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家長的一封信      張俊峰校長

鶯歌國中是鶯歌地區最具指標性的學校，這些年來由於鶯中師生努力不懈，

所以造就了鶯中畢業生成為國家各界人才，在政治、教育、科學、音樂、美術…

皆有傑出表現。校長到本校服務已滿 4年，發現鶯歌國中一直被鶯歌人視為「自

己的學校」，這種帶有在地深厚的情感，讓校長覺得十分感動。 

感謝歷屆校長及全體教職員工辛苦努力地耕耘這塊福田。謝謝歷屆家長會長、

志工賢達，出錢出力、無怨無悔地奉獻，才讓鶯歌國中在升學方面屢創佳績，也

讓孩子們可以在這進德修業、安心求學，且找到自己天賦的所在。透過親師生共

同努力，孩子們在語文、體育、美術、音樂、科學競賽…獲獎無數，校長認為國

中生除了精進課業外，還要習得「一人一藝」，如此才足以豐富自己未來的人生。 

歸納這幾年的努力，大致分為以下幾點，讓家長們可以深入了解，更是希望

可以透過「親師合作」來協助孩子們成長、鶯中進步： 

一、養成「好品格」：唯有好品格才能打造自己亮麗的未來。21世紀企業用人唯

德是用，能力可以再練，品格決定一切，所以學校發展「心寧靜」運動讓孩

子上課前靜心 1分鐘、有禮貌運動、設立童軍團，並在今年建設「三鶯區童

軍活動中心」發展童軍體驗活動。 

二、重視「閱讀理解力」：近年來閱讀素養已成為考試趨向，國中教育會考與大

學入學題目長度與題型不斷創新，傳統解題方式已不敷所需，閱讀理解已成

各科高分基礎，所以我們改造圖書館、增加每班書櫃藏書量，安排每周 1

節閱讀指導課程、早自習晨間共讀、成立閱讀教師專業社群，讓孩子有目的

的練習閱讀，進而增加孩子閱讀的質與量。 

三、發展「環保校園」：環境保育是世界目前共同的重要議題。因此，本校發展

魚菜共生、可食地景、落葉堆肥、屋頂菜園、資源回收、減塑，而在今年已

獲得新北市國中特優殊榮，希望未來透過師生們再接再厲且更上層樓。 

四、建立「運動樂活校園」：鶯歌國中運動風氣十分盛行，歷年來在運動校隊帶

動下、多元運動社團、武術舞龍舞獅、發展班際慢跑樂活、七年級拔河賽、

八年級籃球賽、九年級排球賽，這兩年還完成迎曦廣場(風雨操場)、設置室

外排球場、發展拔河校隊與籃網球(Net Ball)校隊，要讓鶯中的孩子有強健

的體魄面對未來的發展。 

五、成就「安心就學校園」：完成建物安檢及老舊教室補強、全校低壓電力系統

更新、兒童遊戲器材也將於今年更新完畢，同時規劃食農教育、學校營養午



餐採四章一 Q安全食材，讓孩子吃得健康且家長放心，此外，完善的導護制

度、防災校園的建置、中低收入戶「夜光天使」完善的照顧，目的皆在於讓

孩子安心求學。 

六、提升「全球觀文化理解力」：本學年美籍教師 Mr.Ryan將加入英語教學團隊。

暑假有兩位英聽助教 Becca&Raul受到全校同學喜愛，每年 Easy Leap暑期

生活營、運動校隊國外移地比賽與訓練、英語情境教室設置完成、計畫締結

外國姊妹校完成學生交流互訪計畫，讓鶯中的孩子不用出國也享有國際視

野。 

七、營造「藝術美學校園」：一進校園映入眼簾的是「少年陶神」裝置藝術，全

校處處有「李梅樹巡迴展」境教、處處有藝術陶瓷拚貼、文藝陶藝作品展示

及藝文角落、讀書閱讀角等設置，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環境來形塑孩子的美感

藝術，增加鶯中孩子們的文藝氣質。 

八、發展「新北市職業試探中心」：我們是新北市第 2所「職業試探中心」，所以

學校更新陶藝設計教室、建設鶯中進來窯及窯烤 PIZZA庭園、農業類食品家

政及禮儀教室。今年更建置全新拉坯教室，深耕傳統工藝，也發展金工等新

方向，讓孩子透過多元試探找尋自己未來的路。 

九、學教翻轉「精緻教學」：成為學習共同體學校，落實說課、觀課與議課、發

展各領域教師專業社群、發展跨領域「魚蚓菜專業社群」、imaker自造教育

社群。積極參加專業成長學校計畫、參加新北市科展、落實學習輔導與補救

教學，主要目的在於提升鶯中教師的教學品質，達到「拔尖扶弱」、「將每一

個孩子都帶上來」的成效，而絕非僅僅是個口號。 

十、預計建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為推動「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

學」教育取向的課程教學，於 107年建設 2間「生活科技教室」發展木工、

金工教育，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發展「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預計於 108

年完工，並且發展自造教育中心課程，以及多功能科技工坊、機電整合教室，

與 108新課綱達到無縫接軌。 

現今的國中教育已經跟傳統想像大為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

觀念備受挑戰。學校以開放的胸襟與務實的腳步，正努力讓我們鶯中的學子發展

天賦、探索興趣、迎接未來挑戰。最後，期勉家長與學校一同攜手努力，讓鶯中

與孩子們更上層樓，讓親師生以身為「鶯中人」為榮！ 



家長日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項目 

16:45~18:15 佈置各班教室 

18:15~18:30 家長簽到 

18:30~19:20 導師: 

1.校務行事曆及各項宣導說明

2.班級經營介紹與班務討論

(含選舉班親代表、家長代表)

19:20~19:40 
任課教師教學計畫說明 

（每班以三位教師為原則） 

19:40~20:40 

七、八年級 親師諮詢 

九年級  

108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說明會 

(地點：活動中心)  

20:40~21:00 問題與討論 

21:00~ 賦歸 

活動資料手冊目錄 

給家長的一封信………………………………………………P0 

壹、 學校概況…………………………………………P1 

貳、 學校行政報告…………………………………P2-6 

參、 學校行事曆…………………………………P7 - 8 

肆、 行政人員及聯絡電話……………………………P9 

伍、 適性輔導專輯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生涯檔案介紹 )…P10 

陸、 多元入學管道介紹…………………… P 1 1 - 1 4 

柒、 家庭教育宣導……………………………P1 5 - 1 9 

捌、 衛 教 宣 導 … … … … … … … … … … … … … P 2 0 

拾、榮譽榜……………………………………P 2 1 - 2 4 

拾壹、多元入學榜單……………………………P25-26 





壹、 學校概況 
一、學校願景 

（一）總願景：有鶯其領，萬邦之屏。 

（二）具體圖像：穩定中進步，溫馨中學習，書香繫陶情，優質滿園林。 

   （三）願景指標：快樂、健康、活潑、學習、和諧、進步。 

二、班級學生數 

（一）普通班：7年級：19班 515人 

（一）普通班：8年級：19班 504人 

（一）普通班：9年級：20班 568人 

（二）特教班：1班 9人 

（三）幼稚園：2班 56人 

（四）補  校：3班 60人 

（四）合  計：64班 1712人       

三、校徽 

 

 

 

 

   主體圖型是一個雙 V圖騰代表鶯歌鳥的變形圖，由大小兩隻鳥的翅膀重

疊出另一隻鳥，三隻鳥象徵 7、8、9年級的學生，在民主的環境中成長，

自由自在地飛翔，朝向光芒四射的前程邁進。此三 V形狀，也象徵自由、

超越、進步、勝利。 

四、校旗 

 

 

 

 

 

 

