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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螢橋國中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日 

親師合作 成為孩子學習機會的促進者 

親愛的螢中家長們： 

    非常歡迎各位再度光臨螢中，參與了解孩子的學習歷程：漫步在他生活幾近一

天的校園、坐在孩子的教室中、看著師長如何描述我們的孩子，這份陪伴的幸福，

不僅是孩子成長過程中重要的情感資產，我相信也是為人父母的最真切的感動了！

為了使家長能夠有同等的機會參與學校事務，因此上下學期我們特別錯開不同的時

段安排，就是希望讓爸爸媽媽有機會調節方便參與孩子的學習。看似不起眼的行事

曆，其實展現的是螢中全體老師辦學的貼心及用心，展現在對學生的關心、教育上

亦如是。 

   近年在您對學校辦學的支持下，本校長期致力社會服務的「扶少團」榮獲北市

特優社團，資優班的「創客計畫」榮獲 106 年度臺北市卓越科學情境體驗學校的殊

榮，綠屋頂小田園訪視榮獲臺北市特優，引入「玩轉學校」高峰會活動的國際教育

教學設計獎榮獲教育部評選佳作及其它個人獎項不等。學校參與各種不同專案，創

造多元的學習體驗，均是為孩子能夠厚植學習力打下根基，我們希望家庭亦能成為

孩子最好的學習基地：在生活習慣的養成，做家事的能力，價值的建立外，也希望

家長能多多關注學校的網站公告或活動通知，鼓勵孩子利用課餘時間參與投入，才

能豐富更多能力的學習！近來少子化成為重要社會議題，正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是寶

貝，我們更要用正確的方式栽培，讓孩子具備更多面對未來嚴峻挑戰的能耐，這是

親師要共同努力的。 

    螢中為創造更多元機會並提供學習的體驗，因此學校今年暑假大膽地推出螢光

新視界—「螢光騎跡」、「日本海外交流營」方案，讓螢中孩子走出去，讓世界走進

來，希望有意願的家長跟著我們一起來！ 

     

 

校長 歐陽秀幸敬上  2018.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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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好，適值新春後，淑慧在此先向大家拜個晚年，敬祝各位「狗

年行大運 事事順心如意」。 

    近幾年學校在歐陽校長帶領下，不管是硬體或軟體建設，都在持續更新

與進步中；還有一群有熱血、有理想、對教育專業的教職員們，以期讓螢橋

的孩子們可以更豐富地學習與成長；當我接送小孩到學校，每天看到最熱心，

最無私奉獻的導護老師及交通隊同學們，不論晴雨冷熱，堅守崗位，保護我

們的孩子，安全地抵達學校，讓家長放心讓孩子們在這裏平安健康地長大！

有這樣辛苦付出的師長，是我們孩子們的福氣，在此要代表各位家長，感謝

辛苦的歐陽校長、各處室主任職員以及所有的老師們。 

    上任這段時間，感謝家長會志工們在許多活動中接受臨時號召便無私付

出，為螢橋的孩子們貢獻一己之力，在此，誠摯地邀請更多熱心的家長加入

家長會志工的行列，我相信無私的付出，往往得到的反而更多，也會有不同

的人生體悟，更能結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夥伴！對小朋友們來說也是最正

面的身教典範！ 最後祝福各位身體健康，新的一年事事順利！ 

 

 

家長會長 陳淑慧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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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工作計畫 

1070201 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頒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 

三、臺北市教育發展綱領。 

四、本校「中長期教育發展計畫（101 年至 105 年）」。 

五、本校「學校課程計畫」。 

    貳、目的： 

一、規劃各類學習課程，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發展學生多元智慧。 

二、協助教師專業成長，鼓勵教師從事行動研究，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三、提供優質教學環境，建立教學資源分享機制，增進教師教學效能。 

