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瑜雯校長任內師生得獎紀錄 

101學年度~107學年度 

國際及全國得獎紀錄 

◆2019俄羅斯烏法國際少年運動會柔道二金 

◆高爾夫球 2019 IMG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 13-14歲組冠軍 

◆2019世界中學生技擊類錦標賽角力銀牌 

◆2019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一金二銀一銅 

◆2018耶路撒冷國際少年運動會柔道二金一銀 

◆2017法國雷平發明展二金一銅 

◆101年度教育部評鑑品德教育深耕種子學校特優 

◆102年度教育部閱讀磐石獎 

◆代表桃園市拍攝教育部 12年國教適性輔導列車影片 

◆105年度防災教育全國績優教育部表揚 

◆105年度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銅質獎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柔道角力三金五銀五銅 

◆108年全國角力錦標賽三金三銀六銅，國男組希羅式團體冠軍 

◆108年世界中學生技擊類項目角力國家代表隊選拔賽四金一銀一銅 

◆108年全國柔道錦標賽二金一銀二銅，國男組團體亞軍 

◆107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柔道角力二金二銀三銅 

◆107年教育部高爾夫基層扎根球場菁英隊際錦標賽團體甲組第一名 

◆高爾夫球 2018 IMG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 13-14歲組冠軍 

◆107年全國中小學柔道錦標賽二金一銀三銅，男子團體季軍 

◆107年全國角力錦標賽二金一銀五銅 

◆107年總統盃角力錦標賽二金一銀六銅 

◆107年第 15屆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國女組團體冠軍 

◆107年全國柔道錦標賽一銀一銅 

◆107年全國東柔盃柔道錦標賽二銀五銅 

◆107學年度全國 scratch程式設計比賽遊戲組佳作 

◆106年生活科技競賽全國精品獎 

◆106年全國角力錦標賽一金三銅，自由式國女組季軍 

◆10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柔道角力二金二銀、角力國女組團體殿軍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一金二銅 

◆106學年度全國 scratch程式設計比賽遊戲組佳作 



◆106年教育部基層扎根高爾夫擊遠擊準大賽全國總決賽國男菁英組亞軍 

◆105年全國語文競賽 

   陳宜華國語朗讀全國第三名   劉嘉蕙卑南族語朗讀全國第三名 

◆105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國中男子組亞軍  國中女子組季軍 

◆105年全國中小壆柔道錦標賽國中男子組亞軍 

◆105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國中女子組亞軍 

◆10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柔道男子組第五名。 

◆102年度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國中男子組團體亞軍 

◆102年度全國柔道錦標賽國中男子組團體組季軍 

◆101年全國語文競賽陳沚沄國中朗讀組第二名 

◆101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國中女子組團體亞軍 

◆101年度全國柔道錦標賽國二金一銀一銅，男子組團體季軍 

全市得獎紀錄 

◆108年桃園市市長盃角力錦標賽國男組團體冠軍、國女組團體季軍 

◆108年桃園市市長盃柔道錦標賽國男組團體季軍、國女組團體季軍 

◆108年桃園市英語單字競賽第一名 

◆107學年度桃園市 scratch程式設計比賽遊戲組特優 

◆107年桃園市市長盃柔道錦標賽國女組團體冠軍、國男組團體季軍 

◆106年桃園市特殊教育評鑑特優 

◆106學年度桃園市 scratch程式設計比賽遊戲組特優 

◆106學年度桃園市外師訪視評鑑特優 

◆106年桃園市中小學運動會定點啦啦隊第二名 

◆106年桃園市市長盃角力錦標賽 

  國中女子自由式團體錦標亞軍  國中男子自由式團體錦標季軍 

◆桃園市 106年英語讀者劇場比賽第三名 

◆105學年度桃園市發明展  一組優等 一組甲等  兩組佳作 

◆105年桃園市長盃海上龍舟錦標賽亞軍 

◆105年桃園市國中籃球聯賽亞軍 

◆105年桃園市高爾夫球擊準擊遠比賽 

  擊遠賽第一名 擊準賽第一名 全能賽第一名 

◆108年桃園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定點啦啦隊比賽冠軍 

◆108年桃園市國中排球聯賽第三名(進軍北區複賽)  



