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110年Scratch程式暨Arduino硬體競賽獲獎名單
編號 組別 學校 學生1 學生2 指導老師1 指導老師2 名次 敘獎額度

1 國小硬體組 文化國小 羅執中 游翔智 王鋐璋 賴來誠 特優 嘉獎2次

2 國小硬體組 仁和國小 林暉劼 章淯淙 林裕峯 李青蓉 優等 嘉獎1次

3 國小硬體組 光明國小 陳柏荃 郭定灝 蘇楓鈞 優等 嘉獎1次

4 國小硬體組 快樂國小 郭尚鑫 魏昱華 蘇柏仁 甲等 獎狀1紙

5 國小硬體組 新埔國小 洪振予 陳冠維 徐德光 甲等 獎狀1紙

6 國小硬體組 青埔國小 黃柏諺 李嘉喆 黃志成 曾裕璋 甲等 獎狀1紙

7 國小硬體組 文山國小 李瑞暘 楊定澧 蔡正裕 吳明穎 佳作

8 國小硬體組 新路國小 陳晏羽 陳禾諭 林中元 汪宗明 佳作

9 國中硬體組 內壢國中 邱澤 賴文宥 徐碧玉 陳承偉 特優 嘉獎2次

10 國中硬體組 凌雲國中 許庭睿 張閎鈞 楊志忠 優等 嘉獎1次

11 國中硬體組 光明國中 陳柏翰 何宣辰 陳民岳 謝欣秀 優等 嘉獎1次

12 國中硬體組 六和高中 楊安禾 謝沅樺 王雅品 林忠潔 甲等 獎狀1紙

13 國中硬體組 桃園國中 鄭彥楷 江祐鈞 王詩瑜 甲等 獎狀1紙

14 國中硬體組 建國國中 李宥辰 鄧靖瑋 詹智傑 陳照明 甲等 獎狀1紙

15 國中硬體組 中壢國中 侯丞謙 黃裕順 黃倫斌 蔡牧航 佳作

16 國中硬體組 龍興國中 王柏寰 藍翊境 劉家賓 黃金水 佳作

17 國中硬體組 同德國中 林星佑 丁翔安 何淑鈴 佳作

18 國中遊戲組 福豐國中 呂育錰 陳威達 李勁緯 黃琳玉 特優 嘉獎2次

19 國中遊戲組 龍興國中 陳柏修 童筠閔 劉家賓 黃金水 特優 嘉獎2次

20 國中遊戲組 文昌國中 施宥安 劉少宇 陳玉如 黃嶸生 優等 嘉獎1次

21 國中遊戲組 振聲高中 楊秉宸 賈本旭 許雅瑄 優等 嘉獎1次

22 國中遊戲組 草漯國中 劉宇豪 陳禹安 蔡政芳 甲等 獎狀1紙

23 國中遊戲組 同德國中 黃友澤 游承霖 何筱婷 甲等 獎狀1紙

24 國中遊戲組 大成國中 張宇賢 方俞 黃永定 甲等 獎狀1紙

25 國中遊戲組 內壢國中 林尚謙 張任焯 陳承偉 徐碧玉 佳作

26 國中遊戲組 龍潭國中 陳羿嘉 王加葉 劉勝民 林湘涵 佳作

27 國中遊戲組 經國國中 李羿賢 陳仕翰 薛秀琳 陳逸群 佳作

28 國中遊戲組 東興國中 邱柏睿 李卓恩 李心彤 佳作

29 國中遊戲組 建國國中 何光希 李承叡 詹智傑 陳照明 佳作

30 國中遊戲組 青溪國中 劉恩睿 蔡亞倫 王毅欣 佳作

31 國中動畫組 同德國中 王妍甄 簡亦晴 何筱婷 特優 嘉獎2次

32 國中動畫組 龍興國中 何晴微 黃心慈 劉家賓 黃金水 特優 嘉獎2次

33 國中動畫組 內壢國中 潘詩穎 徐浩鈞 陳承偉 徐碧玉 優等 嘉獎1次

34 國中動畫組 南崁國中 黃勻宏 張富豐 沈佳璇 優等 嘉獎1次

35 國中動畫組 大崗國中 張廷妤 廖育偉 陳金燦 甲等 獎狀1紙

