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兒童網站111年度小桃子資訊教育推廣活動」第1期徵件作品入選名單

序號 參賽組別 作品標題 姓名 學校 班級

1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謝O蓁 文華國小 4年3班

2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范O瑄 桃園國小 4年7班

3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徐O 桃園國小 4年5班

4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向消防英雄們致敬！ 趙O彤 楓樹國小 3年2班

5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魏O涵 桃園國小 4年7班

6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救火英雄 曾O媛 桃園國小 3年5班

7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曾O筠 桃園國小 4年7班

8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黃O荃 桃園國小 4年1班

9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張O芯 文華國小 4年4班

10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老師 陳O霓 普仁國小 3年愛班

11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最敬佩的職業 蕭O琳 桃園國小 4年1班

12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警察 王O臻 桃園國小 4年7班

13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感謝醫護人員 蔡O承 普仁國小 3年信班

14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消防人員 張O誠 普仁國小 4年和班

15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醫護人員 吳O翰 桃園國小 3年5班

16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許O俞 桃園國小 4年2班

17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陳O潔 桃園國小 3年5班

18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林O涵 桃園國小 4年1班

19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鄭O玲 桃園國小 4年1班

20 電腦繪圖(中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陳O怜 桃園國小 4年1班

21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卓O瑄 桃園國小 5年5班

22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張O容 文華國小 6年3班

23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職業是護理師 戴O朋 桃園國小 5年3班

24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握最敬佩的職業 蕭O文 桃園國小 6年2班

25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浴火英雄 蔡O峯 建德國小 6年7班

26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動漫家 楊O婷 普仁國小 5年仁班

27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彭O心 文華國小 6年女班

28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邱O崴 文華國小 5年1班

29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簡O庭 桃園國小 6年2班

30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翁O真 桃園國小 5年5班

31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獸醫師 林O靜 普仁國小 5年和班



32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盧O淩 桃園國小 6年3班

33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鄭O緹 桃園國小 5年5班

34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軍人 姜O淇 普仁國小 5年仁班

35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記者 王O瑄 普仁國小 5年和班

36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康O婕 桃園國小 5年5班

37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楊O茵 桃園國小 5年5班

38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明星 黃O潾 普仁國小 5年和班

39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醫護人員 林O潔 桃園國小 5年4班

40 電腦繪圖(高年級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張O蓁 桃園國小 6年2班

41 電腦繪圖(國中組) 白衣天使 邱O瓴 大成國中 8年21班

42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yt創作者 周O柔 大竹國中 8年04班

43 電腦繪圖(國中組) 在嚴峻疫情下的白衣天使 黃O婷 永豐高中附設國中 7年10班

44 電腦繪圖(國中組) 英勇的背影--消防員 孫O芸 大竹國中 8年11班

45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余O葶 桃園國中 7年6班

46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的夢想 葉O瑄 瑞坪國中 8年7班

47 電腦繪圖(國中組) 外科醫生 黃O賢 會稽國中 8年6班

48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是偶像 楊O靜 桃園國中 8年14班

49 電腦繪圖(國中組) 我最敬佩的職業 簡O芸 凌雲國中 8年3班

50 電腦繪圖(國中組) 太空人 呂O瑋 大竹國中 8年1班

51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書包減重 邱O喆 南崁國小 4年9班

52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別背書包壓垮了！書包減重大作戰 吳O蜜 南美國小 4年4班

53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書包減重說明動畫 李O昕 同德國小 4年8班

54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書包減重 張O倫 南崁國小 4年6班

55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書包減重!!! 林O恩 同德國小 3年8班

56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書包減重 陳O妤 文華國小 4年5班

57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書包輕一點 健康多一點 張O喆 南崁國小 4年4班

58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書包減重 鍾O偉 南崁國小 4年10班

59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敏敏&amp;緹緹上學趣 林O緹 成功國小 4年6班

60 程式設計(中年級組) 書包減重大家一起來!!!!!! 李O晴 龍潭國小 4年2班

61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和平遊戲 吳O潔 桃園國小 6年5班

62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 張O茿 龜山國小 6年4班

63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地球是我們的家 陳O森 桃園國小 5年3班



64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坦克世界の和平戰役 周O宇 龜山國小 5年1班

65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和平大作戰 傅O心 仁善國小 5年乙班

66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 黃O家 桃園國小 6年1班

67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幫烏克蘭找地雷 顏O淵 平興國小 5年4班

68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和平真的只能在戰爭後出現嗎 陳O晟 仁善國小 5年2班

69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吳孟城 吳O城 桃園國小 6年1班

70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遊戲 吳O榮 建國國小 5年1班

71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由心做起 陳O宇 建國國小 5年3班

72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一起守護世界和平 李O睿 私立有得國(中)小 6年B班

73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 廖O涵 仁和國小 5年3班

74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 朱O恩 同德國小 5年7班

75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俄烏戰爭 洪O茗 桃園國小 6年1班

76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 陳O維 新埔國小 5年5班

77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 游O穎 桃園國小 5年4班

78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超人貓拯救烏克蘭 彭O哲 瑞塘國小 5年1班

79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領土保衛戰 黃O凱 桃園國小 5年1班

80 程式設計(高年級組) 世界和平 張O薰 仁善國小 5年2班

81 程式設計(國中組) 世界和平之不可能的任務 林O佑 同德國中 8年3班

82 程式設計(國中組) 愛在戰火蔓延時 趙O淳 私立振聲中學國中部 7年忠班

83 程式設計(國中組) 世界和平大使 郭O宏 建國國中 7年7班

84 程式設計(國中組) 世界和平 林O維 私立有得國中(小) 7年B班

85 程式設計(國中組) 世界和平 許O崴 私立有得國中(小) 7年A班

86 程式設計(國中組) 維護和平❗ 陳O恩 山腳國中 7年2班

87 程式設計(國中組) Peace Defender 和平守護者 宋O斌 中壢國中 7年8班

88 程式設計(國中組) 擊破戰爭 楊O修 永豐高中附設國中 7年8班

89 程式設計(國中組) 世界和平 吳O均 經國國中 7年8班

90 程式設計(國中組) Windows10 介紹烏俄戰爭及小遊戲 林O庭 經國國中 7年5班

91 程式設計(國中組) 毀滅龍 劉O豪 建國國中 7年21班

92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黃O瑞 桃園國小 2年4班

93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神奇果 徐O恩 桃園國小 1年2班

94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像大海 王O晴 慈文國小 1年5班

95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黃O雁 永順國小 2年5班

96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鄭O澤 桃園國小 2年2班



97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我學會了如何寬容待人 曾O瑜 自立國小 2年忠班

98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鉛筆盒迷路記 吳O榛 桃園國小 1年5班

99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黃O洲 桃園國小 1年3班

100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刺刺的一天 黃O淵 桃園國小 2年1班

101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陳O勳 桃園國小 2年4班

102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謝O澄 興國國小 1年7班

103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陳O穎 文華國小 1年3班

104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韓O呈 桃園國小 1年2班

105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轉換心境原諒他人 簡O軒 普仁國小 1年信班

106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郭O岑 桃園國小 1年5班

107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原諒的故事 李O朮 大業國小 1年2班

108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郭O喬 桃園國小 1年5班

109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 游O壹 桃園國小 1年3班

110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寬容的藺相如 蕭O曜 桃園國小 1年2班

111 數位說故事(低年級組) 過動症孩子對微胖女孩的傷害 李O語 龍岡國小 2年2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