◆104學年度桃園市 scratch程式設計比賽動畫組 2組特優 遊戲組特優 

◆104學年度桃圜市午餐評鑑金質獎 

◆104年度桃園市友善校園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訪視優等 

◆104年度桃園市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優等 

◆104年度桃園市市長盃排球錦標賽國中女子組第二名 

◆104年度桃園市市長盃排球錦標賽國中女子組第三名 

◆104年度桃園市市長盃排球錦標賽國中男子組第三名 

◆104年度桃園市英語讀者劇場比賽第三名 

◆104年度桃園市交通安全評鑑甲等 

◆104年度國中籃球聯賽第五名 

◆104年度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暨維護校園安全相關計畫績優 

◆103年度數學微電影甄選比賽第二名 

◆103年第一屆 EMTC奧林匹克數學錦標賽團體銀牌 

◆103年度桃園市教育創意競賽立體藝術設計競賽第三名 

◆103年度桃園市友善校園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訪視優等 

◆102學年度桃園縣午餐評鑑特優  

◆102年度英語單字馬拉松比賽北區國中組冠軍 

◆102年度英語單字馬拉松比賽全國總決賽第二名 

◆102年度數學微電影甄選比賽佳作 

◆101年度桃園市科展優等 

107學年度學生得獎紀錄 

▲李芷頤 2019烏法國際少年運動會柔道 57公斤級金牌 

▲李芷頤、董婕瑀 2019烏法國際少年運動會柔道團體金牌 

▲黃亭瑄 2019新加坡女子業餘高爾夫球公開賽個人及團體冠軍 

▲黃亭瑄 2019觀瀾湖安妮卡女子高爾夫球錦標賽冠軍 

◆101學年度桃園縣午餐評鑑特優  

◆101年度桃園縣友善校園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訪視特優 

◆101、103、105、106、107學年度桃園市健康促進學校評鑑優等  

◆101、103、105、106、107年度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訪視優等 

◆101~104年度桃園市閱讀教育計畫績優學校 

◆101年度桃園縣發明展優等 

◆101年度桃園縣教育創意競賽「創藝 101」國中組第三名 



▲林欣黛 2019 IMG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 13-14歲組冠軍 

▲2019世界中學生技擊類錦標賽陳亞欣角力銀牌 黃寀瑜角力第四名 

▲鄧凱元全國第 49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八年級組二等獎 

▲郭禮平 108年度桃園市優秀青年 

▲108年全國角力錦標賽三金三銀六銅，國男組希羅式團體冠軍 

  簡子淇 U15 男生組希羅式 第七級 第一名 

  劉庭宇 U15 男生組自由式 第一級 第一名  

  陳伯綸 U15 男生組自由式 第五級 第一名 

  林劭安 U15 男生組希羅式 第九級 第二名  

  陳韋文 U15 女生組自由式 第二級 第二名  

  陳亞欣 U15 女生組自由式 第四級 第二名  

  劉哲瑋 U15 男生組自由式 第一級 第三名  

  簡子淇 U15 男生組自由式 第七級 第三名  

  陳宏佐 U15 男生組自由式 第八級 第三名 

  邱柏憲 U15 男生組自由式 第九級 第三名  

  陳韋如 U15 女生組自由式 第四級 第三名  

  李芷頤 U15 女生組自由式 第八級 第三名 

   Lian    青少年女生組自由式第三級第三名 

▲108年全國柔道錦標賽二金一銀二銅，國男組團體亞軍 

  劉庭宇 國中男子組 第一級 第一名  

  李芷頤 國中女生組 第六級 第一名  

