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濂洞國小 110學年榮譽事蹟 

榮獲 110年度生命教育分區觀摩研討會區級績優 

榮獲新北市第八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績優學校獎 市級表揚 

榮獲新北市 110年度英語讀者劇場東區中年級組優等 

榮獲新北市 110年度生命教育特色學校獲區級績優 

榮獲新北市 110年度英語讀者劇場東區中年級組優等 

榮獲新北市 110年度生命教育特色學校獲區級績優 

【賀】新北市 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務有功個人表揚 

林佳慧 主任榮獲殊榮 

【賀】本校參加：當我們

「混」在一起~新北市混

齡教學感人故事榮獲佳績 

 

林佳慧 主任 
榮獲 散文類教師組 

特優 

高董旺 同學 
榮獲 散文類高年級組 

優選 

蔡喆宇 同學 
榮獲 散文類中年級組 

優選 

潘弘邑 同學 
榮獲 散文類中年級組 

佳作 

吳晨語 同學 
榮獲 繪畫類低年級組 

佳作 

110學年度瑞芳分區高年

級田徑對抗賽成績 

高董旺 同學 榮獲 鉛球 第二名 

陳律言 同學 榮獲 鉛球 第五名 

蔡喆宇 同學 榮獲 100M 第四名 

趙宇程 同學 榮獲 100M 第五名 

謝函妤 同學 榮獲 跳遠 第三名 

趙宇程 同學 

蔡喆宇 同學 

蘇以恩 同學 

陳  榆 同學 

榮獲 400M接力 第三名 

110學年班級模範生暨校

代表名單 

六年忠班 蘇以恩 同學 

五年忠班 
謝函妤 同學 

(班級模範生暨學校代表) 

四年忠班 蔡喆宇 同學 

三年忠班 林亞諾 同學 

二年忠班 蘇以森 同學 

一年忠班 吳晨語 同學 

http://www.ldes.ntpc.edu.tw/p/406-1000-4820,r59.php
http://www.ldes.ntpc.edu.tw/p/406-1000-4820,r59.php
http://www.ldes.ntpc.edu.tw/p/406-1000-4820,r59.php
http://www.ldes.ntpc.edu.tw/p/406-1000-4835,r59.php
http://www.ldes.ntpc.edu.tw/p/406-1000-4835,r59.php


110學年語文競賽瑞芳分

區區賽 

林志浩  教師 榮獲教師組書法第一名 

林佳慧 主任 
榮獲教師組國語朗讀第二

名 

 

 

 

 

 

 

 

 

 

 

 

 

 

 

 

 

 

 

 

 

 

 

 

 

 

 

 

 

 

 

 

 



濂洞國小 109學年榮譽事蹟 

榮獲新北市 109年度品德教育特色評選區級評比績優 

榮獲新北市 109年度音樂比賽團體國小絲竹室內樂優等 

榮獲新北市 109年度英語歌曲演唱競賽東區中年級組佳作 

榮獲新北市 109年度英語讀者劇場東區中年級優等 

榮獲 109年度品德教育分區暨績優評選獲獎學校 

參加新北市 109學年度 

瑞芳分區六年級田徑賽 

周吟宣 同學 榮獲 壘球 第二名 

高董旺 同學 榮獲 鉛球 第二名 

榮獲 壘球 第三名 

蔡喆宇 同學 榮獲 60M 第四名 

吳允昊 同學 榮獲 200M 第五名 

陳榆、吳允昊、 

趙宇程、郭宸睿 

同學 

榮獲 400M 接力 

第四名 

參加新北市 109學年度 

瑞芳分區五年級田徑對抗

賽 

高董旺 同學 榮獲 鉛球 第一名 

榮獲 壘球 第二名 

謝函妤 同學 榮獲 跳遠 第二名 

趙宇程 同學 榮獲 100M 第四名 

陳榆 同學 榮獲 跳遠 第三名 

榮獲 200M 第四名 

新北市瑞芳區語文競賽 林雍尉 老師 榮獲第二名教師組閔語朗

讀 

林佳慧 主任 榮獲第四名教師組國語朗

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跨年級教學方案徵選 

林佳慧 主任 優等 

榮獲微笑臺灣創意教案 林雍尉、花慈璐、 

李唯聖、劉意婕 

老師 

翰林出版教育優先獎 

林雍尉 老師 國小組佳作 

 

 



濂洞國小 108學年榮譽事蹟 

新北市 108學年度瑞芳分

區田徑對抗賽成績 

高董軒 鉛球 第一名 

謝函妟 壘球 第一名 

吳思彤 壘球 第五名 

張森崴 壘球 第六名 

黃秉鈞 60公尺 第一名 

謝函妟 100公尺 第二名 

吳允昊 

郭宸睿 

黃秉鈞 

高董軒 

400公尺接力 第一名 

謝函妟 

蔡美祺 

何亦晴 

吳思彤 

400公尺接力 第二名 

 