四、辦理多樣學藝活動，提供學生自我成就機會，拓展學生學習空間。 

叁、工作計畫表： 

計畫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程 

承辦 

組別 
參加對象 

課 

程 

與 

教 

學 

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3、6 月 教學組 課發會成員 

召開領召會議暨領域會議 全學期 教學組 各領域教師 

召開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 2、5、7 月 註冊組 委員會成員 

召開教科書選用會議 5 月 設備組 委員會成員 

辦理各項考試相關工作 全學期 
教學組 
註冊組 

全體教師 
全體學生 

專 

業 

與 

進 

修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全學期 教學組 參與教師 

推動「教學輔導教師」 全學期 教學組 
教學輔導教師及新
進夥伴教師 

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全學期 教學組 全體教師 

辦理「資訊素養研習」 7 月 資訊組 全體教師 

環 

境 

與 

設 

備 

請購各項教學設備、圖書等 2～5 月 設備組 領域教學研究會 

規劃充實各專科教室 2～5 月 設備組 領域教學研究會 

建置雙語及母語情境 2～5 月 教學組 全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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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程 

承辦 

組別 
參加對象 

競 

賽 

與 

活 

動 

辦理「科學展覽比賽」 2～3 月 設備組 報名參加之學生 

辦理「個人網頁競賽」 3～5 月 資訊組 報名參加之學生 

辦理「班際英語歌唱比賽」 4 月 教學組 七年級 

辦理「英語單字大賽」 4 月 教學組 八年級 

辦理「與作家有約」系列活動 4～5 月 
教學組 
設備組 

八年級 

辦理營隊活動 7～8 月 
教學組 
設備組 

新生 

 

 

 

升 

學 

與 

輔 

導 

辦理課業輔導 全學期 教學組 全體學生 

辦理留校自習 全學期 教學組 九年級學生 

辦理學習困難資源班 全學期 教學組 七、八年級 

辦理「補救教學」業務 全學期 教學組 符合規定之學生 

辦理教育會考、免試入學及特
色招生相關業務 

2～7 月 註冊組 九年級學生、家長 

辦理多元適性入學相關業務 3～7 月 註冊組 九年級學生、家長 

宣導 12 年國教相關業務 全學期 
教學組 
註冊組 

全體學生、家長 

  

螢橋國中首頁(http:// www.ycjh.tp.edu.tw)各專區公告，請家長瀏覽 

   1. 導師班級經營計畫及各科教學計畫，公告於學校日專區。 

  2.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公告於行事曆專區。 

 3. 重要升學資訊公告於九年級適性入學專區。 

 

 

 

 

 

http://www.ycjh.tp.edu.tw/


5 

 

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後社團實施計畫 

一、 目  的： 

（一）培養學生多元學習能力，建立自動學習精神。 

（二）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利用課外時間學習，增進學習發展。 

（三）養成團體紀律，參與體育比賽盛事，學習與世界接軌。 

二、依  據：本校學務處年度計畫。 

三、承辦單位：學務處體育組。 

四、參加對象：本校師生、社區家長及學生。 

五、參加費用：一學期 1000 元整。(含教練鐘點費、訓練器材、柔道社提供免

費柔道服，桌球需自備桌球拍) 

六、報名繳費：確定開班後，通知報名者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七、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3 月 16 日(五)止，繳交家長同意書到體育組，報名

達開班人數即成班，成班後，學期中可隨時報名。 

八、注意事項： 

   (一)同意書須經家長簽名始生效，同意書留置學務處備查。 

   (二)課程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取消時，教練協調擇期上課。 

   (三)課程須穿著學校運動服或教練規定之服裝。 

   (四)段考前一週及段考是日，課程暫停。 

 

 

 

社團 時間 費用 附註 

田徑社 
107.03.19~107.06.14 

每週四、五下午 5:00 至 6:00 整 
1000 元 

 

排球社 
107.03.19~107.06.14 

每週三下午 5:00 至 6:30 整 
1000 元 

 

桌球社 
107.03.19~107.06.14 

每週一、三下午 5:00 至 6:00 整 
1000 元 

 

籃球社 
107.03.19~107.06.14 

每週一、三下午 5:00 至 6:00 整 
1000 元  

柔道社 
107.03.19~107.06.14 

每週五下午 4:00 至 6:00 整 
免費 

提供免費柔道服，

若中途退班，需歸

還洗淨之柔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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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計畫 
101.10.02 訂定 