  楊紹生 國中男子組 第三級 第二名  

  陳韋文 國中女子組 第一級 第三名  

  邱柏憲 國中男子組 第九級 第三名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三金三銀五銅 

  國中男子組柔道團體總錦標第三名 

  國中女子組柔道團體總錦標第六名 

  國中男子組角力團體總錦標第六名 

  楊紹生 國中男子組第二級 第一名 

  李芷頤 國中女子組第六級 第一名 

  李達蘊 國中男子組第六級 第二名 

  陳韋如 國中女子組第二級 第三名 

  劉庭宇 國中男子組第一級 第三名 



  陳新泓 國中男子組第三級 第三名 

  陳伯綸 國中男子組第四級 第三名 

  董婕瑀 國中女子組第九級 第五名 

  李達蘊 國中男子組自由式第五級 第一名 

  陳亞欣 國中女子組自由式第一級 第二名 

  李芷頤 國中女子組自由式第六級 第二名 

  陳宏佐 國中男子組自由式第六級 第二名 

  吳懿洋 國中男子組希羅式第七級 第二名 

  簡子淇 國中男子組希羅式第五級 第三名 

  黃寀瑜 國中女子組自由式第二級 第五名 

▲方仁正第六屆金長城杯國際魔術爭霸賽網絡賽一等獎、優秀節目獎 

▲107年全國中小學柔道錦標賽二金一銀三銅 

陳韋如第二級冠軍 李芷頤第五級冠軍 陳伯綸第四級亞軍 

謝  昕第二級季軍 黃寀瑜第三級季軍 陳新泓第四級季軍 

▲2018年全國東柔盃柔道錦標賽二銀五銅 

  陳韋如第一級銀牌  陳新泓第一級銀牌  黃雲晞第一級銅牌 

  謝  昕第二級銅牌  邱伯憲第五級銅牌  陳伯綸第一級銅牌 

  陳亞欣第一級銅牌 

▲2018耶路撒冷國際少年運動會二金一銀，柔道團體金牌 

  李達蘊柔道 60公斤級金牌  李芷頤柔道 52公斤級銀牌 

▲蔡宜儒教育部107年基層扎根高爾夫擊遠擊準大賽(全國總決賽)國女組第二名 

▲2018全國業餘高爾夫冬季錦標賽 

  黃亭瑄 女子組第一名  林欣黛 女子組第二名 

▲呂威均 2018全國冰球錦標賽國中組第三名 

▲107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劉庭宇第一級第三名  楊紹生第二級第三名 

  李達蘊第六級第三名  李芷頤第六級第三名 

▲桃園市 107年度生活科技競賽 

  鍾小玲、李宇哲、賴苡如甲等獎  李竑緯、潘奕愷、鄧凱元精品獎 

▲107年度總統盃角力錦標賽二金一銀六銅 

  陳亞欣自由式第一級金牌   李達蘊希羅式第五級金牌 

  簡子淇希羅式第五級銀牌   黃寀瑜自由式第二級銅牌  

  LIAN  自由式第三級銅牌   李達蘊自由式第五級銅牌 



  邱柏憲自由式第七級銅牌   陳伯綸希羅式第二級銅牌 

  陳新泓希羅式第二級銅牌 

▲黃亭瑄 107年第 15屆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國女組亞軍 

▲林欣黛 107年 10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北區月賽女 B組第二名  

▲107年中華民國柔道錦標賽 

  李達蘊 國男 A組第六級第一名   陳新泓 國男 A組第四級第三名  

  林劭安 國男 A組第九級第三名   陳亞欣 國女 A組第二級第三名 

  吳懿洋 國男 B組第九級第一名   劉庭宇 國男 A組第三級第二名 

  李侑埕 國男 B組第五級第三名 

▲林欣黛 107年 9月裙襬搖搖高爾夫基金會中區逐夢盃女子組第三名 

▲108年全國角力錦標賽三金三銀六銅 

  簡子淇 U15 希羅式第七級金牌  劉庭宇 U15 自由式第一級金牌 

  陳伯綸 U15 自由式第五級金牌  林劭安 U15 希羅式第九級銀牌 

  陳韋文 U15 自由式第二級銀牌  陳亞欣 U15 自由式第四級銀牌 

  簡子淇 U15 自由式第七級銅牌  劉哲瑋 U15 自由式第一級銅牌 

  陳宏佐 U15 自由式第八級銅牌  陳韋如 U15 自由式第四級銅牌 