 

 

 

 

 

 

 

 

 

 

 

 

 

 

 

 

 

 

 

 

 

 



濂洞國小 107學年榮譽事蹟 

新北市 107學年度瑞芳 

分區五年級田徑對抗賽 

高董軒 鉛球 第一名 

壘球 第一名 

黃秉鈞 跳遠 第三名 

吳允昊 跳遠 第四名 

張森崴 100公尺 第五名 

謝函妟 100公尺 第四名 

林欣穎 壘球 第四名 

吳允昊、郭宸睿、 

黃秉鈞、高董軒 

400公尺接力 第二名 

新北市瑞芳分區 

閱讀寫作競賽 

林欣穎 甲等 

新北市 107學年新北市生命教育分區觀摩研討會暨績優評選區級獲獎學校 

新北市 107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區賽中年級組甲等 

新北市 107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區賽優等 

新北市 107年度國小五年

級英語能力檢測 

吳思彤 滿分 100 

新北市 107學年度瑞芳分

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成績 

李米夏 跳遠 第一名 

林曉彤 壘球 第二名 

林曉彤 100公尺 第三名 

蔡美祺 60公尺 第四名 

謝函妟 200公尺 第四名 

李米夏 100公尺 第六名 

高董軒 鉛球 第一名 

黃秉鈞 跳遠 第三名 

高董軒 壘球 第三名 

黃秉鈞 60公尺 第三名 

謝函妟、蔡美祺、 

李米夏、林曉彤 

400公尺接力 第二名 

新北市 107年瑞芳鐵道風

采繪畫比賽 

郭宸睿 中年級特優 

 

 

 

 

 

 



濂洞國小 106學年榮譽事蹟 

新北市 106學年新北市品德教育分區觀摩研討會暨績優評選區級獲獎學校 

新北市 106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期末報告優等 

新北市 106學年環境教育成果獲第二階段入選 

新北市 106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優等 

新北市 106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4小時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暨檢核工作

績優學校 

新北市 106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區賽優等 

新北市 106年語文競賽瑞芳

分區區賽 

林志浩 教師組寫字第二名 

林佳慧 教師組國語朗讀第二名 

卓亮吟 社會組閩南語朗讀第二名 

劉意婕 社會組字音字形第五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瑞芳分區

六年級田徑對抗賽成績 

高董軒 鉛球第二名 

高董軒 壘球第五名 

徐子涵 跳遠第二名 

徐子涵 壘球第三名 

張子文 60公尺第一名 

張子文 100公尺第一名 

陳貞臻 200公尺第五名 

徐子涵、張子文、 

林曉彤、陳貞臻 
400公尺接力 

新北市 106學年度瑞芳分區

五年級田徑對抗賽成績 

吳允昊 跳遠第四名 

林曉彤 跳遠第三名 

蔡美祺 跳遠第六名 

高董軒 鉛球第二名 

高董軒 壘球第一名 

林曉彤 壘球第二名 

謝函妟 60公尺第四名 

郭宸睿 200公尺第三名 

謝函妟 200公尺第四名 

吳允昊 

高董軒 

張森崴 

郭宸睿 

400公尺接力第四名 



謝函妟 

蔡美祺 

何亦晴 

林曉彤 

400公尺接力第二名 

新北市 106年語文競賽 

瑞芳分區區賽 
林志浩 教師組寫字第三名 

 

 

 

 

 

 

 

 

 

 

 

 

 

 

 

 

 

 

 

 

 

 

 

 

 

 

 

 

 

 

 

 



濂洞國小 105學年之前榮譽事蹟 

105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東區優等 

新北市 104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謠比賽區賽甲等 

新北市 104學年本土語績優學校 

新北市 104年語文競賽瑞芳

分區區賽 

林志浩 教師組寫字第一名 

林佳慧 教師組國語朗讀第二名 

新北市 104學年本土語教師 吳鴻瀛 績優 

新北市 103學年英語歌謠比賽區賽優等 

新北市 102學年體適能績優學校 

新北市 102學年品德教育甲等學校 

新北市 102學年國民小學英語歌謠比賽區賽優等 

新北市 102學年國民小學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區賽優等 

新北市 101學年補救教學優良學校 

新北市 101學年國民小學英語歌謠比賽東區優等 

新北市 101學年國民小學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東區優等 

新北市 100學年閩南語教學績優學校 

新北市 100學年國民小學學生音樂比賽東區優等 

新北市 100學年度瑞芳分區

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黃詩佑 壘球第三名 

黃申輝 壘球第六名 

黃翊維 100公尺第三名 

黃馨慧 60公尺第六名 

許晴虹 100公尺第五名 

新北市 99學年度「家庭教育中心輔導訪視」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