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日間部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專業學科獎學金設置科目暨獲獎名單
課程編號 開課班級 選課別 課程中文名稱 名次 學號 姓名 學生班級 獎勵 說明

537A01A 五專一A 必修 基礎表現法 第一名 50837108 陳柏宇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2A 五專一A 必修 藝術實作 第一名 50837108 陳柏宇 一A 獎狀乙紙
537N01A 五專一A 選修 電腦3D建模 第一名 50837101 從缺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
537A06A 五專二A 必修 西洋建築史 第一名 50737107 李仲薇 二A 獎狀乙紙
537A07A 五專二A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50737106 羅苡甄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8A 五專二A 必修 建築表現法 第一名 50737107 李仲薇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0A 五專二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50737107 李仲薇 二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537A10A 五專二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二名 50737118 梁嘉宸 二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537A10A 五專二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三名 50737154 蘇翌晅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N03A 五專二A 選修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第一名 50737119 卜思弘俊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03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0822127 陳冠廷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03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0822201 葉慈君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03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0822331 林珈伊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0822101 黃柏翰 一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A22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二名 40822129 蔡瑜庭 一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A22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三名 40822136 李泊諭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0822234 林翊晴 一B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A22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二名 40822259 李念姿 一B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A22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三名 40822240 王暄杰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0822331 林珈伊 一C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A22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二名 40822345 李褘棚 一C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A22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三名 40822337 曾毓升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01A 四技一A 必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0822103 黃曉滿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01C 四技一C 必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0822331 林珈伊 一C 獎狀乙紙
40MN30A 四技一A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0822137 林怡靜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0B 四技一B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0822253 周欣潔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0C 四技一C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0822331 林珈伊 一C 獎狀乙紙
40MR02B 四技一B 選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0822201 葉慈君 一B 獎狀乙紙
40MA19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722150 黃伊君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9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722249 蕭容貞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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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A24A 四技二A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722149 施于晴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4B 四技二B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722226 馮怡君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2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一名 40722137 張佩孺 二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2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二名 40722162 從缺 從缺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C32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三名 40722146 從缺 從缺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C38A 四技二A 必修 結構行為 第一名 40722147 從缺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
40MD22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第一名 40722237 方宣雯 二B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D22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第二名 40722259 陳勛揚 二B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D22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第三名 40722253 從缺 從缺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N11A 四技二A 選修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第一名 40722154 張家瑄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1B 四技二B 選修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第一名 40722210 從缺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行未達80分
40MN17B 四技二B 選修 住宅設計 第一名 40722226 馮怡君 二B 獎狀乙紙
40MQ24A 四技二A 選修 現代建築史 第一名 40722111 李宜珈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18B 四技二B 選修 當代設計史 第一名 40722253 從缺 從缺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C11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法規 第一名 40622103 蘇莛雅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4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一名 40622104 龔珮語 三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4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二名 40622130 林瑟恩 三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4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三名 40622102 張宸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D13B 四技三B 必修 室內裝修法規 第一名 40622252 葉竣祥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D24B 四技三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三 第一名 40622205 陳柏諺 三B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D24B 四技三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三 第二名 40622228 吳竺軒 三B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D24B 四技三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三 第三名 40622204 陳庠豪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3A 四技三A 選修 環境景觀設計 第一名 40622102 張宸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2A 四技三A 選修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第一名 40622102 張宸 三A 獎狀乙紙
40MN32B 四技三B 選修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第一名 40622245 魏培任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3B 四技三B 選修 建築照明 第一名 40622245 魏培任 三A 獎狀乙紙
40MQ15A 四技三A 選修 建築細部大樣 第一名 40622104 龔珮語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16A 四技三A 選修 社區規劃與設計 第一名 40622102 張宸 三A 獎狀乙紙
40MQ21A 四技三A 選修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第一名 40622102 張宸 三A 獎狀乙紙
40MR06B 四技三B 選修 商業空間設計 第一名 40622243 洪勤晴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12B 四技三B 選修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第一名 40622262 吳念庭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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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R20B 四技三B 選修 傢俱設計與細部大樣 第一名 40622205 陳柏諺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6A 四技四A 必修 建築設計五 第一名 40522103 黃毓晴 四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6A 四技四A 必修 建築設計五 第二名 40522129 張薇歆 四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6A 四技四A 必修 建築設計五 第三名 40522134 王姿云 四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D26B 四技四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第一名 40522213 蔡文婷 四B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D26B 四技四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第二名 40522211 從缺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
40MD26B 四技四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第三名 40522249 董怡秀 四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2B 四技四B 選修 電腦輔助後製作表現 第一名 40522103 黃毓晴 四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46B 四技四B 選修 智慧化建築 第一名 40522228 陳美璇 四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實務專題
課程編號 開課班級 選課別 研究主題 名次 學號 姓名 學生班級 獎勵 說明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新地域主義建築設計方
法之研究

優選
40522103
40522129
40522156

黃毓晴
張薇歆
林洧安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500元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台灣地區在節能需求考
量下建築外殼設計之研
究

佳作
40522117
40522147
40522104

陳冠宇
廖俊哲
李昕純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民居類型衍生之設計方
法研究

佳作
40522127
40522130

朱羿勳
林飛廷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台灣近現代公共建築造
型風格奇特性之研究

入圍
40522136
40422167

陳冠汶
謝孟築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社區營造與木構架公共
藝術實構

入圍
40522126
40522115
40522247

洪碩甫
蔡長剛
曾世宏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燈照類公共藝術之研究
與實作-以參與2019青春
設計及2020台南市月津
港燈節為例

入圍
40522119
40522118
40522142

李易儒
徐瑞廷
張鈞翔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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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綠能建築設計準則研擬
暨綠能住宅準則概念轉
化之研究

優選
40522249
40522246
40505253

董怡秀
洪振凱
邵為晟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500元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曹公圳流域地景再造 佳作
40522235
40522218
40522229

胡幼雯
彭博鉦
凃政廷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工業風格設計應用於商
業空間之探討

佳作
40522232
40522243

王思涵
劉旻憲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高雄市消費者對運動用
品商業空間設計偏好及
族群差異之研究-以
ADIDAS、NIKE、PUMA
三大品牌為例

入圍
40522213
40522211
40522236

蔡文婷
鄭宇君
彭盛義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大專校院學生餐廳室內
環境品質調查與評估-以
高雄地區多所大專校院

入圍
40522228
40522215
40522220

陳美璇
蘇宴伶
柳智培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曲面與方體對比建築之
研究-以衛武營國家藝術
中心及EPFL Rolex
Learning Center為例

入圍
40522208
40522221
40522214

林宜萱
彭靜榮
王靝義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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