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兒童網站109年度小桃子資訊教育推廣活動甄件第1期徵件入選佳作名單

項次 參賽組別 作品標題 姓名 學校 班級 獎項

1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林○靜 市立普仁國小 3年愛班 佳作

2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李○綺 市立中壢國小 3年1班 佳作

3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謝○甯 市立桃園國小 4年5班 佳作

4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陳○崴 市立桃園國小 3年5班 佳作

5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許○睿 市立桃園國小 4年5班 佳作

6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徐○鴻 市立桃園國小 4年5班 佳作

7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楊○婷 市立普仁國小 3年義班 佳作

8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翁○真 市立桃園國小 3年5班 佳作

9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郭○瑢　市立桃園國小 4年2班 佳作

10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茆○庭 市立桃園國小 4年5班 佳作

11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鄭○緹 市立桃園國小 3年2班 佳作

12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張○容 市立文華國小 4年五班 佳作

13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姜○淇 市立普仁國小 3年義班 佳作

14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張○芯 市立文華國小 3年四班 佳作

15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徐○樂 市立桃園國小 3年5班 佳作

16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吳○昊 市立桃園國小 4年4班 佳作

17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作戰 張○箖 市立桃園國小 3年5班 佳作

18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康○婕 市立桃園國小 3年5班 佳作

19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王○鈞 市立桃園國小 3年1班 佳作

20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高○睎 市立文華國小 4年4班 佳作

21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邱○瓴 市立大忠國小 6年9班 佳作

22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呂○涵 市立文華國小 6年4班 佳作

23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全民戰疫，我有絕招 吳○涵 市立桃園國小 6年7班 佳作



24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疫」起抗議 徐○ 市立桃園國小 6年7班 佳作

25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李○彤 市立中壢國小 6年2班 佳作

26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凌○芯 市立文華國小 6年5班 佳作

27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王○君　市立桃園國小 6年5班 佳作

28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張○瑄 市立桃園國小 5年6班 佳作

29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大家一起來防疫 謝○芸 市立楊心國小 6年三班 佳作

30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楊○靜 市立桃園國小 6年1班 佳作

31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謝○琪 市立桃園國小 5年6班 佳作

32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戰勝肺炎，世界加油 周○芸 市立中原國小 6年2班 佳作

33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劉○心 市立公埔國小 5年孝班 佳作

34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吳○璇 市立桃園國小 6年7班 佳作

35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林○誼 市立桃園國小 5年6班 佳作

36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呂○蓁 市立中原國小 6年2班 佳作

37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天使 曹○鈞 市立楊心國小 6年4班 佳作

38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賴○妮 市立桃園國小 5年2班 佳作

39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凌○晴 市立文華國小 6年3班 佳作

40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防疫大作戰 干○菱 市立新路國小 5年3班 佳作

41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陳○元 市立中壢國中 8年3班 佳作

42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靠你我 吳○縈 市立桃園國中 8年15班 佳作

43 電腦繪圖(國中組) 它，罩得住我！ 陳○愉 市立龜山國中 7年03班 佳作

44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陳○晴 市立同德國中 7年16班 佳作

45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已成為生活 黃○宸 市立會稽國中 7年6班 佳作

46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許○嘉 市立同德國中 7年04班 佳作

47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許○綾 市立大崗國中 8年3班 佳作

48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從你我做起 陳○寧 市立竹圍國中 7年702班 佳作



49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方法 黃○凡 市立大崗國中 8年三班 佳作

50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程○薰 市立龜山國中 7年05班 佳作

51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宣導 吳○ 市立大崗國中 7年2班 佳作

52 電腦繪圖(國中組) 全民防疫大作戰 王○彤 市立東興國中 7年14班 佳作

53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王○涵 市立東興國中 7年25班 佳作

54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責任 你我有責 高○銓 市立光明國中 8年09班 佳作