 

 

以斜體的「鶯中」結合校徽圖形，代表本校具有積極向前的動力。搭配

飛鳥狀的陶甕形象，向上帶領鶯中在地的傳統精神；師生共同揮灑如彩

虹般榮耀又亮麗的新未來！本校旗係 100年 5月由學生蕭郁勳設計，林

振洋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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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行政報告 
一、感謝各位家長對學校的支持、信任、協助。以學生為中心是學校最高原則，學校將以優

質貼心的團隊，專業認真堅強的師資陣容，結合校內外資源，營造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

為目標，繼續努力！ 

二、感謝各位家長參與本日活動，若有任何建議請於各班反應，無法立即回覆之問題請加以

記錄，我們會請相關處室儘速處理並公佈本校網站。 

（鶯歌國中首頁：http://www.ykjhs.ntpc.edu.tw/） 

三、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本學期三次段考日期： 

  (1)第 1次：10/16-10/17 (2)第 2次：11/29-11/30 (3)第 3次：108/1/16-1/17  

2.本學期九年級複習考日期： 

  (1)9/4-9/5（第 1-2冊）  (2)12/21-12/22（第 1-4冊） 

3.本學期第八堂課後輔導：106/9/10（一）至 107/1/11(五)止。 

4.三鶯區國語文競賽於 9月 19日(三)假三多國中辦理，希望老師及家長給予選手鼓勵嘉勉，

期待成績更加進步。本學年度校內國語文競賽於將於 12月舉行，請有興趣、有實力的同

學積極爭取各項參賽機會。 

5.為即早因應 108學年度升學制度，針對學生及家長辦理各項十二年國教升學宣導，請老師、

學生及家長踴躍參加。如有最新升學消息，隨時通知導師及學生，並同時公告校網首頁。 

6.本學年將持續推動閱讀運動，內容包羅萬象，期待親子共同參與相關活動，提升閱讀素

養與實力。更期待有更多的圖書志工與閱讀志工加入推廣閱讀運動的行列。 

7.本學年有外籍老師 Mr.Ryne 加入鶯中的教育團隊，鼓勵孩子可以多和外師對話，以提升英

語的聽說能力。 

 

 (二)學務處 

1.重要行事 

 (1)校外教學：107(上)9年級校外教學預計 10/24-26日，8 年級校外教學預計 9/20-21日，

7年級校外教學預計 108年 4月中旬。 

 (2)校慶運動會：11月 16日 72週年校慶運動會暨無塑公益園遊會，7、8、9年級個人競賽

及大隊接力於第 1次段考後舉辦。 

 (3)請持續鼓勵學生多喝水、吃蔬果、做運動，並加強宣導「學校及家長應避免以高鹽、高

油脂及含糖飲料食物作為鼓勵學生之行為，以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 

2.服務學習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的服務學習是從 107年 8/1日開始計算至 108年 1/31日止。請家長能

多參閱校網服務學習專區，協助同學完成每 1學期至少 6小時服務學習課程。 

3.校園安全管理 

(1)當日遲到違規學生於中午 12:20在內集合場點名，等候生活教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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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入校園攜帶手機注意事項如下: 

(1)為提升學生學習環境品質，目前學生攜帶手機到校須經學務處申請通過後，方可攜帶到

校，並給予攜帶同學一人一個保護套套裝保護手機，由全班統一收齊並置放於班級行動

電話專用保管櫃統一保管，如手機有相關損壞，學校不負任何賠償之責任，請家長斟酌

學生攜帶手機到校之必要性。 

(2)校園內門口穿堂有 1支公共電話，此外學生若有緊急事件需與家長聯絡，學務處亦提供

電話予學生隨時使用。上課期間家長臨時有事需要聯絡同學時，請一律打電話到學務處

（26701461分機 240、241）或導師辦公室，學務處人員會知會導師或直接通知同學。 

5.交通安全相關事項 

(1)學校前門延伸為走路上學區，汽、機車請勿停留校門口，本學期起宣導車輛接送請由建

國路後門接送，避免前門交通阻礙並危及學生安全。 

(2)請家長協助加強學生交通安全常識，騎乘腳踏車或機車一律戴安全帽，上放學請走行人

專用道並注意燈號，切勿走上車道，馬路如虎口，行人靠邊走。 

(3)教育部統計學生死亡車禍大多主因是無照駕駛所導致，請家長平時多留意學生行為，避

免讓學生無照騎乘機車。 

6.其他 

(1)儀容(男生、女生)：依「新北市學生髮式輔導注意要點」，學生髮式以「自然、整潔、健

康」、「不燙、不染、不怪異」頭髮為輔導原則。不戴項鍊、手環、耳環、舌環、戒指、

有色或瞳孔放大之隱形眼鏡，不化妝，不畫眉，不塗指甲油。 
(2)早上 7點前校園內仍人煙稀少，請家長提醒並留意孩子不要太早到校，易發生危險(請於

早上 7:00~7:30再到校)。 

7.學生行為相關事項 

(1)依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網咖條例）第五條、經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

規定：第一款、未滿 18歲之人禁止進入。第八條、違反第五條第一款或第四款規定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2)依菸害防制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菸，爰依同法第 28條規定，應接

受戒菸教育。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至 1萬元以

下罰鍰。 

(3)依菸害防制法第 15條第 1項或第 16條第 1項於禁菸場所(含學校)吸菸，依同法第 31

條第 1項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至 1萬元以下罰鍰。 

(4)請家長協助教育孩子言行及身體界線，如有霸凌事件發生經確認後，依校規進行懲處並

要求一律參加霸凌輔導班，提升學生對於法律相關知識的了解、倫理道德觀的加強教

育、並藉由體能活動促進體力的宣洩，發揮愛心進行愛校服務，藉此改善學生不良行為

並做後續追蹤，如再犯確認移請新北市少年隊處理。 

 

（三）輔導處 

1.本學年度各年級生涯發展教育活動如下： 

年段 內容 時間 

7年級 職業面面觀活動  上學期 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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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級 
專業群科參訪活動：分批前往社區高職參訪體驗 下學期 4月 

技藝教育課程宣導與遴選 下學期 4-5月 

9年級 

技藝教育課程實施 全學年 

技職教育宣導暨參訪學習活動 上學期 10月 

新北市高中職博覽會 上學期 12月 

高中職抽離式說明會(含建教合作班/實用技能班) 下學期 2月 

全年級 

心理測驗實施 上學期 10-11月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及生涯檔案建置 全學年 

職業類科展演 上學期 12/19 

技職宣講 上學期 12/26 

2. 7年級職業面面觀活動：為了讓學生有機會對各行各業有進一步的了解，請 7年級各班推

薦班親委員 1至 2位擔任主講人入班介紹職業甘苦談。 

3. 9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在 9/12（三）開始上課，9/7(五)午休集合全體學生進行說明會。 

4.新北市高中職博覽會由教育局主辦，參加設攤之學校相當多元且完整，包含新北市所有公

私立高中職及技專院校，預計將於 12月舉辦，詳細時間地點請家長留意學校發放之調查

表，歡迎家長踴躍前往參加。 

5.為了幫助學生適性入學，請家長協助督導學生「生涯紀錄手冊」及「生涯檔案」之填寫與

製作(請參考 P.10適性輔導專輯)。 

6. 11月 2日(五)18:00-21:00辦理親職講座，邀請校長擔任主講人。邀請函將於 10月中發

放，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7.本校網路首頁(左欄)設有家庭教育網頁專區，內有家庭教育相關資源、訊息公告，歡迎家

長閱讀、參與活動。 

8.本校暫時收養一隻兩歲左右的黃色米克斯狗，詳細認養訊息公告在本校首頁最新消息的上

方，歡迎有意願收養的家庭與輔導處王薇雅老師聯繫(26701461#238)，可先到校看狗培養

感情。 

  

