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每月大事記(12月) 

♥活動行事曆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主辦處室 

2016/12/1 四 08:00-10：10 各班教室 美國老師到校說感恩節故事 教務處 

2016/12/3 六 09:00 第一會議室 國語命題與審提技巧工作坊 教務處 

2016/12/3.4 六 11:00 秀山國小 教師組羽球錦標賽 學務處 

2016/12/5 一 上午 秀山國小 學生組羽球錦標賽 學務處 

2016/12/8.9 四、五 08:00 苗栗同光國小 苗栗同光國小城鄉交流 教務處 

2016/12/9 五 14:00 第一會議室 補救教學暨課後班訪視 教務處 

2016/12/9 五 14:00 頂溪講堂 特教輔導團訪視 輔導處 

2016/12/10 六 上午 
三重重新棒球

場 

第 12屆台灣慢壘之父－陳河東先生紀念盃

全國慢速壘球/Teeball錦標賽 
學務處 

2016/12/13 二 全日 
板橋第一運動

場 

新北市雙和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暨中小學

班際接力賽 
學務處 

2016/12/14 三 7：50～9：30 各班教室 閱讀寫作競賽 教務處 

2016/12/15 四 9：30～10：10 第一會議室 市級英語公開授課 教務處 

2016/12/19 一 9：30～10：10   視聽教室 生命教育宣導-GUJI GUJI故事媽媽戲劇 輔導處 

2016/12/20 二 8：00～8：40     操場 聖誕歡樂送抽獎活動 輔導處 

2016/12/20 二 9：30～12：00 大禮堂 彩虹媽媽聖誕感恩音樂劇 輔導處 

2016/12/21 三 13：00～16：00 各比賽場地 全校語文競賽 教務處 

2016/12/23 五 7：50-8：30 視聽教室 唐美雲歌仔戲到校表演（五年級場） 學務處 

2016/12/27 二 上午 中和光復國小 雙和區躲避球賽 學務處 

2016/12/29 四 7：50-8：30 視聽教室 唐美雲歌仔戲到校表演（六年級場） 學務處 

2016/12/29 四 10:30 頂溪講堂 106年度特教班教師助理員甄選 輔導處 

2016/12/30 五 8:40-10:10 視聽教室 中年級性平講座 輔導處 

 

♥重要事項：二期校舍工程進度 

1. 建築工程初驗已改善完成，安排 106年 1月 16、17日進行正式驗收。 

2. 水電工程校內初驗複驗進行中。 

3. 使用執照申請，目前進行竣工查證各項缺失改善中。 

♥榮 譽 榜 

◎ 團隊優良表現 

團隊名稱 指導老師 代表班級/學生 得獎事蹟 

五、六年級

躲避球聯隊 

林羿君老師、何冠論

老師、楊善文老師 

五、六年級躲避

球聯隊 

新北市 105學年度雙和分區國民小學躲避球錦標

賽女子組亞軍，晉級市賽。 

田徑隊 
林羿君老師、何冠論

老師、楊善文老師 

李宜珈、林采

儀、黃品淳、陳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

抗賽-乙組女生 4*100公尺接力第四名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25458404519383/?ref=1&action_history=%5B%7B%22surface%22%3A%22permalink%22%2C%22mechanism%22%3A%22surface%22%2C%22extra_data%22%3A%5B%5D%7D%5D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25458404519383/?ref=1&action_history=%5B%7B%22surface%22%3A%22permalink%22%2C%22mechanism%22%3A%22surface%22%2C%22extra_data%22%3A%5B%5D%7D%5D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25458404519383/?ref=1&action_history=%5B%7B%22surface%22%3A%22permalink%22%2C%22mechanism%22%3A%22surface%22%2C%22extra_data%22%3A%5B%5D%7D%5D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25458404519383/?ref=1&action_history=%5B%7B%22surface%22%3A%22permalink%22%2C%22mechanism%22%3A%22surface%22%2C%22extra_data%22%3A%5B%5D%7D%5D


