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師生榮譽榜(108~109 學年度)
☆ 本校榮獲全國 108 年度教學卓越獎！
☆ 本校榮獲臺北市 108 年度【教師教學】優質學校！
☆ 本校榮獲臺北市 108 年度國民中學閱讀推手獎學校！
☆ 本校榮獲臺北市 108、109 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績優學校！
☆ 本校榮獲臺北市 108、109 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績優學校！
☆ 本校榮獲臺北市 109 年度【資源統整】優質學校！
☆ 本校榮獲全國 109 年度國民中學閱讀推手獎學校！
☆ 本校榮獲臺北市國民中學雙語教學專案推動計畫核定學校！
☆ 本校連續三年榮登國民中學 12 年國教課綱前導學校！
☆ 本校榮獲臺北市第 21 屆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國中組團體第三名

教師典範
學年
109

第 21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優選
作品：「芝山采風計畫」環境創意課程
教師：段世珍、廖于濘、廖伯健、楊子英

109

第 21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優選
作品：關愛之後
教師：鄭惠文、許沛蓉、李鳳珠

109

第 21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佳作
作品：以平板輔助個別化學習以提升數學學習成效之教學活動設計
教師：陳櫻代

109

第 21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佳作
作品：尋找演化論─素養導向的遊戲式教學設計
教師：鄭存明、陳婕敏、洪允芃

109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9 年度愛學網系列徵集活動教師創意教案(國中組)
特優「墓仔埔也敢去？」芝山岩虛擬實境影像導覽製作
教師：蔣珮珊、楊俊秀、莊孔一、陳婕敏

109

「臺北市 109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
教師：吳竑志、曹晉穎指導互動遊戲組獲入選獎

教師典範
學年

成果

108

本校榮獲教育部 108 年度教學卓越獎
作品：
「接軌國際，永續向前行」
陳麗英校長、顏靜虹、周怡敏、江潔、邱瀞儀、房佩穎、許沛蓉、陳燕君、陳秀英、
陳珊怡、簡聖昀、陳誼芳等教學團隊

108

臺北市 108 年度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件比賽表演藝術科 優選
作品：
「郝巴、好吧、巧溝通」
教師：段世珍

108

臺北市 108 年度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件比賽生物科 優選
作品：
「動物族群個體數目的估算」
教師：鄭存明等教學團隊

108

108

108

108

臺北市 109 年度「尋找臺北市的 1920 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徵件比賽 特優
作品：
「士林區芝山岩口述歷史暨地理踏查」
教師：蔣珮珊、楊俊秀、陳婕敏、莊孔一
教育部 109 年度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教師：黃己娥
臺北市 108 年度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執行成果 優等
作品：
「歌舞與劇場」- 青少年歌舞表演工作坊
教師：段世珍
臺北市 108 年度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執行成果 優等
作品：
「和平原民文創誌」文化創意課程
教師：段世珍

109

第 21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特優
作品：健康教育主題式課程研發-「贏向新生活-健康行為契約」
教師：鄭麗瑤

109

第 21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特優
作品：含羞草日記-眼影拼盤式的探究課程
教師：鄭存明、洪允芃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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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9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寫字（北區）
佳作 815 張智綸



臺北市 109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類)-客家語情境式演說
第 1 名 812 吳建均



臺北市 109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類)-閩南語朗讀（北區）
第 3 名 704 廖于涵



109 年全國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類)-客家語情境式演說
甲等 812 吳建均



臺北市 109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類)-客家語朗讀（北區）



佳作 802 黃宥宜
臺北市 109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類)-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佳作 802 謝宛陶



109 學年度公私立國中生活科技創作競賽 精品獎 805 陳睿瑜、陳威仲、曾威勝



109 年度第 16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
佳作 806 孫楚妍 「探訪芝山岩的前世今生」 蔣珮珊、段世珍老師指導



臺北市 109 年度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從電影話情感」小小說故事創作比賽
佳作 817 林俐文



教育部「109 年度全國性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想甄選」
佳作 710 賴榆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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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管樂團榮獲 109 學年度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特優第一名