 

（四） 總務處 

1.校園發展整體規劃 

(1)改善學校教學環境，打造一個優質的教育環境，讓孩子能快樂學習與成長。 

2.辦理校舍耐震補強工程、各項修繕或整建工程事項提醒與說明 

(1)校舍耐震補強工程為全面提升校舍耐震能力，並改善校園設施，達到保障校園安全目

標。 

(2)規劃修繕或整建工程以改善學校教學環境，打造一個優質的教育環境。 

(3)學校工程進行加強安全管理措施及安全宣導與督導，亦請大家配合，若有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4)施工期間安全管理措施： 

a.施工區與教學區安排：本校空間安排採施工區與教學區完全隔離方式，嚴格管制施

工人員以外人員進入施工區。 

b.施工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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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施工圍籬、警示帶禁止學生（或民眾）進入或誤闖工地；利用集會、布告欄、

網路等公告明示施工範圍和宣導安全注意事項。 

(b)請施工單位加強工地安全管理，並建立雙方之聯絡管道，若有學生和社區民眾誤

闖工地，立即處理之。 

3.校舍整修方面 

(1)106學年度已完成改善之重要工程及設備更新： 

a.新明樓耐震補強工程。 

b.停車場地坪整修工程。 

c.新北市 106年度生活科技前瞻領航計畫，建置多功能科技工坊（生活科技教室、金

工設計教室）。 

d.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第三期工程--拉坯教室。 

e.校園樹木褐根病整治工程。 

f.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計畫（活動中心廣播視聽設備更新） 。 

g.校園教學環境減熱實驗計畫（屋頂噴霧降溫計畫—樂道樓、至善樓、自強樓、新明

樓）。 

h.校園藝術情境營造實施計畫（少年陶神）。 

i.技藝教育充實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家政教室烤箱、發酵箱…）。 

j.107年度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計畫（特教學生、體育活動課程及運動團隊社團教學環

境設施設備器材）。 

k.悅陽樓、至善樓耐震補強工程。 

(2)規劃及進行中之重要工程： 

a.進行中 

(a)校園教學環境減熱第二期計畫（屋頂噴霧降溫計畫—國教樓、明德樓、力行樓、

悅陽樓），施工中。 

(b)理化實驗室整修工程，施工中。 

(c)三鶯區童軍營地建置計畫，經費調整報教育部核定中，核定後上網招標。 

(d)新北市 107年度生活科技前瞻領航計畫，增置生活科技教室、機電整合教室，委

請建築師細部設計中，細設完成後辦理招標發包。 

(e)力行樓耐震補強工程，已完成細部設計及預算書圖審查，預定 107年年底上網招

標，108年暑期施工。 

b.目前規劃及爭取經費中 

(a)新北市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鶯歌國中中心計畫，檢送計畫、經費概算爭取經費

補助中。 

(b)新北市 107年度公立國中九年級教室冷氣裝設補助計畫，檢送計畫、經費概算

爭取經費補助中。 

4.安全及環境教育推廣方面 

(1)落實校園安全管理、維護學生安全，請家長配合警衛門禁管制，訪客登記進入校園。 

(2)持續推動低碳校園生活，養成節約能源的好習慣；培養學生愛惜公物，建立良好傳統

美德。 

5.學生公物保管責任制度 

(1)學生課桌椅、教室內公物由總務處統一造冊列管，請各班導師分配、督導及定期檢查。 

(2)每學期開學，由各班導師督導學生，對教室內之公物詳細檢查，發現不完備者，即請

登載詳列明細後交總務處補充。 

(3)加強公物毀損維修效能，若同學發現公物損壞請立即至總務處登記維修。 

(4)推動學生愛惜公物，養成學生愛物惜物之習慣，總務處每學期初均會做公務清點，期

末做公物盤點；凡惡意或蓄意破壞公物者，通知家長及校規處分外並需負責修繕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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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園開放時間 

項    目 校園開放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課時間 上午 6：00至 7：00 

星期六 7：00至 17：00 

寒暑假 
無輔導課 6：00至 17：00 

上輔導課 上午 6:00至 7:00；下午 12:00至 17:00 

夜間 不開放 

●學校舉辦/承辦重大活動：暫停開放 

●門禁管制措施：上課期間，訪客請至警衛室登記。 

6.學生各項費用繳費方式 

繳費總纇 繳費期限 繳費方式/地點 備註 

代收代辦註冊費及第八節

課後輔導費 
每學期初 ●鶯歌農會（免手續費） 

●台銀各分行（手續費 6元） 

●統一超商、全家、萊爾富、OK超商

（以上手續費 6元） 

●ATM轉帳（手續費視各家銀訂定） 

 

 

繳費後第

二繳交導

師彙整 
寒暑假學藝活動費 每學期末 

學生午餐費 每月月初 

各年級校外教學（七年級 1

日、八年級 2日（隔宿）、

九年級 3日）  

依規定日期 

九年級畢業紀念冊 依規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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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行事曆 
                                                             1070629校務會議通過                                        

月 

份 

   星 
  期 

 
 
週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     要    活    動 
學 校 行 事 

學    生   教   師 

九 

月 

 

預備週 19 20 21 22 23 24 25 

＊8/23新生訓練((全天，中午供餐(費用併入 8-9

月午餐費用計算)) 

◇新生訓練七年級新生發放學生輔導資料 A表填 

  寫、家庭狀況調查 

＊8/24全校返校日-領取教科書 

 
 

一 26 27 28 29 30 31 9/1 

◇8/26祖父母節 

◆8/27、28、29暑假備課日 
＊8/27(上午)CPR+AED研習 
      (下午)特教知能研習(3)--(暫定) 
＊8/28(上午)多元評量與差異化教學(3)--(暫定) 
      (下午)性平教育研習--(暫定) 
＊8/29(上午)108課綱研習(8:00-10:00)--(暫定)  

校務會議(10:00)  
      (下午)各領域備課時間--(暫定) 
○8/29暑假結束 
○8/30-107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註冊日、正式上課 
◇8/29資源班學習聯絡會議 
◇8/30家長日手冊彙整各組書面資料 

◆8/30~9/5辦理教科書減免補助減免申請 
＊8/31學生社團選社 

友善校園週  

二 2 3 4 5 6 7 8 

◇9/3資源班開課 
◆9/4-9/5九年級第 1次複習考 
◆9/7期初學生證遺失集體補辦申請截止 
◆教學研究會(1) 
◆9/7繳交優良暑假作業截止日 
◆三鶯區國語文比賽(暫定 9/7~9/20) 
＊9/4處室學生志工徵選 
＊9/5處室學生志工訓練 
＊9/6召開第 1次體育委員會 
＊9/7社團正式上課 
＊9/3-9/7 能源教育週 
◇9/6 C表發給導師 
◇9/7九年級學生技藝教育課程行前說明會 

 
9/5友善校園
宣導 

 

三 9 10 11 12 13 14 15 

◆9/10課後輔導開始 
○9/11行政會議 
◆預計 9/13發註冊繳費單 
  繳費期間 9/13~9/20 
◆公布作業檢查辦法(抽查) 
◇9/12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開始上課 
◇9/11高關懷課程會議 
◇9/14晚上家長日 

9/12防災教育 
9/12第 1次導師會 
議 

四 16 17 18 19 20 21 22 

◆9/18補救教學開始(預定) 
◇9/17高關懷課程開始 
◇9/18輔導工作會議、家庭教育會議、生命教育會 
  議學年初會議及生涯發展教育學期初會議、特教 
  推行委員會 
◇9/21金工課程開始 
＊9/21國家防災日 9:21 
＊9/20~21-八年級校外教學 

