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 109 年度教師節表揚大會頒獎梯次與受獎人員名單
【教育部教育奉獻獎】
退休教師 李治平老師
【教育部杏壇芬芳獎】
建德國中 林月華老師 基隆高中 吳惠琴老師
【基隆市優良特教人員】
東信附幼 劉佳歆老師
【基隆市 SUPER 教師】
深澳國小 朱奕勳老師 中山高中 李怡慧老師 經國學院
【資深教師優良教師—服務滿四十週年】
安樂國小 蕭玉盞校長 七堵國小 張簡秀金校長
【資深教師優良教師—服務滿三十週年】
頒獎第一梯次
安樂高中 方保社校長 武崙國中 辜雅珍校長 信義國小
華興國小 苗其志校長 安樂高中 周世傑老師 建德國中
中正國小 詹雅茸老師 忠孝國小 張乃文老師
頒獎第二梯次
八斗國小 傅蘭枝老師 東信國小 陳立珍老師 東信國小
東信國小 盧清溪老師 建德國小 藍巧文老師 武崙國小
五堵國小 陳慧蓮老師 碇內國小 沈錦華老師
【資深教師優良教師—服務滿二十週年】
頒獎第一梯次
成功國小 陳怡君校長 安樂高中 劉育祈老師 安樂高中
中山高中 林金山老師 暖暖高中 江彥聖老師 暖暖高中
明德國中 郭純憫老師 明德國中 黃如瑩老師
頒獎第二梯次
銘傳國中 江東興老師 成功國中 王兆熙老師 南榮國中
百福國中 張明德老師 百福國中 陳明朱老師 百福國中
七堵國小 陳思宇老師 七堵國小 黃德芳老師

朱正生教授

賴麗雯校長
丁一萍老師

陳翠伶老師
吳志汶老師

李啟嘉老師
蕭惠玲老師

江麗瑩老師
鄒佳紋老師

【資深教師優良教師—服務滿二十週年】
頒獎第三梯次
五堵國小 黃今育老師 五堵國小 賴瑩蓉老師
瑪陵國小 陳士文老師 復興國小 陳建銘老師
深美國小 李欣蓉老師 深美國小 張兆文老師
頒獎第四梯次
深澳國小 廖郁映老師 東信國小 黃玉蕙老師
東信國小 連思雯老師 東信國小 戴慧君老師
仁愛國小 游美慧老師 仁愛國小 郭惠玲老師
頒獎第五梯次
成功國小 黃瑋臻老師 成功國小 連友賓老師
德和國小 江韻華老師 德和國小 許文清老師
德和國小 曾心怡老師 德和國小 蕭琬璇老師
頒獎第六梯次
中和國小 沈詩閔老師 中和國小 楊文正老師
中華國小 石德銘老師 八斗國小 張安琪老師
正濱國小 李東穎老師 正濱國小 陳釗文老師
頒獎第七梯次
中正國小 余建基老師 中正國小 王智立老師
中正國小 顏安秀老師 中正國小 何珮芸老師
建德國小 鍾守惠老師 建德國小 李佩真老師
頒獎第八梯次
武崙國小 張桂英老師 武崙國小 林容雅老師
安樂國小 吳穎芳老師 安樂國小 陳吳桐老師
安樂國小 吳美妍老師 碇內國小 謝美智老師
【資深教師優良教師—服務滿十週年】
明德國中 蘇于晴老師 建德國中 王敏瑩老師
建德國小 周美妤老師 五堵國小 張季薰老師

五堵國小 吳寶珠老師
月眉國小 陳淑霞老師

東信國小 曾國華老師
仁愛國小 馬子婷老師

德和國小 謝詹億老師
德和國小 李宜玲老師

中和國小 李媛菁老師
正濱國小 楊宗諭老師

中正國小 蕭靜雯老師
建德國小 王曉雯老師
建德國小 林璧瑜老師
武崙國小 黃慧芬老師
安樂國小 鄭廣慈老師
信義國小 張淑屏老師
中正國小 林綺雯老師
聖心國小 董懿瑩老師

【教澤獎】
頒獎第一梯次
中山高中 鄭裕成校長
暖暖高中 尤瑞君老師
銘傳國中 張雁婷老師
頒獎第二梯次
成功國中 沈宛蓁老師
建德國中 楊惠銖老師
忠孝國小 傅德蘐老師
頒獎第三梯次
安樂國小 賴秀春老師
武崙國小 陳凱軍老師
德和國小 陳雅韻老師
頒獎第四梯次
建德國小 陳昇暉老師
長興國小 王玉程老師
暖暖附幼 蔡雅文老師

基隆市 109 年度教師節表揚大會活動流程表
深美國小 陳建文校長 中和國小 劉汶琪校長
明德國中 王淳純老師 明德國中 黃如瑩老師

建德國中 楊昇遠老師 建德國中 蔡坤龍老師
百福國中 許雅惠老師 中正國小 魏台欣老師
信義國小 劉芊伶老師
安樂國小 王貴琪老師 西定國小 游居仁老師
武崙國小 李秀玲老師 中和國小 簡竹君老師
五堵國小 施淑珍老師
碇內國小 劉國正老師 碇內國小 謝靜瑩老師
深美國小 潘翠渟老師 深美國小 陳禹涵老師

日期：109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 下午 17 時 30 分-20 時 30 分
地點：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遺址廣場
項
次

時間

1

16：50 -17：30

報到

2

17：30 -17：40

開場表演─基隆市教師絃樂團演奏

3

17：40 -17：45

施放煙火

4

17：45 -17：50

教師節基隆教師形象影片首播

5

17：50 -17：55

介紹貴賓

6

17：55 -18：05

主席致詞、貴賓致詞

7

18：05 -18：15

受獎代表致詞

蕭 玉 盞校長
張簡秀金校長

8

18：15 -18：20

頒發教育部教育奉獻獎

1 梯次，1 人

10

18：20 -18：25

頒發杏壇芬芳錄獎項

1 梯次，2 人

11

18：25 -18：30

頒發優良特教人員獎

1 梯次，1 人

12

18：30 -18：35

頒發 SUPER 教師獎

1 梯次。3 人

13

18：35 -18：45

中場表演─啄木鳥合唱團演唱

14

18：45 -18：50

頒發服務滿 40 週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1 梯次，2 人

14

18：50 -19：00

頒發服務滿 30 週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2 梯次，16 人

15

19：00 -19：25

頒發服務滿 20 週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8 梯次，66 人

16

19：25 -19：30

頒發服務滿 10 週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1 梯次，6 人

17

19：30 -19：45

頒發教澤獎

4 梯次，32 人

18

19：45 -20：30

謝師餐宴聯誼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