  李芷頤 U15 自由式第八級銅牌  Lian 青少年自由式第三級銅牌 

▲108年桃園市技藝教育競賽 

  周湘芸動力機械職群第四名   陳薇茵餐旅職群中餐組第四名 

106學年度學生得獎紀錄 

▲黃亭瑄 107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夏季排名賽女 B組第一名 

▲黃亭瑄 106年裙擺搖搖高爾夫基金會 11月北區築夢盃女 C組冠軍 

▲106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溜冰錦標賽 

  陳妘慈國女組 500m第一名、國女組 300m第二名 

▲教育部 106年基層扎根高爾夫擊遠擊準大賽 

  曾詠芝國女社團組季軍、張庭碩國男社團組季軍 

▲106年桃園市教育創意口說藝術競賽 

  郭禮平第二名、何冠興佳作及最佳造型獎 

▲106年全國角力錦標賽 

  鐘藝蓉國女組第三級冠軍  林宜慧國女組第二級季軍 

  陳韋如國女組第一級季軍  黃丞家國男組自由式第八級季軍 

▲10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鐘藝蓉國女組第三級冠軍 



  陳韋如國女組第一級季軍  葉毓晨國女組第三級季軍 

▲桃園市 106年度貓咪盃中小學 Scratch競賽暨創意市集 

  黃相華、李惠慈國中動畫組甲等  林  陽、林昕聖國中遊戲組甲等 

▲106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溜冰錦標賽  

  陳妘慈國女組  500m第一名、300m第二名 

▲桃園市 106年資訊教育競賽 

  國中繪圖組（自由軟體組）：楊婷宇第二名、賴映羽佳作 

  國中查資料組（自由軟體組）：黃承洋第三名 

  國中簡報組（一般軟體組）：黃日美、郭禮平佳作 

  國中簡報組（自由軟體組）：范義楷、楊妤涵佳作 

▲106年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黃寀瑜國女自由式第一量級第二名 

  LIAN國女自由式第二量級第二名 

  陳新泓國男自由式第一量級第三名 

  王言菖國男自由式第五量級第二名 

  粘臣翔國男自由式第八量級第二名 

  李達蘊國男希羅式第五量級第三名 

  粘臣翔國男希羅式第八量級第三名 

▲106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陳韋如國中女子組第一級 亞軍  黃雲晞國中女子組第一級 季軍 

▲桃園市 106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黃相華鋼琴獨奏第二名（優等）  陳鈺婷小提琴獨奏甲等 

▲楊芸媗桃園市 106年度「3Q達人故事甄選活動」AQ達人第二名 

▲桃園市 106年度國民中學生活科技創作競賽 

  鍾小玲、李宇哲、賴苡如優等獎及精品獎 

  潘俊廷、李荷穎、王苡蓁甲等獎 

▲桃園市 106年度中小學科學發明展 

  黃承洋、呂理安、李惠慈甲等  吳潔明、林芮羽、高欣妤佳作   

▲107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二金二銀三銅 

  林宜慧角力自由式第二級金牌  粘臣翔角力自由式第八級金牌 

  黃悅勛角力自由式第六級銀牌  黃雲晞柔道第一級銀牌 

  陳韋如柔道第一級銅牌        陳新泓角力自由式第一級銅牌 

  唐子富角力希羅式第七級銅牌 



▲桃園市 106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 

  動力機械職群  張乃豈第六名  吳東科佳作 

  電機電子職群  魏福寬佳作    許展瑋佳作 

▲107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粘臣翔國中男子組第九級第二名  謝  昕國中女子組第一級第三名 

