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參賽組別 作品標題 姓名 學校 班級 獎項
1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黃○瑞 市立桃園國小 1年4班 佳作

2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任○晞 市立桃園國小 2年3班 佳作

3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的重要 趙○彤 市立楓樹國小 2年二班 佳作

4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蘇○渝 市立會稽國小 2年三班 佳作

5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陳○熹 市立龍岡國小 1年四班 佳作

6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鳥都飛光了 鄭○廷 市立光明國小 2年六班 佳作

7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卓○月 市立桃園國小 2年5班 佳作

8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模範生的代價 張○唯 市立龍岡國小 1年2班 佳作

9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趙○擎 市立桃園國小 1年4班 佳作

10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的重要 鄭○則 市立桃園國小 2年4班 佳作

11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的重要 游○晴 市立桃園國小 2年4班 佳作

12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王○婷 市立桃園國小 2年3班 佳作

13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朱○萱 市立龍岡國小 1年3班 佳作

14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閃電的大鬧鐘 黃○淵 市立桃園國小 1年1班 佳作

15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很重要 謝○彤 市立文華國小 1年4班 佳作

16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的重要 陳○晞 市立桃園國小 1年4班 佳作

17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的重要 游○靚 市立桃園國小 1年2班 佳作

18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改掉賴床壞毛病 方○美 市立自立國小 1年忠班 佳作

19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慌張先生 姚○辰 市立南門國小 2年3班 佳作

20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守時的重要性 邱○熙 市立桃園國小 2年3班 佳作

21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李○綺 市立信義國小 4年8班 佳作

22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姜○淇 市立普仁國小 4年義班 佳作

23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一起去淨灘!以減代檢! 戴○朋 市立桃園國小 4年4班 佳作

24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給海洋一個乾淨的家 黃○荃 市立桃園國小 3年1班 佳作

25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林○靜 市立普仁國小 4年愛班 佳作

26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能為海洋做的事 楊○婷 市立普仁國小 4年義班 佳作

27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翁○真 市立桃園國小 4年5班 佳作

28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康○婕 市立桃園國小 4年5班 佳作

29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愛海洋請勿過度捕撈 范○瑄 市立桃園國小 3年7班 佳作

30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鄭○玲 市立桃園國小 3年1班 佳作

31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環保減塑救海洋林○潔 市立桃園國小 4年4班 佳作

32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魚沒有游泳的地方 林○安 市立桃園國小 4年5班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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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林○捷 市立桃園國小 4年4班 佳作

34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能為海洋做的事 蔡○琪 市立普仁國小 3年義班 佳作

35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海洋環保一起做 徐○ 市立桃園國小 3年5班 佳作

36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陳○瑪 市立桃園國小 3年1班 佳作

37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蕭○峻 市立桃園國小 4年4班 佳作

38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張○誠 市立普仁國小 3年和班 佳作

39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卓○瑄 市立桃園國小 4年5班 佳作

40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辜○宏　 市立桃園國小 4年1班 佳作

41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張○容 市立文華國小 5年3班 佳作

42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陳○瑄 市立桃園國小 6年2班 佳作

43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給海底動物一個乾淨的家 姚○維 市立桃園國小 5年5班 佳作

44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保護海洋 謝○琪 市立桃園國小 6年6班 佳作

45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淨灘 林○誼 市立桃園國小 6年6班 佳作

46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林○羽 市立文華國小 6年4班 佳作

47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守護海洋你我一起來 吳○婧 市立文華國小 6年5班 佳作

48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謝○甯 市立桃園國小 5年5班 佳作

49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海洋環境保護 蔡○家 市立建國國小 6年4班 佳作

50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愛護海洋你我有責 干○菱 市立新路國小 6年3班 佳作

51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葉○仟 市立桃園國小 6年1班 佳作

52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賴○妮 市立桃園國小 6年2班 佳作

53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巫○芊 市立桃園國小 6年4班 佳作

54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簡○蓁 市立桃園國小 5年3班 佳作

55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能為海洋做的事 郭○穎 市立長庚國小 5年1班 佳作

56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維護海洋，人人有責 許○睿 市立桃園國小 5年5班 佳作

57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陳○羽 市立普仁國小 5年忠班 佳作

58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吳○潔 市立桃園國小 5年5班 佳作

59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們能為海洋做些什麼 吳○親 市立桃園國小 6年4班 佳作