103.09.16 修正 

104.03.10 修正 

壹、依據 

一、臺北市各級學校推展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二、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記規定。 

貳、目的  

一、增進學生關心自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二、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 

     神。 

三、提供學生回饋學校、鄰里、社區及社會，從生活體驗中，落實五育均

衡的全人教育。 

參、對象：本校學生。 

肆、服務範圍 

一、本校各處室提供之校內服務性活動。  

1.交通類：交通服務、糾察等相關類型。 

2.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分類、環保尖兵等相關類型。 

3.行政類：本校各行政單位之服務志工等相關類型。 

4.典禮類：司儀、音控、旗手、會場引導、訓練服務等相關類型。 

5.其他類：經學務處核可之全校性志工。 

二、本校學生社團經校方核可辦理之非政治性、商業性、營利性服務學習 

     活動。 

三、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服務機關（構）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 

伍、服務時間 

   一、寒暑假、假日、課餘或其他適當時間。 

   二、課堂時間內進行之服務不列入服務學習認證（特殊狀況除外，例如承

辦大型活動或全班性服務學習課程等）。 

陸、實施方式  

一、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6 小時。 

二、有關本校所提供服務學習之訊息，於學期中隨時公告，並適時更新。 

三、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服務主辦單位或服務對象（承辦人）

之證明章記。校內服務學習活動，必須於活動前至學務處申請，並有

老師指導，以確保其教育意義及活動之正當性及安全性。  

 四、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時，於 5 日前至學務處提出申請（附件「校外服務

學習活動申請表及家長同意書」），申請前須取得家長之同意，並於



7 

 

申請時一併附上家長同意書。 

柒、認證方式 

一、校內各行政單位之服務學習時數，由各單位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並認 

    證登錄。 

二、校內全校性活動之服務學習時數，由主辦單位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並

認證登錄。 

三、校內教師、學生社團安排之服務活動，由主辦教師、社團指導老師或

服務對象簽章證明，並將「學生服務學習名單」送交學務處，由訓育

組認證登錄。 

四、導師安排之服務學習時數，由導師簽章證明並認證登錄。 

五、參加校外服務學習者，由學生或家長(申請人)將服務學習時數之證明

文件，送交學務處，由訓育組認證登錄。 

六、認證以當學年期為主，逾期不予採計。 

捌、考核與獎勵 

一、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6 小時。（已記獎勵之勞務工作及懲處性之

服務不得登錄時數，如班級幹部、社團幹部、校隊等。） 

二、「學生服務學習證明卡」於每學期結束前或下學期初，由各班訓育股

長收齊，送交學務處訓育組確認登錄。 

三、每學期服務時數達 20 小時以上者，學務處發給獎狀以茲鼓勵；表現優

異者，擇優予以嘉獎表揚。 

四、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表現，得列為本校學生各項推薦之參考要項。 

五、證明卡由學生妥善保管，毀損或遺失時，學校無法列計服務時數，損

失自負。 

玖、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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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心宣導事項 