▲107年全國角力錦標賽 

  林宜慧國中女子組第二級第一名 

  李達蘊國中男子組自由式第五級第一名 

  陳韋如國中女子組第一級第二名 

  黃寀瑜國中女子組第二級第三名 

  陳新泓國中男子組自由式第一級第三名 

  黃悦勛國中男子組希羅式第六級第三名 

  粘臣翔國中男子組希羅式第八級第三名 

  粘臣翔國中男子組自由式第八級第三名 

▲桃園市 107年度貓咪盃中小學 Scratch競賽 

  李惠慈、莊栯伝國中動畫組特優  黄承洋、鍾  樺國中遊戲組佳作 

▲黃相華 107年度桃園市優秀青年 

▲趙家葆 106年桃園市教育創意競賽平面藝術設計佳作 

▲謝依辰 106年桃園市新生名牌套設計比賽佳作 

105學年度學生得獎紀錄 

▲桃園市 105年語文競賽 

陳宜華國語朗讀第一名，參加全國賽 

劉嘉蕙卑南語朗讀第一名，參加全國賽 

吳宜萱閩語朗讀第三名 

劉彥筠老師字音字形第二名 

▲105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黃丞家國中男子 A組第八級冠軍 

巫秀怡國中女子 A組第二級亞軍 

鐘藝蓉國中女子 A組第二級季軍 

▲105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巫秀怡國女組第二級冠軍 蔡宜靜國女組第四級季軍 

黃丞家國男組第八級季軍 

▲105學年度全國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郭峻安國中三年級組銅牌獎 李惠慈國中一年級組銅牌獎 

▲黃相華 105年第 10屆聯合盃作文大賽桃園區第一名 

▲105年度全國中小學柔道錦標賽 

  莫智誠國中男子組第九級亞軍  鐘藝蓉國中女子組第三級季軍  

蔡宜靜國中女子組第四級季軍   

▲105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鐘藝蓉自由式第三級亞軍  黃丞家希羅式第八級亞軍 

  巫秀怡自由式第三級季軍  林宜慧自由式第二級季軍 

▲106年全中運 

  鐘藝蓉柔道國女組第二級冠軍  黃丞家柔道國男組第八級亞軍 

  蔡宜靜柔道國女組第四級第 5名  劉嘉銘柔道國男組第五級第 6名 

  巫秀怡角力國女組自由式第二級冠軍 

  粘臣翔角力國男組自由式第八級亞軍 

  文睿揚角力國男組希羅式第七級第 4名 

  王湘蓁角力國女組自由式第九級第 4名 

  陳新泓角力國男組自由式第一級第 6名 

▲105學年度桃園市國中技藝競賽 

  陳弘岷電機電子科第一名、蕭俊賢電機電子科佳作 

▲105年桃園市中小學網路競賽 

  黃相華、林陽簡報組第一名  楊婷喻查資料組第一名 

  賴映羽繪圖組佳作 

▲陳妘慈 105年台北市中正盃溜冰錦標賽國女組 300M計時賽第一名 

▲黃相華 105年度桃園市音樂比賽鋼琴獨奏優等獎 

▲105年臺北市全民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詹逸帆黑帶組 55-59公斤第三名 

▲106年度角力菁英選手分齡賽(國手選拔賽)  

  巫秀怡青少年女子組 40KG 冠軍  鐘藝蓉青少年女子組 43KG 亞軍 

▲鐘藝蓉 106年度上半年柔道精英排名賽青少年女子組第二級季軍 

▲106年全中運桃園市柔道代表隊選拔賽 

麥誠祐第六級冠軍  莫智誠第九級冠軍  黃寀瑜第一級冠軍 

黃子芸第五級冠軍  葉毓晨第六級冠軍  黃雲晞第一級亞軍 

李怡靜第三級亞軍  馬若亞第六級亞軍  王湘蓁第七級亞軍 

▲106年全中運桃園市角力代表隊選拔賽 

陳新泓國男組自由式第一級冠軍  楊紹生國男組自由式第一級亞軍 

http://163.30.63.221/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1584


黃子芸國女組自由式第六級冠軍  王湘蓁國女組自由式第九級冠軍 

黃悅勛國男組自由式第五級亞軍  文睿揚國男組自由式第七級亞軍 

謝  昊國男組希羅式第一級亞軍  王言菖國男組希羅式第五級亞軍 

麥誠祐國男組希羅式第六級亞軍  文睿揚國男組希羅式第七級亞軍 

蔡宜靜國中女子組第四級季軍   

▲105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鐘藝蓉自由式第三級亞軍  黃丞家希羅式第八級亞軍 

