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特優 國立清水高中 黃芷萱 林純儀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特優 光華高工 賴沛瑜 郭小梅 實習教師
3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惠文高中 舒毓婷 林慧香 正式教師
4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西苑高中 蕭佳瑜 許永昌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甲等 立人高中 林佳慧 黃月君 正式教師
6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甲等 光華高工 邱詩耘 郭小梅 實習教師
7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惠文高中 王嘉欣 林慧香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佳作 立人高中 王澤理 黃玉勝 正式教師
9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佳作 立人高中 周若馨 黃玉勝 正式教師

10 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惠文高中 陳玟伶 林慧香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特優 市立大甲國中 劉庭芳 張曼莉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特優 市立五權國中 李珮甄 李黛君 正式教師
3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特優 市立居仁國中 張雅晴 施勳鉁 正式教師
4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沙鹿國中 周佳怡 王春昇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光明國中 王婷宜 蕭瑞漢 正式教師
6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北新國中 蔡明蓁 李禮森 正式教師
7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北新國中 張哲瑜 李禮森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優等 曉明女中 賴姿璇 劉國聲 正式教師
9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安和國中 賴幸均 郭炯彬 正式教師

10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至善國中 林詩恩 林淑華 正式教師
11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安和國中 黃觀如 林義雄 正式教師
12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甲等 衛道高中 陳怡之 吳育倫 正式教師
13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漢口國中 張萃倫 邱榮泰 正式教師
14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光明國中 蔡涵娜 蕭瑞漢 正式教師
15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東勢國中 邱靖雯 紀文智 正式教師
16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豐東國中 王怡茹 孫志宏 正式教師
17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光德國中 王亭貽 林家輝 正式教師
18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五權國中 徐瑋彤 李黛君 正式教師
19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新光國中 梁家寧 陳宗生 正式教師
20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區立人國中 蔡宛樺 劉純樺 代理教師
21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安和國中 李聖智 林義雄 正式教師
22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衛道高中 鍾昂燁 吳育倫 正式教師
23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五權國中 李依蘋 李黛君 正式教師
24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漢口國中 陳佳靖 邱榮泰 正式教師
25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新光國中 李婕澐 陳宗生 正式教師
26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至善國中 陳姿穎 林淑華 正式教師
27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居仁國中 林奕君 黃文儀 正式教師
28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順天國中 謝沂汝 張志輝 正式教師
29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衛道高中 陳怡文 吳育倫 正式教師
30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太平國中 陳昱甄 邱堯章 正式教師
31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大業國中 朱品瑄 林苑平 代理教師
32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西苑高中 曹語彤 許永昌 正式教師
33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豐南國中 林玟妤 劉冠辰 代理教師
34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區立人國中 鄭琳 劉純樺 代理教師
35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成功國中 洪雯庭 許榮栓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特優 市立五權國中 林明璇 李黛君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特優 市立五權國中 林巧涵 李黛君 正式教師
3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特優 市立大甲國中 柯妘蓁 張曼莉 正式教師
4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優等 市立中平國中 蔡芳沂 胡啟有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優等 市立豐東國中 林品萱 孫志宏 正式教師
6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甲等 市立豐南國中 呂佳芸 王佩琪 正式教師
7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甲等 市立成功國中 林雨璇 許榮栓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甲等 市立五權國中 劉雨旻 李黛君 正式教師
9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甲等 市立五權國中 徐立菡 李黛君 正式教師

10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甲等 市立豐東國中 吳宣宜 孫志宏 正式教師
11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佳作 市立福科國中 柯博瀚 柯重吉 正式教師
12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佳作 市立大道國中 趙宜筠 甘之信 正式教師
13 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佳作 市立豐南國中 林意婷 戴峻勝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特優 市立大里高中 胡珊慈 吳秀玲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特優 市立育英國中 陳佳萱 童尚宏 正式教師
3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特優 市立公明國中 李宛怡 柯馭庭 其他
4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大墩國中 馬于蘋 陳盛澤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溪南國中 林旻萱 李振銘 正式教師
6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 葉子芸 游忠育 正式教師
7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大里高中 呂娜 吳秀玲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優等 市立日南國中 鄭芸婷 陳隆勝 正式教師
9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后綜高中 凃君蓉 李秉彥 正式教師

