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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風雲



歷年全國少年
籃球錦標賽佳績



屆數 成績 日期 指導教練 備註

第02屆 女生冠軍 民國59年02月 吳雪峰教練 勇奪本校女生第1座冠軍盃

第05屆 男生冠軍 民國62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男生第1座冠軍盃，
男生訪問日本, 韓國七戰全勝。

62年國小師生盃冠軍，
62年聯合報全國少年籃球賽冠軍。

第05屆 女生亞軍 民國62年04月 吳雪峰教練 陽明山管理局少年籃球賽冠軍

第07屆 女生冠軍 民國64年06月 吳雪峰教練 勇奪本校女生第2座冠軍盃

第09屆 女生冠軍 民國66年04月 吳雪峰教練 女生訪問菲律賓,香港六戰全勝

歷年全國少年
籃球錦標賽佳績



第11屆 男生殿軍 民國68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本校第1次舉辦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第11屆 女生季軍 民國68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第13屆 男生冠軍 民國70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第1次雙料冠軍

第13屆 女生冠軍 民國70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第1次雙料冠軍

第15屆 女生殿軍 民國72年06月 陳勝稔教練

第17屆 女生季軍 民國74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第20屆 男生冠軍 民國77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男生第3座冠軍盃

第20屆 女生季軍 民國77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第21屆 男生冠軍 民國78年04月 陳珍生教練 勇奪本校男生第3座冠軍盃，男生受邀參
加1989芬蘭海豚盃

第22屆 男生亞軍 民國79年04月 黃湘雯教練

第22屆 女生冠軍 民國79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女生第4座冠軍盃，女生受邀參
加1990芬蘭海豚盃 ( 冠軍 )

第23屆 男生冠軍 民國80年05月 劉德三教練 勇奪本校第2次雙料冠軍，男女生受邀參
加1991芬蘭海豚盃 ( 冠軍 )



第23屆 女生冠軍 民國80年05月 陳珍生教練 勇奪本校第2次雙料冠軍，男女生受邀參
加1991芬蘭海豚盃 ( 冠軍 )

第24屆 男生亞軍 民國81年04月 黃湘雯教練

第24屆 女生冠軍 民國81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女生3連霸冠軍盃，女生受邀參
加1992芬蘭海豚盃 ( 冠軍 )

第25屆 男生冠軍 民國82年05月 劉德三教練 勇奪本校第3次雙料冠軍，女生4連霸冠
軍盃，男女生受邀參加1993芬蘭海豚

盃 ( 冠軍 )

第25屆 女生冠軍 民國82年05月 陳珍生教練 勇奪本校第3次雙料冠軍，女生4連霸冠
軍盃，男女生受邀參加1993芬蘭海豚

盃 ( 冠軍 )

第26屆 男生冠軍 民國83年04月 黃湘雯教練 勇奪本校第4次雙料冠軍，男女生受邀參
加1994芬蘭海豚盃



第26屆 女生冠軍 民國83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第4次雙料冠軍，女生5連霸冠
軍盃，男女生受邀參加1994芬蘭海豚盃

第27屆 男生冠軍 民國84年05月 劉德三教練 勇奪本校第5次雙料冠軍，並連續第3年
奪得雙料冠軍，男女生受邀參加1995芬

蘭海豚盃 ( 冠軍 )

第27屆 女生冠軍 民國84年05月 黃湘雯教練 勇奪本校第5次雙料冠軍，女生6連霸冠
軍盃，男女生受邀參加1995芬蘭海豚

盃 ( 冠軍 )

第28屆 男生冠軍 民國85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第6次雙料冠軍，並連續第4年
奪得雙料冠軍，男女生受邀參加1996芬

蘭海豚盃

第28屆 女生冠軍 民國85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勇奪本校第6次雙料冠軍，女生7連霸冠
軍盃，男女生受邀參加1996芬蘭海豚盃

第29屆 男生冠軍 民國86年04月 劉德三教練 勇奪本校第7次雙料冠軍，並連續第5年
奪得雙料冠軍，男女生受邀參加1997芬

蘭海豚盃 ( 冠軍 )



第29屆 女生冠軍 民國86年04月 黃湘雯教練 勇奪本校第7次雙料冠軍，女生8連霸冠
軍盃，男女生受邀參加1997芬蘭海豚

盃 ( 冠軍 )

第30屆 男生亞軍 民國87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男女生受邀參加1998芬蘭海豚盃