  巫秀怡自由式第三級季軍  林宜慧自由式第二級季軍 

▲106年全中運 

  鐘藝蓉柔道國女組第二級冠軍  黃丞家柔道國男組第八級亞軍 

  蔡宜靜柔道國女組第四級第 5名  劉嘉銘柔道國男組第五級第 6名 

  巫秀怡角力國女組自由式第二級冠軍 

  粘臣翔角力國男組自由式第八級亞軍 

  文睿揚角力國男組希羅式第七級第 4名 

  王湘蓁角力國女組自由式第九級第 4名 

  陳新泓角力國男組自由式第一級第 6名 

▲105學年度桃園市國中技藝競賽 

  陳弘岷電機電子科第一名、蕭俊賢電機電子科佳作 

▲105年桃園市中小學網路競賽 

  黃相華、林陽簡報組第一名  楊婷喻查資料組第一名 

  賴映羽繪圖組佳作 

▲陳妘慈 105年台北市中正盃溜冰錦標賽國女組 300M計時賽第一名 

▲黃相華 105年度桃園市音樂比賽鋼琴獨奏優等獎 

▲105年臺北市全民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詹逸帆黑帶組 55-59公斤第三名 

▲106年度角力菁英選手分齡賽(國手選拔賽)  

  巫秀怡青少年女子組 40KG 冠軍  鐘藝蓉青少年女子組 43KG 亞軍 

▲鐘藝蓉 106年度上半年柔道精英排名賽青少年女子組第二級季軍 

▲106年全中運桃園市柔道代表隊選拔賽 

麥誠祐第六級冠軍  莫智誠第九級冠軍  黃寀瑜第一級冠軍 

黃子芸第五級冠軍  葉毓晨第六級冠軍  黃雲晞第一級亞軍 

李怡靜第三級亞軍  馬若亞第六級亞軍  王湘蓁第七級亞軍 

▲106年全中運桃園市角力代表隊選拔賽 

陳新泓國男組自由式第一級冠軍  楊紹生國男組自由式第一級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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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芸國女組自由式第六級冠軍  王湘蓁國女組自由式第九級冠軍 

黃悅勛國男組自由式第五級亞軍  文睿揚國男組自由式第七級亞軍 

謝  昊國男組希羅式第一級亞軍  王言菖國男組希羅式第五級亞軍 

麥誠祐國男組希羅式第六級亞軍  文睿揚國男組希羅式第七級亞軍 

104學年度學生得獎紀錄 

▲趙少緯全國第 40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ㄧ等獎 

▲吳昶毅全國第 40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三等獎 

▲謝翊庭 104年度國中自然科學奧林匹亞競賽銅牌 

▲邊逸玫 2015總統教育獎複審，教育部頒發奮發向上獎 

▲邱譓芠 104年渣打全國業餘高爾夫冬季排名賽女子 B組亞軍 

▲楊宗翰 104年桃園市語文競賽決賽客語演說組第二名 

▲謝翊庭桃園市 104年國中奧林匹亞競賽佳作 

▲桃園市 104學年度音樂比賽 

  盧偉華薩克斯風獨奏項目<國中北區 B組>優等第一名 

  王宥嵐鋼琴獨奏項目<國中北區 B組>優等第二名(晉級全國賽) 

  黃相華鋼琴獨奏項目<國中北區 B組>優等第五名 

▲桃園市 104學年度美術比賽 

  林伃婕西畫類<北區國中普通班組>第二名(晉級全國賽) 

  黃羿蓁平面設計類、漫畫類<北區國中普通班組>佳作 

  黃相華平面設計類<北區國中普通班組>佳作 

▲104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 

  蔡政昌國中男子組第四級冠軍    鍾藝蓉國中女子組第二級第四名 

  姜佳儀國中女子組第八級第五名  黃丞家國中男子組第七級第六名 

▲桃園市 104學年度網路競賽 

  唐佳希國中簡報組(一般組)第一名 

  吳瑾柔國中繪圖組(自由軟體組)第二名 

  楊婷喻國中查資料組(一般組)第二名 

  黃相華國中簡報組(自由軟體組)第三名 

▲廖倩嬅 2015桃園市中英文輸入比賽中文看打第一名 

▲104年第十二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吳建勳 3000公尺接力賽第二名、10000公尺計分賽三名 

