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個人聲望 縣市 學校名稱 得獎班級座號 OpenID 分區 區

1 洪翠憶 3010 新北市 市立林口國中 七年四班-06號 aloha9487 新莊分區 林口區

2 陳柏任 1609 新北市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八班-11號 barnett0125 七星分區 汐止區

序號 姓名 個人聲望 縣市 學校名稱 得獎班級座號 OpenID 分區 區

1 鄭詠睿 8801 新北市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六班-04號 bhes102260 三重分區 三重區

2 鄭宇宏 8363 新北市 市立重陽國小 六年十班-10號 qwe456 三重分區 三重區

3 張家賓 6797 新北市 市立龍埔國小 六年一班-07號 benson0224 三鶯分區 三峽區

4 蔡政宸 6271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一班-14號 c5114 雙和分區 永和區

5 林子翔 5179 新北市 市立介壽國小 四年五班-05號 leo426 三鶯分區 三峽區

6 陳星睿 5009 新北市 市立介壽國小 六年七班-04號 roy1218 三鶯分區 三峽區

7 廖振媐 4610 新北市 市立介壽國小 五年一班-13號 jhensi 三鶯分區 三峽區

8 廖振彧 4506 新北市 市立介壽國小 三年七班-21號 jenny21 三鶯分區 三峽區

9 王天佑 4320 新北市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二班-03號 aaa0000000 三重分區 蘆洲區

10 駱郁喬 3617 新北市 市立榮富國小 六年一班-23號 lfes101343 新莊分區 新莊區

11 李承諭 2973 新北市 市立介壽國小 六年六班-11號 tebby0416 三鶯分區 三峽區

12 吳詩華 2735 新北市 市立介壽國小 六年四班-04號 william1102 三鶯分區 三峽區

13 蔡昀劭 2734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一班-09號 c5109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4 施竣友 2555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一班-13號 c5113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5 蘇恩信 2547 新北市 市立竹圍國小 六年一班-04號 s6513 淡水分區 淡水區

16 陳柏儒 2433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五班-16號 brucebb0526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7 洪禎佑 2352 新北市 市立溪洲國小 六年一班-15號 a456andmy 板橋分區 板橋區

18 王宣皓 2342 新北市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四班-03號 elvis123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9 江育丞 2270 新北市 市立麗園國小 六年四班-12號 jaden19 新莊分區 林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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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獎時間：2017-12-04 16:29:27

序號 得獎姓名 得獎學校 得獎班級座號 OpenId 分區 區

1 賴是君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一班-25號 s10431324 三重分區 蘆洲區

2 王鼎瑋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一班-18號 joe8787 雙和分區 永和區

3 容采芝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四班-35號 melody2970 雙和分區 永和區

4 林筠恩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一班-32號 c5132 雙和分區 永和區

5 謝榮禧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二班-06號 f10441004 三重分區 蘆洲區

6 張佩琪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三班-21號 s10440120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7 彭浚璿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一班-08號 s10440105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8 林鶴庭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二班-04號 ethan112345 雙和分區 永和區

9 劉建緯 市立龍埔國小 六年一班-02號 jason941111 三鶯分區 三峽區

10 李家合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二班-04號 edwin0808 七星分區 汐止區

11 吳柔萱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七班-20號 panda1116 七星分區 汐止區

12 簡昱文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二班-16號 peter10 七星分區 汐止區

13 吳詩杰 市立介壽國小 五年六班-12號 peter9691 三鶯分區 三峽區

14 王騰緯 市立介壽國小 六年一班-08號 eric95223 三鶯分區 三峽區

15 蔡承諺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五班-10號 s10440814 三重分區 蘆洲區

16 顏子宭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五班-09號 eric950327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7 楊繕丞 市立二重國小 六年二班-05號 op9487 三重分區 三重區

18 蔡欣岑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八班-17號 s10440615 三重分區 蘆洲區

19 李冠蓁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八班-15號 bhes102073 三重分區 三重區

