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108年Scratch程式暨創意競賽獲獎名單
編號 組別 學校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指導老師1 指導老師2 名次 敘獎額度

1 創意市集組 楊心國小 梁宸銘 黃繶璇 賴奕琳 鄭之婷 彭嘉賢 特優 嘉獎2次

2 創意市集組 經國國中 賴奕寰 廖世恩 林澤禹 蘇怡欣 特優 嘉獎2次

3 創意市集組 霞雲國小 林寶成 宗昕娣 周于茜 周樹仁 姜慧雯 優等 嘉獎1次

4 創意市集組 楊心國小 郭昱德 李沛恩 李清 鄭之婷 彭嘉賢 優等 嘉獎1次

5 創意市集組 南門國小 謝佳妤 蔡沐昀 張文宏 林子敬 甲等 獎狀1紙

6 創意市集組 大業國小 施宥安 劉少宇 陳柏勛 蔡兆琛 吳玲芬 甲等 獎狀1紙

7 創意市集組 光明國小 林于翔 夏華陽 陳柏翰 陳境峰 蘇楓鈞 甲等 獎狀1紙

8 創意市集組 西門國小 林佳洋 陳毅展 蘇竟鈞 林建碩 佳作

9 創意市集組 楊明國小 林瑀軒 蘇言欣 黃浩淳 潘乾芳 徐玉軒 佳作

10 創意市集組 文化國小 范佐豪 黃信智 陳柏智 賴來誠 佳作

12 國中遊戲組 同德國中 許怡禾 林藝偉 何筱婷 特優 嘉獎2次

13 國中遊戲組 會稽國中 林澄 蔡丞昕 朱光寧 特優 嘉獎2次

14 國中遊戲組 龍潭國中 李振皞 蔡詩軒 林湘涵 優等 嘉獎1次

15 國中遊戲組 武漢國中 胡定華 喻振凱 劉勝民 邱美容 優等 嘉獎1次

16 國中遊戲組 南崁國中 李致宇 李長鴻 沈佳璇 甲等 獎狀1紙

17 國中遊戲組 東興國中 黃振恩 陸俊龍 李心彤 甲等 獎狀1紙

18 國中遊戲組 福豐國中 許育晟 邱安妤 黃琳玉 甲等 獎狀1紙

19 國中遊戲組 大有國中 詹昀儒 楊曜瑜 陳志偉 佳作

20 國中遊戲組 光明國中 邱煥竣 楊浚廷 何欣潔 佳作

21 國中遊戲組 慈文國中 林坤郁 李久恩 陳麗玉 佳作

22 國中遊戲組 仁和國中 郭文仲 張維軒 簡良燕 黃登原 佳作

21 國中遊戲組 竹圍國中 游恩綺 王郁婷 陳承偉 佳作

22 國中遊戲組 桃園國中 巫亭緯 黃佳真 王詩瑜 佳作

23 國中動畫組 福豐國中 黃昱昇 謝昕倫 李勁緯 特優 嘉獎2次

24 國中動畫組 大有國中 劉庭甄 徐珮慈 陳志偉 特優 嘉獎2次

25 國中動畫組 桃園國中 黃子晉 楊敦捷 邱威錦 優等 嘉獎1次

26 國中動畫組 東興國中 林暐倫 潘孝哲 李心彤 優等 嘉獎1次

27 國中動畫組 楊梅國中 葉亞晴 魯凡妤 詹雅嫻 甲等 獎狀1紙

28 國中動畫組 龍興國中 劉心澄 陳以恩 劉家賓 莊曜宇 甲等 獎狀1紙

29 國中動畫組 興南國中 曾立綺 林詠淳 曾璽佳 甲等 獎狀1紙

30 國中動畫組 南崁國中 謝熙睿 陳翊 沈佳璇 佳作

31 國中動畫組 同德國中 謝祥佑 吳承宗 何筱婷 佳作

32 國中動畫組 會稽國中 林庭緯 林子荃 朱光寧 佳作

33 國中動畫組 瑞坪國中 黎祐辰 顏逢辰 吳昌雯 佳作

32 國中動畫組 新屋國中 徐維君 廖博生 詹智傑 洪新華 佳作

33 國中動畫組 武漢國中 黃崇治 羅向恩 劉勝民 吳麗菁 佳作

34  國小遊戲組 大有國小 邱洧謀 楊弘詣 黃亮文 特優 嘉獎2次

35  國小遊戲組 大忠國小 童堉綸 余英仕 陳政鴻 陳建樺 特優 嘉獎2次

36  國小遊戲組 大安國小 陳泓煒 吳明哲 王懷憲 陳威廷 優等 嘉獎1次

37  國小遊戲組 東安國小 許靖 廖惟翔 紀佳佑 優等 嘉獎1次

38  國小遊戲組 菓林國小 李冠廷 黃冠綸 李啟壽 李啟明 甲等 獎狀1紙

39  國小遊戲組 龜山國小 佘政顥 徐國維 簡全瑩 陳奐廷 甲等 獎狀1紙

40  國小遊戲組 新路國小 劉力維 章恪騫 蔡舒雅 汪宗明 甲等 獎狀1紙

41  國小遊戲組 西門國小 辜奕辰 賴泓榆 林建碩 佳作

42  國小遊戲組 同安國小 林星佑 法愛‧撒以大 連恆欣 宋青和 佳作

43  國小遊戲組 武漢國小 莊詠信 甯家威 吳佩芬 佳作

44  國小遊戲組 桃園國小 李羿賢 林孝揚 張峰銘 佳作

45  國小遊戲組 仁和國小 蘇寶仁 李俊驊 林裕峯 李青蓉 佳作

46  國小遊戲組 文山國小 陳筱祈 張宸瑞 吳明穎 佳作

47  國小動畫組 大有國小 趙庭澄 陳宣宇 黃亮文 特優 嘉獎2次

48  國小動畫組 林森國小 楊依璇 魏子芯 林韋成 特優 嘉獎2次

49  國小動畫組 山豐國小 曾芷寧 陳家儀 黃榮杰 優等 嘉獎1次

50  國小動畫組 南門國小 李蘅哲 徐建安 張文宏 優等 嘉獎1次

51  國小動畫組 文化國小 李昀宸 彭威綸 王鋐璋 甲等 獎狀1紙

52  國小動畫組 新路國小 戴泊如 羅品宣 汪宗明 蔡舒雅 甲等 獎狀1紙

53  國小動畫組 莊敬國小 陳毓芹 汪宥茹 許爾倫 葉淑慧 甲等 獎狀1紙

54  國小動畫組 慈文國小 楊恩愛 翁昕妘 吳建鋒 陳美玲 佳作

55  國小動畫組 桃園國小 吳思睿 楊亞靜 張峰銘 佳作

56  國小動畫組 宋屋國小 余芯亮 曾臆竹 劉嘉新 佳作

57  國小動畫組 新埔國小 梁永欣 鄭襄蓉 林鴻祤 徐德光 佳作

58  國小動畫組 大勇國小 邱嘉賢 易子安 趙麗環 佳作

59  國小動畫組 楊心國小 陳晏慈 曹閔鈞 鄭之婷 彭嘉賢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