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州市第二十一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奖名单

数字创作项目

一 等 奖 
组别 项目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小学组 3D创意设计 隔离室多功能机械手 杨怡帆 玉环市环山小学 陈俏俊
小学组 电脑绘画 “追梦小康孝先行”邮票 杨子妍 玉环市楚门中心小学 孔晶晶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晒幸福 朱婠玥 温岭市石塘镇中心小学 张罗娜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放飞中国梦 钱婧琦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卓秋月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我和我的祖国 徐圣约 台州市文华小学 侯依丹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抗击病毒 中国加油 杨昊明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金玲娟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庆佳年 奔小康 杨雅岚 临海市东塍镇中心校 屈巧英
小学组 电脑绘画 世界这么大，到处去看看 何静怡 温岭市滨海镇第二小学 叶子
小学组 电子板报 抗“疫”必胜电子板报集 郑雪怡 三门县珠岙镇高枧中心小学 竺晨恬
小学组 电子板报 健康校园 方悦逻 路桥区路南小学 李刚
小学组 电子板报 点亮 方思懿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林玲
小学组 电子板报 传统文化 魏子凯 玉环市环山小学 徐小波
小学组 电子板报 在一起 四5班刊 吴周雨 临海市括苍镇中心校 彭敏娇
初中组 3D创意设计 好空气口罩 余亚泽 台州市白云中学 狄晗琪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小心，眼镜魔来了！ 林可盈 临海市上盘中学 蔡人国
初中组 电脑动画 食品安全——三无产品篇 江宜珊 黄岩澄江中学 陈丹红
初中组 电脑动画 食品安全之拒吃野生动物 余徐亿 黄岩区院桥初级中学 林丹旭
初中组 电脑动画 我的世界怎模糊了 屈悠扬 临海市学海中学 黄明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不负韶华，粹灿逐梦 郑梓怡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黄绕球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小康中国梦 吴佩蓉 玉环市外国语学校 杨秀姝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小康中国梦 王子惟 台州市白云中学 应瑛
初中组 电脑绘画 苹果丰收了 江心童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电脑绘画 脱贫奔小康实现中国梦 黄轩 临海市上盘中学 蔡人国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中国梦·庆丰年 陈凯梦 仙居县广严学校 陈亚萍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人与自然和谐梦 姜鑫桐 玉环市实验学校 柏广玉
初中组 电脑绘画 让我们来谱写 黄熠珑 玉环市外国语学校 杨秀姝
初中组 电脑绘画 病毒捕手 瞿新航 路桥区东方理想学校 李嘉妮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弘扬长征精神 共筑小康中国梦 葛优阳 临海市上盘中学 李杏芬
高中组 电脑动画 我的地盘我做主 张雅诗 天台职业中专 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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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电脑动画 近视 郑涵予 温岭中学 江勇
高中组 电脑动画 为了家人健康请不要吸烟 杨晨 三门中学 金敬康
高中组 电脑动画 食品安全 潘柳延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华而实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实践 顾晨昕 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光辉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成长 蔡欣雨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商冲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探索 叶浩磊 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金回央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红黄蓝 金潇瑜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丹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实践纪念徽章 陈湘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胡杏雨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思维和星空纪念徽章 马晓萱 临海市上盘中学 项慧星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探索未知的世界 乐懿萱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胡杏雨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探索 林佳瑶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倪镜翔
高中组 微视频 战疫——前行有光、暂等春来 裘益歌 天台中学 陈羿霖
高中组 微视频 疫情之下 未来可期 吴鲍延 仙居县城峰中学 吕洪宇

二 等 奖 
小学组 3D创意设计 储物盒 张嘉烨 临海市哲商小学 朱珍珍
小学组 3D创意设计 空中授课、学习套装 梁梦依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陈世华
小学组 3D创意设计 智能垃圾回收车 周夕嵛 临海市杜桥第二小学 汪丹丹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新农村新面貌 余恩西 玉环市沙门中心小学 郑剑彬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当代中国新“四大发明” 陈烁宇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心小学 王云福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平凡的伟大 张晶晶 王露洁 临海市上盘镇轻长小学 李青青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垃圾分类，绿色环保 吴茜茜 温岭市新河镇高桥小学 江灵辉
小学组 电脑绘画 风雨过后见彩虹 戴瑶 临海市括苍镇中心校 王婧祎
小学组 电脑绘画 中国抗疫 陆梓祺 天台县实验小学 王卫卫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我的中国梦 罗溢 台州市书生小学 李海燕
小学组 电脑绘画 与病毒大作战 徐培涵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胡思思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华夏风采 方浚羽 路桥小学 林晨露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年年有“鱼” 王梓琳 玉环市沙门中心小学 郑剑彬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我们战在一起 汪若远 温岭市锦园小学 王驰
