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所讓 老師認同 家長信任 學生喜歡的 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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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及四處室主任介紹

•家長會長:馮章樞

•校長:余儘卿

•教務主任:許顥騰

•學務主任:黃丞宏

•總務主任:董芳慎(家長會秘書)

•輔導主任:蔡慧文

• ~平安興盛 南勢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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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余儘卿自我介紹
•學習歷程: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所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學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校長培育班

•專業背景: 

•擔任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自然領域輔導團副召集人

•擔任教育部國教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培訓宣導
種子講師

•擔任桃園市十二年國教家長適性入學宣導團講師

•擔任桃園市免試入學志願選填1999專線諮詢服務工作

•榮獲桃園縣特殊優良教師、全民英檢初級通過 4



校長余儘卿教育服務經歷:
•桃園區福豐國中代理校長

•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候用校長借調服務2年

•平興國中、永安國中、八德國中、中壢國
中、新坡國中等校輔導主任及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訓育組長、衛生組長、資料組
長、導師等職務，桃園縣家庭教育輔導團
團員、桃園縣友善校園輔導行政諮詢小組
成員

•現任桃園市國教輔導團自然領域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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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班級數統計(學生約1300人)

年級 國一 國二 國三 資源班 特教班

班級數 15 15 16 2 2

合計 46
(含體育班3班)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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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升學榜單

學校 人數
國中會考滿分 2
考取武陵高中科學班 1
考取武陵高中及中大壢中 20
國中會考成績5A 15
錄取公立高中職 40 %

感謝家長的配合與支持
平南國中會更好 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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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榮譽榜
全國競賽
一、平南國中榮獲2018科技部國中高瞻計畫課程組優選

「科技山手線 連結你我的AI基地」
二、平南國中謝雅聖、謝小琪與廖珮雯老師參加2016KDP全國學校
經營與教學創新國際認證獎優等獎，作品《光合作用─綠環保》

全國學生學藝競賽
一、106年度全國國語文競賽原住民布農族語朗讀競賽第四名：

胡念婷。指導教師：馬惠美老師。
二、106年度國中自然科學奧林匹亞競賽榮獲銅牌：邱柏偉。

指導教師：吳家碩老師。
三、第十ㄧ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國中九年級佳作：張蕎安。

指導教師：應懿蘋老師。
四、106學年度全國美展南區西畫組榮獲佳作：徐蘊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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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榮譽榜

桃園市學生競賽
一、桃園市科展榮獲第三名:蕭宜藍
二、第二屆桃園市長盃珠心算暨數學國際公開邀請賽榮獲數
學組九年級第一名：彭聖均 第二名：宋政霖。

三、106年度桃園市語文競賽(原住民朗讀比賽)：
胡念婷榮獲布農族語第一名 指導教師：馬惠美老師
林莊源榮獲撒奇萊雅族語第一名 導教師：陳雅玲老師
吳姵誼榮獲泰雅族語第三名 指導教師：汪珠英老師

四、桃英盃英語說故事比賽國中組冠軍：樂威呈
亞軍：蔡伊婷

五、桃園市機器人創意組佳作： 909 莊明遠、 907 陳冠宇、
907 楊博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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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榮譽榜

桃園市學生競賽
一、106年度蔬果飽可夢徵寶設計比賽榮獲優勝：徐蘊如
徐蘊妃。
二、106年度桃園庇護天使工作影像繪畫比賽榮獲佳作：徐蘊
如 徐蘊妃。
三、106學年度心三美影片拍攝--做好事組榮獲佳作：鄧羽芯
樊紫婕。
四、106學年學生音樂比賽直笛獨奏南區B組榮獲優等第三名：
彭群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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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榮譽榜

桃園市技藝競賽

動力機械群全市第二名:郭弦真
餐旅職群飲料調製組:全市第三名
商管群全市第三名:雷子儀
商管群全市佳作:912方芮軒
餐旅群西餐組全市佳作:901蕭聰宇
餐旅群中餐組全市佳作:904巫伶萱
餐旅群烘焙組全市佳作:909詹茗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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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佳績

第八節課業輔導課:全校開班(46班)

閱讀心得寫作完成4本書目:310人
8本書目:355人
15本書目:75人

積極推動閱讀說書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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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體育英雄榜-田徑

