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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上學期親師生榮譽榜 
 

 

日期 項目 
獲獎 

人員 
獎項 

106.05.28 
106年淡水區體育會理事長盃跆拳道錦標賽 

國小色帶男子組 23公斤以下級 
唐鴻淯 第三名 

106.07.01 

106年臺北市第三十四屆青年盃自由式溜冰錦標賽新人 

國小三年級組前進交叉型 
謝艾玲 第一名 

106年臺北市第三十四屆青年盃自由式溜冰錦標賽新人 

國小三年級組前進雙足型 
謝艾玲 第一名 

106.09.06 

106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200M 林奕安 第一名 

106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100M 林奕安 第四名 

106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200M 黃琮皓 第四名 

106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60M 黃琮皓 第四名 

106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4X200M 

黃琮皓 
林奕安 
顏岑恩 
鄒宇翔 

第一名  
破大會
紀  錄 

106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4X100M 

黃琮皓   
林奕安   
顏岑恩   
劉庭愷 

第一名 

106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組團體錦標 永福國小 第一名 

106.09.11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閩南語朗讀社會組 謝惠雪 第一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國語字音字形教師組 侯配晴 第一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閩南語演說教師組 鄭博元 第二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閩南語字音字形 教師組 劉雅玲 第二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寫字教師組 陳如敏 第三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國語字音字形社會組 蔡秀媛 第三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教師組 賴秀君 第四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作文教師組 曾曉慧 第四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閩南語演說國小學生組 507李怡賢 第一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國小學生組 608郭芮伶 第二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作文國小學生組 601古筠瑄 第二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閩南語字音字形國小學生組 611莊恩碩 第四名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國語字音字形國小學生組 507沈怡君 第六名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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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獲獎 

人員 
獎項 

106.09.11 106學年度三重區語文競賽 國小團體獎 永福國小 第三名 

106.09.28 

106學年度新北市北區語文競賽 閩南語朗讀社會組 謝惠雪 第一名 

106學年度新北市北區語文競賽 國語字音字形教師組 侯配晴 第二名 

106學年度新北市北區語文競賽 閩南語演說教師組 鄭博元 第三名 

106學年度新北市北區語文競賽 國語字音字形社會組 蔡秀媛 第四名 

106學年度新北市北區語文競賽 閩南語演說國小學生組 507李怡賢 第二名 

106學年度新北市北區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國小學生組 608郭芮伶 第三名 

106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200公尺 林奕安 第二名 

106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100公尺 林奕安 第七名 

106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鉛球擲遠 蔡証瑋 第四名 

106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4X200公尺 

黃琮皓 
林奕安 
顏岑恩 
鄒宇翔 

第二名 

106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 4X100公尺 

黃琮皓   
林奕安   
顏岑恩   
劉庭愷 

第三名 

106.09.30 106年新北市菁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58公斤以上級 顏岑恩 第一名 

106.10.03 
新北市 106年度辦理總務有功學校及個人表揚實施計畫

-總務相關教育政策組 
朱桂芳 特優 

106.10.03 衛福部 106年度志願服務獎勵 吳月圓 銅牌獎 

106.10.07 國語日報小作家 310 魏亞芝 
國語日報

小作家 

106.10.12 

106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新北市北區初賽 繪畫低年級 206 廖帟翔  佳作 

106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新北市北區初賽 繪畫低年級 209 邱湘閎  佳作 

106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新北市北區初賽 繪畫低年級 211 陳禹茞  佳作 

106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新北市北區初賽 漫畫中年級 407周品儀  佳作 

106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新北市北區初賽 漫畫中年級 401朱昱瑄  佳作 

106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新北市北區初賽  

平面設計中年級 
401朱昱瑄  佳作 

106.10.13 國語日報小作家 401 魏妤真 
國語日報

小作家 

106.10.14 106年度新北市國小師生暨親子稅務盃話劇比賽 戲劇社 第二名 

106.10.15 
第四十八屆世界兒童畫展新北市作品比賽徵集  

國小一年級繪畫類 
206廖帟翔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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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獲獎人員 獎項 

