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參加學生 指導老師 作品影片連結

1 台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雙功能智能防疫酒精自動調配噴霧機 葉O琪、郭O堯、杜O霖、李O鴻 黃O勤 https://youtu.be/l0B0t_b_WFk

2 臺中市大安國中 防疫大作戰-酒精噴槍 蔣O岳 卓O龍 https://youtu.be/fD2JaMHiiWM

3 臺中市大安國中 防疫大作戰-防疫面罩 卓O志 卓O龍 https://youtu.be/5wAExFFa5Vc

4 台中市立新光國中 酒精噴灑車 黃O誌，黃O緯 林O婷 https://youtu.be/D7aUy9i85rU

5 台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防疫清潔車 黃O晧、魏O其、侯O辰 林O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CHMaHNwd4&feature=youtu.be

6 台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洗手乳泡沫機 洪O恩、吳O叡 林O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16i6kbeDZI

7 台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積木創客夢想家 [防疫大作戰]-全民蜂防疫 吳O霆、葉O辰、顏O軒、喬O閔 許O中 https://youtu.be/_hD4r3nZdQM

8 台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自動酒精噴霧器 邱O儒 蘇O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FV1ZcCPI

9 台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酒精噴霧器 邱O諺 蘇O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HK1x_jXL8c

10 新平國小 自製無線腳踏式乾洗手機 鄭O冠、吳O翰 顏O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0KgL-Em6U

11 新平國小 自製超帥免接觸按電梯槍 張O銘、謝O丞 顏O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5e3USXOapE

12 台南市和順國小 半自動酒精機 許O軒、方O丞 歐O賢 https://youtu.be/RGzh4bKU_ws

13 光正國中 防疫盒 卞O權 陳O傑 https://youtu.be/4tCfMaGPowc

14 光正國中 零接觸外賣機 洪O翊 陳O傑 https://youtu.be/GvsctiyPJYs

15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國民小學 自動噴酒精機 郭O其 羅O仁 https://youtu.be/e98YbYWNPrI

16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國民小學 酒精棉片運送機 王O晴、劉O靚 羅O仁 https://youtu.be/Cab7l8ePbZw

17 桃園市永安國中 We can be winner. 張O平、孫O瑜 黃O慈 https://youtu.be/nfeLuq-wsO0

18 舊社國小 積木創客夢想家【防疫大作戰】-二合一感應式泡沫酒精洗手機 柳O恩、許O群、謝O宇、劉O富 林O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94M6YkcYI&list=PLTZRAMfXmlJODJKksXi3Pos9BBarlu3Di&index=2

19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小 口罩運送車 林O萱 董O甫 https://youtu.be/DWZ_9AOzB8E

20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民小學 消毒機關槍 李O璇 潘O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YLNF6w_3o

21 彰化縣立快官國小 防疫大作戰_戴好口罩 保持距離
李O恩、鄧O成、林O濱 

張O瑄、張O瑜、楊O翔	
李O信 https://youtu.be/7XUcAUPZWSY

22 大村國小 大村防疫eats 賴O嘉 黃O己 https://youtu.be/dT5XAMHUdT0

23 大村國小 大村零接觸餐廳 黃O安 黃O己 https://youtu.be/Aa6d_lCfbYc

24 榮富國小 積木創客夢想家【防疫大作戰】-口罩供應機 張O軒 易O伶 https://youtu.be/JdilPQG9GpE

25 大西國小 毛毛蟲爬行記 楊O翔、曾O愷、許O恩 游O慧 https://youtu.be/GYI-_pua7E8

26 臺中市大安國中 玩具總動員-四足獸 顏O威 卓O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ZPfo7fNoM

27 台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幸運雲霄飛車 鐘O祺、王O鈞 林O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c2snpvyENs

28 台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瘋狂釣魚樂 林O澄 蘇O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uAxR128Y4

29 台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進擊的蚯蚓 黃O泰 蘇O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2DlFCdVuY

30 台中市軍功國小 馬兒 跑呀 廖O涵、 廖O家 黃O貴 ,余O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nd6LiXfivY&feature=youtu.be

31 光正國中 霍金的下樓梯車 鄭O懋 陳O傑 https://youtu.be/1sZxX5v61Iw

32 佳佐國小 前進吧！四足獸 陳O凌、陳O婷、潘O孜、鄞O馨 柯O青 https://youtu.be/mPVlEMh4W30

33 苗栗縣立文林國中 三輪車跑得快 張O榤、徐O祏 余O棱 https://youtu.be/TRIL6g6iuyQ

34 苗栗縣立文林國中 小象嗨起來 章O琳、謝O茹 余O棱 https://youtu.be/fx9d-wP39mU

35 華盛頓中學 積木創客夢想家 [玩具總動員] 巴斯光年v.s.魔王 呂O葳、林O鈞、吳O鋒、王O宇 黃O鴻 https://youtu.be/nc6Ucjq2BPM