20 蘇奕豪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四班-17號 m33896 七星分區 汐止區

21 楊杰恩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九班-13號 jack47896 七星分區 汐止區

22 陳知郁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六班-28號 kiki920618 七星分區 汐止區

23 王昱淇 市立五峰國中 七年九班-01號 alice0828 文山分區 新店區

24 謝翔宇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四班-16號 aaa9313 七星分區 汐止區

25 吳非蒙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七班-04號 famous168 七星分區 汐止區

26 許可兒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十班-26號 kara0529 七星分區 汐止區

27 闕莛恩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十班-32號 amy450160 七星分區 汐止區

28 蘇丞志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六班-13號 s10440610 三重分區 蘆洲區

29 蔡煌崎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七班-02號 s10431007 三重分區 蘆洲區

30 李雅慈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二班-22號 anita40973440 七星分區 汐止區

31 許若伊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九班-27號 andrea911030 七星分區 汐止區

32 胡愷庭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八班-19號 s10440422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33 蔡昕妤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九班-25號 bhes102138 三重分區 三重區

34 郭俊賢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三班-07號 qq102204151316 七星分區 汐止區

35 黃民安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二班-13號 s10430412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106年第2次達客飆程式「Coding Game Based Learning」 網路競賽

【達克獎】



抽獎時間：2017-12-04 16:29:27

序號 得獎姓名 得獎學校 得獎班級座號 OpenId 分區 區

106年第2次達客飆程式「Coding Game Based Learning」 網路競賽

【達克獎】

36 黃品蓉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五班-15號 bhes102296 三重分區 三重區

37 蘇雅婷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一班-25號 c5125 雙和分區 永和區

38 何奕宏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五班-05號 s10441307 三重分區 蘆洲區

39 林之筠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十一班-25號 city7626 七星分區 汐止區

40 詹旻訓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二班-13號 x1034705 七星分區 汐止區

41 鐘啟源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二班-13號 kennyjong92 七星分區 汐止區

42 楊宇翔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三班-12號 s10440811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43 陳筱鈞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九班-27號 s10440826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44 陳昕佑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十班-05號 s10440904 三重分區 蘆洲區

45 趙子言 市立麗園國小 六年五班-05號 ian40202 新莊分區 林口區

46 陳芊叡 市立永和國中 七年12班-19號 fiona10230723 雙和分區 永和區

47 吳俊穎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九班-09號 s10441008 三重分區 蘆洲區

48 許宸諺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三班-09號 s10441006 三重分區 蘆洲區

49 張容維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十班-25號 s10440425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50 蔡詠旭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二班-13號 k5116666 七星分區 汐止區

51 蘇芝穎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十一班-33號 tina91911 七星分區 汐止區

52 李冠樺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五班-01號 garylee1008 雙和分區 永和區

53 沈昱鑫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九班-03號 qqq333 七星分區 汐止區

54 高捷宜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二班-16號 bhes102239 三重分區 三重區

55 陳伯軒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四班-04號 bill8745 七星分區 汐止區

56 吳彥賢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十一班-03號 aa911220 七星分區 汐止區

57 羅勻伶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七班-32號 rebecca0417 七星分區 汐止區

58 林沁璇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五班-26號 bhes102140 三重分區 三重區

59 陳沛臻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五班-20號 bhes102361 三重分區 三重區

60 周治澔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五班-06號 s10440606 三重分區 蘆洲區

61 陳東昇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五班-01號 s10430503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62 陳柔辰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十二班-24號 s10431328 三重分區 蘆洲區

63 高瑋澤 市立江翠國中 八年七班-17號 kk920928 板橋分區 板橋區

64 林子皓 市立永和國中 七年12班-04號 handsomeboy2004 雙和分區 永和區

65 黃綉閑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二班-14號 s10441115 三重分區 蘆洲區

66 劉聿修 市立育林國中 七年九班-10號 louis0710 三鶯分區 樹林區

67 張香蓉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四班-18號 bhes102027 三重分區 三重區