106.10.15 
第四十八屆世界兒童畫展新北市作品比賽徵集  

國小四年級繪畫類 
505陳思翰 第四名 

106.10.28 

新北市 106年游泳區域對抗賽中年級女子組 50公尺仰式 楊詠甯 第三名 

新北市 106年游泳區域對抗賽中年級女子組 100公尺個

人混合式 
楊詠甯 第二名 

106.10.29 

106學年度新北市中小學滑輪溜冰錦標賽高年級女子組

並排花式自由型 
陳立蓁 第四名 

106學年度新北市中小學滑輪溜冰錦標賽中年級女子組

並排花式自由型 
程棋樂 第六名 

106學年度新北市中小學滑輪溜冰錦標賽團體女子組並

排花式自由型 
永福國小 第三名 

106.11 
106年全國北區(4)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組 10及以下歲

級 100公尺蝶式 
宿蘊涵 第七名 

106.11.07 新北市 106學年度音樂比賽直笛合奏二區(B組) 直笛團 優等 

106.11.11 

新北市一 O六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小學游泳錦標賽中年級

女子組 50公尺蝶式 
宿蘊涵 第一名 

新北市一 O六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小學游泳錦標賽中年級

女子組 100公尺混合式 
宿蘊涵 第二名 

新北市一 O六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小學游泳錦標賽中年級

女子組 50公尺仰式 
楊詠甯 第二名 

106.11.12 
新北市鶯歌區主委盃暨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國小男子色帶組 
唐鴻淯 第一名 

106.11.13 新北市 106學年度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二區(B組) 太鼓隊 優等 

106.11.15 
新北市 106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中二區 

國小個人組古典舞 
陳鉉沛 

第二名優

等 

106.11.19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中小學手球錦標賽國小四年級男子組 永福國小 第二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中小學手球錦標賽國小六年級男子組 永福國小 第四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中小學手球錦標賽國小四年級女子組 永福國小 第四名 

106.11.21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男童組 200公尺 
林奕安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男童組 100公尺 
林奕安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男童組 60公尺 
黃琮皓 第二名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男童跳遠 
黃琮皓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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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獲獎人員 獎項 

106.11.21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男童跳遠 
鄒宇翔 第六名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男童鉛球擲遠 
蔡証瑋 第三名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女童壘球擲遠 
施羿瑄 第八名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男童組 4X100公尺 

林奕安   
黃琮皓   
顏岑恩   
劉庭愷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年度田徑基層訓練站區域對抗賽 

暨第 1次中學田徑賽男童組 4X200公尺 

林奕安   
黃琮皓   
顏岑恩   
馮鉦傑 

第三名 

106.11.23 新北市 106年第六屆金志獎 

陳慧束 績優志工 

黃為潤 耆心獎 

蔡秋珍 金心獎 

葉麗珍 金心獎 

張碧玉 金心獎 

高玉燕 銀心獎 

洪玉蘭 銀心獎 

吳淑鸞 銀心獎 

陳玉靜 銅心獎 

黃銘超 銅心獎 

葉清輝 銅心獎 

李麗鳳 銅心獎 

方芷筠 銅心獎 

蘇燕麗 銅心獎 

洪碧霞 銅心獎 

106.11.30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 200公尺 
林奕安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 100公尺 
林奕安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 60公尺 
黃琮皓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跳遠 
黃琮皓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跳遠 
鄒宇翔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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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獲獎人員 獎項 

106.11.30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鉛球擲遠 
蔡証瑋 第三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鉛球擲遠 
郭又誠 第四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女童 60公尺 
郜敏安 第六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女童鉛球擲遠 
陳若綺 第四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女童鉛球擲遠 
郭怡妏 第五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 4X100公尺 

黃琮皓  林奕安   

鄒宇翔  劉庭愷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男童 8X100公尺 

黃琮皓  林奕安  

鄒宇翔  劉庭愷 

馮鉦傑  張竣宸  

陳頎睿  廖丞凱 

第一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女童 4X100公尺 

郜敏安  潘筱涵  

陳采詩  施羿瑄 
第五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女童 8X100公尺 

郜敏安  潘筱涵  

陳采詩  施羿瑄  

劉靜琳  蘇芮儀  

林苡安  周芸萱 

第五名 

新北市 106學年度三重分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暨班際大隊接力比賽 班際大隊接力 
六年 9班 第六名 

106.11.31 新北市科普閱讀競賽 607林姷潔 特優 

106.12.03 

106年新北市擊劍分齡錦標賽 

國小中年級女子軍刀個人 
徐鈺柔 第三名 

106年新北市擊劍分齡錦標賽 

國小高年級男子軍刀個人 
葉文愷 第六名 

106年新北市擊劍分齡錦標賽 

國小低年級男子軍刀個人 
李澤宇 第六名 

106年新北市擊劍分齡錦標賽 

國小低年級男子軍刀個人 
邱湘閎 第七名 

106年新北市擊劍分齡錦標賽國小女子軍刀團體 永福國小 第三名 

106年新北市擊劍分齡錦標賽國小男子軍刀團體 永福國小 第三名 

106.12.04 新北市 106年度「家庭教育教案徵件比賽」 丁秋燕主任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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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獲獎人員 獎項 

106.12.17 第十七屆國際盃數學能力檢測暨競賽 

505郭承展 甲等獎 

606簡廷兆 
優等  

進步獎 

106.12.17 新北市 106年度學校資深優良志工表揚 

吳素貞 
資深優良

志工 

蘇燕麗 
資深優良

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