小学组 电脑绘画 云端筑梦—中国梦 金柳言 温岭市松门镇第二小学 陈婷
小学组 电子板报 防疫知识集中营 金子凯 尤浩冰 临海市上盘镇南洋小学 杨莉红
小学组 电子板报 众志成城 抗击肺炎 赵信竹 临海市汛桥镇中心校 冯照妹
小学组 电子板报 成长的足迹 张欣怡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校 彭利丹
小学组 电子板报 安全教育 尤泓迪 路桥区路南小学 吴海莲
小学组 电子板报 抗击新冠疫情 张梦婷 黄岩区宁溪镇中心小学 蔡钰
小学组 电子板报 “桐”心艺站之戏剧 叶城维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心小学 王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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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电子板报 致敬战役人 金怡辰 玉环市干江中心小学 戴梦兆
小学组 电子板报 发现 张瑜昊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王灵芝
小学组 电子板报 停课不停学 你我展风采 金梓萌 黄岩区西江小学教育集团 马鲍燕
初中组 3D创意设计 可编程智能闹钟 陈品锋 台州市白云中学 狄晗琪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包子店的故事 谢承译 温岭市第五中学 柯婷瑶
初中组 电脑动画 易拉罐的故事 应宇峰 仙居下各第二中学 陈伟军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垃圾分类 林筱 温岭市第五中学 赵伟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可爱的小狗狗 丁海波 李旺泽 临海市杜桥镇大汾中学 葛旭东
初中组 电脑动画 疫情防护我最强 陈昀尧 玉环市实验学校 潘洒洒
初中组 电脑动画 铁杵磨成针 叶晓航 玉环市实验学校 潘洒洒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小狐狸助力战胜疫情 杨昊霖 三门县浦坝港镇小雄初级中学 俞尧飞
初中组 电脑动画 桃园结义新说 李俊 路桥区第四中学 王媛媛
初中组 电脑绘画 遨月 崔佳怡 天台县始丰中学 崔海燕
初中组 电脑绘画 抗疫情 共面对 邢子涵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实验学校 周群玲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共抗疫情 郑雅静 临海市杜桥镇中学 杨卫君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奔小康，中国梦 邱梓玲 玉环市实验学校 潘洒洒
初中组 电脑绘画 青云直上 徐若涵 仙居县安洲中学 应秀燕
初中组 电脑绘画 我爱我的家 洪萱怡 天台县始丰中学 洪佳妮
初中组 电脑绘画 我的职业梦 徐冰青 玉环市实验学校 柏广玉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中国梦·强国梦 周语晗 仙居县广严学校 陈亚萍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中国梦守护者 郑晴月 仙居县安洲中学 钟水艳
初中组 电脑绘画 美好生活 沈超杰 临海市杜桥镇中学 杨卫君
初中组 电脑绘画 病毒快走 赵雨蝶 三门县泗淋中学 张赛赛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尊敬的老师 鲍宇光 天台平桥中学 陈达德
初中组 电脑动画 戏说脸谱 李依瑄 临海市上盘中学 项慧星
初中组 电脑动画 让习惯更文明 陈俊君 台州市宁溪中学 王满芬
初中组 电脑动画 拒绝吸毒 许金恒 天台职业中专 王姗红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弘扬传统文化 陈梦佳 三门中学 金敬康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垃圾分类，健康生活 黄宇锋 台州市宁溪中学 王满芬
初中组 电脑动画 一个地球 陈锦帆 天台平桥中学 陈峰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翱翔 孙锦骏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商冲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新星 曾明光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盈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探岭 朱敏芝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胡杏雨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实现 牛晶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胡杏雨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创造希望 应建宇 玉环市东方中学 李春珊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探索 陈诚信 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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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创新 何明磊 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叶臣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20周年纪念徽章 丁乙 临海市大田中学 曹仕长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思想者 丁海鹏 玉环市东方中学 林旭环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探索与自由 项琪惠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梁祖俊
高中组 微视频 停课不停学 洪腾飞 天台职业中专 陈柳娅
高中组 微视频 我和我的祖国 叶嘉豪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盈
高中组 微视频 疫情生活中的我 郑涛 台州市灵石中学 章林芳

三 等 奖 
小学组 3D创意设计 水星桌 李灵轩 温岭市坞根镇中心小学 叶婉雯
小学组 3D创意设计 智能壁挂花盆 姜鑫乐 林弈成 黄岩区北城街道王林小学 卢曦
小学组 3D创意设计 智慧花房 陈奕文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吴双燕
小学组 3D创意设计 智慧出行 李泱 椒江区前所中心校 金歆越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加油，战疫到底！ 朱庭萱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范灵龙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光明守护者 吴旻穗 温岭市城南镇中心小学 莫玲英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幸福时光 潘天语 路桥小学 尚菊红
小学组 电脑绘画 众志成城 抗击疫 林敬渊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心小学 蒋波
小学组 电脑绘画 超级影子 郑凯闻 台州市文华小学 侯依丹
