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瑜雯校長任內媒體報導 

101學年度~107學年度 

 

108/07/14 自由時報 俄羅斯國際少年運動會 桃園小將勇奪奪 8 金 

108/06/21 南桃園 馬來西亞發明展 會稽國中勇奪佳績 

108/06/21 新唐人亞太台 桃園之光 會稽國中 ITEX 國際發明展獲佳績 

108/06/21 中華高協  2019 新加坡女子業餘高球錦標賽最終輪，國家隊 

         金花揚威星國 包辦團體、個人雙冠，個人組黃亭瑄封后 

108/06/20  HiNet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桃市會稽國中榮獲 1 金 2 銀 1 銅 

108/06/20 台灣好新聞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桃市會稽國中榮獲 1金 2銀 1銅 

108/06/20 自由時報  大馬發明展豐收 會稽國中獲表揚 

108/06/19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獎奪佳績 鄭文燦接見 

                          會稽國中代表團 

108/06/19 自由時報    桃園會稽國中閃耀亞洲最大發明展 鄭文燦按讚 

108/06/19 桃園新聞網 會稽國中榮獲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1 金 2 銀 1 銅 

                    展現桃園推動創意及科學教育成果 

108/06/10 北健中嘉新聞 柔道角力奪佳績 將代表台灣出征世中錦 

108/05/28 客家電視台  馬來西亞發明展 桃園會稽國中一金二銀一銅 

108/05/15 桃園中嘉新聞 學生創意無極限 會稽國中奪發明展四獎項 

108/05/15 桃園有線新聞 用手也能削果皮 學童創意奪佳績  

108/05/11 聯合新聞網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桃市會稽國中勇奪1金2銀1銅 

108/05/06 ETtoday    去除殘留農藥、不浪費果肉 國中生「去皮手套」 

獲國際發明展金牌 

108/05/05 風傳媒     2019 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桃園市會稽國中 

                    勇奪 1 金 2 銀 1 銅、奪牌率百分百 

108/05/04 自由時報   去皮去農藥 國中生發明手套出國拿金牌 

108/05/03 自由時報電子報 去皮去農藥 國中生發明手套出國拿金牌 

108/04/22 麗臺運動報 全中運黃金逆轉勝 楊紹生柔道首度奪金 

108/03/02 中時電子報 桃園會稽國中黃亭瑄大陸觀瀾湖高球邀請賽奪冠 

108/01/21 經濟日報 覓謎爾機器人前進校園 為科技教育奠基石 

107/12/27 北健新聞   桃園會稽國中蘋果節 師生同歡 感恩情 

107/12/26 聯合報     桃園會稽國中蘋果節 師生歲末年終同歡 

107/12/26  ETtoday   會稽國中感恩蘋果節 校長主任穿戲服登台唱「黃梅調」 



107/11/26 北桃園新聞 桃市學生赴日交流  體驗農家生活 

107/11/06 聯合新聞網 桃園會稽、草漯國中教育旅行 體驗日本農家Homestay 

107/11/06 風傳媒報導 連續三年國外交流擴展學生國際視野 

107/10/30 日本京都新聞 台灣中學生 美山中學訪問 生徒交流 

107/08/25 台灣好新聞 國際少年運動會桃市好成績 鄭文燦頒發獎勵金 

107/08/25 新唐人亞太台 國際少年運動會  會稽國中 2 金 1 銀 

107/08/24 中廣新聞網 國際少年運動會桃市代表隊成績亮眼 鄭文燦頒獎勵金 

107/08/24 市政新聞 國際少年運動會績優教練及選手頒獎 

107/08/02 自由時報   國際少年運動會 桃園小將 2 天勇奪 4 金 

107/08/02 台灣好新聞 國際少年運動會耶路撒冷開打  桃市柔道隊獲 1金 3銀 1銅 

107/08/02 國語日報   國際少年運動會  柔道首日奪金 

107/08/01 中廣新聞   2018 年 52 屆國際少年運動會桃市代表隊首日奪金 

107/08/01 聯合新聞網 以色列國際少年運動會 桃園李達蘊柔道奪金 

107/08/01 中央社     國際少年運動會 桃園在柔道個人奪牌率 100% 

107/06/13 自由時報   鄭文燦與「市長獎」得主合影 畢業生怎麼拍都 OK 

107/06/13 自由時報   國高中市長獎拍萌照 鄭文燦：奉陪 (會稽國中黃楚容同學) 

107/06/12 自由時報   游政則愛發明  技優上北科附工 

107/06/12 中華日報新聞網  游政則技優甄審亮點呈現 

107/06/05 中時電子報 采盟贊助紙風車校園反毒劇(會稽國中) 