10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大里高中 戴永淑 吳秀玲 正式教師
11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三光國中 覃郁婷 卓永祥 正式教師
12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清泉國中 陳姿穎 林清煙 正式教師
13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 彭依娃 游忠育 正式教師
14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四箴國中 林敬捷 王穗芬 正式教師
15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甲等 市立四張犁國中 陳采婕 蔡進雄 正式教師
16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 記凡雲 游忠育 正式教師
17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立人高中 吳心悅 黃月君 正式教師
18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大安國中 黃法蓉 葉奕君 正式教師
19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后綜高中 張雅筑 李秉彥 正式教師
20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鹿寮國中 李孟純 賴昭仁 正式教師
21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烏日國中 李郁樺 張淑貞 正式教師
22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中山國中 王沛勻 何孟杰 正式教師
23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外埔國中 王曉珍 林麗貞 正式教師
24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大德國中 洪譽綺 賴佳賢 正式教師
25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清泉國中 李佳靜 林清煙 正式教師
26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立人高中 黃柔之 黃月君 正式教師
27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公明國中 張雅姿 何純瑩 正式教師
28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神岡國中 簡毓嫺 廖國興 正式教師
29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梧棲國中 陳昱婷 陳有量 正式教師
30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四箴國中 林渝喬 王穗芬 正式教師
31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大墩國中 黃文欣 陳盛澤 正式教師
32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育英國中 楊淨如 童尚宏 正式教師
33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佳作 市立育英國中 劉姵君 童尚宏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特優 市立四箴國中 徐懷恩 張文欽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特優 市立神岡國中 沈毓容 廖國興 正式教師
3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優等 市立四箴國中 林雅量 張文欽 正式教師
4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優等 市立四箴國中 陳天心 張文欽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優等 市立烏日國中 譚品柔 張淑貞 正式教師
6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甲等 市立外埔國中 韋冠如 林麗貞 正式教師
7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甲等 立人高中 戴士程 黃月君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甲等 市立大德國中 張馨方 賴佳賢 正式教師
9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甲等 市立潭子國中 粘芸甄 余澤民 正式教師

10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佳作 立人高中 戴暐庭 黃月君 正式教師
11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佳作 市立潭子國中 林珈羽 余澤民 正式教師
12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佳作 市立大安國中 朱玫玫 葉奕君 正式教師
13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佳作 市立溪南國中 黃晉竑 李振銘 正式教師
14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佳作 市立潭子國中 吳佳臻 余澤民 正式教師
15 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佳作 市立大安國中 林純禎 葉奕君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特優 大甲區大甲國小 高苡捷 張國鴻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特優 大甲區大甲國小 何思嫻 張國鴻 正式教師
3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特優 豐原區南陽國小 楮心瑜 吳德虎 正式教師
4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大甲區大甲國小 沈品薰 張國鴻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南屯區惠文國小 黃于芸 陳昇座 正式教師
6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豐原區豐田國小 劉秉謙 陳美卉 正式教師
7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北區賴厝國小 賴郁佳 郭珮宜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大里區塗城國小 張又芸 王聖文 正式教師
9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西區中正國小 羅安霖 劉晏佐 正式教師

10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南屯區惠文國小 李舒羚 陳昇座 正式教師
11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南屯區大新國小 梁亞薰 蔡婉琪 正式教師
12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南屯區黎明國小 林巧絜 張志詳 正式教師
13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大里區瑞城國小 黃翎喬 蔡依玲 正式教師
14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大甲區大甲國小 吳沛昀 張國鴻 正式教師
15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南屯區大新國小 游景程 蔡婉琪 正式教師
16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大里區瑞城國小 廖紋青 蔡依玲 正式教師
17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屯區文心國小 陳楷欣 張銘峰 正式教師
18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區賴厝國小 林裔潔 林百合 正式教師
19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大雅區大明國小 吳宜臻 周熙平 正式教師
20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屯區北屯國小 陳佑瑜 張政隆 正式教師
21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屯區文心國小 王宣惠 張銘峰 正式教師
22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東興國小 木村芳禎 謝薰靜 正式教師
23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區賴厝國小 吳玳臻 郭珮宜 正式教師
24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惠文國小 鍾宛庭 陳昇座 正式教師
25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文山國小 王德恩 賴慶霖 正式教師
26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劉詩鈴 林盈全 正式教師
27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豐原區豐田國小 許峻嘉 陳美卉 正式教師
28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沙鹿區沙鹿國小 顏家彤 陳有興 正式教師
29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大新國小 王璟瑜 蔡婉琪 正式教師
30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區賴厝國小 詹圓圓 許富量 代理教師
31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大新國小 曾羿涵 蔡婉琪 正式教師
32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區樹義國小 黃仟沄 陳慧芳 正式教師
33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文山國小 羅育宣 賴慶霖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特優 大甲區順天國小 施彣頴 黃志文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特優 潭子區僑忠國小 吳穎禎 胡安寧 正式教師
3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特優 大甲區日南國小 林岑樺 郭元隆 正式教師
4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霧峰區復興國小 林展佑 劉健德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霧峰區峰谷國小 顏立琛 郭三裕 代理教師
6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太平區新光國小 盧姎琪 余佳芳 正式教師
7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清水區三田國小 陳逸嫻 曾瓊慧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太平區長億國小 羅昱雯 林慈君 正式教師
9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外埔區外埔國小 呂元誠 陳瑩光 正式教師