9/19觀護協會
戲劇表演(第
三節-第四節) 

9/19教師反毒知能
研習 

五 23 24 25 26 27 28 29 

○9/24中秋節放假 1天 
◆9/25(10:00)第 1次課發會 
＊9/28-107學年學生美展收件 
＊9/28玉山登頂師生選訓(七星山) 
◇小團體(1)開始 
◇9/27志工成立大會 

9/26教師節慶
祝活動 
(傑出校友分
享) 

9/26教師節慶祝活
動 

 十 

 月 

六 30 10/1 2 3 4 5 6 

＊10/1全校各班家庭聯絡簿抽查 1 
○10/2行政會議+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10/3九年級游泳比賽(班會) 
＊10/3人權法治列車(第三、四節) 
◇生命教育月:I‧愛‧生命 
◆新北市國語文競賽市賽(暫定 9/28~10/2) 
★10/5家長會長改選(暫定) 

10/3節能課程
分享 
 

10/3第 2次導師會
議 
10/3人權法治列車
(第三、四節)各班抽
出 

七 7 8 9 10 11 12 13 
○10/10國慶日放假 1天 
◇生命教育月:培養堅韌的生命力－給逆境按個讚 
◇八九年級心理測驗主試會議 

10/10國慶日
放假 1天 

 

八 14 15 16 17 18 19 20 
◆10/16-10/17第 1次段考 
＊10/19七年級徑賽賽程(第三、四節) 
＊10/19八年級游泳比賽(第四節) 

10/17段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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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級心理測驗開始實施 
◇學生輔導資料 A表 E化建置 
◇七年級職業面面觀開始 
◇10/19輔導心天堂第 80期(生命教育) 
◇10/18技專院校參訪(暫定) 
◇10/18個案研討會（1）暫定 
◇生命教育月:社會關懷－愛一直都在 

九 21 22 23 24 25 26 27 

◆教學研究會(2) 
◆10/23登錄第 1次段考成績截止日 
＊10/26八年級徑賽賽程(第三、四節) 
＊10/24-26九年級校外教學 
◇10/23全校轉介疑似身障生篩選評量 
◇生命教育月:樂活節能的生活 
◇小團體(1)結束 

10/24校慶運
動會-八年級
大隊接力 

十 

一 

月 

十 28 29 30 31 11/1 2 3 

＊107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預定(11/12-11/30) 
◆10/29英語文競賽 
＊10/31九年級徑賽賽程(班會) 
◇小團體(2)開始 
◇11/1親職講座(暫定) 
＊11/2全校各班家庭聯絡簿抽查 2 
＊11/1~11/3登玉山前峰 

10/31校慶運
動會-七年級
大隊接力 

十一 4 5 6 7 8 9 10 

○11/6行政會議
◆11/7七八年級英語歌曲演唱競賽 
◇七年級職業面面觀結束 
＊11/10校友回娘家 

11/7校慶運動

會-九年級大隊

接力 

11/7第 3次導師會
議(書面) 

十二 11 12 13 14 15 16 17 ＊11/16-72校慶運動會暨無塑公益環保園遊會 
◇11/15個案研討會(2)暫定 

11/16-72校慶
運動會 

十三 18 19 20 21 22 23 24 ◇小團體(2)結束 
＊11/19~11/21新北市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11/21讀書週 11/21 專輔-教師宣
導研習(學生網路
成癮辨識與輔導) 

十 

二 

月 

十四 25 26 27 28 29 30 12/1 
◆11/29-11/30第 2次段考 
◆107年度全國語文競賽 12/1-12/2(暫定) 
◇小團體(3)開始 

11/29-30 段考
2 

11/29-30段考 2 

十五 2 3 4 5 6 7 8 

○12/4行政會議
◆教學研究會(3) 
◆12/6登錄第 2次段考成績截止日 
◇12/7輔導心天堂第 81期(性別平等教育) 
◇新北市高中職博覽會參訪(暫定) 

12/5八年級鶯
中之星暨模範
生發表 

12/5第 4 次導師會議

(書面) 

12/5專輔-教師宣導研

習(暫定) 

十六 9 10 11 12 13 14 15 
＊12/14模範生投票 
◇12/14金工課程結束 

12/12 七年級鶯

中之星暨模範生

發表 

十七 16 17 18 19 20 21 22 

○12/22補上班上課(12/31)
◆12/18七八年級國語文競賽 
◆12/21-12/22九年級第 2次複習考 
＊12/19-21學生才藝競賽預演 

12/19職業類
科展演 

十八 23 24 25 26 27 28 29 
＊12/28七年級班際跳繩擂台賽(第三、四節) 
◇高關懷課程結束 
◇八九年級心理測驗解釋 

12/26生涯發
展教育演講 

元 

月 

十九 30 31 1/1 2 3 4 5 

○12/31元旦彈性放假
○1/1開國紀念日放假 1天
◇九年級生涯輔導系列講座 
◇九年級上學期技藝教育課程結束 

1/2 
班班雙語誦 
(英文) 

1/2第 5次導師會議 

二十 6 7 8 9 10 11 12 

○1/8行政會議
◆1/8第 2次課發會 
◆1/11課後輔導結束 
◆1/11補救教學結束 
◇C表收回 
◇小團體(3)結束 
◇1/8生涯發展教育期末會議  
＊1/11全校各班家庭聯絡簿抽查 3 

1/9讀書週 

二十一 13 14 15 16 17 18 19 

◆1/16-1/17第 3次段考 
○1/18休業式
○1/18校務會議
○1/19補行上班(不上課)~~備課日

1/18性別平等
教育暨學生才
藝競賽歌唱決
賽 

20 21 22 23 24 25 26 ○1/21-2/10寒假

二 

月 

27 28 29 30 31 2/1 2 

3 4 5 6 7 8 9 ○2/4-2/7除夕春節
○2/8調整放假

  一 10 11 12 13 14 15 16 ○2/10寒假結束
○2/11-第 2學期開學註冊日

○2/10寒假結束   ○2/4-2/7除夕春節 ○2/11-第 2學期開學註冊日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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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政人員及聯絡電話 
總  機：（02）26701461~3、26780064、26782910、26784955 
傳真機：（02）26796091 
網路節費電話：0934-373-098、0934-373-099 

處室 職稱 姓名 分機 

校長室 校長 張俊峰 221 

教務處 

教務主任 馮麗慧 236 

教學組長 留方萍 255 

註冊組長 朱麗娟 235 

設備組長 李丁壬 235 

資訊組長 曾國華 244 

研發副組長 郭建志 255 

學務處 

學務主任 蘇春和 243 

訓育組長 周祐仲 241 

生教組長 林育豪 240 

衛生組長 鄧美宜 263 

體育組長 沈佳祥 240 

副訓育組長 胡振弘 241 

副生教組長 蔡介偉 240 

總務處 

總務主任 黃健忠 226 

事務組長 吳天璽 223 

出納組長 楊淑蓉 254 

文書組長 李淑貞 225 

輔導處 

輔導主任 楊惠如 239 

輔導組長 劉瑞玲 237 

資料組長 林容葵 237 

職探組長 郭家如 237 

特教組長 張孆尹 245 

補校 
主任 蘇麗月 231 

組長 黃盼勻 231 

健康中心 護理師 林兆楓/陳蓁妤 232 

幼兒園 園主任 許家蓁 265、266、267 

警衛室 252 

7年級導師辦公室 247、248 

8年級導師辦公室 258、261 

9年級導師辦公室 224、227 

專任教師辦公室 228、251、256 

學生請假專線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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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適性輔導專輯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手冊使用目的 