第30屆 女生冠軍 民國87年04月 陳勝稔教練 女生勇奪9連霸冠軍盃，男女生受邀參加
1998芬蘭海豚盃

第31屆八十八年停賽改辦聯賽查看聯賽成績

第32屆八十九年停賽改辦聯賽查看聯賽成績

第33屆 男生季軍 民國90年05月 劉德三教練 男女生受邀參加2001芬蘭海豚盃

http://staff.ptes.tp.edu.tw/%7Eptesbb/btmb/national.html#2
http://staff.ptes.tp.edu.tw/%7Eptesbb/btmb/national.html#2


第33屆 女生冠軍 民國90年05月 黃湘雯教練 女生勇奪10連霸冠軍盃，男女生受邀參
加2001芬蘭海豚盃

第34屆 男生冠軍 民國91年05月 許崇倫教練 男女生受邀參加2002芬蘭海豚盃

第34屆 女生季軍 民國91年05月 陳俊良教練 男女生受邀參加2002芬蘭海豚盃

第35屆因 S A R S 本屆全國賽取消

第37屆 女生冠軍 民國94年04月 黃湘雯教練 勇奪本校第15座女生組冠軍杯。

第39屆 女生亞軍 民國96年月 教練



第40屆 女生冠軍 民國97年月 教練 勇奪本校第16座女生組冠軍杯。

第42屆 女生亞軍 民國99年月 教練

第44屆 女生亞軍 民國101年5月
教練

第45屆 女生冠軍 民國102年月
教練

勇奪本校第17座女生組冠軍杯。

第46屆 男生亞軍 民國103年4月 教練

第46屆 女生季軍 民國103年4月 教練



第48屆
(305組)

女生冠軍 民國105年4月 教練 勇奪本校第18座女生組冠軍杯。

第50屆
(206組)

女生亞軍 民國107年4月 教練

第50屆
(305組)

女生殿軍 民國107年5月 教練

第51屆
(305組)

女生殿軍 民國108年4月 教練



追憶當年





十連霸

























近年出校爭光



102學年度第46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102學年度第46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男生組亞軍



102學年度第46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女生組季軍



102學年度夏季少年籃球錦標賽

102學年度夏季少年籃球錦標賽女生組亞軍



102學年度第46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精彩花絮



103學年度第47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103學年度第47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女生組第五名



103學年度第47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男生組生活教育精神錦標



103學年度第47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精彩花絮



104學年度第48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104學年度第48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女生組冠軍



104學年度第48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女生組冠軍



104學年度第48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精彩花絮



105學年度第49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105學年度第49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男生組第五名



第49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由北投國小與南港國小選手舉旗進場



106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

106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女生組亞軍



106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女生組亞軍



106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精彩花絮



106學年度第50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106學年度第50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男生305組第五名



106學年度第50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男生305組第五名



106學年度第50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女生206組亞軍



106學年度MOMO親子台專訪

MOMO親子台【運動練習生】籃球專題專訪



MOMO親子台【運動練習生】專訪北投國小籃球隊



MOMO親子台【運動練習生】專訪北投國小籃球隊攝影花絮



107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

107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女生殿軍、男生第五名



107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女生殿軍、男生第五名



107學年度第51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107學年度第51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女生305組殿軍