10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育仁小學 陳韋蓁 蔡慧珍 代理教師
11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后里區后里國小 吳佳蓉 余鴻斌 正式教師
12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潭子區僑忠國小 仲光予 胡安寧 正式教師
13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霧峰區四德國小 鍾昀佑 周世忠 正式教師
14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清水區三田國小 王薏璇 張瑜瑛 正式教師
15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西屯區何厝國小 蕭督娜 陳勝裕 正式教師
16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北區健行國小 曹藺誼 王環源 正式教師
17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龍井區龍津國小 楊宇蓉 楊明哲 正式教師
18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大雅區陽明國小 黃媛璘 楊雅雯 正式教師
19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霧峰區四德國小 林振祿 周世忠 正式教師
20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石岡區石岡國小 翁柏正 洪宗岳 正式教師
21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清水區三田國小 孫若槐 張瑜瑛 正式教師
22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清水區西寧國小 蔡瑋軒 丁浩展 正式教師
23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大肚區瑞井國小 陳籽羽 游美玲 正式教師
24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太平區長億國小 彭思妤 林洲成 正式教師
25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大肚區大忠國小 黃郁文 倪鳳英 正式教師
26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西屯區惠來國小 許苡柔 歐陽國和 正式教師
27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春安國小 徐曉文 陳丁榮 正式教師
28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龍井區龍津國小 徐芷葳 蕭福星 正式教師
29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豐原區富春國小 張昱梅 鄭宏吏 正式教師
30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外埔區外埔國小 王紫凌 陳瑩光 正式教師
31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育仁小學 吳以馨 蔡慧珍 代理教師
32 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豐原區翁子國小 陳鄔子涵 陳俊宏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特優 豐原區南陽國小 林咨荃 吳德虎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特優 豐原區南陽國小 張佩歆 吳德虎 正式教師
3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特優 大里區瑞城國小 賴澄頤 蔡依玲 正式教師
4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北屯區北屯國小 梁廣映 陳文蘭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南屯區大新國小 莊紫喬 蔡婉琪 正式教師
6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北屯區文心國小 陳彥彣 張銘峰 正式教師
7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優等 北屯區仁美國小 許庭綾 林意凡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北區賴厝國小 李芯琴 許富量 代理教師
9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北區賴厝國小 許國倫 許富量 代理教師

10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梧棲區中正國小 林郁儒 陳志豪 正式教師
11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大里區瑞城國小 江嘉祐 蔡依玲 正式教師
12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北屯區北屯國小 陳妤涵 陳文蘭 正式教師
13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甲等 南屯區大新國小 彭莉庭 蔡婉琪 正式教師
14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屯區北屯國小 余可嘉 陳文蘭 正式教師
15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屯區建功國小 殷悅涵 曾建雄 正式教師
16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屯區仁美國小 雷婷羽 林意凡 正式教師
17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大甲區大甲國小 吳偉瑜 許清發 正式教師
18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東興國小 李翔傑 謝薰靜 正式教師
19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沙鹿區竹林國小 林家畯 林鼎文 正式教師
20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沙鹿區竹林國小 古宇翔 王建國 正式教師
21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惠文國小 詹諭亞 陳健清 正式教師
22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豐原區豐田國小 陳銘凱 陳美卉 正式教師
23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東勢區東勢國小 詹禹彤 吳國聖 正式教師
24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南屯區大新國小 梅寬琳 蔡婉琪 正式教師
25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沙鹿區沙鹿國小 王佑任 陳有興 正式教師
26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西屯區永安國小 李峙霆 李勇銘 正式教師
27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西區大同國小 楊秉叡 曾斐鈴 正式教師
28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佳作 北區賴厝國小 徐芳昕 林百合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特優 外埔區外埔國小 吳修芳 陳文鴻 正式教師
2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特優 龍井區龍泉國小 顏珮涵 蔡金蓉 正式教師
3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特優 烏日區喀哩國小 陳佳佑 張美娟 正式教師
4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西屯區長安國小 張傳昀 管世弘 正式教師
5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烏日區喀哩國小 葉家綺 張美娟 正式教師
6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西屯區何厝國小 周婷瑜 陳勝裕 正式教師
7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南屯區大墩國小 黃品蒨 呂岳霖 正式教師
8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優等 清水區三田國小 黃若萱 張瑜瑛 正式教師
9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新社區大南國小 詹惠菁 陳隆圖 正式教師