107/06/05 聯合新聞網 采盟免稅店攜手紙風車 前進校園戲劇反毒 

107/02/02 北健電視台 會稽國中寒假營隊  組裝機器人精彩有趣 

107/02/02 中廣新聞網 機器人、創客發明及英文戲劇營 寒假生活充實 

107/02/01 北健電視台 桃市會稽國中學生 獲靈鷲山全國普仁獎 

107/01/25 北健電視台 會稽國中地球村闖活動  豐富學生國際觀 

107/01/24 聯合新聞網 國際志工邀闖關 桃園會稽國中學生 high 翻 

107/01/24 中廣新聞網 地球村闖關活動 會稽國中學生開拓視野 

107/01/24 指傳媒     會稽國中地球村闖關活動 擴展國際視野 

107/01/20 聯合新聞網 溫暖小太陽 桃園 64 名學子獲頒普仁獎 

107/01/20 蘋果日報   宗教團體表揚模範學子 桃園市今年 64 人授獎 

106/12/28 國語日報   歡度蘋果節  桃市會稽師生情感交流 

106/12/27 北健電視台 會稽國中蘋果節  師生同樂溫馨又歡樂 

106/12/27 中華日報新聞網  會稽國中蘋果節  溫馨滿校園 

106/12/27 大台灣新聞網    蘋安 YA  會稽國中蘋果節有看頭 



106/11/09 自由時報電子報  國中生赴韓交流 大跳高山青 

106/11/06 中華社區報刊    參訪首爾學校 探索韓國文化 國中學生國際教育交流收穫多 

106/10/27 聯合報       警示瞌睡防車禍 巴黎發明展奪金 

106/10/26 聯合新聞網   警示瞌睡防車禍 巴黎發明展奪金 

106/07/17 台灣風傳媒   熱血青春以球會友會稽盃籃球邀請賽熱鬧滾滾 

106/06/14 自由時報   國中生摘金 技優甄審上理想學校 

106/06/14 聯合報      桃園 2 國中生 巴黎發明展奪金 

106/05/07 中天 TV     桃園市 2 國中生勇奪法國國際發明展 2 金 1 銅 

106/05/07 蘋果日報  台灣發明家法國發明展獲獎 

106/05/07 中時電子報   桃園市 2 國中生勇奪法國國際發明展 2 金 1 銅 

106/05/07 東網       桃園兩初中生法國參加發明展 勇奪 2 金 1 銅 

106/05/07 世界民報   巴黎雷平發明展台奪11金14歲發明家獲特別表揚 

106/05/06 中央通訊社   巴黎發明展，台灣兩 14 歲發明家獲表揚 

106/04/26 國語日報     忍痛復健  黃丞家全中運柔道奪銀 

106/04/24 桃園新聞網   柔道角力大放異彩 桃市會稽國中106全中運奪雙金 

106/04/24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6 彰化全中運，會稽國中柔道角力雙金創校史紀錄 

106/01/02 新唐人亞太電視台 溫馨感恩  桃園會稽國中蘋果節有洋蔥 

105/12/30 北健電視台  會稽國中蘋果節  秀才藝   表感恩情 

105/12/29 自由時報    他們扶持身障生 會稽校長寫卡片感謝天使心 

105/12/29 東森新聞    桃市會稽國中蘋果節 師生互贈感恩卡與平安果 

105/12/13 桃園新聞網  百多位家長親友團加持 全校直播加油 會稽國中籃球隊贏得亞軍 

106/06/14 中時電子報   桃連區技優生甄審放榜 

106/06/14 桃園有線新聞 升學觀念改變 技職教育成新寵兒 

106/06/13 聯合新聞網   他們是小小發明家 均榮獲法國發明展金牌獎 

106/05/08 中廣新聞網   巴黎雷平發明展，桃市會稽國中拿二金一銅 

106/05/08 自由時報   防瞌睡警示器，14歲生僅花 3月研發 

106/05/08 人間福報   巴黎發明展，國二生獲表揚 

106/05/07 東森新聞  參加法國國際發明展桃園市會稽國中學生獲二金一銅 

106/05/07 生活新聞    桃園市 2 國中生，奪法國國際發明展 2 金 1 銅 

106/05/07 中央通訊社  巴黎發明展台拿 11 金，兩 14 歲發明家獲表揚 

106/05/07 中央社      巴黎發明展 台灣發明家「防瞌睡警示器」、「飲 

                     料零食碗」奪大獎 



105/12/06 自由時報  反毒戲劇巡演，會稽國中起跑 

105/12/06  自由時報  「拯救浮士德」桃市反毒從校園扎根 

105/12/06  中壢新聞網 「向『浮士德』說不，拒絕毒品」 

105/12/06  新浪新聞   2016 年紙風車青少年反毒劇場 

105/12/06  自立晚報   桃園紙風車劇團 15場青少年反毒劇場巡迴演出 

105/12/06  Hinet 新聞   2016 年紙風車青少年反毒劇場 

105/12/06  教育廣播電台 校園反毒列車啟動 紙風車演出《浮士德》 

105/12/06  今日新聞   2016年紙風車青少年反毒劇場15場巡迴扎根校園 

105/12/06  桃園新聞網  2016 年紙風車青少年反毒劇場 

105/11/28  Ettoday     桃園新生麵粉廠熱心資助 會稽國中柔道隊美食饗宴 

105/11/28  桃園新聞網 在地老牌麵粉廠熱心資助會稽國中柔道隊美食饗宴 

105/11/09  中國時報    學子體驗日本農家生活 

105/11/09  中時電子報  學子體驗日本農家生活 

105/11/09  自由時報    國中生日本交流 農家 Homestay、城市探索 

105/11/10  國語日報    桃市會稽、草漯訪日 討論環境教育議題 

104/12/24  中國時報    蘋果節點燈  會稽國中感恩謝師 

104/11/25  中國時報    會稽國中跑出健康無暴力 

104/06/06  自由時報    6 歲起抗癌 劉宇婕會考亮眼可上武陵 

104/03/09  北健新聞    會稽國中親職日 職涯分享經驗談 

103/12/25  北健新聞    會稽國中蘋果節 

102/04/10  教育廣播電台  適性輔導列車專訪 

102/04/07  聯合報      閱讀磐石 40 所國中小好讚   

102/04/05  日本朝日新聞中學生週報  多元探索青春圓夢 

102/04/04  大紀元時報  會稽國中適性輔導 各行各業現身說法 

102/01/14  自由時報    會稽國中柔道隊廟宇點燈祈福 

101/12/26  南桃園新聞  會稽國中蘋果節 

101/11/26  國語日報    日本作家訪台交流中學教育 

101/09/03  聯合報      行動教室校園寫作學生佳作集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