小学组 电脑绘画 2020小康 余梓曈 仙居县第四小学 赵丹丹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小康欢乐会 梁乐萱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小学 林星彤
小学组 电脑绘画 疫无反顾 杨凯杰 黄岩区西江小学教育集团 胡汀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妈妈的机器人 金家豪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齐杨浪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文明·温岭梦 应昱骋 温岭市实验小学 彭均莹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幸福小康年 欢庆新时代 郑添钰 三门县浦坝港镇小雄中心小学 郑玲君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头门港新貌 郑清华 临海市上盘镇滨海小学 谢婷琪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渔乡 李可馨 三门县珠岙镇高枧中心小学 吴雨霖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布袋戏 陈致瑾 临海市涌泉镇中心校 陈初兵
小学组 电脑绘画 中国梦我的梦 吴昊霖 仙居县第一小学 王章圆
小学组 电脑绘画 科技兴国 尤泓迪 路桥区路南小学 吴海莲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我们的幸福生活 潘际宇 仙居县第一小学 吴思燕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我的火箭梦 温雅婧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严兵军
小学组 电脑绘画 致敬抗议在一线的白衣天使 金凝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颜莉娅
小学组 电脑绘画 我爱你中国联欢会 林润辰 三门县心湖小学 黄道村
小学组 电脑绘画 中国梦之美丽新世界 林桉卡 温岭市锦园小学 王驰
小学组 电脑绘画 画小康 周雨萱 路桥区路南小学 吴海莲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快开学吧 王鼎银 临海市上盘镇南洋小学 杨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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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电脑绘画 仁爱回春 林熙雯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许美燕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幸福奔小康 徐漫妮 路桥区螺洋街道中心小学 童玉娥
小学组 电脑绘画 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颜纾宁 三门县浦坝港镇小雄中心小学 胡娜
小学组 电脑绘画 开往小康的列车 许琳 玉环市坎门海都小学 叶青
小学组 电子板报 致敬特殊的战士 汤哲凯 周嘉畅 黄岩区西江小学教育集团 叶丹红
小学组 电子板报 紫云山 王浛瑜 三门县外国语小学 娄万统
小学组 电子板报 万众一心，凝聚战胜疫情 李昀桐 黄岩区西江小学教育集团 胡汀
小学组 电子板报 中国传统节日 李子昂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心小学 王巧
小学组 电子板报 追光者 张晨阳 玉环市楚门中心小学 孔晶晶
小学组 电子板报 菁菁校园 应伟成 仙居县下各镇第二小学 王杨苗
小学组 电子板报 抗击疫情 苏奕怡 椒江区东山中心小学 郑笑 
小学组 电子板报 新竹，成长的舞台 王宸怡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郭红燕
小学组 电子板报 中华瑰宝皮影戏 黄子乐 三门县浦坝港镇浬浦中心小学 郭桑甸
小学组 电子板报 抗击新冠病毒宣传报 潘锦乐 天台小学 陈琳
小学组 电子板报 传统节日 李泽昊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宋燕燕
小学组 电子板报 国学经典 王嘉豪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心小学 王云福
小学组 电子板报 四小健康报防疫专刊 吴俊铭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四小学 朱莉莉
小学组 电子板报 小溪浪花园 黄佳禾 玉环市陈屿中心小学 王丽君
小学组 电子板报 中华传统文化——走进四大名著 张博恒 天台县福溪街道横山小学 陈萍萍
小学组 电子板报 成长路上 梁若涵 温岭市三星小学 李旭伟
初中组 3D创意设计 扫地机器人 李荞羽 路桥实验中学 陈俏
初中组 3D创意设计 Mavic Air 陈镐南 温岭市第三中学 江巧琴
初中组 3D创意设计 指尖U盘 叶耀蔚 玉环市外国语学校 杨秀姝
初中组 电脑动画 正能量 裘宇鹏 天台县南屏学校 胡诗伟
初中组 电脑动画 钓鱼 陈宇豪 陈弘煊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学 陈晨
初中组 电脑动画 乌鸦喝水 朱朱圆 于若曦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学 陈晨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写字很有用 杨茹涵 天台县南屏学校 胡诗伟
初中组 电脑动画 寻找丢失的一角 许瑜益 齐锦轩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天台大公中学 姚超男
初中组 电脑动画 一个真实的故事 李家怡 黄岩区沙埠镇中学 徐丽
初中组 电脑动画 梅花诗两首 陈羽曦 路桥区第四中学 王媛媛
初中组 电脑动画 一幅画的回家路 郑凯文 路桥区峰江街道中学 黄玲安
初中组 电脑动画 我是一只小小鸟 张涵婷 温岭市第五中学 赵伟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众志成城 应苡妮 路桥区东方理想学校 李嘉妮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中国梦 蔡鑫颖 天台县始丰中学 许星星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出发,奔向小康社会 徐嘉憶 温岭市温西中学 周燕曦
初中组 电脑绘画 战疫 蒋彤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实验学校 周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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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中国梦之系列图 周炜杰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电脑绘画 黎明在即 潘艳西 路桥区第四中学 王媛媛
初中组 电脑绘画 致敬英雄 高槿露 黄岩澄江中学 叶柳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初春  郭亦然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夏 赵紫瑶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电脑绘画 游览海底世界 刘思妤 温岭市第五中学 柯婷瑶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冬日温暖 屈弘哲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屈三平
