年級呼拉圈競賽一年級呼拉圈競賽    

        第一名一年第一名一年第一名一年第一名一年 8888 班班班班、、、、第二名一年第二名一年第二名一年第二名一年 5555 班班班班、、、、第三名一年第三名一年第三名一年第三名一年 2222 班班班班、、、、第四名一年第四名一年第四名一年第四名一年 4444 班班班班    

    

＊ 二年級跳繩競賽二年級跳繩競賽二年級跳繩競賽二年級跳繩競賽    

        第一名二年第一名二年第一名二年第一名二年 6666 班班班班、、、、第二名二年第二名二年第二名二年第二名二年 7777 班班班班、、、、第三名二年第三名二年第三名二年第三名二年 8888 班班班班、、、、第四名二年第四名二年第四名二年第四名二年 2222 班班班班    

    

＊ 三年級足球射門競賽三年級足球射門競賽三年級足球射門競賽三年級足球射門競賽    

        第一名三年第一名三年第一名三年第一名三年 2222 班班班班、、、、第二名三年第二名三年第二名三年第二名三年 3333 班班班班、、、、第三名三年第三名三年第三名三年第三名三年 8888 班班班班、、、、第四名三年第四名三年第四名三年第四名三年 5555 班班班班    

    

＊ 四年級拔河競賽四年級拔河競賽四年級拔河競賽四年級拔河競賽    

        第一名四年第一名四年第一名四年第一名四年 8888 班班班班、、、、第二名四年第二名四年第二名四年第二名四年 6666 班班班班、、、、第三名四年第三名四年第三名四年第三名四年 4444 班班班班、、、、第四名四年第四名四年第四名四年第四名四年 5555 班班班班    

    

＊ 五年級樂樂棒球競賽五年級樂樂棒球競賽五年級樂樂棒球競賽五年級樂樂棒球競賽    

        第一名五年第一名五年第一名五年第一名五年 5555 班班班班、、、、第二名五年第二名五年第二名五年第二名五年 4444 班班班班、、、、第三名五年第三名五年第三名五年第三名五年 6666 班和班和班和班和 7777 班班班班    

    

＊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2222 公里越野跑走賽競賽公里越野跑走賽競賽公里越野跑走賽競賽公里越野跑走賽競賽    

        第一名六年第一名六年第一名六年第一名六年 5555 班班班班、、、、第二名六年第二名六年第二名六年第二名六年 8888 班班班班、、、、第三名六年第三名六年第三名六年第三名六年 6666 班班班班、、、、第四名六年第四名六年第四名六年第四名六年 3333 班班班班    

 

 

 

 

 

 

  
 

 

 

 

 

 

 

 

 

 

 



 

                                                  

 

五年級愛滋病防治宣導 四年級腳踏自行車安全騎乘宣導 

 

四年級腳踏自行車安全騎乘體驗 感謝木新派出所協助交通安全宣導 

導護志工期初增能研習 導護志工期末會議合影留念 



 

                                                  

 

 

班級服務優良幹部壽司體驗 班級服務優良幹部壽司實作 

  

班級服務優良幹部壽司體驗大合照 五年級營養教育 

感謝愛心商店邀請服務優良幹部進行壽
司體驗 

班級服務優良幹部壽司饗宴 



 

                                                  

 

 

班級服務優良幹部壽司實作競賽 班級服務優良幹部壽司 DIY 

校長與學務主任為導護志工加油 導護老師於側門口值勤 

品德小志工放學執勤實況 校園交通號誌大搜查 



 

                                                  

 

  

低年級營養教育—由營養師親自指導 五年級營養教育—學生踴躍參與 

低年級營養教育—學生參與熱絡 低年級營養教育-蔡姊姊說明生動有趣 

  

疫苗接種實況 疫苗接種時小朋友生動的表情 

 



 

                                                  

 

校長為中年級營養教育開場 中年級營養教育 

中年級營養教育—實際操作篇 中年級營養教育—看誰答對了 

  

中年級營養教育 四年五班代表本校參加健身操比賽 

 



 

                                                  

六年五班代表本校參加樂樂棒球比賽 游泳教學實況—於景美國小游泳池 

 

游泳教學花絮—於景美國小游泳池 班際體育競賽—2KM 跑走 

 

班際體育競賽—足下好功夫 班際體育競賽—拔河 



 

                                                  

 

牙醫師蒞校為學生進行牙齒檢查 牙齒檢查進行實況 

田徑隊參加南區運動會為校爭光 強棒出擊我最行 

團結合作力量大 看我的好體能及運動精神 



 

                                                  

 

 

 

  

藝文活動偶戲演出 校長頒發感謝狀予蒞校演出劇團 

  

課外社團盃桌球賽頒獎 五年級廁所打掃說明會 

  

童軍團集會團隊體能活動 童軍團集會活動實況 

  



 

                                                  

 

運動會競賽實況 運動會精采花絮 

  

童軍團集會—自行車騎乘體驗 國寶級大師偶戲解說 

  

藝文活動偶戲實作 藝文活動偶戲體驗 

  



 

                                                  

 

童軍團集會技能實作活動 童軍團集會技能實作—展示完成作品 

  

課外社團成果發表—南胡社演出 課外社團成果發表—說唱藝術社演出 

  

童軍團集會體驗活動 疫苗接種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