68 楊芷綺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六班-26號 cindy0927 七星分區 汐止區

69 林彥凱 市立永吉國小 六年一班-01號 ycf131731081 三鶯分區 鶯歌區

70 顏晨安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二班-17號 tim940601 七星分區 汐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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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杜宜家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十一班-23號 s10430424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72 鄭紹焜 市立育林國中 七年十一班-08號 arthur1014 三鶯分區 樹林區

73 李宜儒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四班-20號 bhes102162 三重分區 三重區

74 江齊風 市立龍埔國小 六年四班-09號 diego0208 三鶯分區 三峽區

75 賴柔妘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一班-30號 c5130 雙和分區 永和區

76 陳昱璇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一班-18號 s10430718 三重分區 蘆洲區

77 周郁晨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二班-09號 s10430110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78 陳睿弘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一班-12號 r911223oger 七星分區 汐止區

79 洪子媛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三班-15號 bhes102044 三重分區 三重區

80 林玉軒 市立碧華國小 六年一班-08號 bhes101008 三重分區 三重區

81 陳柏松 市立介壽國小 六年三班-11號 ac0410 三鶯分區 三峽區

82 梁凱傑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一班-09號 s10430603 三重分區 蘆洲區

83 葉姵均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九班-17號 bhes102155 三重分區 三重區

84 許瑀珊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四班-21號 s10441322 三重分區 蘆洲區

85 簡毓庭 市立沙崙國小 五年八班-18號 xuting 板橋分區 板橋區

86 江姵瑩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二班-23號 bhes102053 三重分區 三重區

87 陳子豐 市立三峽國中 七年04班-07號 cliff940512 三鶯分區 三峽區

88 謝乙伶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三班-18號 nemo18 雙和分區 永和區

89 張家豪 市立永和國中 八年12班-05號 p31216978 雙和分區 永和區

90 邱郁婷 市立永和國中 七年01班-21 play50217 雙和分區 永和區

91 李宇翔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十二班-04號 s10440502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92 劉兆鈞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七班-12號 corn33 七星分區 汐止區

93 謝承祐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六班-14號 aaa40804 七星分區 汐止區

94 吳馨宇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五班-39號 killua5757 雙和分區 永和區

95 鄭紹伍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四班-05號 s10431011 三重分區 蘆洲區

96 李思晨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二班-21號 samantha0580 七星分區 汐止區

97 楊紫盈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十三班-20號 kjrm208321 三重分區 蘆洲區

98 張家碩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一班-05號 qazwsx47657535 七星分區 汐止區

99 洪芷芃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九班-22號 vicky920831 七星分區 汐止區

100 簡瑋霆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十班-03號 bhes102282 三重分區 三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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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冠硯 市立三重國小 五年八班-12號 ts102003 三重分區 三重區

2 邱品智 市立介壽國小 六年三班-10號 doby0216 三鶯分區 三峽區

3 程紹軒 市立碧華國小 四年五班-03號 bhes103247 三重分區 三重區

4 蕭定寬 市立林口國中 七年十一班-31號 brett0306 新莊分區 林口區

5 廖翊程 市立麗園國小 六年四班-05號 eason0112 新莊分區 林口區

6 張鈺鑫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五班-12號 hermes0404 雙和分區 永和區

7 張詠翔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四班-07號 sean07 雙和分區 永和區

8 康芸禎 市立溪洲國小 六年一班-22號 repwp40320 板橋分區 板橋區

9 潘羿呈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六班-13號 eddie940307 七星分區 汐止區

10 鄧宇晴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二班-30號 jean1130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1 吳姵萱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五班-29號 ecurb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2 楊承叡 市立介壽國小 五年三班-06號 gary96511 三鶯分區 三峽區

13 高允佑 市立介壽國小 六年四班-07號 yoyo0301 三鶯分區 三峽區

14 李易 私立竹林國小 六年五班-17號 gastergga1002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5 張逸帆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八班-10號 gg1412 七星分區 汐止區