36 華盛頓國民小學 恐龍T-Rex Benjamin 000 李O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KmQB0fJCKI

37 華盛頓國民小學 彩色小貓 林O晴 李O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2KH26c1t00

38 南投縣僑興國小 曲柄連桿-創意仿生騎單車 鄭O傑、陳O豪 蔡O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kqqzN_SFc&t=1s

39 南投縣僑興國小 曲柄連桿-兩把槍 李O峰 蔡O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VeE06jXv5A

40 嘉義市世賢國民小學 端午賽龍舟
方O婷、徐O安、賴O成 

陳O喬、侯O劭、魏O鈞
吳O智 https://youtu.be/XH98bXd4v-U

41 嘉義市世賢國民小學 跳躍的舞者
劉O愷、王O霖、陳O磊 

林O程、吳O庠、馬O翔
吳O智 https://youtu.be/33hE7_vGAYw

42 嘉義市崇文國小 樹的醫生啄木鳥 江O澤 李O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kYQIvp9h9U&feature=share&fbclid=IwAR0KE5L4KoOHq01X4fPE5xusp6j1HP3Is-cnFEHy-CALFL9wSQlUTxXClfU

43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小 肥皂上升器 張O棠 傅O婷 https://youtu.be/uzBTiJJApbg

44 天盛國小 蛋蛋的冒險 施O睿、林O耀 吳O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w_AeYnlNXQ&feature=youtu.be

45 天盛國小 注音轉轉盤 施O斌、陳O澤 吳O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k5_OuLa30A&feature=youtu.be

46 彰化縣永豐國小 足球小子 謝O翰 卓O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aNQixOwQU&feature=youtu.be

47 彰化縣永豐國小 加法溜滑梯 陳O云 卓O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Ny00on2PY&feature=youtu.be

48 舊社國小 積木創客夢想家【玩具總動員】-乒乓球發球車 劉O廷、蕭O凱 林O泰、徐O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6cIJRSu1c&list=PLTZRAMfXmlJODJKksXi3Pos9BBarlu3Di&index=1

49 台中市石岡區石岡國小 子彈射射射 廖O鈞 黎O森 https://youtu.be/GI8llq0B13M

50 台中市石岡區石岡國小 投籃機 羅O宏 黎O森 https://youtu.be/Y3y8X3cPRxI

51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小 夾夾車 陳O澄 董O甫 https://youtu.be/xJKNfsrA4_c

52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小 小熊取物機 吳O謙 董O甫 https://youtu.be/8067A___3hQ

53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小 三角機械恐龍 宋O叡 陳O萍 https://youtu.be/SfsI_ViE898

54 彰化縣潮洋國小 射射章魚哥 徐O銨 董O嬪 https://youtu.be/ZSvMbsRFk0s

55 彰化縣潮洋國小 乒乓進大頭 廖O婕 董O嬪 https://youtu.be/FpOh8IXl9Xc

56 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小 一起去兜風 張O銓 陳O君 https://youtu.be/YiRzMTBZEmc

57 光德國中 仿生機械獸 王O儒、蔡O軒、王O勝、林O璿 黃O凱 https://youtu.be/Ce7yEs7U6b

58 大村國小 電動彈珠台 黃O綸、林O凱 黃O己 https://youtu.be/VEyh9pGS1Ik

59 居仁國中 微笑製造機 賴O瑋、蔡O恩、賴O晨、黃O婷 李O瑜 https://youtu.be/pSyWgRDgsCM

60 潭陽國小 夏天來了 王O尼、陳O諺、楊O禎 黃O慶 https://youtu.be/JvsGqnUbUzw

61 潭陽國小 瘋狂衝浪手 吳O樺、李O勳、許O凱 黃O慶 https://youtu.be/_4Twf_enJk4

62 台中市立后里國中 附雨刷的遙控車 陳O庭、徐O焌、廖O妘 卓O心 https://youtu.be/Psb90qI-o-o

63 台中市立后里國中 迷你連桿電風扇 陳O騏、陳O罄、黃O榮、田O祥 卓O心 https://youtu.be/1Hp7bGN7BSU

64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 拆除車 朱O凡森 牛O訓 謝O文 黃O貴 https://youtu.be/5ud8Q5CMoRk+C1:H65

2020 積木創客夢想家活動 參加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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