一、 學生健康管理 

(一) 視力檢查:學校篩檢裸視≦0.8的同學，將會發出矯治通知單。近視可

能合併白內障、青光眼、飛蚊症、視網膜退化與剝離等併發症，500

度高度近視者更要當心，請加強視力保健，建議每半年就診檢查一次。 

(二) 健康體位:體位過重或過輕同學亦將發出通知及衛教資料，請經常評

估其日常作息飲食與運動，加強體位控制。 

(三) 特殊疾病:在學期間若有新增健康問題或疾病，請隨時與導師或健康

中心連繫，以利學校調整與留意學習活動與作息。  

二、 傳染病防治： 

(一) 若您的子女就學期間有腸病毒、流感、水痘、等其他具傳染性疾病，

為預防校園群聚傳染，依據教育局規定(或由醫師建議)請在家休養五

日以上，學校將以公假辦理。 

三、 學生平安保險： 

(一)需檢附資料： 

1.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書（請至健康中心領取，或上國泰人壽網站下載） 

2. 醫院診斷證明書一份（正本或影本皆可，需加蓋醫療院所關防或收費章） 

3.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影本皆可，需加蓋醫療院所關防或收費章） 

4. 受益人存簿影本一份（理賠金若匯款方式存入，有匯款帳號之封面即可） 

(二)注意事項： 

1. 依據保單條款第 18條規定，」掛號費、診斷證明書、運送傷患、病房

看護或指定醫生等費用為除外項目，保險公司不予給付。 

2. 每一件「事故」或「住院」需再負擔自付額 500元(因此，若扣除以上

除外項目，您實際支出的醫療費用不到 500元，建議不申請)，此為本

學年開始新的理賠條款。 

四、健康宣導 

【禽流感防治--要熟食、遠禽鳥、重衛生】  

【腸病毒勤洗手—濕、搓、沖、捧、擦 】 

【流感防治保健康--防疫專線：1922 】 

【登革熱防治--徹底落實巡、倒、清、刷】  

【菸害及檳榔防制--SAY NO!戒菸專線：0800-63-63-63】 

【肺結核七分篩檢法--咳嗽兩週(2)、咳嗽有痰(2)、胸痛(1)、無食慾(1)、體重

減輕(1)。5 分以上或咳嗽超過 3 週，請儘速至胸腔科或感染科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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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教育儲蓄戶勸募 

壹、 目的 

為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指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突遭變故或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

利接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生，特設置教育儲蓄戶，專款補助，使學

生順利就學。 

貳、 依據 

(一)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 

(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許可申請辦法。 

(三)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 

參、 捐款方式： 

  □現金   可交至本校出納組，據以開立學校正式收據。 

  □支票   抬頭請寫「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交至本校出納組，據以開

立學校正式收據。 

  □教育儲蓄戶    銀行：臺北富邦銀行公庫處 

                  戶名：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 

                  帳號：210-131-163-392（臺北富邦銀行代碼 012） 

                  收據請傳真至(02)2367-5720，據以開立學校正式收據 

肆、 學校聯絡人： 

    電話：（02）2368-8667#222 黃杏娥組長、#231 賴長福組長  

 

 

 

 

 

 

 

勸募 

 

相信您的愛心透過捐款 可以傳達到孩子身上 

付出行動 就有機會為孩子帶來轉變 

因為有您 螢橋校園更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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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輔導室學校日宣導事項 
     

   親職講座搶先報※ 優質講座，機會難得，敬請家長踴躍參加！※ 

 

 

 

 

 

 

 

 

 

 

 

 

 

 

 

 

 

 

 

 
 

重要宣導事項 

 歡迎加入FB螢橋國中輔導室粉絲團！我們將在此園地公告重要動態消息及分享親

職文章，歡迎螢中家長一起關注孩子的成長！您可掃描此 QR code              

或上 FB 搜尋「螢橋國中輔導室」。 

 

 

 

 家暴通報 113，婦幼保護一起來：如知悉或受到家暴傷害，請利用 113 婦幼保護專

線通報求援，勇於保護親友及自身之人身安全。針對家暴個案的三級預防輔導措

施如下： 

 

 

 

 

 

 

1.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107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9:30-11:30 

講座主題：情竇初開？脫韁野馬？談如何與青少年討論

愛情相關議題 

主講人：黃柏嘉心理師（旭立心理諮商中心） 

2. 九年級家長生涯發展教育講座： 

107 年 6 月 9 日下午 13:30-15:30 

講座主題：志願選填說明會 

主講人：曾騰瀧校長（士林高商） 

會後 15:30-16:30 將開放個別志願選填諮詢服務，歡迎於

報名講座時同步登記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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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輔導老師名單及聯絡方式 

老師姓名 班級 聯絡電話 

包康寧 802、803、804 2368-8667*240 

   

