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學生資訊教育競賽獲獎名單

單位別 組別 名次 學校 學生1 學生2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特優 新埔國小 何語恩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優等 長庚國小 張寧夏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優等 信義國小 劉姵頤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甲等 大業國小 戎恆嵩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甲等 平興國小 洪宇萱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甲等 大竹國小 唐茜鈴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佳作 元生國小 覃事瑩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佳作 長庚國小 溫悄嵐

國小 專題寫作甲組 佳作 普仁國小 簡誠佑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特優 新路國小 林康傑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優等 中埔國小 盧巧耘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優等 新路國小 吳秉翃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甲等 龍岡國小 黃新祐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甲等 新路國小 林煒恒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甲等 中埔國小 田苡樂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佳作 南門國小 黃顗安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佳作 中壢國小 林雅婕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佳作 中壢國小 劉郁佳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佳作 公埔國小 張瑞岑

國小 專題寫作乙組 佳作 龍岡國小 許語慈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特優 龍潭國中 陳則宇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優等 光明國中 陳季臨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優等 南崁國中 曾開宇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甲等 同德國中 陳意欣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甲等 平南國中 張芸珊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甲等 仁和國中 邱紹紘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佳作 文昌國中 施宥安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佳作 內壢國中 薛詠謙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佳作 復旦高中 張加勳

國中 專題寫作甲組 佳作 復旦高中 李知璇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特優 經國國中 黃承皓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優等 會稽國中 游子嬰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優等 經國國中 陳馥禎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甲等 凌雲國中 鄭羽涵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甲等 迴龍國中小 簡宇笙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甲等 武漢國中 尹俊傑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佳作 會稽國中 吳佑珣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佳作 龍興國中 沈佳緯

國中 專題寫作乙組 佳作 龍興國中 王嘉凰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特優 仁和國小 劉庭妍 張語宸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優等 瑞塘國小 李政勳 莊芯綾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優等 瑞塘國小 徐紫瑄 林芯卉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甲等 快樂國小 高滕悅 廖天毅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甲等 仁和國小 宋濟耘 楊育寧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甲等 仁和國小 陳柏瑋 李亦儒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佳作 大竹國小 王翊庭 陳羿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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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組別 名次 學校 學生1 學生2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佳作 武漢國小 陳言欣 謝蔓歆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佳作 慈文國小 莊穎姍 黃世宇

國小 簡報製作甲組 佳作 南美國小 林姵岑 翁栯涔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特優 中埔國小 楊雨晴 林珙銘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優等 新路國小 葉予安 蔡筑涵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優等 宋屋國小 龔沛昕 李佩思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甲等 中興國小 李緒晟 林廷澔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甲等 宋屋國小 蔡沐樺 劉予恩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甲等 中埔國小 陳若瑜 簡言潔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新路國小 范綱荃 曾姵瑜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新路國小 王恆戀 吳沁霏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龍岡國小 王家家 徐子欣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龍岡國小 張峻瑞 徐福佑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私立新興高

中附設國中
方子齊 蔡承恩

國小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中埔國小 鄭茂均 蔡允碩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特優 南崁國中 陳言溱 卓侑伶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優等 復旦高中 黃子晏 呂千嬅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優等 振聲高中 吳家彤 汪槿閑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甲等 南崁國中 許博程 吳佳勳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甲等 內壢國中 鄭伊晴 游喻喬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甲等 同德國中 李祥睿 余姝嫻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佳作 復旦高中 謝季耕 高梓苓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佳作 仁和國中 蔡佳璇 鄧昀珍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佳作 龍潭國中 陳羽潓 盧禹希

國中 簡報製作甲組 佳作 光明國中 王婷 張容瑜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特優 經國國中 劉鎧葶 劉絮家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優等 楊明國中 張祐瑜 蔡奇蓁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優等 武漢國中 張竣傑 曾元宏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甲等 大崙國中 邱柏銘 吳佳芸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甲等 龍興國中 湯堯丞 孫稚淇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甲等 會稽國中 洪聿昆 張紋馨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竹圍國中 張嘉宏 陳吳極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大崙國中 林品佑 張宸愷

國中 簡報製作乙組 佳作 龍興國中 莊景翔 曾右竹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特優 建德國小 蔡愉峯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優等 大業國小 蔡佩玲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優等 大業國小 姚椿萱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甲等 武漢國小 陳梓凌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甲等 中正國小 馬宥琳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甲等 桃園國小 吳宇潔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佳作 建德國小 鄭可筠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佳作 新勢國小 饒忻恩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佳作 建國國小 莊上誼

國小 電腦繪圖甲組 佳作 瑞塘國小 廖妍芸

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特優 文欣國小 蕭伊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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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優等 高榮國小 池佩紋

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優等 中埔國小 蕭任宣

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甲等 新路國小 胡樂米

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甲等 公埔國小 羅子茜

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甲等 大安國小 呂亭葦

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佳作 大安國小 曹歆妤

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佳作 龍岡國小 黃羽萱

國小 電腦繪圖乙組 佳作 公埔國小 黃依慧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特優 南崁國中 李侑軒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優等 東興國中 羅苡庭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優等 楊梅國中 莊昕瑜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甲等 桃園國中 李姿瑩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甲等 振聲高中 王浦稊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甲等 自強國中 林佳薰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佳作 文昌國中 陳薇琳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佳作 楊梅國中 葉冠妤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佳作 仁和國中 游婷雁

國中 電腦繪圖甲組 佳作 大崗國中 林育丞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特優 龍興國中 涂芸嘉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優等 凌雲國中 鍾育君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優等 竹圍國中 游之晴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甲等 龍興國中 李依庭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甲等 大崙國中 黃義仁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甲等 大崙國中 張宸愷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佳作 草漯國中 江宜臻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佳作 凌雲國中 巫恩蓉

國中 電腦繪圖乙組 佳作 凌雲國中 簡詩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