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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隊名稱 參賽作品

最佳創意獎 15 三己 體溫檢測手環 邱○虹 林○欣 邱○順 賴○薇 何○諭 張○傑 林○巧

最佳創意獎 26 FUN TOGETHER FUN TOGETHER 李○儀 郭○菱 蔡○旺 陳○禎 楊○勳 華○安 林○霆

最佳創意獎 37 高三聖班商業經營科 防疫小尖兵 樊○慧 - 林○安 杜○卉 蘇○伃

最佳產品獎 8 奶奶怕周球 防疫電梯 彭○茲 - 黃○容 林○安 宋○濂 羅○承

最佳產品獎 23 防疫熱火隊 眼鏡人體溫度感測器等 陳○方 - 江○穎 呂○庭 張○棻

最佳產品獎 49 蔡家兄弟 AI頸掛式紫外線消毒器 陳○捷 - 蔡○軒 蔡○峻 蔡○宗

最佳設計獎 14 丙夏娃 伸縮自如口罩 郭○肯 林○欣 黃○碧 林○妤 陳○蓉 毛○蓁

最佳設計獎 22 妙手回春隊 太陽穴音樂偵測篩選耳機等 陳○方 - 邱○軒 黃○庭 吳○樺

最佳設計獎 32 防疫小尖兵 Clean Defensive Machine 爐○文 - 張○涵 吳○潔 吳○禕 李○伶

優選 4 防疫托尼 行動理髮廳 廖○和 - 蔡○蓁 沈○廷 莊○雯 蕭○薰 盧○豐

優選 10 ZCT 無接觸消毒機 王○仁 林○欣 廖○彤 陳○涵 周○宜

優選 13 丙亞當 酒精噴射器 郭○肯 - 洪○威 黃○盛 呂○哲 安○宏 張○維 黃○皓

優選 19 WATB我們超強 文創口罩新生活 劉○珍 - 吳○軒 陳○瑜 游○賢 蔡○宇 翁○安

優選 24 疫起瘋運動 疫起瘋運動 李○儀 郭○菱 黃○珊 吳○緯 曹○鎵 陳○轅 周○諭

優選 31 防疫破口 疫起守護 薛○瑋 - 賴○如 蘇○蓁 蔡○安 薛○勻

優選 34 防疫對不隊 智能手錶 謝○君 - 陳○吟 江○蓁 唐○昕 蔡○臻 胡○瑜 戴○恆

優選 36 防疫心生活 喵C手環 爐○文 - 黃○柔 謝○安 林○淩 劉○翰

優選 43 炫砲熱狗堡 防疫小尖兵 薛○瑋 - 王○萱 王○雯 張○婞

優選 52 商國貿硬漢隊 防疫神器一點靈APP 薛○瑋 洪○棋 王○俊 林○發 林○翰 邱○翔 王○文 劉○賢

佳作 3 相信愛 線上宗教直播 廖○和 - 林○源 莊○宗 莊○華 周○廷 詹○宇 鄭○升

佳作 9 花木蘭 無人送餐熱氣球 廖○和 - 蕭○恩 呂○瑱 郭○妤 單○棋 林○萱 劉○瑄

佳作 11 防疫牛排 防疫點子 劉○珍 - 郭○綺 李○玲 王○穎 陳○涵 張○菱 劉○妤

佳作 16 高一問第一組 防疫點子 劉○珍 - 曾○綸 林○如 林○花 劉○庭 張○華

佳作 21 自然系美女 COVID19創意APP構思 薛○瑋 - 趙○瑄 郭○妤 黃○甯 陳○諠

佳作 25 蔬跑 蔬跑 李○儀 郭○菱 林○宣 葉○毅 楊○超 王○語 陳○睿

佳作 48 PCDP 超級萬用紫外光消毒箱 林○蓉 - 王○美 林○伶 林○倬 林○軒 徐○芸 陳○玲

佳作 50 孤兒院 防疫智慧手錶 薛○瑋 - 張○瑜 江○玲 李○涵 林○柔 紀○涵 王○羚

佳作 51 楊旗魚之夢 疣辨識 ， 有保佑、疣其是這件! 劉○珍 - 黃○庭 康○綺 楊○任

佳作 53 洗手手環 洗手手環 劉○珍 - 王○媛 施○妤 吳○文 吳○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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