謝明伶 901、902、904 

905、906、907 

2368-8667*241 

許羿節 805、903 2368-8667*241 

吳克君 801、806 2368-8667*243 

黃杏娥 701～705 2368-8667*222 

 家長如有親職相關問題，歡迎來電諮詢貴子弟之輔導任課老師或 

許老師 分機 241、吳老師 分機 243 

特殊教育學生電話諮詢服務（對象：教師及家長） 

 情緒行為問題電話諮詢（包含情緒行為問題、班級常規、教材教法、人際互動、親

師溝通、資源連結等） 

電話：2732-0608 

       時間：107/02/26 至 107/06/28，每週一到四 13:30-16:30 

 上學困難問題電話諮詢（包含特殊教育學生上學困難問題、人際互動、親師溝通、

資源連結等） 

電話：2729-7912 

       時間：107/03/07 至 107/06/27，每週三 9:00-11:30 及 13:30-15:30 

「職場達人」邀請家長跟孩子分享您的職業（工作內容、困難與挑戰、

成就感、勉勵孩子的話…），時間：5/17 下午（兩場，每場 45 分鐘），對象：

八年級全體學生。若您有意願跟孩子聊聊，請填寫下面回條或聯繫欣怡組長

2368-8667*243 
 

「職場達人」活動講師報名回條 

孩子班級：      孩子姓名：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我願意擔任職場達人的講師，我的職業是                              

 

我可以推薦職場達人的講師，職業是                                  

  請與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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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家長志工招募中！ 

 106 學年度「特殊需求學生家長志工」招募中！本學期招募兩種類型志

工，說明如下： 

班級類型 資源班 特教班 

招募志工

類型 
重要考試報讀志工 愛心家長志工 

服務內容

說明 

有部分特殊學生因視力、識

字及閱讀困難的影響，因此

在讀題時有困難。 

為了能夠真實了解孩子的實

力，不受限於視力、識字及

閱讀的影響而低估學生能

力，因此特教組會提供需要

的孩子考試報讀服務，對他

們而言有很大的幫助。 

報讀原則上只讀題而不解釋

題意，也不能出現提示答案

的行為。 

我們有一群可愛又特別的小天使，他

們有的行動不便、有的說話不太清

楚，偶爾會鬧小脾氣，但卻是無心的。 

他們非常渴望學習課程，礙於自身的

不便加上人力不足，所以非常需要各

位家長志工的進班協助，我們用心，

他們一定懂。 

我們不需要專業背景，只要有一份愛

心和耐心，所以請不用擔心害怕。 

有大家的協助和陪伴，相信孩子在老

師的引領之下會更容易學習更加進

步。 

服務時段 第一次段考：4/2、4/3 

第二次段考：5/16、5/17 

第三次段考：6/27、6/28 

A：中午 12:00-13:30 

   （週一到五任選） 

  協助午餐餵食及清潔刷牙 

B：週一下午 烘焙課 13:20-15:00 

  協助老師教學活動之進行 

C：週四上午視覺藝術課 9:25-11:05 

  協助老師教學活動之進行 

D：週五上午電腦課 9:25-12:00 

  協助老師教學活動之進行 

 歡迎熱心的您一起加入這個服（福）務的行列！謝謝您！ 

 報名或詢問請洽 2368-8667*242 特教組李組長，並請填寫下列回條，撕

下交回輔導室。 

 

我願意加入服務的行列，成為孩子的好榜樣！ 

孩子班級：      孩子姓名：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願意協助的項目及時段： 

資源班重要考試報讀志工，可協助的日期：                    

特教班愛心家長志工，可協助的項目： A（週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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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生輔導數位化系統-「生涯領航儀表板」簡介 

家長帳號為 D 或 M+學生身份證字號，密碼預設為學生學號，請登入後再做修改，謝謝！ 

為配合 12 年國教適性輔導之推動，臺北市教育局建置了「輔導數位化系統－生涯領

航儀表板：https://school.tp.edu.tw/Login.action?l=tp（可逕由學校網頁左側連結），提供家長

可隨時上網查看自己孩子在校的各項表現，包含「我的成長故事-人格特質專長」、「均衡學

習-各領域成績」、「服務學習-公共服務時數」、「特殊表現-競賽獎懲」及「心理測驗-性向興

趣」等生涯輔導升學比序資訊。依教育部規定，孩子的生涯輔導紀錄及相關資訊，需親師

生共同參與，我們期望透過家長一同參與、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落實生涯輔導教育！ 