107學年度第51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精彩花絮



107學年度第51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女生305組殿軍、男生305組第五名



107學年度第51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男生305組



107學年度第51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精彩花絮



107學年度第51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女生305組殿軍、男生305組第五名



107學年度教育盃國小籃球錦標賽男女生雙料冠軍

107學年度教育盃國小籃球錦標賽



107學年度教育盃國小籃球錦標賽男童甲組冠軍



107學年度教育盃國小籃球錦標賽
由北小現任校長翁世盟頒發獎盃



107學年度教育盃國小籃球錦標賽女童甲組明星球員



辦理中日國際少
籃親善交流活動



104學年度中日國際少年籃球親善交流賽

北投國小籃球隊與市原市少年籃球之翼女生籃球代表隊合影



北投國小籃球隊與市原市少年籃球之翼男生籃球代表隊合影



107學年度中日國際少年籃球親善交流賽

北投國小歡迎日本市原市來訪交流



北小現任校長翁世盟贈送北投國小錦旗



北投國小籃球隊與市原市代表隊互贈手工卡片



中日國際少年籃球親善交流賽



本校籃球隊教練陳勝稔老師榮獲
108年台北市體育終身成就獎

勝稔老師致詞 典禮流程
點圖看影片



音樂社團

月琴社

太鼓隊

管樂團

直笛團

童軍團

合唱團

才藝發表會



合唱團



107學年度學生音樂合唱團比賽榮獲北區『優等』



107學年度兒童才藝表演



107學年度受邀台北溫泉季演出



105學年度校內合唱比賽



105學年度新加坡萊佛士女子小學校際交流



105學年合唱團招募新血



管樂團



107學年度兒童音樂才藝發表演



106學年度寒訓



平時團練





直笛團



107學年度受邀台北溫泉季演出



106學年度受邀台北生活祭耶誕禮讚活動演出



107學年度兒童才藝表演



太鼓隊



108學年度歡迎韓國校長來訪演出



107學年度受邀台北溫泉季演出



107學年度太鼓達人暑期營



107學年度受邀喬大文化基金會聖誕園遊會演出



106學年度北投警察局資安會議開場演出



106學年度寒訓



105學年度校長交接典禮



103學年度教育局長親臨兒童節活動



童軍團



106學年度童軍校外課程



105學年度童軍甄選



106學年度宣誓儀式



106學年度期末結訓



月琴社





人間國寶楊秀卿唱進北投國小

點擊看
新聞



音樂才藝
發表會













登山健行



六年級-忠義山步道



忠義山攻頂



五年級-焚化爐、洲美運動公園健走

五年級學生與家長
帶著愉悅的心情開始健走 焚化爐眺望台



邊走邊進行愛護社區環境整潔活動的
五年級學生們



四年級-水磨坑溪沿溪步道健走

學生與家長快樂的踏上健行之旅



學生沿著溪邊一邊健行
一邊撿拾垃圾，恢復乾淨環境



三年級-淡水紅樹林健走

闖關活動〈探索達人〉-紅樹林相關問題搶答。



闖關活動

〈大藝術家〉-
全班一起唱一首指定歌曲

〈英雄盟主〉-
老師念一個英文單字，請學生表演出來，
再由全班用一句完整的句型回答出來。



〈環保高手〉-
知道如何垃圾分類，
並瞭解節能減碳的重要性

〈體能健將〉-
利用水筆仔、招潮蟹、
小白鷺的動作來玩猜拳遊戲

闖關活動



淨山活動

認識水筆仔 親子一同
進行健走淨山活動

全班學生一同
進行健走淨山活動



二年級-北投公園、地熱谷健走

老師介紹地熱谷及北投石



老師介紹溫泉博物館的歷史文化



校長與學生一同進行社區整潔活動



一年級-田心仔綠地步道

闖關活動-
認識稻穀，關主在田中扮稻草人。

闖關活動-認識美人樹。



闖關活動

認識樟樹 認識小葉欖仁



北投國小健走淨山 1500位親師生參與
2018/05/03
記者陳淑萍/臺北報導
為了鍛練孩子強健體魄，
北投國小選在五一勞動
節這天，邀請家長們陪
伴孩子一起參加健走淨
山活動，每個年級都規
劃不同的路線，孩子們
都相當開心。

