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編號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學號 備註

蔡杰霖 40122104

林上隆 40122110

黃俐嘉 40122116

陳芊云 40122231

陳柔勻 40122133

盧亭諭 40122163

郭奕興 40122106

黃柏荏 40122109

謝誠翰 40122142

何騎光 40122120

孫雨婕 40122232

蘇育琳 40122118

許瑮莛 40122105

陳羿彣 40122156

陳慈蓁 40122158

劉任貿 40122150

林耿賦 40122137

徐百冠 40122126

黃于鈴 40122117

張恩溱 40122138

蔡乙瑄 40122153

洪宏儒 40122147

黃婉容 40122122

張妏如 40122115

朱育嫻 40122151

陳明璋 40122103

歐宜瑄 40106323

楊紫婕 40122162

林奕欣 40122135

林宏瑞 40122108

林宏陸 40122131

黃朝暘 40122152

武震賢 40022267

邵品傑 40122107

賈冠霖 40022161

文軍凱 40122125

陳紀達 40122119

王敬德 40122149

鄭佳林 40122134

郭芮彣 40122141

陳忠宜 40122144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32-1041 日間部 四技101入學 實務專題(一)(二) 組別名單 (總表)   2015.1.8

建築設計組

建築三甲 1  高雄在地文化發展 梁俊仁

建築三甲 2
 適合配植於各種不同尺度空間型態的

景觀植栽研究
梁宇元

建築三甲 3  舊社區活化再造的調查與分析 曹莉玲

建築三甲 4  國小建築形態與配置設計之探討 洪黛芬

建築三甲 5  大高雄生態都市規劃設計與建構 張益得

建築三甲 6
 中國風水中常用的植栽對於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之探討
王靖雅

建築三甲 7
 Le  Corbasier 與 Mario Botta 設計方法

之比較研究
陳耀如

建築三甲 8  開窗設計與使用效應分析探討 陳敬良

建築三甲 9  陽台空間設計與實用性之探討 陳敬良

建築三甲 10
 景觀設計運用於社區總體營造的表現

手法
梁宇元

建築三甲 11  住宅通用設計 王靖雅

建築三甲 12  光伏系統太陽能板整合建築設計探討 洪振榮

建築三甲 13  夜店 邱紹維

建築三甲 14
 消防逃生設備之法規探討(以正修生活

創意大樓為例)
洪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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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編號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學號 備註

靳    誠 40122161

張宏恩 40122160

洪國晉 40122121

陳冠榮 40122234

鄭伊伶 40122228

林郁旻 40122114

王承炫 40122132

黃建偉 40122146

陳楷柔 40122128

蔡宜軒 40122127

翁晉睿 40122159

陳彥宇 40122112

陳文耀 40122129

陳亮誼 40122130

唐啟華 40122239

謝沛軒 40122155

高秋華 40122102

郭品逸 40122260

林桂濤 40122165

陳澤騰 40122164

班級 編號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學號 備註

王意雯 40122201

王君尹 40022249

林孟穎 40122244

吳韋廷 40122229

吳昱霈 40122241

胡尤雅 40122252

張淨翔 40122236

郭俊麟 40003265

紀翔文 40122256

王品翔 40122249

曾韓生 40110208

秦瑋均 40121162

孫維翎 40110224

黃得誠 40122245

黃憶慈 40122216

蔣尊閔 40122208

吳東憲 40122254

陳威諭 40122227

盧巧倫 40121158

劉上慈 40130128

蔡宜儒 40122251

梁俊仁

建築三甲 15  旅館外觀分析-以高雄地區為例 邱紹維

建築三甲 16  老舊社區之改善及重建 黃琳琳

20  銀髮族生態建築之探討 李榮裕

建築三甲 17  建築構造的探討 許銘哲

建築三甲 18  老屋欣力、社區改造

建築三甲 38
 Peter Zumthol、Renzo Piano與 Frank

Gehry 設計方法比較研究
陳耀如

室內設計組

建築三甲 19  都市容貌之發展架構 張益得

建築三甲

建築三乙 21  光影設計在空間中的呈現手法探討 曹莉玲

建築三乙 22  數位製造應用於室內設計產品量產 倪順成

建築三乙 23  咖啡廳色彩與光線關係 梁俊仁

建築三乙 24  數位製造構築接頭之研究 倪順成

建築三乙 25  分析新圖書總館環境 李榮裕

建築三乙 26
 電腦輔助設計複合材料傢俱組構之研

究
倪順成

建築三乙 27
 中國園林手法在現代空間設計的運用

探討
梁宇元

同意書遲

交14:00

同意書遲

交15:00

同意書遲

交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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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靜 40122220

林妤庭 40122221

劉惠珍 40122218

何宗育 40122242

簡辰光 40122248

龔家德 40122258

楊子欣 40122224

羅淑君 40122212

簡彣芳 40122205

郭俞君 40103263

吳晨維 40122262

王聖蜜 40122238

江峻廷 40122213

李政憲 40122223

許曜麟 40122211

王怡雯 40122250

姚沁妮 40122240

楊佳其 40122206

曹維智 40122210

李軍堂 40122261

蔡翰緯 40122255

廖翔右 40122235

陳毅旂 40122207

蕭名凱 40122209

李芳菁 40122259

李昕昀 40122202

侯錦曄 40122257

陳少雯 40122226

朱詩蘋 40122243

劉佳旻

班級 編號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學號 備註

建築三乙 葉城瑋 40122237

建築三乙 許育靜 40122247

建築三乙 蔡宜儒 40122251

教育學程 39
 台東市鐵道藝術村活化利用的探討與

分析
曹莉玲

建築三乙 28
 以健康觀點探討安養機構室內環境品

質提升方法之研究
黃琳琳

建築三乙 29  托兒所設計規劃與法規探討 洪振榮

建築三乙 30  高齡者住宅空間規劃與探討 黃琳琳

建築三乙 31  集合住宅梯廳形式研究 王靖雅

建築三乙 32  台灣民宿深度探討 邱紹維

建築三乙 33  3D列印 李小新

建築三乙 34  公眾藝術空間 許銘哲

 傳統日式建築 許銘哲

建築三乙 36  風水與室內建築之關係 李榮裕

本屆尚未分組學生，建築組－1人；室設組－5人

建築三乙 37  綠建築與集合住宅 李小新

建築三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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