109



直笛團榮獲 109 學年度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優等第一名

109



合唱團榮獲 109 學年度台北市國中非音樂班組鄉土歌謠 東南亞語系 優等第一

109



木管五重奏榮獲 109 學年度台北市學生音樂北區暨全區優等第一名

109



合唱團榮獲 109 學年度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優等第二名

109



弦樂團榮獲 109 學年度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優等第二名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單簧管 優等第一-814 曹宇程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低音號 優等第一-811 黃少甫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長號 優等第一-916 李名雋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薩克斯風 優等第一 806 陳秉澤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長笛 優等-809 沈亞萲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小號 優等第二-816 吳侑軒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長笛 優等第二-818 陸啟安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直笛 優等第二-903 林達語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低音管 甲等第一-904 吳珮綉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雙簧管 甲等第二-810 柯宥宏

109



109 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小號 甲等-818 戴榆



109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國中普通班組非美術班/版畫類-北區
第 2 名 703 林威廷「墜落迷網」



109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國中普通班組非美術班/漫畫類-北區
第 3 名 705 楊逸宸「加熱中的地球」
佳作 703 林威廷「炎焱之夏」

109

文
109

109
109



109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國中普通班組非美術班/水墨畫類-北區
佳作 814 莊馥銘 「歇」



109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國中普通班組/平面設計類-北區佳作
913 劉芯宇 作品：「全球暖化和汙染」



109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國中普通班組非美術班/西畫類-北區
佳作 803 徐丞佾 「白紋鳥的回憶」
佳作 906 林韋安 「淡水午後」
佳作 908 周恩宇 「都市的溫暖角落」



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 版畫類-國中普通班組
佳作 703 林威廷 「墜落迷網」

109

109


109

第七屆【石印獎】書法比賽
優選 709 林庭安
優選 801 陳昀昀
佳作 716 趙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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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育盃桌球錦標賽國男乙組雙打 冠軍 906 林璟羲、812 林裕洋



教育盃桌球錦標賽國女乙組團體 亞軍
913 吳軒穎、906 絲佳旋、804 陸芓妍、816 林新宸、
717 吳昀蓁、704 陳宥蓉、705 陳歆宜、703 劉思妤



教育盃桌球錦標賽國男乙組團體 季軍
918 簡廷軒、906 林璟羲、811 蔡閎榞、817 陳昱霖、
812 林裕洋、809 許博鈞、813 王振宇

109



臺北市教育盃桌球錦標賽男子乙組個人單打 季軍 811 蔡閎榞

109



臺北市教育盃桌球錦標賽女子乙組個人單打 殿軍 906 絲佳旋

109



臺北市教育盃桌球錦標賽女子乙組個人雙打 殿軍 717 吳昀蓁、703 劉思妤

109



109 年度全國青少年運動攀登錦標賽國中組亞軍

109



109 學年度台北市教育盃排球錦標賽國男乙組殿軍

109



109 學年度台北市教育盃排球錦標賽國女乙組殿軍



109 年度臺北市教育盃網球錦標賽國男乙組亞軍
717 林稟洋、801 林稟晅、706 陳瑞恩、710 陳睦尹

109



教育盃網球錦標賽國男乙組雙打 第 2 名 801 林稟晅、717 林稟洋

109



教育盃網球錦標賽國男乙組單打 第 3 名 706 陳瑞恩

109



2020 年度全國地板滾球運動會 冠軍 701 徐浩銓



榮獲 109 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法式滾球錦標賽國男組團體賽冠軍
第一名 817 劉曜誠 808 黃子桓 912 陳淳一
第二名 902 賴志杰 817 林禹丞 713 洪冠玄
第五名 904 余家安 910 張宸瑋 808 林郁宸



教育盃羽球錦標賽國男乙組團體 亞軍
914 劉玓、706 梁祐仁、805 謝鑫定、716 林家碩、902 陳昊廷、
910 林柏翰、912 林威丞、905 廖子霆、917 王維徵、711 王維均



榮獲 109 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法式滾球錦標賽個人射擊賽成績豐碩
國女組 第一名 902 徐佩緹 、 第五名 705 張妤甄
國男組 第三名 817 劉曜誠 、 第五名 808 黃子桓

109

與

109

體

活



109

健

賽

育
109

109

109

站在巨人的肩膀可以看得更遠，
一所堪稱巨人的學校–天母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