60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淨灘 陳○鴻 市立桃園國小 5年4班 佳作

61 電腦繪圖(國中組) 海洋危機 邱○瓴 市立大成國中 7年21班 佳作

62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柯○廷 市立大崗國中 8年四班 佳作

63 電腦繪圖(國中組) 沒有海洋地球，就沒有生命 林○丞 市立大崗國中 8年8班 佳作

64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陳○璇 市立楊梅國中 9年14班 佳作

65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鍾○君 市立凌雲國中 7年四班 佳作

66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許○藍 市立同德國中 8年8班 佳作



67 電腦繪圖(國中組) 一起愛護海洋去~ 葉○瑄 市立瑞坪國中 7年7班 佳作

68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羅○安 市立楊梅國中 9年14班 佳作

69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楊○靜 市立桃園國中 7年14班 佳作

70 電腦繪圖(國中組) 拾碎 李○彤 市立東興國中 7年12班 佳作

71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涂○瑜 市立楊梅國中 9年十四班 佳作

72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能為地球做什麼事？ 王○君 市立桃園國中 7年12班 佳作

73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張○甯 市立楊梅國中 8年07班 佳作

74 電腦繪圖(國中組) 還我一個乾淨的藍色海洋 魏○芯 市立中壢國中 8年08班 佳作

75 電腦繪圖(國中組) 養漁有餘 姚○溱 市立桃園國中 8年5班 佳作

76 電腦繪圖(國中組) 加入綠色和平 涂○綺 市立大竹國中 7年10班 佳作

77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李○心 市立同德國中 8年8班 佳作

78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可以為海洋做的事 朱○葦 市立同德國中 8年11班 佳作

79 電腦繪圖(國中組) 停止海洋汙染 田○全 市立大竹國中 7年713班 佳作

80 電腦繪圖(國中組) .不吃過度捕撈的魚類 廖○鈞 市立大竹國中 7年11班 佳作

81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天空裡的小星星: 螢火蟲 羅○閎 市立元生國小 4年1班 佳作

82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介紹螢火蟲 曾○翔 市立文華國小 4年2班 佳作

83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螢火蟲的介紹 林○惟 市立莊敬國小 4年7班 佳作

84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螢火蟲 洪○捷 市立文華國小 4年1班 佳作

85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逃獄大作戰 林○庭 市立莊敬國小 6年5班 佳作

86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密室逃脫 李○玠 市立東門國小 6年3班 佳作

87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斗篷科學家(密室逃脫) 陳○恩 市立海湖國小 6年乙班 佳作

88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密室逃脫 黃○家 市立桃園國小 5年1班 佳作

89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密室逃脫 陳○廷 市立文華國小 5年5班 佳作

90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密室逃脫 鍾○澤 市立楊心國小 5年2班 佳作

91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密室逃脫 張○妮 市立興國國小 6年7班 佳作

92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魔鬼地下城之阿明大逃脫 林○劼 市立仁和國小 6年4班 佳作

93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密室逃脫 朱○嘉 市立桃園國小 6年6班 佳作

94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密室逃脫之數學想想 劉○捷 市立林森國小 6年2班 佳作

95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醫院驚魂記 吳○彤 市立桃園國小 6年4班 佳作

96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巫師ㄉ詭計!?(密室逃脫) 吳○潔 市立桃園國小 5年5班 佳作

97 程式設計(國中組) 邏輯學院密室逃脫 林○佑 市立同德國中 7年3班 佳作

98 程式設計(國中組) 密室逃脫 趙○彧 市立大竹國中 8年9班 佳作

99 程式設計(國中組) 空間迷廊 沈○瑋 市立內壢國中 8年十班 佳作

100 程式設計(國中組) 密室逃脫 楊○靜 市立桃園國中 7年14班 佳作



101 程式設計(國中組) 【密室逃脫:生死威脅-黑曜之巔】 吳○珣 市立會稽國中 7年5班 佳作

102 程式設計(國中組) 密室逃脫 游○霖 市立同德國中 8年07班 佳作

103 程式設計(國中組) 密室逃脫 ---【校園瘋暴】 洪○昆 市立會稽國中 7年01班 佳作

104 程式設計(國中組) 密室逃脫 葉○樑 市立內壢國中 8年13班 佳作

105 程式設計(國中組) 5分鐘逃脫密室 朱○臻 市立內壢國中 7年25班 佳作

106 程式設計(國中組) 密室逃脫 吳○堯 市立經國國中 7年04班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