10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太平區新光國小 黃筱靜 余佳芳 正式教師
11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外埔區外埔國小 謝孟儒 陳文鴻 正式教師
12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祐嘉 林坤雁 正式教師
13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北區健行國小 柯凱程 王環源 正式教師
14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大雅區文雅國小 張善閔 張啟祥 正式教師
15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甲等 清水區三田國小 江威寬 張瑜瑛 正式教師
16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大雅區文雅國小 詹心妤 張啟祥 正式教師
17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清水區三田國小 廖苡妡 蔡志澤 正式教師
18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西屯區惠來國小 羅佳齡 歐陽國和 正式教師
19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沙鹿區鹿峰國小 蕭名翔 劉景銘 正式教師
20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豐原區合作國小 陳玟諭 涂麗璇 正式教師
21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外埔區外埔國小 吳宜庭 陳文鴻 正式教師
22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北屯區陳平國小 籃宇蓁 林坤雁 正式教師
23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北屯區陳平國小 邱煜書 林坤雁 正式教師
24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西屯區惠來國小 陳庭安 歐陽國和 正式教師
25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大雅區文雅國小 蔡雅馨 張啟祥 正式教師
26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潭子區僑忠國小 張喬雯 胡安寧 正式教師
27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潭子區東寶國小 柯旻萱 柯重吉 正式教師
28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清水區三田國小 陳霈縈 曾瓊慧 正式教師
29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沙鹿區文光國小 何嘉晉 陳義郎 正式教師
30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沙鹿區鹿峰國小 王昱翔 劉景銘 正式教師
31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大雅區文雅國小 吳宏逸 張啟祥 正式教師
32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大甲區華龍國小 薛繡珮 李宗欣 正式教師
33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西屯區何厝國小 林寬昱 陳勝裕 正式教師
34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北區健行國小 許恩嘉 王環源 正式教師
35 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佳作 大安區海墘國小 周映慈 李思賢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隊員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特優 市立長億高中 鄭鈞澤 黃聖紘 邱啟勝 正式教師
2 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優等 國立清水高中 王怡樺 林沛彤 林純儀 正式教師
3 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優等 市立惠文高中 袁苙芸 蕭佩宛 黃智仁 正式教師
4 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甲等 嶺東中學 洪詠淳 林子祺 張紋莉 正式教師
5 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甲等 嶺東中學 吳家芸 卓郁芳 張紋莉 正式教師
6 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佳作 市立惠文高中 林淑賢 楊寧 黃智仁 正式教師
7 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佳作 衛道高中 蔡育璽 陳柔安 吳育倫 正式教師
8 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佳作 市立西苑高中 何皓瑜 鄭舒涵 許永昌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隊員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特優 市立大甲國中 高湘琪 郭柔欣 張曼莉 正式教師
2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特優 市立立人國中 林妤玟 劉雨宣 魏金羊 正式教師
3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優等 市立成功國中 蘇芊伃 汪峻逸 許榮栓 正式教師
4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優等 市立中平國中 陳虹凱 黃祉云 胡啟有 正式教師
5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優等 衛道高中 高碩彥 林冠甫 吳育倫 正式教師
6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至善國中 王曉梵 陳文瑾 盧靖渝 代理教師
7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沙鹿國中 黃玟綾 蔡沛淩 王春昇 正式教師
8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五權國中 王泯澐 陳漫萍 李黛君 正式教師
9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北新國中 廖涍媂 鄧穎 林妍慧 代理教師

10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光榮國中 施廷叡 黃靖芸 傅珮宜 正式教師
11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豐東國中 魏愷宏 呂浩瑋 邱遠芳 正式教師
12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漢口國中 廖珮汝 陳宥亘 黃順洽 正式教師
13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光德國中 張溦庭 林家輝 正式教師
14 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西苑高中 張廖沛禹 許永昌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隊員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特優 市立鹿寮國中 林依瑩 江佩珊 賴昭仁 正式教師
2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特優 市立育英國中 陳亭蓁 周羿萱 童尚宏 正式教師
3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優等 市立育英國中 何持昕 姚宜珊 童尚宏 正式教師
4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優等 市立中山國中 賴彥菁 劉睿群 何孟杰 正式教師
5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優等 市立后綜高中 柳和宜 張睿宜 楊彩鳳 正式教師
6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大德國中 郭純君 許瑋晴 賴佳賢 正式教師
7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外埔國中 張岑瑀 林妤庭 林麗貞 正式教師
8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四育國中 王琦雯 林詩庭 許秋蘭 正式教師
9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北勢國中 廖曼君 杜建勳 正式教師

