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景興國民中學 102學年度師生校外競賽獲獎名單 

壹、學校獲獎紀錄： 

一、本校參加臺北市第 14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比賽榮獲國中團體組第 9名。 

二、本校參加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家政活動」學藝競賽團體組第 3名。 

貳、教師參與校外競賽獲獎榮譽榜 

姓名 項目 獎項 主題 

江怡旻、徐安誼、

葉爾雅、藍悅慈、

廖政聖、李進春 

臺北市第 14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特優 

海洋教育融入國中家政課程

成效初探—以景興國中為例 

蕭千金、呂彥達、

陳萱蔓 

臺北市第 14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佳作 

國中國文科年級教師運用

「提問策略」教學之研究─

以「謝天」一文為例 

徐伃瑩、趙怡鈴、

蔡佩穎、袁筱梅 

臺北市第 14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佳作 

品格教育融入歷史教學─以

「清領時期的分類械鬥」為

例經驗分享 

江怡旻、徐安誼 
臺北市第 14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佳作 在餐桌上守護海洋 

呂彥達 
臺北市第 14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佳作 

六個「詩」「考」角─以新詩

的創作原點出發 

葉爾雅 
臺北市 102 年語文競賽教師組競賽閩南

語組演說 
第 2名  

參、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獲獎榮譽榜 

班級 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指導老師 

910 陳暐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原

住民族語朗讀 
南區魯凱族語朗讀第 1名 周芊伶 

910 巴唐哲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原

住民族語朗讀 
南區魯凱族語朗讀第 2名 朱美銀 

809 朱彥旻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客

家語演說 
南區佳作 孫美文 

807 葉建緯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客

家語朗讀 
南區佳作 孫美文 

802 孫譽瑄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閩

南語演說 
南區佳作 蕭奕秋 

816 陳偲翎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

語類寫字組 
南區第 1名 傅春益 

803 陳妍中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

語類作文組 
南區第 1名 蕭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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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李曜如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

語類朗讀組 
南區第 4名 蕭千金 

808 彭沛鈞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

語類寫字組 
南區佳作 傅春益 

915 何映萱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

語類字音字形組 
南區佳作 張靜怡 

909 周世恂 
臺北市 102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

語類演說組 
南區佳作  

808 彭沛鈞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南區第 2名 徐明信 

816 陳偲翎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南區第 2名 任永新 

806 趙事柔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南區佳作 徐明信 

714 周庭瑋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南區佳作 李雨樵 

803 賴怡蓁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西畫類 南區佳作 徐明信 

910 劉允薇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南區佳作 王彩妙 

910 姜品君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 南區第 2名 王彩妙 

815 張景翔 臺北市 102學年度高國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 第 4名 張淳雅 

803 陳妍中 全國 102年語文競賽國中學生組作文項目 第 1名 蕭千金 

816 陳偲翎 全國 102年語文競賽國中學生組寫字項目 第 5名 傅春益 

903 高詩雅 
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家政活

動」學藝競賽個人組 
第 1名 江怡旻 

903 
高詩雅 

唐于皓 

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家政活

動」學藝競賽團體組 
第 3名 江怡旻 

901 李曜如 
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詩歌朗誦

比賽國中個人組 
二等獎 蕭千金 

901 張芷榕 
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詩歌朗誦

比賽國中個人組 
配樂獎 蕭千金 

910 姜品君 
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國中普

通班組 
入選 王彩妙 

804 林聖傑 

教育部 102學年度「衛星影像融入國中小學

社會學習領域應用與推廣(學生組)『判讀衛

星影像說故事比賽』」 

優等 
李鳳華 

蔡麗蓉 

804 蘇韋中 

教育部 102學年度「衛星影像融入國中小學

社會學習領域應用與推廣(學生組)『判讀衛

星影像說故事比賽』」 

優等 
李鳳華 

蔡麗蓉 

肆、學生參與校外競賽獲獎榮譽榜 

班級 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910 陳暐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原住民族語朗讀類 
南區魯凱族語 

朗讀第 1名 



910 巴唐哲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原住民族語朗讀類 
南區魯凱族語 

朗讀第 2名 

912 許鉦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原住民族語朗讀類 
南區阿美族語 

朗讀第 2名 

809 朱彥旻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客家語演說 南區佳作 

807 葉建緯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客家語朗讀 南區佳作 

802 孫譽瑄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閩南語演說 南區佳作 

816 陳偲翎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寫字組 南區第 1名 

803 陳妍中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作文組 南區第 1名 

901 李曜如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朗讀組 南區第 4名 

808 彭沛鈞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寫字組 南區佳作 

915 何映萱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字音字形組 南區佳作 

909 周世恂 臺北市 102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演說組 南區佳作 

808 彭沛鈞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南區第 2名 

816 陳偲翎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南區第 2名 

806 趙事柔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南區佳作 

714 周庭瑋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 南區佳作 

803 賴怡蓁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西畫類 南區佳作 

910 劉允薇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南區佳作 

910 姜品君 臺北市 10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 南區第 2名 

804 林聖傑 晉級「第九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全國決賽  

815 張景翔 臺北市 102學年度高國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 第 4名 

803 陳妍中 全國 102年語文競賽國中學生組作文項目 第 1名 

816 陳偲翎 全國 102年語文競賽國中學生組寫字項目 第 5名 

903 高詩雅 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家政活動」學藝競賽個人組 第 1名 

903 
高詩雅 

唐于皓 
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家政活動」學藝競賽團體組 第 3名 

901 李曜如 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詩歌朗誦比賽國中個人組 二等獎 

901 張芷榕 臺北市 102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詩歌朗誦比賽國中個人組 配樂獎 

910 姜品君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國中普通班組 入選 

804 林聖傑 
教育部 102學年度「衛星影像融入國中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應用與

推廣(學生組)『判讀衛星影像說故事比賽』」 
優等 

804 蘇韋中 
教育部 102學年度「衛星影像融入國中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應用與

推廣(學生組)『判讀衛星影像說故事比賽』」 
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