  陳子軒 3000公尺接力賽第二名 

 



▲105年桃園市高爾夫球擊準擊遠比賽 

  國男組擊遠賽  廖益樟第二名、黃至謙第三名 

        擊準賽  張智堯第一名、葉佳運第二名 

        全能賽  葉佳運第二名、張智堯第三名 

  國女組擊遠賽  邱譓芠第一名、楊芸禎第三名 

        擊準賽  邱譓芠第二名、林姿妤第三名 

        全能賽  邱譓芠第一名、楊芸禎第三名 

▲黃相華桃園市 12月份中學生作文特優 

▲黃相華桃園市 105年中學生作文藝文創作競賽 1月份特優獎 

▲桃園市 105年度創意競賽--「創藝 105」 

  陳韻文國中組第二名、趙家葆國中組佳作  

▲邱譓芠第一屆城市盃業餘高爾夫錦標賽青少年女子組總桿冠軍 

▲桃園市 105年度教育創意競賽-口說藝術競賽 

陳宜華國中組第二名、最佳表演獎-台風獎及創意文稿獎 

何冠興國中組第三名 

▲10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柔道 

  蔡政昌第四級第一名  鍾藝蓉第二級第四名 

張勝傑第五級第五名  蔡宜靜第四級第七名 

  角力 

莫智誠羅馬式第九級第五名  巫秀怡自由式第二級第五名 

林永晉羅馬式第七級第六名 

103學年度學生得獎紀錄 

▲趙少緯 2014WMI世界數學邀請賽總決賽八年級金獎 

▲趙少緯 2014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八年級銀獎 

▲黃韜元 2014 IWC數學能力分級測驗七年級組優等 

▲謝翊庭全國第 41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國中二年級組二等獎 

▲黃韜元全國第 41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國中一年級組四等獎 

▲林子傑桃園縣 103年度國中自然科學奧林匹亞競賽佳作 

▲吳昶毅第一屆 EMTC奧林匹克數學錦標賽銅獎 

▲邊逸玫通過總統教育獎入選，獲教育部奮發向上獎 

▲桃園縣 103學年度國中小網路競賽 

  吳瑾柔國中繪圖組(自由軟體組)第三名 



  劉柏芸國中查資料組(自由軟體組)第三名 

劉玫伽國中繪圖組(一般組)佳作 

  詹麒弘國中繪圖組(一般組)佳作 

  廖怡安國中繪圖組(一般組)佳作 

▲桃園縣 10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蔡岳廷書法類佳作、詹麒弘西畫類佳作 

▲桃園市 103年度人間福報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徐煜倫八年級組第三名 凌晏農八年級組佳作 黃郁翔七年級組佳作 

102學年度學生得獎紀錄 

▲許凱捷桃園縣自然科學奧林匹亞決賽銀牌獎 

▲黃于真第 38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國中二年級組三等獎 

▲趙少緯 38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國中二年級四等獎 

▲陳沚沄第一屆笑傲學林全國國語文競試全國第三名 

▲淩晏農桃園縣 102學年度語文競賽國語演說北區第三名 

▲桃園縣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陳彥霖平面設計類第二名  陳彥霖漫畫類第三名 

  蔡岳廷書法類第三名      陳子娟漫畫類佳作 

  曾佩瑩漫畫類佳作        陳采璘書法類佳作 

▲102年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劉柏希第一級亞軍  陳婕妤第九級亞軍  李偉麟第十級亞軍 

▲102年全國角力錦標賽 

  李偉麟國中男子組第十級冠軍  李毅恆國中男子組第八級亞軍 

  劉柏希國中男子組第二級季軍 

▲102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林永晉國中男子組第四級季軍  李卉芯國中女子組第一級季軍 