10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大安國中 王憶旻 王慈穗 葉奕君 正式教師
11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龍井國中 李筑婷 何鈞惠 梁永和 正式教師
12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后綜高中 鄭安絜 韓欣芳 楊彩鳳 正式教師
13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佳作 宜寧高中 吳沛霓 黃睦勻 陳曜如 正式教師
14 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四箴國中 吳克文 林凡鈞 王達政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隊員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特優 大甲區大甲國小 鍾昕妤 陳思穎 張國鴻 正式教師
2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特優 沙鹿區竹林國小 黃湘婷 曾緯宸 陳杰峰 正式教師
3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特優 沙鹿區沙鹿國小 蕭宗毅 顏偉丞 陳桂芳 正式教師
4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優等 梧棲區大德國小 廖伊婕 周芷羽 王立宜 正式教師
5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優等 北區賴厝國小 葉宛婷 謝文瑜 林百合 正式教師
6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優等 大里區塗城國小 林英慧 林映竹 廖淑伶 正式教師
7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優等 南屯區惠文國小 劉芸嘉 邱妤威 陳昇座 正式教師
8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甲等 南屯區惠文國小 韓雲 洪育培 陳昇座 正式教師
9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甲等 西區中正國小 林彥甫 鄧曜祥 尤仁聰 正式教師

10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甲等 大甲區大甲國小 黃語歆 黃怡瑄 張國鴻 正式教師
11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甲等 南屯區南屯國小 王俊哲 蘇珮瑜 賴宜君 正式教師
12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甲等 北屯區軍功國小 郭子瑄 林宜靜 黃資貴 正式教師
13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佳作 大肚區大肚國小 尤薏宣 趙冠雅 陳宗鉉 正式教師
14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佳作 北屯區北屯國小 陳羿 蔣興傑 正式教師
15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佳作 大里區瑞城國小 許傑量 張憲紘 廖豐欽 正式教師
16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佳作 豐原區豐田國小 黃文見 翁上筑 王仕萍 正式教師
17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佳作 北屯區仁美國小 秦仲禹 洪珍悌 林意凡 正式教師
18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佳作 大雅區大明國小 吳佳諠 陳煒婷 周熙平 正式教師
19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佳作 南區樹義國小 賴宥菖 何胤綺 陳雅儀 正式教師
20 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佳作 南屯區東興國小 吳心維 林佳宜 楊詠翔 正式教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隊員 指導教師 教師職稱
1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特優 清水區三田國小 周姵蓁 邵斯婕 曾瓊慧 正式教師
2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特優 北區中華國小 陳昭宇 顧智瑋 正式教師
3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特優 育仁小學 許瑜真 陳芳怡 李碧珠 代理教師
4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優等 外埔區外埔國小 黃友佳 陳文鴻 正式教師
5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優等 北屯區陳平國小 唐子康 林怡萱 王瓏真 正式教師
6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優等 西屯區上安國小 蔡佩融 莊之嫻 林奇玄 正式教師
7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優等 西屯區何厝國小 陳宥心 劉宣瑩 陳勝裕 正式教師
8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優等 西屯區何厝國小 葉心瑜 葉心妮 陳勝裕 正式教師
9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甲等 育仁小學 廖少華 楊欣芸 李碧珠 代理教師

10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甲等 豐原區翁子國小 曹瑋 張棋雯 黃富揚 正式教師
11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甲等 北區太平國小 陳姿佑 張微靖 劉安哲 正式教師
12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甲等 北屯區新興國小 廖靖恩 戰姿伃 張瑞堅 正式教師
13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甲等 北屯區陳平國小 劉芃欣 洪詩惠 王瓏真 正式教師
14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甲等 后里區月眉國小 王嫈筑 申凱菁 趙姿婷 正式教師
15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甲等 潭子區東寶國小 徐楙紘 魏宇謙 柯重吉 正式教師
16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沙鹿區文光國小 陳冠穎 陳欣妤 卓錫斌 正式教師
17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沙鹿區鹿峰國小 馬停偉 邱柏瑞 劉景銘 正式教師
18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南屯區大墩國小 葉昀灝 林泓鈞 賴明珠 正式教師
19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北屯區新興國小 莊証宇 李育宣 張瑞堅 正式教師
20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后里區七星國小 李家蓁 劉欣潔 鄭昌和 正式教師
21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西區忠明國小 李妍儀 鄭詠菁 張詩岳 正式教師
22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大肚區大忠國小 林明 張語彤 倪鳳英 正式教師
23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東勢區新盛國小 張珮慈 李曉玲 正式教師
24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中區光復國小 楊緗柔 王宇彤 葉柔青 正式教師
25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外埔區外埔國小 陳韋晴 陳雅玲 正式教師
26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新社區大南國小 高郁媗 蘇宣慈 陳隆圖 正式教師
27 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佳作 烏日區喀哩國小 林楓嵐 謝璟嫻 張美娟 正式教師