16 吳承祐 市立永和國小 五年四班-09號 charlie487kk 雙和分區 永和區

17 林書宇 市立溪洲國小 六年三班-04號 r941024 板橋分區 板橋區

18 洪定宥 市立五華國小 五年八班-02號 leo010595 三重分區 三重區

19 何富詳 市立碧華國小 四年四班-03號 bhes103191 三重分區 三重區

20 林愷鈞 市立江翠國中 八年七班-16號 stud1050716 板橋分區 板橋區

21 楊竣閔 市立八里國小 六年三班-08號 ples101037 新莊分區 八里區

22 張昱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七班-10號 bhes102122 三重分區 三重區

23 陳煜昇 市立正德國中 七年十四班-32號 dkes60705 淡水分區 淡水區

24 謝昀軒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六班-10號 s10440506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25 葉睿紘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二班-07號 s10430605 三重分區 蘆洲區

26 劉聿修 市立育林國中 七年九班-10號 louis0710 三鶯分區 樹林區

27 林建亨 市立江翠國小 六年09班-04號 harry30205 板橋分區 板橋區

28 劉秉宏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十班-04號 s10431010 三重分區 蘆洲區

29 康閔翔 市立八里國小 五年二班-04號 ples1020048 新莊分區 八里區

30 李冠蓁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八班-15號 bhes102073 三重分區 三重區

31 石怡馨 市立永和國中 七年01班-17號 s10440221 雙和分區 永和區

32 丁崇軒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四班-08號 s10440210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33 何冠霖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十班-04號 s10441105 三重分區 蘆洲區

34 王千尹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六班-26號 bhes102111 三重分區 三重區

35 安擇忻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十二班-02號 bhes102348 三重分區 三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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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陳昭穎 市立景新國小 六年2班-15號 s10540216 雙和分區 中和區

37 謝承祐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六班-14號 aaa40804 七星分區 汐止區

38 林芫伊 市立秀峰高中 九年四班-20號 eva1201 七星分區 汐止區

39 張芸萱 市立光華國小 五年十三班-20號 sherry0424 新莊分區 新莊區

40 羅彤恩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二班-24號 s10430526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41 陳盈霏 市立龍埔國小 五年一班-24號 vivi0124 三鶯分區 三峽區

42 張祐麒 市立林口國中 八年八班-21號 u555133 新莊分區 林口區

43 葉珈瑄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九班-17號 s10441316 三重分區 蘆洲區

44 戴唯哲 市立明志國小 六年二班-01號 mj101030 新莊分區 泰山區

45 林宇軒 市立明志國小 五年五班-12號 mj102072 新莊分區 泰山區

46 周巧妤 市立明志國小 五年一班-20號 mj102180 新莊分區 泰山區

47 陳振宇 市立三重國小 五年八班-09號 z102021 三重分區 三重區

48 黃湧宸 市立江翠國中 八年五班-14號 stud1050514 板橋分區 板橋區

49 陳祉羽 市立溪洲國小 五年二班-19號 f10650219 板橋分區 板橋區

50 吳旻蓁 市立金龍國小 六年四班-15號 jpmmolly 七星分區 汐止區

51 黎秉綸 市立新店國小 三年二班-07號 xdes104006 文山分區 新店區

52 吳庭諒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七班-03號 s10440503 三重分區 蘆洲區