初中组 电脑绘画 拒绝野味，抵抗病毒 吕姿嫣 三门县泗淋中学 张赛赛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同舟共济 共抗疫情 王嘉怡 椒江区第二中学 李雪青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命运共同体 陈雨堃 路桥区东方理想学校 贾天琪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击败病毒，武汉加油 王晨语轩 路桥区东方理想学校 贾天琪
初中组 电脑绘画 铿锵玫瑰——中国女排 陈奕朵  仙居县安洲中学 方晓燕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小康•中国梦 蔡雨含 路桥区新桥镇初级中学 戴盛平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出彩新台州，腾飞台州梦 王睿霖 椒江区第二中学 王朝华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杨紫盈 临海市桃渚中学 黄建军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一带一路复兴中国梦 尚雅 临海市上盘中学 李杏芬
初中组 电脑绘画 与疫同在  王艺霓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电脑绘画 梦·飞翔 黄睿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中学 黄绕球
初中组 电脑绘画 圆梦中国梦 王悦同 台州市白云中学 应瑛
高中组 电脑动画 中华传统文化 芦骏乾 天台平桥二中 陈慧君
高中组 电脑动画 低碳环保 陈蒙丹 天台平桥中学 王静
高中组 电脑动画 我们的文化遗产 卢逸凡 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郑军
高中组 电脑动画 食品安全科普 叶宏剑 台州市灵石中学 阮晨洁
高中组 电脑动画 日常 陈雨露 临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赖达敏
高中组 电脑动画 警惕近视 吴峻年 仙居县城峰中学 吕洪宇
高中组 电脑动画 中华传统文化 卢蕾 三门中学 金敬康
高中组 电脑动画 远离电视 叶雨薇 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郑军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创新·新创 陈玉云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海玲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创意徽章 樊柔悦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赵昕宇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翻越高峰 叶彬烨 玉环市东方中学 林旭环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台州教研LOGO设计 周淑婷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高强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创新纪念徽章 梁丹妮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商冲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创意无限 陈泓妤 玉环市东方中学 林旭环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四边形造型 黄元兴 路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安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纪念徽章 厉宇阳 临海市大田中学 曹仕长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科技六号 余佳锣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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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阳光体育 运动会标 龙萍 天台职业中专 徐旦霞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探奥索隐 王天浩 台州市灵石中学 潘临超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希望 应欣恣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吴万红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x方块造型 陈星月 路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安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CD造型 张利益 路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安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表演 李婕瑕 临海市灵江中学 何礼聪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光芒 蒋晓倩 仙居县城峰中学 徐梦婷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T造型 梁佳妮 路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安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P&E&I 陈紫露 仙居县城峰中学 徐梦婷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待到樱花烂漫时 陈佳暄 温岭市新河中学 狄卫红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武汉加油 叶子扬 临海市灵江中学 何礼聪
高中组 电脑艺术设计 疫痕 林海红 临海市灵江中学 何礼聪
高中组 微视频 干货拉满：宅在家，如何高效学习 周逍 三门中学 金敬康
高中组 微视频 做菜 李依易 台州市洪家中学 王慧
高中组 微视频 四眼仔养成记 吴佳麒 台州市洪家中学 王慧
高中组 微视频 午后 金锋 温岭市之江高级中学 狄丽雅
高中组 微视频 战疫 倪紫倩 三门中学 金敬康
高中组 微视频 生活 阮馨逸 台州市洪家中学 王慧
高中组 微视频 记忆定格 倪紫倩 三门中学 金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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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项目

一 等 奖 
组别 项目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逃离病毒世界 陈柯维 玉环市环山小学 徐小波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消灭冠状病毒 顾洪硕 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心小学 王巧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Bouncy Ninja 季成安 温岭市方城小学 黄玲丽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小猫游天台 范钰晗 天台小学 范婉如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抗疫小勇士 董轩宇 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宋燕燕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疫”起战斗 邱齐 椒江区实验小学下陈校区 王慧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神奇的物理  冯梓轩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洪丹丹