55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黃○穎 市立東興國中 7年06班 佳作

56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姚○溱 市立桃園國中 7年5班 佳作

57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 武漢肺炎 王○瑄 市立大崗國中 8年七班 佳作

58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吳○甄 市立龜山國中 7年03班 佳作

59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楊○湄 市立竹圍國中 7年01班 佳作

60 電腦繪圖(國中組) 防疫大作戰 許○ 市立東興國中 7年十四班 佳作

61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居安思危 楊○菲 市立大有國小 4年2班 佳作

62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有志者事竟成 林○霓 市立大有國小 4年2班 佳作

63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對症下藥 李○綺 市立中壢國小 3年1班 佳作

64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自相矛盾-小桃子 楊○寧 市立仁和國小 4年5班 佳作

65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成語故事 陳○廷 市立文華國小 4年5班 佳作

66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才疏學淺 鍾○澤 市立楊心國小 4年3班 佳作

67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新冠肺炎大挑戰 施○安 市立大業國小 6年7班 佳作

68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飲食健康大挑戰 徐○恆 市立林森國小 6年3班 佳作

69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飲食與健康 張○妮 市立興國國小 5年7班 佳作

70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喵喵病毒大作戰 石○琪 市立南崁國小 5年3班 佳作

71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飲食與健康 張○鎰 市立南崁國小 6年1班 佳作

72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我是飲食&amp;運動專家 王○涵 市立新路國小 6年2班 佳作

73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健康捕手 李○謙 市立新路國小 6年3班 佳作



74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飲食運動健康 呂○宸 市立林森國小 6年5班 佳作

75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阿公運動日 Grandpa Sports Day 黃○語 市立龜山國小 5年5班 佳作

76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大家一起「動吃動」 林○宇 市立文華國小 6年3班 佳作

77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飲食健康運動會 丁○修 市立南崁國小 6年6班 佳作

78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運動、飲食與健康 王○翔 市立文華國小 6年2班 佳作

79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健康運動一起來 周○芸 市立中原國小 6年2班 佳作

80 程式設計(國中組) 運動安全與健康_新冠肺炎篇 范○剴 市立新屋國中 8年6班 佳作

81 程式設計(國中組) 羽出驚人 王○情 市立青溪國中 7年2班 佳作

82 程式設計(國中組) 屬於我的健康生活 郭○岑 市立竹圍國中 8年6班 佳作

83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行善服務─無私奉獻的志工 簡○喬 市立楓樹國小 2年三班 佳作

84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捐膚之愛 陳○安　市立桃園國小 2年6班 佳作

85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行善，做自己做得到的事 施○昕 市立楓樹國小 2年四班 佳作

86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沾著油汙的捐款 任○晞 市立桃園國小 1年3班 佳作

87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沈芯菱的愛心事蹟 謝○蓁 市立文華國小 2年1班 佳作

88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行善，願意奉獻的心和行動 江○諼 市立楓樹國小 2年一班 佳作

89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十元阿嬤的善心 游○酀 市立桃園國小 2年4班 佳作

90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學校的媽媽-志工媽媽 蔡○軒 市立大勇國小 2年七班 佳作

91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愛的使者─呂若瑟神父 范○瑄 市立桃園國小 2年5班 佳作

92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行善不一定要捐錢 羅○彤 市立石門國小 2年5班 佳作

93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用頭髮做善事 王○雯 市立桃園國小 2年6班 佳作

94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公益環島的幸福饅頭 陳○昕 市立會稽國小 2年四班 佳作

95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公益女孩沈芯菱 林○旭 市立會稽國小 1年六班 佳作

96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免費義診的路竹會 張○綺 市立桃園國小 2年2班 佳作

97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行善的故事 張○芸 市立文華國小 2年一班 佳作

98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行善的故事 翁○齊 市立建德國小 2年三班班 佳作



99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護媽媽遺願的高揚威醫生 李○宸 市立龍岡國小 2年四班 佳作

100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築夢一個家 王○婷 市立桃園國小 1年3班 佳作

101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行善的故事 賴○芯 市立建德國小 2年三班班 佳作

102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行善─惜福、感恩與付出 彭○騰 市立楓樹國小 2年六班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