為落實國中學生生涯輔導機制，培養學生生涯

抉擇能力，並協助教師、家長在輔導學生進行

生涯規劃時有所依據，教育部著手設計本生涯

輔導紀錄手冊，涵括：學生的成長軌跡、各項

心理測驗結果、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生涯輔

導紀錄等，並透過生涯發展規劃書，幫助學生

在進行進路規劃時有更清晰、明確的步驟和方

式。提醒家長，去年桃園區和五專免試入學，

以及高職專業群科特色招生和技優甄審都有採

計「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內容計分。另外，手

冊內容也會列做本校技藝教育課程遴選的參考

內容喔！ 

手冊使用方式 

學校老師會指導學生填寫手冊內容，建議家長參考這本手冊的各項紀錄，找時間

跟孩子聊聊、聽聽孩子的想法，必要時可與學校老師一起討論，以協助孩子在生

涯洪流中，找到適合的航道。提醒家長，孩子的 P20「生涯發展規劃書」和 P23

「家長的話」需要您寶貴的建議與支持鼓勵，別忘了留下您的紀錄喔！ 

˙˙˙˙˙˙˙˙˙˙˙˙˙˙˙˙˙˙˙˙˙˙˙˙˙˙˙˙˙˙˙˙˙˙ 

《生涯檔案》 
檔案使用目的 

「生涯檔案」就是在國中階段將自己的學習成

長紀錄做一整理，以書面方式呈現自己的學習

成長歷程。「生涯檔案」的製作，是為了幫助學

生做好生涯規劃的工作，從成長中眾多的資料

認識自己，從新思考自己的過去並掌握現在，

進而找到可能的未來！另外，「生涯檔案」也會

列做本校技藝教育課程遴選的參考內容喔！ 

檔案使用方式 

學校老師會指導學生建置檔案內容，包

含封面設計、自我介紹、榮譽榜、學習

作品成果…等，配合綜合活動上課使用。

此外，學生要利用課後時間整理相關資料放入資料袋內。家長想要了解孩

子的學習歷程，歡迎家長可以跟孩子一起參與「生涯檔案」的製作過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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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08年『基北區』 多元入學管道介紹 
(參考 107年資料，最新資料以教育局與各入學管道簡章公布為主) 

多元入學管道 內容     報名/放榜 時程 採計方式或補充訊息 

特 

色 

招 

生 

甄 

選 

入 

學 

科學班 
建中、北一女 

師大附中 

3月初報名、3月中科學能

力檢定、4月初放榜報到 

測驗分兩階段：科學能力檢定篩選 60名後，

再進入實驗實作階段 

藝才班 
音樂、美術、 

舞蹈、戲劇 

分二階段： 

術科測驗報名：3月初   

  術科測驗：4月中 

聯合分發報名：6月中 

1.術科測驗 或 競賽表現 

2.會考基礎級門檻 

專業群科 
新北市 

限報一校(科) 

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審核書面資料：3

月初 

第二階段術科測驗：4月底 

第一階段：資料審核 30% 

第一階段通過後才可報名術科測驗 

第二階段：術科測驗 70% 

考試分發入學 

師大附中 

麗山高中 
6月底報名、測驗 

資訊科學特色專班   

(考數學能力測驗+ 運算思維能力) 

政大附中 英語國際特色班(考英閱讀、英聽) 

免 

試 

入 

學 

五專優先免試 
全國五專開放 

選填 30個志願 

分兩階段： 

1.書面報名表：5月初 

2.志願選填：6月中 

多元學習表現(含競賽、服務學習、幹部)、技

藝優良、弱勢身分、均衡學習、志願序、會考

成績 

五專聯合 

免試入學 

可跨區、 

限選一校 

書面報名與資料繳交： 

6月中 

多元學習表現(含競賽、服務學習、幹部、獎

懲、體適能)、技藝優良、弱勢身分、均衡學

習、志願序、會考成績 

高中

職優

先免

試 

私立 
新北市各學校 

只能擇一校報名 

會考後報名；超額則公開

抽籤 

同分比序： 

多元學習積分 

公立 

明德高中、樹林

高中、北大高

中、鶯歌高職、

新北高工 

只能報名學區對應高中

職，一人只能擇一校(一

科) 

6月初報名、6月中放榜 

同分比序： 

1. 多元學習積分

2.教育會考成績 

基北區高中職 

聯合免試入學 

(志願選填 30個) 

欲變更為桃連區

或其他非基北區

學區，需於明年 4

月底前遷至新學

區戶籍 

5/18、5/19教育會考 

6月底繳志願選填報名表 

7月初放榜、報到 

同分比序： 

1.多元入學表現(36分) 

(1)均衡學習 21分 

(2)服務學習 15分 

2.教育會考(36分) 

3.志願序(36分) 

其 

他 

原住民藝能班 

金山高中 3月中報名、4月放榜 多元學習表現、族語認證、品德表現 

樹林高中 3月底報名、6月中放榜 
多元學習表現、族語認證、體適能、品德表現、

教育會考 

技優甄選 限報ㄧ校 5月中報名， 6月中放榜 

1.參加科展成績優異 

2.領有技術士證 

3.技藝班學生 PR70分以上 

產業特殊需求類

科優先入學 

限報一校(可跨

科)、低收入戶優

先入學 

5月底報名、6月中放榜 

具備以下條件方可報名：

低收(中低)入戶、失業勞工子女、原住民、農

漁民子女、育幼院童、軍公教遺族、身心障礙

者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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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方式 107.02.08 

類別 
項

目 
採計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志願序 36 分 

36 分 第 1 至第 5 志願 1. 國中學校應給予學生適性輔導，學生參考國中

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書，選

填志願。 
2. 如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兩個以上類科（含普通

科、專業群科或綜合高中學程），連續選填該

校之類科志願，不限定類科別數均計為同一志

願，積分相同；同校不同類科，於不同志願序

選填，則依該志願序積分採計。 

35 分 第 6 至第 10 志願 

34 分 第 11 至第 15 志願 

33 分 第 16 至第 20 志願 

32 分 第 21 至第 30 志願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均

衡

學

習 

21 分 

7 分 符合 1 個領域 
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

者。 
0 分 未符合 

 
服 
務

學

習 
15 分 

5 分 每學期服務滿 6 小時以上 

1. 由國中學校認證。 
2. 採計期間為 104學年度(七年級)上學期至 106

學年度(九年級)上學期，採計原則依「基北區

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轉換採計原則」

辦理。 
3.非應屆畢(結)業生服務學習時數採計，除上開

採計期間外，亦得選擇國中在學期間前 5學期

選 3學期進行採計。 

0 分 每學期服務未滿 6 小時 

國中 
教育 
會考 

五

科 

 

35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五科，各科按等

級加標示轉換積分 1-7 分。 

 

A
+
+ 

 

A+ 
 

A 
 
B++ 

 
B+ 

 
B 

 
C 

 

寫

作

測

驗 

1 分 

1 
分 

 

0.8
分 

 

0.6
分 

 

0.4
分 

 

0.2
分 

 

0.1
分 

 

 

寫作測驗 1-6級分轉換積分 0.1-1 分。 
 

6 

級 

5

級 

4

級 

3 

級 

2

級 

1

級 

總積分 108 分 

備註： 

積分相同時，超額比序如下：總積分多元學習表現會考總積分志願序積分會考各科積分(國、

數、英、社、自、寫作) 增額 5%內，全數錄取；增額 5%以上，依志願序排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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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桃連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方式 107.02.08整理 

項目 內容 上限 備註 

一、適性

輔導 

(上限

32 分) 