序號 項目類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指導老師 答對題數 作答題數
1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特優 市立西苑高中 廖政華 許永昌 74 95
2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特優 市立福科國中 劉君雲 何宜霖 62 77
3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特優 市立漢口國中 許清昊 孫家毅 56 72
4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優等 衛道高中 王沛珍 李正慶 56 83
5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優等 市立東勢國中 江品澔 紀文智 56 92
6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優等 市立西苑高中 黃羿涵 許永昌 53 62
7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優等 市立雙十國中 劉洵甫 楊朝凱 53 62
8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優等 市立順天國中 高孟暉 張志輝 51 70
9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甲等 衛道高中 羅國平 李正慶 50 63

10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漢口國中 吳家宏 孫家毅 50 68
11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至善國中 王緯綸 邱贊生 49 62
12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漢口國中 陳宥佑 孫家毅 49 68
13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大甲國中 陳士顓 張曼莉 47 58
14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甲等 市立東勢國中 蘇澤國 紀文智 47 80
15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甲等 衛道高中 王宏瑋 李正慶 46 65
16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福科國中 李銘哲 何宜霖 46 70
17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雙十國中 洪珮禎 陳顯宗 45 60
18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大道國中 萬政昇 甘之信 45 75
19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五權國中 林酉融 李黛君 45 90
20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豐原國中 邱敏瑄 張瓊霙 44 52
21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豐南國中 姚佳均 劉冠辰 44 57
22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豐東國中 董倩伶 邱遠芳 43 49
23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光榮國中 張洋瑞 吳桂枝 43 53
24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北新國中 簡肇亨 林妍慧 43 64
25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漢口國中 巫騏睿 黃順洽 43 68
26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光明國中 陳沛璇 蕭瑞漢 42 52
27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安和國中 林莛瑜 林義雄 42 56
28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福科國中 廖益祥 何宜霖 42 59
29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至善國中 廖維靖 邱贊生 42 63
30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大道國中 孫維嶺 陳冠邑 41 50
31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五權國中 賴沛穎 李黛君 41 52
32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曉明女中 楊芯蘋 劉國聲 40 43
33 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佳作 市立新光國中 鄭宇宏 陳宗生 40 54



序號 項目類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指導老師 答對題數 作答題數
1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特優 市立大德國中 王韋凱 賴佳賢 70 82
2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特優 市立立新國中 羅億霞 王景相 65 77
3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特優 市立日南國中 黃佳柔 陳隆勝 64 80
4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優等 市立清泉國中 吳承恩 林清煙 62 93
5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優等 市立三光國中 吳宇宸 卓永祥 61 83
6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優等 市立立新國中 曾煌升 王景相 56 73
7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優等 市立龍津國中 廖旻瑞 尤彥清 56 78
8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優等 市立清泉國中 王鍵樺 林清煙 55 71
9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育英國中 蔡奇維 童尚宏 51 65

10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外埔國中 吳亭蔚 林麗貞 49 65
11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日南國中 林煥璋 陳隆勝 49 70
12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北勢國中 許建程 杜建勳 49 72
13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北勢國中 紀伊庭 杜建勳 49 104
14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四箴國中 張庭毓 張文欽 48 59
15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甲等 市立四張犁國中 江尚倫 蔡進雄 45 60
16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龍井國中 梁軒豪 梁永和 44 53
17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四育國中 洪宗維 徐孟義 44 58
18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大德國中 李青育 賴佳賢 44 59
19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龍津國中 鄭羽雯 尤彥清 43 51
20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北勢國中 邱有生 杜建勳 43 96
21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清泉國中 林彥澤 林清煙 42 54
22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育英國中 陳玟璇 童尚宏 42 60
23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新社高中 陳佑昇 吳盈昇 42 61
24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潭子國中 林子維 余澤民 42 64
25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北勢國中 蘇榕思 杜建勳 42 106
26 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佳作 市立潭子國中 李湘汶 余澤民 40 49



序號 項目類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指導老師 答對題數 作答題數
1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特優 梧棲區中正國小 林俐嫺 陳志豪 60 72
2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特優 西區大勇國小 余昭佑 鄭榮頌 56 79
3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特優 南屯區惠文國小 盧宜謙 陳昇座 55 77
4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優等 烏日區九德國小 湯育騰 洪盟財 50 56
5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優等 大甲區文昌國小 申宥為 許嵐婷 47 55
6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優等 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傅睿為 林盈全 47 65
7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優等 西屯區西屯國小 徐昭華 邱棻 45 55
8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優等 北屯區仁美國小 游元綺 孫嚭順 45 71
9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甲等 沙鹿區沙鹿國小 林孟漩 陳桂芳 43 66