53 韋之晴 市立溪洲國小 五年四班-21號 f10650421 板橋分區 板橋區

54 桑朝明 市立二重國小 五年四班-05號 joes8487 三重分區 三重區

55 黃建智 市立海山國小 五年14班-01號 hsps32165 板橋分區 板橋區

56 李晴 市立八里國小 六年二班-17號 ples101098 新莊分區 八里區

57 謝昕妤 市立溪洲國小 六年四班-20號 st60420 板橋分區 板橋區

58 沈峻平 市立溪洲國小 六年四班-11號 f04878787 板橋分區 板橋區

59 蔡長霖 市立三重國小 四年三班-04號 z103079 三重分區 三重區

60 劉子瑜 市立光華國小 四年十八班-21號 juliana0108 新莊分區 新莊區

61 蔡昇峰 市立海山國小 五年14班-06號 hsps01886 板橋分區 板橋區

62 陳智善 市立三重國小 四年二班-04號 z103109 三重分區 三重區

63 鄒少宇 市立光華國小 五年十四班-12號 ryan960721 新莊分區 新莊區

64 蕭博駿 市立光華國小 五年十七班-10號 osborn960718 新莊分區 新莊區

65 葉婕 市立溪洲國小 六年一班-16號 a0958636091 板橋分區 板橋區

66 廖建舜 市立五華國小 四年六班-09號 alex0405 三重分區 三重區

67 鄭智文 市立五華國小 四年九班-14號 lucas0706 三重分區 三重區

68 徐祐儒 市立民義國小 五年一班-08號 qwer1009 三鶯分區 三峽區

69 陳乙婕 市立龍埔國小 五年八班-23號 angel40721 三鶯分區 三峽區

70 蔡宙洧 市立碧華國小 六年六班-06號 stud101382 三重分區 三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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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王翌丞 市立溪洲國小 五年十班-11號 f10651011 板橋分區 板橋區

72 周湘寧 市立龍埔國小 五年六班-20號 amber0224 三鶯分區 三峽區

73 李柏諺 市立三重國小 四年七班-09號 z103160 三重分區 三重區

74 游睿儆 市立五華國小 四年九班-24號 janet1217 三重分區 三重區

75 陳睿穎 市立永和國中 七年28班-24號 s62824 雙和分區 永和區

76 林心如 市立興化國小 六年一班-11號 ts101030 新莊分區 新莊區

77 廖妤瑄 市立碧華國小 五年六班-16號 bhes102020 三重分區 三重區

78 吳胤廣 市立永和國小 五年十四班-11號 ingram 雙和分區 永和區

79 張凱勛 市立五華國小 四年一班-14號 josh0716 三重分區 三重區

80 陳柏安 市立成功國小 六年一班-01號 s10440403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81 蔡明儒 市立五華國小 四年十班-03號 michael1218 三重分區 三重區

82 黃德愷 市立崇德國小 四年四班-16號 ken0720 七星分區 汐止區

83 周宸毅 市立北新國小 六年六班-02號 lucas0911 文山分區 新店區

84 黃玉嫻 市立介壽國小 四年五班-17號 cindy925 三鶯分區 三峽區

85 莊傑宇 市立新興國小 505-14號 xxes102225 淡水分區 淡水區

86 王小菱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六班-24號 s10431224 三重分區 蘆洲區

87 郭恩彤 市立碧華國小 六年一班-26號 stud101263 三重分區 三重區

88 湯棨富 市立二重國小 四年二班-13號 chief40213 三重分區 三重區

89 林紜安 市立永和國中 七年01班-19號 whps100133 雙和分區 永和區

90 張芮嘉 市立溪洲國小 五年三班-22號 f2574831 板橋分區 板橋區

91 林翊陞 市立江翠國小 六年05班-11號 ethan30409 板橋分區 板橋區

92 王郁翔 市立大豐國小 四年八班-29號 lie29 文山分區 新店區

93 陳慧綸 市立成功國小 五年四班-16號 s10430116s 三重分區 蘆洲區

94 黃浩丞 市立林口國中 七年十六班-28號 u655272 新莊分區 林口區

95 王家豪 市立五華國小
四年十二班-06

號
howard0408 三重分區 三重區

96 黃富麟 市立秀峰高中 七年四班-09號 aaa0616342 七星分區 汐止區

97 林幸侖 市立新店國小 四年一班-25號 xdes103073 文山分區 新店區

98 張富鈞 市立三重國小 四年五班-16號 z103138 三重分區 三重區

99 鄭宇哲 市立成州國小 六年五班-04號 jerry5566 新莊分區 五股區

100 黃柏允 市立龍埔國小 五年七班-08號 carter 三鶯分區 三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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