畢業資格 符合畢業資格者 6 分，修業資格者 2分。 6分  

生涯規劃 

可選填 30 志願數(職業類科以一校一科為一

志願數) 
15分 

1.志願序為 1、2、3 志願 15 分；4、5、6 志願 12 分，7、8、9

志願 9 分；10、11、12 志願 6 分，13、14、15 志願 3 分；16

至 30志願 1分。 

2.職業類科同一職群各科別連續選填為志願時，視為同一志願序

計分。 

3.當總積分完全相同需進行超額比序，比序至「志願序」項目時，

志願序別小者將優先錄取。 

報名校、科與生涯建議與「家長意見」相符

者得 2 分；與「導師意見」相符者得 2分；

與「輔導教師意見」相符者得 2 分。 

6分  

就近入學 
桃連區及共同就學區生符合就近入學得 5

分。 
5分 

1.桃連區為一就學區，設籍在桃連區，或於桃連區國中就讀皆符

合就近入學。 

2.共同就學區範圍依據教育部公告為主。 

二、多元

學習表

現(上限

35 分) 

 

均衡學習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領域，

五學期平均及格者各得 3 分；未達標準者 0

分。 

9分  

品德表現 
獎勵最高 6 分；銷過後，無記過或二次(含)

警告以下者得 6分。 
10分 

1.銷過後，無記過或二次(含)警告以下者得 6分。 

2.品德表現採功過相抵後之獎勵紀錄，大功每次 4.5 分，記功每

次 1.5分，嘉獎每次 0.5分。 

3.上述兩項積分合計上限 10分。 

服務表現 
採計「擔任班級或學生幹部」(最高上限 4

分)及「志願服務學習時數」 
10分 

1.擔任班級內幹部、自治市幹部及社團幹部任滿 1 學期，經考核

表現優良者得 2分；志願服務學習時數，每 1小時 0.3分。 

2.擔任班級或學生幹部上限為 4分。 

才藝表現 

1.個人賽： 

(1) 全市(縣)性：第 1 名 6分/第 2 名 5分/

第 3 名 4分/第 4名 3 分。 

(2) 區域性(3縣市以上)：第 1 名 7 分/第 2

名 6分/第 3名 5分/第 4 名 4分/第 5名

3 分。 

(3) 全國性：第 1 名 8 分/第 2 名 7 分/第 3

名 6分/第 4名 5分/第 5 名 4分/第 6名

3 分。 

(4) 國際性：第 1 名 10 分/第 2 名 9分/第 3

名 8分/第 4名 7分/第 5 名 6分/第 6名

5 分。 

2.團體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5分 

1.國際性與全國性競賽採計項目，依據教育部公告為主；區域性

與全市(縣)性競賽採計項目，由本區免試入學推動工作小組審

議公告為準。 

2.特優比照第 1 名；優等比照第 2 名；甲等比照第 3 名；乙等比

照第 4名。 

3.同(學)年度同項比賽擇優 1 次採計；同一事蹟、同一獎項不得

重複採計積分。 

體適能 單項達門檻標準者各得 6分(最高 6分) 6分 單項係指：柔軟度、瞬發力、肌耐力、心肺耐力。 

本土語言

認證 
通過原住民族語或客語或閩南語初級以上 2分 

本土語言認證採認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書： 

1.原住民語為【原住民族委員會】 

2.客語為【客家委員會】 

3.閩南語為【教育部】 

三、 

(上限

33 分) 
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33分 

1.「精熟」者每科得 6 分；「基礎」者每科得 4 分；「待加強」者

每科得 2分。 

2.作文 4-6級得 3分，2-3級得 2分，1級得 1分。 

總積分 100分 

※超額比序項目共三大項，當總積分相同時且名額不足分配時，以「低收入戶」學生優先； 

其餘依比序項目：適性輔導多元學習表現教育會考志願序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標示總點數(如下表點數說明)教育會考之(國、數、英、

社、自)各單科成績標示(A++ ﹥A+ ﹥A ﹥B++﹥B+ ﹥B ﹥C)。 

A++ A+ A B++ B+ B C 
7點 6點 5點 4點 3點 2點 1點 

※「多元學習表現」項目除本土語言認證外，其餘項目採計期間為 7年級入學至申請報名作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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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方式 107.02.08 

比序項目 

層級與積分  
積分 

上限 
層級 單項積

分 第 1級 第 2級 第 3級 第 4級 

1.多元學

習表現 

競賽 

全國得第一名得 6 分，

第二名得 5 分，第三名

得 4分 

全國四至六名與區域

及縣(市)第一名得 3

分、區域及縣市第二名

得 2分 

區域及縣市第三名得

1分 
 

7 

16 

國際科技展覽及國際運

動會第一名得 7 分，第

二名得 6分，第三名得 5

分 

   

備註：1.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 1次採計。 

      2.參賽者 4人以上視為團體，團體參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3.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項目以簡章附錄七(第 97-98頁)所列之項目為限。 

      4.區域及縣(市)競賽以地方政府機關主辦者為限。 

服務 

學習 

學校服務表現及校外服務表現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除副班長、副社長外，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幹部滿一

學期得 1 分，同一學期同時擔任多項幹部，仍以 1 分採計；參加校內或校外服務學習時

數滿 8小時得 1分。 

7 

日常生

活表現

評量 

無小過以上之處分紀

錄，並經獎懲相抵後得 1

次大功(含以上)者得 4

分 

無小過以上之處分紀

錄，並經獎懲相抵後得

1 次小功(含以上)者得

3分 

無小過以上之處分紀

錄，並經獎懲相抵後

得 1 次嘉獎(含以上)

者得 2分 

獎懲相抵後無任何

懲處紀錄者得 1分 
4 

體適能 
體適能檢測成績 3 項達

門檻標準者得 6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2項達

門檻標準者得 4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 1 項

達門檻標準者得 2分 
 6 

2.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

績達 90分以上者得 3分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

成績達 80 分以上，未

滿 90分者得 2分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

成績達 60分以上，未

滿 80分者得 1分 

 3 3 

3.弱勢身分 
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特殊境遇之子女等身

分得 2分。 
2 2 

4.均衡學習 

 

3 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

績」皆達 60分以上者得

6 分。 

2 項領域「5 學期平均

成績」皆達 60 分以上

者得 4分。 

1項領域「5學期平均

成績」達 60分以上者

得 2分。 

 6 6 

5.適性輔導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家

長意見」、「導師意見」、

「輔導老師意見」3者皆

勾選五專者得 3分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家

長意見」、「導師意

見」、「輔導老師意見」

任 2 者勾選五專者得 2

分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

「家長意見」、「導師

意見」、「輔導老師意

見」任 1 者勾選五專

者得 1分 

 3 3 

6.國中教育會考 
「精熟」科目每科得 3

分 

「基礎」科目每科得 2

分 

「待加強」科目每科

得 1分。 
 15 15 

7.其他(招生學校

自訂項目) 
    5 5 

合計 50 

 

** 總積分相同時，比序項目之順序由各校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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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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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衛教宣導 

107 學年度健康中心家長日宣導事項: 

1. 七年級新生健康檢查(含補校)排程:訂於 107. 9/11 尿液收集檢測

(上午 10 點前)、107.11/22 健康檢查(上午至中午)半日。

2.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流感疫苗接種時間: 107.11/12 (星期

一)。

3.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接種(女生):時間訂於 107.12/3 (星期一)，對

象為 7年級(第一劑)及 8年級(第二劑)。

4.疑似傳染病通報(請儘快通知班導師或健康中心) 

• 法定傳染病:如肺結核、登革熱、百日咳、麻疹……等

• 腸病毒、頭蝨、疥瘡、水痘、流感、急性出血性結膜炎、腹瀉、

其他 (經醫師診斷後，請儘快通知班導師或健康中心)