10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甲等 南區和平國小 曾昭銘 謝勛楷 42 65
11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甲等 西區中正國小 王紹安 尤仁聰 41 47
12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甲等 北區賴厝國小 張庭禎 許富量 41 62
13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甲等 東勢區東勢國小 廖期成 游志峰 40 45
14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甲等 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涂珈禎 林盈全 40 48
15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甲等 烏日區九德國小 林子為 洪盟財 40 57
16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烏日區九德國小 陳楷賢 洪盟財 40 58
17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大甲區大甲國小 范祐綸 張國鴻 39 53
18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梧棲區中正國小 張景翔 陳志豪 39 55
19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西區大勇國小 林群諺 鄭榮頌 39 56
20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大甲區文昌國小 陳玨儒 陳岫雲 39 57
21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沙鹿區沙鹿國小 吳翰宇 陳桂芳 39 58
22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沙鹿區沙鹿國小 鄭鈺曄 陳桂芳 37 43
23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西區大勇國小 周慧筠 鄭榮頌 37 58
24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梧棲區大德國小 楊子萱 王立宜 36 51
25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北區賴厝國小 鄭宇傑 林百合 35 58
26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宋如庭 林盈全 34 43
27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烏日區九德國小 張字漢 洪盟財 34 50
28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西屯區西屯國小 趙芊慈 邱棻 33 39
29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沙鹿區沙鹿國小 張惟媗 陳桂芳 33 44
30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西屯區西屯國小 何俊達 邱棻 31 36
31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大甲區文昌國小 李彤誼 李典龍 31 38
32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南屯區惠文國小 蘇翊銓 陳昇座 31 49
33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北屯區仁美國小 江筠喬 孫嚭順 31 55
34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廖奕程 林盈全 30 37
35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潭子區潭子國小 張姿廷 鍾温和 30 42
36 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佳作 北區賴厝國小 蔡文馨 郭珮宜 30 53



序號 項目類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指導老師 答對題數 作答題數
1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特優 潭子區僑忠國小 劉俊彥 胡安寧 63 88
2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特優 外埔區外埔國小 蘇上祐 陳瑩光 57 78
3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特優 育仁小學 葉可綸 鄭文承 49 66
4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優等 外埔區外埔國小 蘇雷 陳瑩光 48 73
5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優等 大甲區日南國小 林胤辰 郭元隆 47 66
6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優等 大甲區順天國小 陳冠穎 黃志文 46 59
7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優等 外埔區外埔國小 劉家筠 陳雅玲 45 68
8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優等 北屯區陳平國小 劉品葳 周冠廷 44 64
9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甲等 清水區三田國小 王怡文 曾瓊慧 44 71