(一) 隨時了解孩子免試入學項目與得分(均衡學習及服務學習表現) 

 

 

 

 

 

 

 

 

 

 

 

(二) 查看孩子的成長故事（自我認識、職業與我） 

 

可查看均衡學習及服務學習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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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子在校的學習歷程(藝文、綜合與健體領域表現及整合幹部與社團的資料) 

 

 

 

 

 

 

 

 

 

 

 

(四) 孩子生涯試探記錄 

 

 

 

 

 

 

(五) 孩子生活與榮譽管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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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了解孩子的興趣及性向 

 

 

 

 

 

 

(七)至「我的填寫區─家長的話」→點選「我要填寫」 

 

(八)查看孩子的各項資料→最後請您於左方勾選瀏覽過的資料及填寫對孩子的建

議及鼓勵→按下存檔即完成 

 

［升學進路建議］填寫步驟如下（九年級家長適用）： 

1：在「我的填寫區」–「升學進路建議」點選我要填寫（請至少填 1 項，若要申請五專，

則要選擇填寫 3.五專） 
 

查看孩子的各項資料 

 

請勾選您瀏覽過的資

料，及填寫對孩子的鼓勵

及建議，按下存檔，即完

成！  

 

選擇您要填寫的年級 

 

1.點選「我要填寫」，進入

［家長的話］ 

2.點選「我要填寫」，進入

填寫［升學進路建議］（此

部份九年級家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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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英雄榜 
 本校榮獲「臺北市綠屋頂學校訪視評鑑」特優學校！ 

 本校參加「臺北市 106 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校團隊」優等！ 

 本校謝翊萱老師帶領「國際教育課程研發」團隊，榮獲教育部舉辦「106

年度國際教育融入中小學優良課程方案─佳作」，成果豐碩，恭喜本校國

際教育團隊！ 

 本校自然領域團隊之螢光創客計畫榮獲「臺北市卓越科學教育情境體驗學

校」！ 

 本校雙園扶輪社少年團參加「臺北市 106 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

學生團隊」特優！ 

 「106 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703 班蔡佳蓉代表本校參賽「西畫類」

以及「平面設計類」皆榮獲西區佳作！ 

 「106 年度臺北市詩歌朗誦比賽」703 班李永瑜代表本校參賽國中個人組

榮獲優等獎！ 

 「106 年度臺北市國中英語演講比賽」907 班滿甜甜代表本校參賽榮獲臺

北市甲組第五名！ 

 「106 年度第 13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903 班楊婷凱代表本校參加縣市

複賽榮獲臺北市第三名！ 

 「106 年度第 13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環境觀察能力測驗」903 班楊婷

凱、陳以恩代表本校參賽榮獲全國銀牌！ 

 「106 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比賽甲組對口競賽」902 邵郁雯、李采

蓁代表本校參加榮獲臺北市優選！ 

 「106 年度第 14 屆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703 班陳亮宇代

表本校參賽榮獲全國國中組個人賽冠軍！ 

 「臺北市 106 年度中小學教育盃圍棋錦標賽」804 班余炳篁、802 班廖奇

典、805 班蔡佑亨代表本校參賽榮獲國中團體八年級組第五名！ 

 本校學生 804 余炳葟參加「106 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榮

獲個人組第五名！ 

 本校同學參加 106 年度「Cool English 英聽王」比賽，803 陳語謙榮獲「英

聽書卷獎」801 史巧薇、802 曾家萱、803 陳昶華、803 王葆儒、805 辛安

婕、705 楊承翰、705 李念玟、705 董宜蓁榮獲「英聽金耳朵獎」！ 

 本校 704 謝啟元參加 106 年度「Cool English 英閱高手」比賽，榮獲「英

閱大師獎」！ 

 本校 903 陳凱馨、903 陳以恩、906 廖羿杰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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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科學藝競賽創作競賽」第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