點圖看新聞



校慶活動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開幕典禮-運動員進場

115周年校慶暨

105學年度
體育表演會



開幕典禮-恭迎會旗



開幕典禮-主席致詞



六年級表演節目:北投戰舞．青春起舞



幼兒園表演節目:快樂小不點



個人短跑決賽



可愛班表演節目: 
208 vs 510 之輪子大對決



一年級趣味競賽:同心協力跳跳樂



班級大隊接力決賽



二年級表演節目: 
活力健康“舞”蔬果



三年級趣味競賽: 
跳躍三年級 拍出好活力



四年級表演節目: 
健康Go Go Go



五年級趣味競賽:活力平衡球



閉幕典禮頒獎



教務處女巫書湯募書活動



學務處活動-乾淨校園資源再利用



輔導室活動-校友回娘家



106學年度
體育表演會

開幕典禮-運動員進場











趣味表演











































開幕典禮-運動員進場

107學年度
體育表演會



開幕典禮-運動員進場



開幕典禮-運動員進場



開幕典禮-運動員進場



開幕典禮-恭迎會旗



恭迎會旗進場



學生表演節目















趣味競賽



活動剪影

















北投國小太鼓隊里仁表演

點擊看
表演



學生月琴演出

點擊看
表演



促進視力健康小主播

點擊我看影片



相浴美好-溫泉博物館館慶

點擊看
影片



北投社區行人安全日

點擊看
影片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102學年度第46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投影片編號 30
	102學年度夏季少年籃球錦標賽
	投影片編號 32
	103學年度第47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104學年度第48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投影片編號 37
	投影片編號 38
	105學年度第49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投影片編號 40
	106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
	投影片編號 42
	投影片編號 43
	106學年度第50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投影片編號 45
	投影片編號 46
	106學年度MOMO親子台專訪
	投影片編號 48
	投影片編號 49
	107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
	投影片編號 51
	107學年度第51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投影片編號 55
	投影片編號 56
	投影片編號 57
	107學年度教育盃國小籃球錦標賽
	投影片編號 59
	投影片編號 60
	投影片編號 61
	投影片編號 62
	104學年度中日國際少年籃球親善交流賽
	投影片編號 64
	107學年度中日國際少年籃球親善交流賽
	投影片編號 66
	投影片編號 67
	投影片編號 68
	本校籃球隊教練陳勝稔老師榮獲�108年台北市體育終身成就獎
	投影片編號 70
	投影片編號 71
	107學年度學生音樂合唱團比賽榮獲北區『優等』
	107學年度兒童才藝表演
	107學年度受邀台北溫泉季演出
	105學年度校內合唱比賽
	105學年度新加坡萊佛士女子小學校際交流
	105學年合唱團招募新血
	投影片編號 78
	107學年度兒童音樂才藝發表演
	106學年度寒訓
	平時團練
	投影片編號 82
	投影片編號 83
	投影片編號 84
	106學年度受邀台北生活祭耶誕禮讚活動演出
	107學年度兒童才藝表演
	投影片編號 87
	108學年度歡迎韓國校長來訪演出
	107學年度受邀台北溫泉季演出
	107學年度太鼓達人暑期營
	107學年度受邀喬大文化基金會聖誕園遊會演出
	106學年度北投警察局資安會議開場演出
	106學年度寒訓
	105學年度校長交接典禮
	103學年度教育局長親臨兒童節活動
	投影片編號 96
	106學年度童軍校外課程
	105學年度童軍甄選
	106學年度宣誓儀式
	106學年度期末結訓
	投影片編號 101
	投影片編號 102
	人間國寶楊秀卿唱進北投國小
	投影片編號 104
	投影片編號 105
	投影片編號 106
	投影片編號 107
	投影片編號 108
	投影片編號 109
	投影片編號 110
	六年級-忠義山步道
	忠義山攻頂
	五年級-焚化爐、洲美運動公園健走
	邊走邊進行愛護社區環境整潔活動的�五年級學生們
	四年級-水磨坑溪沿溪步道健走
	學生沿著溪邊一邊健行�一邊撿拾垃圾，恢復乾淨環境
	三年級-淡水紅樹林健走
	闖關活動
	闖關活動
	淨山活動
	二年級-北投公園、地熱谷健走
	投影片編號 122
	投影片編號 123
	一年級-田心仔綠地步道
	闖關活動
	北投國小健走淨山 1500位親師生參與
	投影片編號 127
	投影片編號 128
	投影片編號 129
	投影片編號 130
	投影片編號 131
	投影片編號 132
	投影片編號 133
	投影片編號 134
	投影片編號 135
	投影片編號 136
	投影片編號 137
	投影片編號 138
	投影片編號 139
	投影片編號 140
	投影片編號 141
	投影片編號 142
	投影片編號 143
	投影片編號 144
	投影片編號 145
	投影片編號 146
	投影片編號 147
	投影片編號 148
	投影片編號 149
	投影片編號 150
	投影片編號 151
	投影片編號 152
	投影片編號 153
	投影片編號 154
	投影片編號 155
	投影片編號 156
	投影片編號 157
	投影片編號 158
	投影片編號 159
	投影片編號 160
	投影片編號 161
	投影片編號 162
	投影片編號 163
	投影片編號 164
	投影片編號 165
	投影片編號 166
	投影片編號 167
	投影片編號 168
	投影片編號 169
	投影片編號 170
	投影片編號 171
	投影片編號 172
	投影片編號 173
	投影片編號 174
	投影片編號 175
	投影片編號 176
	投影片編號 177
	投影片編號 178
	投影片編號 179
	投影片編號 180
	投影片編號 181
	投影片編號 182
	投影片編號 183
	投影片編號 184
	投影片編號 185
	投影片編號 186
	投影片編號 187
	投影片編號 188
	投影片編號 189
	投影片編號 190
	投影片編號 191
	投影片編號 192
	北投國小太鼓隊里仁表演
	學生月琴演出
	促進視力健康小主播
	相浴美好-溫泉博物館館慶
	北投社區行人安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