10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甲等 北屯區四維國小 劉育慈 林宜慧 44 72
11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甲等 太平區車籠埔國小 張國軒 林金發 43 47
12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甲等 大甲區日南國小 邱益楓 郭元隆 42 68
13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甲等 東勢區東新國小 蕭詠之 章嘉芷 41 47
14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甲等 育仁小學 謝孟璋 鄭文承 41 55
15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甲等 大里區大里國小 蘇靖伃 林希爵 41 65
16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西屯區何厝國小 林大可 陳勝裕 41 65
17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育仁小學 張廖泓佑 鄭文承 40 51
18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東勢區新盛國小 許名緯 李曉玲 39 47
19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清水區三田國小 古曜菖 曾瓊慧 38 55
20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太平區新光國小 馮昱銘 余佳芳 38 57
21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大甲區華龍國小 劉佳恩 李宗欣 37 51
22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育仁小學 張采婕 鄭文承 36 37
23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北區太平國小 何孟祐 劉安哲 36 42
24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潭子區僑忠國小 蔡毅儒 胡安寧 36 54
25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外埔區外埔國小 張辰宇 陳文鴻 36 60
26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大甲區日南國小 張可欣 郭元隆 36 71
27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太平區長億國小 許躍慶 蘇詠嵐 35 39
28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西區忠明國小 林伯蔚 張詩岳 35 50
29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東勢區中山國小 吳有惠 詹智強 35 69
30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龍井區龍泉國小 石晟鐸 陳素娟 34 41
31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清水區三田國小 鄭宗旻 曾瓊慧 34 48
32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石岡區石岡國小 劉開宜 洪宗岳 33 44
33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沙鹿區文光國小 李承壎 卓錫斌 33 54
34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大肚區瑞峰國小 張睿軒 吳逸人 32 39
35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大肚區瑞井國小 張淯暄 游美玲 32 40
36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烏日區喀哩國小 廖于瑄 張美娟 31 33
37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大甲區華龍國小 羅暐程 李宗欣 31 36
38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西屯區上安國小 林瑞奇 林奇玄 31 50
39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清水區甲南國小 黃蔓蓁 黃淑君 31 56
40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豐原區翁子國小 連敘婷 陳俊宏 31 43
41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神岡區圳堵國小 王程煜 蔡阜鋼 30 38
42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大甲區西岐國小 王怡婕 郭津綾 30 38
43 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佳作 石岡區石岡國小 黃子祈 洪宗岳 30 42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隊員 隊員學校 作品名稱
1 教學網頁設計 特優 南屯區東興國小 吳淑清 謝薰靜 南屯區東興國小 簡單機械
2 教學網頁設計 優等 北屯區北屯國小 張政隆 劉明裕 北屯區北屯國小 九九乘法快樂學
3 教學網頁設計 甲等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 有趣的植物
4 教學網頁設計 佳作 市立四張犁國中 蔡進雄 沒上到課也不怕24HR無限反覆電腦課補救教學支援網
5 教學網頁設計 佳作 西屯區何厝國小 陳勝裕 蔡昌樺 西屯區何厝國小 校園生態介紹
6 教學網頁設計 佳作 市立中山國中 何孟杰 網頁建築師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隊員 隊員學校 作品名稱
1 校園活動影片 特優 南屯區大墩國小 呂岳霖 蕭世宏 南屯區大墩國小 停格動畫show
2 校園活動影片 特優 市立黎明國中 田恒 林煜庭 市立黎明國中 陶燒瓷磚紀錄報導
3 校園活動影片 優等 東區樂業國小 楊申弘 幸蝴桔醬
4 校園活動影片 優等 西屯區何厝國小 廖立仁 張永傑 西屯區何厝國小 教師的叮嚀
5 校園活動影片 優等 西屯區何厝國小 蔡昌樺 陳勝裕 西屯區何厝國小 校園微電影~何厝有愛。關懷無所不
6 校園活動影片 甲等 大里區大元國小 黃豐炘 廖世奇 大里區大元國小 地震防災演練
7 校園活動影片 甲等 后里區月眉國小 趙姿婷 王貝倩 后里區月眉國小 月眉國小營養午餐
8 校園活動影片 甲等 北屯區軍功國小 黃資貴 簡嘉慧 北屯區軍功國小 軍功畢業班展翅高飛
9 校園活動影片 甲等 清水區建國國小 蔡岳記 紫錐花傳情

10 校園活動影片 佳作 清水區建國國小 林欣宜 憶童走過 勇敢追夢
11 校園活動影片 佳作 大里區大元國小 林雅卿 潘仁傑 大里區大元國小 讓書回家去
12 校園活動影片 佳作 大里區大元國小 王怡月 張文隆 大里區大元國小 好重要的借書證
13 校園活動影片 佳作 大肚區瑞井國小 游美玲 紀岳錡 大肚區山陽國小 大家一起來慶賀
14 校園活動影片 佳作 和平區白冷國小 周雅惠 白冷六甲回憶錄



序 項目類別 成績 學校 姓名 隊員 隊員學校 作品名稱
1 網頁程式設計 特優 太平區車籠埔國小 沈俊達 廖俊保 太平區車籠埔國小 學校活動行事曆暨成果展示系統
2 網頁程式設計 優等 市立外埔國中 郭特全 學務系統LDAP管理模組
3 網頁程式設計 甲等 大雅區大華國中 王清德 游曉琦 市立居仁國中 學務獎懲大量上傳
4 網頁程式設計 佳作 大甲區大甲國小 陳愛仁 黃郁芳 北屯區東光國小 教學活動教具：對對碰
5 網頁程式設計 佳作 市立后綜高中 梁寶堂 王富民 市立后綜高中 行政與教學
6 網頁程式設計 佳作 清水區大楊國小 吳嘉祥 吳篤衡 南屯區文山國小 簡易榮譽榜


	1.電腦繪圖高中職組靜態類
	2.電腦繪圖國中甲組靜態類
	3.電腦繪圖國中甲組動畫類
	4.電腦繪圖國中乙組靜態類
	5.電腦繪圖國中乙組動畫類
	6.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甲組靜態類
	7.電腦繪圖國小高年級乙組靜態類
	8.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甲組靜態類
	9.電腦繪圖國小中年級乙組靜態類
	10.專題簡報高中職組
	11.專題簡報國中甲組
	12.專題簡報國中乙組
	13.專題簡報國小甲組
	14.專題簡報國小乙組
	15.網路查資料國中甲組
	16.網路查資料國中乙組
	17.網路查資料國小甲組
	18.網路查資料國小乙組
	19.教學網頁設計
	20.校園活動影片
	21.網頁程式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