▲桃園縣 102學年度電腦網路競賽 

  陳沛瑜網路查資料第一名  廖怡安網路繪圖第三名 

  詹麒弘網路繪圖佳作 

▲桃園縣 102學年技藝競賽 

  黃博昇電機電子科佳作  吳念盈餐飲科飲調組佳作 

▲桃園縣第七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徐煜倫國中八年級組第二名  張嘉玲國中八年級組佳作 

  凌晏農國中八年級組佳作    陳沚沄國中九年級組佳作 



101學年度學生得獎紀錄 

▲凌采薇 101年度桃園縣語文競賽北區國中組國語演說第一名 

▲陳沚沄 101年度桃園縣語文競賽北區國中組國語朗讀第一名 

▲林玟均第 17屆全國聽覺障礙國語文競賽北區國中作文組第三名 

▲桃園縣 101學年度國中學生音樂比賽  

  吳若昀小號獨奏優等  林榆珮長笛獨奏甲等 

  嚴翊瑄直笛獨奏甲等  徐瑋辰長笛獨奏甲等 

  邱俊睿鋼琴獨奏甲等  林子傑小號獨奏甲等 

  陳星妤木琴獨奏甲等  于安亭鋼琴獨奏甲等  

▲黃山峰全國第 36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四等獎 

▲林子祺數學奧林匹亞競賽銀牌獎 

▲桃園縣 101學年度網路競賽 

  陳沚沄簡報比賽第三名  王吟姍網路繪圖佳作 

  劉玫迦網路繪圖佳作    鄭卉芸網路查資料佳作 

▲桃園縣 101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王吟姍漫畫類特優  曾佩瑩水墨畫類優等 

  曾佩瑩漫畫類甲等  涂華倩平面設計類甲等 

▲101年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梁瑞雲第七級冠軍  彭立榮第五級亞軍 

  連騏勳第一級亞軍  王龍騰第七級季軍 

  鄭沂靜第六級季軍  金  柔第二級季軍 

  林宜蓁第三級季軍  陳婕妤第九級季軍 

▲101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彭立榮第六級冠軍  張  琳第三級冠軍 

連騏勳第二級亞軍  黃子芯第四級季軍 

教師得獎紀錄 

▲陳俞琇老師 108年桃園市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林琪皓、任美菊老師 108年度桃園市優質代理教師 

▲楊惠雯主任 107年桃園市師鐸獎 

▲張明山主任 107年桃園市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劉庭瑋、林雅莉老師 107年度桃園市優質代理教師 

▲郭鐘慧護理師 107年度桃園市優秀護理人員 



▲張明山主任 107年度 12年國教優質體育教材甄選第三名 

▲張慧珍主任 106年度桃園師鐸獎 

▲楊惠雯主任 106年度桃園市特殊優良教師 

▲塗俊偉 106年度桃園市特殊優良教師 

▲張淑惠老師 105年度桃園市特殊優良教師 

▲陳世偵主任 104年度桃園市特殊優良教師 

▲倪同娟老師 104學年度桃園市英語繪本及學習單設計比賽優等 

▲劉彥筠老師 104學年度桃園市性教育教案設計比賽佳作 

▲張慧珍主任 103年度桃園縣特殊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徐淑真老師 103年度桃園縣特殊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蔡洺岑老師 103年度桃園縣杏壇新星獎 

▲蕭雅文老師 103年度全國教師創新教學媒體競賽優等 

▲楊惠雯主任、楊力親老師 103年桃園縣國中英語閱讀學習單設計佳作 

▲張慧珍主任桃園縣 102年度特殊優良教師 

▲詹彥儀老師桃園縣 102學年度杏壇新星優等獎 

▲蔡洺岑老師桃園縣 10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觀摩優等 

▲呂佳桑組長 101學年度教育部友善校園績優人員 

▲林宛瑜組長 101學年度教育部友善校園績優人員 

▲林宛瑜、毛宇同老師桃園縣 101年度兒童少年保護親子學習創意教案性侵害犯 

  罪防治教育類佳作 

 

 

 

▲劉彥筠組長 106年度桃園市杏壇新星獎 

▲劉彥筠老師 106年度桃園市語文競賽字音字形組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