36 國中動畫組 慈文國中 陳靜彤 簡恩冕 陳富億 甲等 獎狀1紙

37 國中動畫組 青溪國中 黃敬凱 林胤儒 王毅欣 甲等 獎狀1紙

38 國中動畫組 迴龍國中小 黃柏睿 許育嘉 黃鼎皓 郭晸溢 佳作

39 國中動畫組 平興國中 黃世均 沈紫怡 廖俊傑 佳作

40 國中動畫組 楊梅國中 郭昱德 盧知辰 詹雅嫻 佳作

41 國中動畫組 建國國中 許子凡 許丞佑 詹智傑 陳照明 佳作

42 國中動畫組 竹圍國中 陳吳極 陳鏐宇 蕭淑珍 佳作

43 國中動畫組 東興國中 吳奇叡 高昊均 鍾佳芸 佳作

44 國小遊戲組 大有國小 周士凱 楊展勛 黃亮文 特優 嘉獎2次

45 國小遊戲組 菓林國小 王羿程 徐賦 李啟壽 李怡芬 特優 嘉獎2次

46 國小遊戲組 有得國中小 林彥維 許捷崴 張慧平 優等 嘉獎1次

47 國小遊戲組 仁和國小 簡宥安 蔡坤麒 林裕峯 李青蓉 優等 嘉獎1次

48 國小遊戲組 龜山國小 黃緗語 張采翎 林淑玲 甲等 獎狀1紙

49 國小遊戲組 東門國小 李宜玠 林柏佑 高照雄 曾柏邑 甲等 獎狀1紙



桃園市110年Scratch程式暨Arduino硬體競賽獲獎名單編號 組別 學校 學生1 學生2 指導老師1 指導老師2 名次 敘獎額度

50 國小遊戲組 興國國小 張安妮 張沛渝 宋淑涵 甲等 獎狀1紙

51 國小遊戲組 文華國小 吳詠婧 梁以璇 陳俊源 佳作

52 國小遊戲組 桃園國小 吳佩彤 陳佑嘉 張峰銘 佳作

53 國小遊戲組 南崁國小 吳彥均 彭亭鈞 張益嘉 廖釗概 佳作

54 國小遊戲組 新埔國小 林威岳 張煒晨 徐德光 佳作

55 國小遊戲組 大溪國小 吳柏蒼 劉秉叡 廖志文 佳作

56 國小遊戲組 文化國小 祝振豪 陳穎華 王鋐璋 鄭裕田 佳作

57 國小遊戲組 建德國小 高仁澤 黃澄婕 鍾貴榮 曾盟証 佳作

58 國小遊戲組 新榮國小 陳耀安 吳喆富 蔡淑華 佳作

59 國小動畫組 林森國小 詹詠喬 方碩 林韋成 特優 嘉獎2次

60 國小動畫組 文化國小 陳紫希 陳惟真 王鋐璋 鄭裕田 特優 嘉獎2次

61 國小動畫組 楊心國小 曾寶誼 徐翊庭 鄭之婷 彭嘉賢 優等 嘉獎1次

62 國小動畫組 仁和國小 楊育寧 黃柏諺 林裕峯 李青蓉 優等 嘉獎1次

63 國小動畫組 大有國小 張芯寧 李品萱 黃亮文 甲等 獎狀1紙

64 國小動畫組 菓林國小 張智媛 陳品恩 李啟壽 李怡芬 甲等 獎狀1紙

65 國小動畫組 大安國小 湯淇云 張亞凡 王懷憲 呂佩怡 甲等 獎狀1紙

66 國小動畫組 信義國小 陳彤渝 吳相儀 張季涵 劉建德 佳作

67 國小動畫組 青埔國小 謝宗樺 曾子恩 黃志成 曾裕璋 佳作

68 國小動畫組 有得國中小 莊博鈞 邱秐翔 吳錦如 張慎恩 佳作

69 國小動畫組 山豐國小 黃巧羽 羅敏綸 黃榮杰 彭雪芳 佳作

70 國小動畫組 快樂國小 莊翊廷 郭秉澄 張瑩姿 蘇柏仁 佳作

71 國小動畫組 平興國小 劉芷璇 吳峻華 劉嘉新 黃祈霖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