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制 申請學校 姓名 類別 類別第二層 主題名稱 獎項

1 高中職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張美雀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1資訊科技教學組 Internet上的伸展台-網頁的多元運用 特優

2 高中職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黃芳蘭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1資訊科技教學組 人工智慧 特優

3 國中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國中部 陳政川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1資訊科技教學組 結合STEAM與機器人程式實作課程設計 優等

4 高中職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曾慶良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1資訊科技教學組 Hello AI ！臺北數位學習多元培力班 啟動你的第一堂人工智慧課 優等

5 高中職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涂朝淵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1資訊科技教學組 指導高中生機器人競賽專題課程 入選

6 國中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陳友城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1資訊科技教學組 mBot機器人創意程式設計在北政 入選

7 國中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黃馨誼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用iPad環遊世界 特優

8 國小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豐佳燕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設計遊戲•玩轉城市～以IDEAS模式發展運算思維課程 特優

9 高中職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吳明瑾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e世界讓音樂更easy 優等

10 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沈佳慧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科技時代下的跨域整合文學圈 優等

11 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 唐鶴菁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SEEDS寰宇日新-Let’s Build a Sustainable City 優等

12 高中職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何敏華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平面上的線性變換～Baravelle Spiral 之旅 入選

13 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富安國民小學 高德祥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天氣的變化-自主的天氣學習 入選

14 高中職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陳泓曄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讓數學在指尖飛翔 入選

15 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黃鉅茜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當英語遇上資訊科技與創意: My Restaurant, My Menu 入選

16 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蔡孟憲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健康國小資訊融入行政管理歷程及應用 特優

17 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羅成泰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營造智慧校園 享受智慧學習 特優

18 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江秉叡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資訊博愛，智慧博愛 優等

19 國中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陳冠樺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信手拈來 E氣風發 優等

20 國中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曾文龍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科技領航 創新仁愛 智慧樂學 入選

21 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曾振富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智慧城市展新意‧課程教學智慧行 入選

臺北市 109 年度 「百大菁英資訊科技應用 人才教育獎」個人組得獎名單

本名單依類別、姓名筆劃排序



序號 學制 學校 類別 類別第二層 主題名稱 團員1 團員2 團員3 團員4 團員5 團員6 獎項

1 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1資訊科技教學組 日新智造小達人~智慧科技展才能 鄭千佑 林裕勝 陳慧潔 吳叔鎮 簡靖樺 何詩慧 特優

2 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1資訊科技教學組 運算思維 星球密碼戰 黃思嘉 陳素蘭 楊瑋芬 蔡孟憲 廖千茹 宋定遠 入選

3 高中職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崙動數位，學習自主 賴日騰 凌惠玲 張淑瑜 陳明娟 賀道啟 林詩怡 特優

4 國中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藝數鑲遇三部曲 陳家慶 高抬主 林雪倩 江孟純 優等

5 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喜亮亮．創奇蹟 賴佳岑 蔡松峰 陳祈宏 黃國庭 周向麟 入選

6 國中 臺北市立濱江國民中學 一、智慧教學與應用類 2一般科目教學組 以詩之名——近體詩教學趣 陳宜君 吳曉君 謝幸玲 入選

7 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以STEAM為軸 為臺北創科技未來 黃美月 徐臺屏
張棟樑

(河堤國小)
吳姿瑩 入選

8 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AR虛擬天文教室 李官珉 汪明芳 溫博安 陳錫安 黃于玲 黃秀山 入選

9 高中職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二、行政資訊化管理應用類 無 智慧學園，翱翔世界 呂惠甄 朱秀勇 王聖淵 胡傑明 陳佑昌 楊宗翰 入選

本名單依類別、學校名稱筆劃排序

臺北市 109 年度 「百大菁英資訊科技應用 人才教育獎」團體組得獎名單



臺北市

109 年度
學制 申請學校 姓名 類別 類別第二層 主題名稱 獎項

1 國中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楊啟明 教育局推薦 無 教育局推舉行政類：熱心協助各校執行資訊行政業務 推薦通過

臺北市 109 年度 「百大菁英資訊科技應用 人才教育獎」行政推薦組得獎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