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9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與良師有約」錄取學生名單 
 

編號 學校 姓名 編號 學校 姓名 

1  瑠公國中 王子憶 29  萬華國中 陳畇凱 

2  瑠公國中 吳奕璇 30  萬華國中 張舒涵 

3  政大附中(國中部) 高子淇 31  南門國中 楊文嘉 

4  政大附中(國中部) 郭宇辰 32  南門國中 林柏佑 

5  政大附中(國中部) 林昊 33  南門國中 曹銘軒 

6  桃源國中 楊巧君 34  南門國中 陳思齊 

7  桃源國中 江禹澔 35  南門國中 吳柏曜 

8  桃源國中 藍云妘 36  南門國中 顏靖庭 

9  重慶國中 林稟睿 37  南門國中 劉澤羱 

10  重慶國中 葉惟晟 38  南門國中 謝敏淇 

11  建成國中 管浩丞 39  蘭州國中 潘羽淇 

12  建成國中 黃子馨 40  蘭州國中 陳揚智 

13  景文高中(國中部) 黃啟睿 41  木柵國中 趙妍晰 

14  景文高中(國中部) 廖俊齊 42  木柵國中 陳佑慈 

15  景文高中(國中部) 王鈺晶 43  三民國中 張亞瑟 

16  民族實驗國中 謝侑庭 44  三民國中 張馨月 

17  民族實驗國中 李御睿 45  成淵高中(國中部) 林宥辰 

18  介壽國中 王瑞平 46  古亭國中 陳奕璇 

19  介壽國中 葉芮希 47  古亭國中 楊堉驊 

20  介壽國中 林穎晨 48  古亭國中 翁晨皓 

21  復興實中(國中部) 謝佾儒 49  古亭國中 洪頎琛 

22  復興實中(國中部) 林睿涵 50  福安國中 馬灝 

23  復興實中(國中部) 彭可翰 51  士林國中 陳澤宇 

24  實踐國中 蔡承芳 52  士林國中 吳羽晨 

25  誠正國中 范蒙恩 53  北投國中 王浩宇 

26  萬華國中 周佳諭 54  北投國中 謝沛璇 

27  萬華國中 張敉嘉 55  百齡高中(國中部) 蔡琬怡 

28  萬華國中 謝宏璟 56  民權國中 余仁晟 



編號 學校 姓名 編號 學校 姓名 

57  民權國中 黃柏翔 80 忠孝國中 楊謹綾 

58  民權國中 陳重羽 81 忠孝國中 陳禹彤 

59  東湖國中 連晏寬 82 忠孝國中 郭子美 

60  東湖國中 黃筠云 83 敦化國中 葉心怡 

61  東湖國中 黃宥程 84 敦化國中 李欣育 

62  五常國中 何羽晴 85 景興國中 劉明璿 

63  永吉國中 鞠綿恆 86 中正國中 楊子慧 

64  興雅國中 劉又菲 87 中正國中 張翊慈 

65  興雅國中 郭南均 88 中正國中 唐子晴 

66  興雅國中 林宜靜 89 中正國中 宋秉倫 

67  興雅國中 許瑋珈 90 中正國中 曾啟睿 

68  興雅國中 林頤君 91 萬芳高中(國中部) 顏承暉 

69  明湖國中 黃楷心 92 萬芳高中(國中部) 葉子睿 

70  成德國中 張詠智 93 中山國中 邱方榆 

71  成德國中 程詩媛 94 螢橋國中 張瑜云 

72  成德國中 高是弘 95 螢橋國中 王冠侖 

73  成德國中 高少准 96 螢橋國中 李丰韡 

74  弘道國中 劉佳祐 97 螢橋國中 劉宇翔 

75  弘道國中 尹貽寗 98 螢橋國中 陳柏諺 

76  石牌國中 莊翔甯 99 螢橋國中 陳韋達 

77  關渡國中 郭清琳 

以 下 空 白 78  龍門國中 許兌亦 

79  忠孝國中 姜維真 

備註：1.因報名人數未達 100 人，故報名學生全數錄取。 

2.活動時間、地點及流程，如附件一。 

3.活動當日，請惠予學生公假及帶隊教師公假派代，並準時出席活動。 

4.活動結束後填寫活動意見回饋。 

5.為響應節能減碳環保理念，煩請學生自備環保杯。 

6.如有任何問題，請逕與臺北市立螢橋國中楊麗美組長聯繫 

（聯絡電話：2368-8667#630）。  



附件一  

臺北市 109 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與良師有約」活動相關資訊 

一、辦理時間：1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08：30~下午 16：15 

二、辦理地點：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4 樓小禮堂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 3 段 4 號） 

三、活動流程 

日期 1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座 地點 

08:30~08:50 報到 螢橋國中輔導室團隊 

螢橋國中 

4 樓 

小禮堂 

08:50~09:00 開幕式 

教育局特教科 

臺北市資優中心 

螢橋國中歐陽秀幸校長 

09:00~10:50 
除了資優生，我是______： 

我的價值，我來定義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副理事長   

林上能 諮商心理師 

10:50~11:00 中場休息 － 

11:00~12:00 看見框外大世界 寰宇新聞台  蕭丁毓總監 

12:10~13:00 午餐 螢橋國中輔導室團隊 

13:00~16:00 科學自主學習與獨立研究 
師大附中科學班 陳昭錦主任 

及科學班團隊 

16:00~16:15 結業式 

教育局特教科 

臺北市資優中心 

螢橋國中歐陽秀幸校長 

16:15~ 賦歸 － 

 

  



四、交通資訊 

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聯繫資訊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 3段 4號 

電話：（02）2368-8667#630（特教組長楊麗美） 

網址：http://www.ycjh.tp.edu.tw/ 

  

一、《台北捷運》 

搭乘捷運松山新店線在「台電大樓站」1 號出口下車，往汀洲路的方

向走到底過紅綠燈右轉即可到達。 

二、《公車》 

(一)「古亭國小站」下車：236、252、254、278、672，往汀洲路方向

即可到達。 

(二)「台電大樓站」下車：指南 2、新店客運 ( 烏來 - 臺北 )、新店客

運 ( 坪林 - 臺北 )、棕 12、綠 11、綠 13、藍 28、1、208、236、

251、252、278、530、606、644、648、660、 672、673、74。 

(三)「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站」下車：棕 12、673、253。 

三、本校停車位有限，恕不提供停車位，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四、有關至活動場地之乘車路線規劃，可至下列網站查詢。 

「大臺北公車資訊網」（https://ebus.gov.taipei/） 

「我愛巴士 5284 臺北市公車資訊網」（http://www.528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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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