 ＊＊＊若有因病假，請假超過 3天以上，請通知健康中心。   

5.視力不良通知單發放標準: 依教育部訂健康指標，視力篩檢裸視

視力任一眼低於 0.9 者為視力不良，請家長持視力不良通知單帶至

｢眼科｣醫療院所複查，並請於期限內繳交至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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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榮譽榜 

技藝類 

新北市 106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 

藝術職群 街舞主題 

907劉冠呈 第三名 

905洪韻棻 第六名 

912 賴映辰 佳作 

918 陳建誠 佳作 

餐旅職群 飲料調製實務主題 

902劉庭安 佳作 

全國 106學年度技藝教育績優人員 

國中學生組 907劉冠呈 

新北市 106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績優人員 

國中學生組 907劉冠呈 

品德類 

809黃茂勝榮獲新北市 107年度家庭慈孝楷模並推薦參加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 

807許境芳榮獲新北市 107年度孝行獎 

語文類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中 2區英語文競賽 

演說組 910陳思伶 特優、811王崇晉 甲等 

作文組 817林宜儒 優等 

新北市英語歌曲演唱比賽 

801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榮獲優等 

聯合盃作文比賽全國總決賽 

林宜儒，創意類優異，6級分。 

林皇安，6級分。鄭詠蔚，6級分。江宸邑，6級分。 

聯合盃作文比賽初賽成績 

國中八年級組   

林宜儒 新北市初賽 鶯歌國中 第四名 

董右婷 新北市初賽 鶯歌國中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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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九年級組   

鄭詠蔚 新北市初賽 鶯歌國中 第四名 

王子行 新北市初賽 鶯歌國中 佳作 

王婕恩 新北市初賽 鶯歌國中 佳作 

江宸邑 新北市初賽 鶯歌國中 佳作 

陳思伶 新北市初賽 鶯歌國中 佳作 

林皇安 新北市初賽 鶯歌國中 佳作 

科學類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中小學科展 

810呂碩恩、813洪品欣榮獲國中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甲等 

作品名稱:如魚得水、"蚓"造奇蹟-由太陽能驅動魚蚓菜共生系統(指導老師蔡長益) 

藝術類 

**106新北市南區學生美術比賽 

920羅元圻 榮獲水墨畫類 第二名 (進入國賽) 

710楊旂榛 榮獲水墨畫類 第三名 (進入國賽) 

815楊芸甄 榮獲水墨畫類 佳作  

901王婕俞 榮獲平面設計類 佳作 

920羅元圻 榮獲西畫類 第二名 (進入國賽) 

817李悅寧 榮獲西畫類 第三名 (進入國賽) 

817陳品彤 榮獲西畫類 佳作 

819鄭鎧祥 榮獲西畫類 佳作 

915黃郁欣 榮獲書法類 佳作 

815楊旻勳 榮獲書法類 佳作 

812蔡宜蓁 榮獲書法類 佳作 

811於慶持 榮獲書法類 佳作   

806吳銘哲 榮獲漫畫類 第一名 (進入國賽) 

817林宜儒 榮獲漫畫類 第二名 (進入國賽) 

新北市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品德小品文徵文活動 

902高翔、蔡語恩、王悅慈、張賢億作品獲選為本市國中品德教育聯絡簿編印內文 

南投縣政府 2018 關懷兒童畫展暨節能減碳環保繪畫比賽 

701邱建銘榮獲優選 

體育類 

107年全國菁英盃排球錦標賽 

國中男生組  冠軍 

國中女生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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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全國莒光盃排球錦標賽 

國中女生組第五名 921陳莉鈞 921曾怡萱 820吳宜穎 820周敏瑄 820古知頤 820李欣儒 

820曹芸瑄 719范雨茜 719陳芃宣 719陽孟娟 719楊宜臻 719賴雨婕  719戴君芳 

106學年度新北市中小學排球錦標賽 

國中男生組第二名 921陳冠廷 820吳昀翔 820黃子宸 820曹晉瑋 820高帛新 921林金龍 

921丁科達 820吳泓穎 820陳友卿 820林仁權 921陳志強   

國中女生組第二名 921曾怡萱 719賴雨潔 719 陳芃宣 719戴君芳 921尤奕晴 820吳宜穎 

719楊孟娟 719楊宜臻 

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國中男子多獅金牌&國中男子單獅銅牌 

921鄭嘉宏  912鄭偉廷  908許鈞翔  713鄭力誠  801劉奕伸  711周暐誌  802廖家偉  

820吳佳倫 

港都盃武術 

散手擂台 65KG 912鄭偉廷第四名 競技武術南棍 912鄭偉廷第二名

散手擂台 56KG 908許鈞翔第二名 國中組象形拳 921鄭嘉宏第二名 

106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跆拳道競技錦標賽 

國中男子組 59公斤級 第四名   902王宸翔 

107年全國關懷盃中小學武術暨跆拳道錦標賽 

競技武術 男子長拳第 1名  921鄭嘉宏 

傳統武術 男子南拳第 1名  908許鈞翔 

傳統武術 男子南拳第 3名  820吳佳倫 

傳統武術 男子南拳第 4名  719張佑宸 

107年全國拔河錦標賽 

國中男子 540KG組第二名  917羅穎安 917曾哲淮 920黃柏鈞 920林其昀 920潘威宏 

812王偉僑 813吳德億 813劉禮翔 813鍾岳勳 812蕭宇庭 

國中混和 500KG組第四名  907廖子賢 916吳建杰 918宋銘堃 920黃寶琪 801李沛紋 

807王采禕 810陳嘉欣 813陳佳瑜 818王皓   818尤韋勛 

107年教育部各級學校拔河錦標賽 

國中混合組第三名  917羅穎安 917曾哲淮 920林其昀 920潘威宏 920黃寶琪 801李沛紋 

807王采禕 810陳嘉欣 813陳佳瑜 714余媛臻 

國中男生組 540kg第四名  812王偉僑 813鍾岳勳 812蕭宇庭 907廖子賢 916吳建杰 

918宋銘堃  818王皓  818尤韋勛 907古天磊 713吳宗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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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全國女子籃網球錦標賽 

國中女生組 第二名 

921 24陳莉鈞 921 25曾怡萱 820 22吳宜穎 820 24周敏瑄 820 21古知頤 820 23李欣儒     

820 25曹芸瑄 719 24范雨茜 719 26陳芃宣 719 27陽孟娟 719 28楊宜臻 719 30賴雨婕     

719 31戴君芳 

107北台灣籃網球錦標賽 

國中女生組第一名  719黎芸安 719林芝頤 820吳宜穎 820周敏瑄 820古知頤 820李欣儒 

     820曹芸瑄 719范雨茜 719陳芃宣 719陽孟娟 719楊宜臻 719賴雨婕 

     719戴君芳 

全中運拳擊 

國男   50KG 90110曾冠廷-銀牌 

66KG 90601王威霖-金牌 

國女   44KG 81437劉宇珊-金牌 

48KG 90421尤惠恩-銀牌 

54KG 90132李意如-金牌  

2018 世界中學運動會拳擊 

48KG 90110曾冠廷-銅牌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中小學游泳錦標賽 

邱渝婕 50公尺蝶式 第四名 

2018 新北市樂活盃班際拔河比賽 

907班  國中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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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分 