小学组 优创未来 智能接送安全防疫校门 陈以沫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黄玲卡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战疫英雄传 黄雨朵 黄岩实验中学 卓美丹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词云图生成器 官咏颉 路桥实验中学 王岳明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快乐小游戏 王奕岚 温岭市第四中学 张蔷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多功能学习工具箱 王桉源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王寅莹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解药公司 陈羿辰 温岭市第三中学 江巧琴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垃圾分类测分器 符喆 周佳蒙 黄岩区北城中学 林健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人脸签到识别系统 陈开来 天台中学 许永祥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基于图表的班级自主管理系统 郑涵予 温岭中学 江勇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学生食堂自助点餐系统 蔡祎琳 临海市大田中学 罗元平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记忆训练营 李霆锋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倪燕玲

二 等 奖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新冠状病毒大作战 韦晨涵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郭娟红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双人五子棋 陈泓博 温岭市锦园小学 王驰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交通标志对对碰 黄亚舟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林玲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细菌冒险找妈妈 周家悦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杨建成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答题挑战赛 陆耀琪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崔馨之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飞机大战 赵棕棋 温岭市方城小学 孙美蓉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口算大师 马浩淇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马辉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最强大脑 杨士博 温岭市城西小学 江丽君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病毒！病毒！ 赵尉然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屈欢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智能健康小卫士 李涵俊 三门县心湖小学 洪素琴
小学组 优创未来 智能消毒机 潘宣竹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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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太阳系大冒险 王翌汀 椒江区第二中学 李雪青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心灵感应游戏 莫天益 温岭市第三中学 阮慧娜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直播课网络答题器 陈江淮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投“球”大作战 朱峰玙 温岭市第五中学 柯婷瑶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Carbon随机迷宫 章桓凯 三门初级中学 姚爱英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答题之径 王俊锴 路桥实验中学 王岳明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比赛评分系统 李浩楠 临海市杜桥镇大汾中学 李琼莹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帮老师解决选择恐惧症 项紫若 仙居县官路镇初中 罗巧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闪耀之星 童凝 路桥实验中学 周智芝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汽车冲冲冲 万洁仪 仙居县官路镇初中 罗巧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数学解题工具箱 虞正德 临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鲍玲群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班费管理小助手 潘旭 临海市大田中学 罗元平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自定义打卡软件 杨鑫佟 台州市外国语学校 都丽静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共享app 沈登豪 温岭市之江高级中学 陈昌佳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贪吃蛇 梁志豪 温岭市松门中学 李萍

三 等 奖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垃圾分类 你知我知 徐以若 温岭市实验小学 彭均莹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口算风暴 梁恒诚 温岭市太平小学 金肖平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牙齿小卫士 莫涛鸣 温岭市横湖小学 陈海勇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英语数字王国 郑永谐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梁微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现实与量子分裂之L计划--逃出生天 金子峻 临海市上盘镇中心校 李宗文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看谁先到-抢数游戏 陈星玥 温岭市百丈小学 林剑雄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保卫地球打字游戏 陶博文 温岭市新河镇高桥小学 江灵辉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抗疫心愿签名墙程序 