芊穎 

◎ 學生優良表現 

學生姓名 班級 得獎事蹟 

游靜庭 602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抗賽-乙組女生壘球擲遠

第一名、女生推鉛球第三名 

曹翊辰 605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抗賽-乙組男生推鉛球第

二名 

林采儀 605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抗賽-乙組女生 60公尺第

三名、女生跳遠第四名 

李宜珈 602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抗賽-乙組女生 100公尺

第五名、女生 100公尺第六名 

劉芳妤 502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抗賽-乙組女生 60公尺第

五名 

黃品淳 602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抗賽-乙組女生跳高第六

名 

蘇約瑟 603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抗賽-乙組男生推鉛球第

六名 

林于瑄 602 
新北市雙和分區 105學年度國民小六年級田徑對抗賽-乙組女生推鉛球第

六名、女生壘球擲遠第六名 

◎105高年級專題製作比賽成績 

班級 學生姓名 成績 

504 林士軒 沈錫軍 第一名 

505 申奕謙 李昀昊 第二名 

504 林宥宏 蔡俊彥 第三名 

601 王君又 劉冠廷 第一名 

605 禚怡彩 劉家怡 第二名 

605 陳卉佳 謝采均 第三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字音字形組 

 

班別 學生姓名 名  次 

303 林嘉莉 第一名 

303 宋渝平 第二名 

302 洪軾洋 第三名 

404 林彥均 第一名 

403 傅恩奇 第二名 

402 朱以恩 第三名 



501  劉羿夆 第一名 

505  黃履中 第二名 

505 廖冠儒 第三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作文組 

班別 學生姓名 名  次 

302 陳柔安 第一名 

303 張舒涵 第二名 

301 管思緣 第三名 

403 許一晴 第一名 

404 姜家禾 第二名 

401 張昕愛 第三名 

504 蔡欣庭 第一名 

504 黃寘淳 第二名 

503 魏栩瑩 第三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寫字組 

班別 姓名 名次 

303 汪奕甫 第一名 

301 王品琁 第二名 

302 王子昂 第三名 

404 曾歆蓉 第一名 

402 鄭芷忻 第二名 

401 李若菲 第三名 

503 陳佳妤 第一名 

504 馮治仁 第二名 

502 李映妤 第三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國語演說組 

班別 姓名 名次 

303 徐心妙 第一名 

304 蘇毓倫 第二名 

302 田富安 第三名 

402 楊家靚 第一名 

404 趙昕妍 第二名 

403 陳蔚亭 第三名 

503 李婗 第一名 

501 梁宏睿 第二名 



503 曾品瑜 第三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閩南語演說組 

班別 姓名 名次 

303 羅淮立 第一名 

304 張盛亞 第二名 

302 陳享昀 第三名 

402 毛騏生 第一名 

402 劉懿萱 第二名 

401 王若珊 第三名 

504 黃立瑜 第一名 

502 蕭唐叡 第二名 

501 藍毓辰 第三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客語演說組 

 班別 姓名 名次 

303 鄭履心 第一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組 

班別 學生姓名 名  次 

304 郟子淵 第一名 

303 劉欣諭 第二名 

303 閔湘云 第三名 

401 陳勁安 第一名 

403 劉品辰 第二名 

402 李晉宇 第三名 

502 許俊笙 第一名 

503 鄭紘焱 第二名 

504 林士軒 第三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閩南語語朗讀組 

班別 學生姓名 名  次 

304 夏康祐 第一名 

303 史松霖 第二名 

304 黃姿晴 第三名 

403 羅展元 第一名 

401 蘇巧忻 第二名 



402 康怡倫 第三名 

501 黃立瑩 第一名 

502 方彥婷 第二名 

501 林子皓 第三名 

 

 

◎105學年度語文競賽  客語朗讀組 

班別 學生姓名 名  次 

302 沈妤婕 第一名 

402 范欣渝 第一名 

403 廖宣晴 第二名 

 

◎榮獲本校榮譽兒童獎勵 

班級 學生姓名 

602 李宜珈 

403 許一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