基北區 

建國高中：錄取7名 

陳威宇  鄭子安  林耀群  鄭仁傑  丁科達  

陳志強  鄭之泓 

北一女中：錄取 4名 

劉欣怡  江婕綾  黃識真  李米蕙 

師大附中：錄取 2名 

王子行  劉昰辰 

政大附中：錄取 1名 

張賢億 

中山女中：錄取 3名 

蕭華柔  萬妍伶  黃海晴 

成功高中：錄取 6名 

柯翔閔  趙若林  馮柏翰  余貴文   

鄭宇翔  林邦晉 

松山高中：錄取 4名 

黃俊祺  林皇安  陳祈興  詹崧億 

大同高中：錄取 1名 

王昱淇 

板橋高中：錄取 21名 

黃資雅  蔡燃增  許庭軒  許詔傑  王競德  

原逸宸  鄭詠蔚  周楷程  呂芝賢  江宸邑  

吳怡萱  吳沐恩  陳咨宇  石棨量  周峻丞  

廖婕安  蘇方亭  張郁忻  林芫慶  陳海葳   

王上凱  

景美女中：錄取 2名 

陳恩芯  張書瑜 

成淵高中：錄取 2名 

王宥文  游昱璋 

明倫高中：錄取 1名 

黎晨柔 

中正高中：錄取 1名 

楊右稜 

海山高中：錄取 6名 

吳蕙妤  陳芊卉  黃冠霖  陳冠廷  秦承毓  

王婕俞 

北大高中：錄取 32名 

鄭詠蔚  吳沐恩  陳若葳  呂德軍  劉予歆  

呂尉祥  王柏元  陳奕良  歐子瑄  戴麒倫  

林宏一  陳恩芯  莊文芳  陳妍羽  王暄瑜  

邱羿理  楊筑鈞  卓思辰  胡旆慈  陳兆容   

江梓亦  林睿緯  趙又蓉  葉家禎  陳君博  

吳承晏  劉彥平  歐宇哲  王淯柔  林逸萱  

全筱嬡  詹雅筑 

華江高中：錄取 27名 

毛媚佳  吳俊橦  徐瑀杴  林祐辰  許芷瑜  

林芳妤  呂芳宇  林脩諭  林芳伃  林業竣  

詹竣傑  李悅慈  朱宇豐  莊雅鈞  黃葳豪  

陳冠文  劉家豐  李貫萱  王皓廷  謝依婷  

陳宣蓉  余名賢  李慧儀  鄭晉佳  秦詠煜  

郭秉宥  許永達 

大理高中：錄取 4名 

陳宛妤  李芯雅  黃以辰  江長祐 

華僑高中：錄取 29名 

王宏裕  曾智遠  王彥絨  陳羽蓁  王悅慈  

鄔欣蓁  邱馨葳  黃郁琳  林冠丞  林羽晨  

韓必椲  陳芊樺  陳則宇  施旻萱  高鈺捷  

詹詠鈞  孫顗童  蔡語恩  張琬宜  曾華達   

潘潔瑜  湖香綾  張弘旻  曾譯賢  賴冠如  

卓文蓉  林金龍  陳冠廷  曾怡萱 

清水高中：錄取 2名 

黃品瑜  鄭嘉宏 

樹林高中：錄取 38名 

黃珊珊  張育愷  涂芸瑄  鄭博臣  蘇安駿  

鄭博臣  曾華達  林嘉辰  呂佳芸  邱亦慈  

張鈞棋  黃子軒  陳子揚  李永傑  余威利  

謝仁大一 朱煜展  曾祐宣  林宗毅  洪棋芳    

蔡嘉怡  黃建聞  洪䌳婷  朱煜展  陳穎姍  

林羽柔  王煒驊  林育弘  吳沛恩  鄭向廷  

林芸蔓  曾啟誠  黎宛儒  王耀駿  黃世維  

黃品翰  陳品妤 張承瑋 

明德高中：錄取 24名 

詹喬琇  陳芊樺  陳佳妮  詹喬珺  黃建聞  

林冠勳  許芯慈  楊詠安  張舒涵  魏丹禪  

吳彥勳  黃鉦瑋  于業歆  高冠廷  陳民弦  

葉福琳  林琮偕  陳億安  陳韋蓁  余瑄萱    

吳盈蓁  劉苡姍  余承柏  黃師緯 

樟樹國際實創高中：錄取 2名 

鄭期心  蘇妍頴 

拾、107學年度鶯歌國中多元入學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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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高中：錄取 1名 

林翊崴  

金山高中：錄取 1名 

周玟芯  

基隆高中：錄取 1名 

唐芷瑩  

桃園區 

桃園高中：錄取 2名 

黃郁欣  陳尹千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錄取 1名 

林成翰 

陽明高中：錄取 1名 

王證豪 

永豐高中：錄取 3名 

張希莛  陳凱梵 

龍潭高中：錄取 1名 

曾貿琨 

壽山高中：錄取 15名 

黃芊綺  黃順緯  游惟如  陳芷安  陳玉婷  

鄭祺蓁  王梓寧  林奕萱  黃亭堯  廖子賢  

吳建杰  曾哲淮  宋銘堃  林其昀  黃柏鈞 

※以上公立高中共錄取 245 名 

高職部分 

基北區 

大安高工：錄取 3名 

高翔    林彥廷  吳承儒   

士林高商：錄取 2名 

莊登傑  許楷欣  

松山工農：錄取 2名 

黃戎瑍 許沛婕  

松山家商：錄取 2名 

邱丞榆  張易陽  

三重商工：錄取 1名 

陳宣喆  

南港高工：錄取 8名 

蕭育成  周煒翔  蘇懷哲  陳泓達  簡鈺玲  

李俊霆  李佑恩  吳育龍 

新北高工：錄取 6名 

李易融  張婷媛  翁梓晴  李柔萱  陳冠維  

白雲揚 

鶯歌工商 ：錄取 98名 

游鈺華  陳冠維  吳之鈴  王韋婷  陳芷安  

蘇翊庭  吳美蓮  吳芑葳  劉佳祺  李宇捷  

邱于婷  曾彥欣  童淑玲  陳昱臻  楊志遠  

王可瑜  李忞寯  卓靜宜  甯文駿  王唯安   

龍品穆  蕭誌廷  王宸翔  黃瑋鈞  王昱翔  

歐永隆  曾偉宸  潘道生  周孟儒  洪啟邦  

王士祐  蘇詠智  王婕恩  潘若娟  王詠柔  

何坤霖  林秀羽  吳振豪  鍾佳倫  石雨玄 

黃哲晏  馮元凱  林佳萱  許亦沁  許琇婷  

黃禹凡  黃建維  余子昀  施晴芸  陳品叡  

王竣弘  王峮婕  王奕玟  林哲義  余子昀  

黃茵祺  王彗如  簡晨聿  楊芷蕎  林囿靜   

李凰儀  黃鴻曜  王珈棋  林官緯  傅科皓  

潘  婕  沈金鵬  李宗樺  曾明達  張筑婷  

張育嘉  林建州  陳芃睿  孔令輝  彭晉楠  

張宇樂  羅元圻  陳星宇  游翔宇  曾冠廷 

李意如  尤惠恩  王威霖  呂威霆  尤亦晴  

陳莉均  何冠臻  高承杰  林家瑜  盧繼玫  

陳志倢  卓雲萍  吳蓮君  曾珮瑄  陳秉豐  

林晏桾  邱憶馨  余昱旺 

瑞芳高工：錄取 6名 

王儷樺  陳岳生  鄭宇棠  詹玟遠  朱柘樑  

羅偉翔 

基隆商工：錄取 1名 

王弘宇 

基隆海事：錄取 5名 

何佳宇  陳柏竣  林采萱  曾秀玲  陳評冠 

桃園區高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錄取 2名 

謝政宇  詹恩齊 

※以上公立高職共錄取 138 名 

全校共 386人 錄取公立高中職 

錄取率達 67% 

感謝家長教師耐心陪伴與用心培育 

鶯歌國中全體師生同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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