816 徐苡絜 6公里

715 朱紫瑜 跳遠

715 游宇翔 標槍

715 游宇翔 鐵餅

715 岩俊傑 1500公尺

715 岩俊傑 400公尺

715 蘇照啟 1500公尺

816 徐苡絜 1500公尺

812 陳星羽 400公尺

812 陳星羽 100公尺

812 廖聖恩 標槍

810 黃福聖 1500公尺

917 嘪士宏 鐵餅

917 彭俊凯 標槍

917 彭俊凯 鐵餅

※106年桃園市體育會理事長盃中等學校越野賽榮獲佳績

※106年桃園市體育會理事長盃週末田徑賽榮獲佳績

第四名

第二名

第六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二名

第四名

第六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七名

第六名

第二名

第五名

第三名

107學年度徐苡絜榮獲桃園市田徑分齡賽800M第一名(破大會紀錄)
及1600M第一名(破大會紀錄)
陳星宇107桃園市運動會200M第四名
游宇翔鐵餅第四名及鉛球第七名
國中男女組4*400M接力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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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平南體育英雄榜

816 徐苡絜 800公尺

816 徐苡絜 1500公尺

816 徐苡絜 1500公尺

816 徐苡絜 800公尺

917 彭俊凯 標槍

917 彭俊凯 標槍

816 徐苡絜 1500公尺

816 徐苡絜 1500公尺

※106年桃園市運動會榮獲佳績

※106年桃園市中小學聯合運動大會榮獲佳績

※106年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榮獲佳績

※106年全國田徑分齡賽榮獲佳績

第八名

第五名

第四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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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體育英雄榜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一名※106年學年度全國協會盃曲棍球錦標賽榮獲佳績

※106年學年度全國總統盃曲棍球錦標賽榮獲佳績

105年曲棍球競賽成績
※105年學年度全國中正盃曲棍球錦標賽榮獲佳績

※105年學年度全國總統盃曲棍球錦標賽榮獲佳績

※105年學年度全國協會盃曲棍球錦標賽榮獲佳績

106年曲棍球競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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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平南體育英雄榜

817 陳富忠 品勢

817 陳富忠 對練

917 張盈姿 59公斤級(對練)

105年跆拳道競賽成績

第一名

第一名

※107年新北市鶯歌區主委盃暨國跆拳道錦標賽容獲佳績

※107年度桃園市主委盃跆拳道錦標賽暨全國中等學校全中運選拔容獲佳績

第二名

107年跆拳道競賽成績



三、校園環境-綠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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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環境-更新教學設備及老舊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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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質的教育團隊－重視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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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師科展指導講座、專業課程及認證



五、優質的教育團隊-活潑有效的教學活動

20



五、優質的教育團隊-活潑有效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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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質的教育團隊-活潑有效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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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質的教育團隊-活潑有效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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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推動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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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原住民文化傳承-開設族語認證班



六、學校推動的學習活動

安排班級讀報時間-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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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推動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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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朝會英語抽背



六、學校推動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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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本土化教育-本土文化融入藝術與人文課程並成立客家合唱團



六、學校推動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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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學科適性學習-安排學生自學時間、獎勵單科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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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909胡念慈同學參加全國原住民國語文競賽榮獲全國第一名



七、各項競賽與展演，為學生創造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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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漢英盃英文單字大賽榮獲桃園市國中組第一名



七、各項競賽與展演，為學生創造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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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戲劇比賽榮獲全市第二名
106學年度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戲劇比賽榮獲全市第四名



七、各項競賽與展演，為學生創造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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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辦理社區校慶運動會107年11月10日(六)



八、設有體育班-田徑、曲棍球、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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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體育班，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本校國中曲棍球隊榮獲105年度中正盃全國比賽總冠軍
連續三年霸（104-106年）榮獲總統盃全國錦標賽總冠軍



九、推動生涯發展教育，引導學生適性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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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技藝教育競賽獲取佳績



十、重視親職教育及親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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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親子教育座談講座 107.10.12.教育學堂
講題：如何教出21世紀有競爭力的孩子
主講人：著名親職教育專家盧蘇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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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平南有您真好!

與家長共促教育合夥人
幫助每一個孩子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