王忻予 温岭市横湖小学 陈海勇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Win10安装 陈高远 玉环市环山小学 徐小波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大战病毒 张亚惠 温岭市温峤镇第三小学 林海渊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吴承羲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黄玲卡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记忆力大挑战 李莫涵 温岭市横湖小学 陈海勇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科学大闯关 陈彦吉 温岭市实验小学 彭均莹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垃圾分类大作战 周滔 玉环市坎门海都小学 叶青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病毒保卫战 应沈曈 仙居县实验小学 泮丽丽
小学组 创意程序设计 预防疫情小游戏 陈伟泽 天台小学 葛丽敏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个人网上图书借阅系统 朱冠桦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赵杰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飞机大作战 詹焙越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林斌斌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王者胜 黄岩区江口街道第二小学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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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抗病毒小卫士 梁徐杰 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周雅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拯救人类 林零壹 路桥小学 章露漪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病毒消消消 罗琳夕 杨舒桠 路桥区蓬街镇中心小学 徐佳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飞机大战 魏王浙 温岭市九龙学校小学部 黄玲卡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小口罩 大学问 潘信之 仙居县第四小学 张瑜
小学组 趣味编程专项 月月鸟打怪兽 林晨皓 三门县心湖小学 洪素琴
小学组 优创未来 智能远程火灾报警器 吴昱 江京航 温岭市方城小学 黄玲丽
小学组 优创未来 输液人脸识别防差错 王衡渊 金暄皓 温岭市横峰小学 李欣
小学组 优创未来 智能灯控 冯星瑜 江杭远 温岭市太平小学 金肖平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班级随机点名系统 张博凯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林立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解方程 李子皓 路桥区新桥镇初级中学 戴盛平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携手抗疫共克时艰 王思悠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江国军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战“疫”冰火人 姚畅 临海市大石中学 郑丽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挣脱病毒！重生 陶奕帆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江国军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学习备忘录 周渤栋 椒江区第五中学 包挺挺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python趣味小程序 徐超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江国军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python中turtle画爱心程序 何唐子谦 温岭市新河镇中学 江国军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新冠肺炎答题大通关 陶学一 临海市大石中学 郑丽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百词斩 徐晨曦 椒江区第五中学 包挺挺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知识闯关 陈怡彤 临海市西湖双语实验学校 徐滢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垃圾分类要科学 陈俊辰 温岭市第五中学 柯婷瑶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模拟星空 丁俊翔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创意程序设计 万众一心抗疫情 郑渲铧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Happy bird 林喧博 路桥实验中学 周智芝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疫情传播 林鼎皓 温岭市第三中学 阮慧娜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飞机大战 金泓毅 路桥区第三中学 梁丹红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Kitten-双人赛车 江艾鑫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初中组 趣味编程专项 储蓄问题 杨宇航 玉环市城关第三初级中学 吴芳芳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考你眼力 陈博逊 黄岩第二高级中学 童文月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消灭黑块 黄炜城 温岭市松门中学 李萍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益智数独小游戏 蒋雨航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朱永玲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L互——联L 尤可扬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倪燕玲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奇幻冒险 王睿涵 三门中学 金敬康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计算器 陈俊君 台州市宁溪中学 王满芬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鱼儿水中游 陈静怡 三门中学 金敬康
高中组 创新应用开发 1024小游戏 朱威宁 黄岩第二高级中学 童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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