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日間部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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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A03A 五專一A 必修 建築速寫 第一名 50937103 劉Ｏ讌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4A 五專一A 必修 建築構造概論 第一名 50937103 劉Ｏ讌 一A 獎狀乙紙
537A05A 五專一A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50937103 劉Ｏ讌 一A 獎狀乙紙
537N02A 五專一A 選修 電腦表現法 第一名 50937103 劉Ｏ讌 一A 獎狀乙紙
537A09A 五專二A 必修 建築製圖 第一名 50837120 聶Ｏ澤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1A 五專二A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一名 50837120 聶Ｏ澤 二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537A11A 五專二A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二名 50837106 林Ｏ妮 二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537A11A 五專二A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三名 50837130 林Ｏ螢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8A 五專二A 必修 電腦輔助繪圖 第一名 50837108 陳Ｏ宇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N04A 五專二A 選修 建築材料應用與實作 第一名 50837103 陳Ｏ俊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3A 五專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537A13A 五專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二名 50737108 林Ｏ煥 三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537A13A 五專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三名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行未達80分

537A23A 五專三A 必修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N08A 五專三A 選修 建築工法與實作 第一名 50737119 卜ＯＯ俊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N09A 五專三A 選修 建築色彩理論與應用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
537N10A 五專三A 選修 建築物理環境(二) 第一名 50737106 羅Ｏ甄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N11A 五專三A 選修 建築結構系統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
537N12A 五專三A 選修 施工圖進階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
537N13A 五專三A 選修 基地調查與測繪（二）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
40MA06A 四技一A 必修 表現法 第一名 40922159 王Ｏ方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4A 四技一A 必修 電腦輔助繪圖 第一名 40922103 林Ｏ緯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3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一名 40922103 林Ｏ緯 一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A23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二名 40922119 徐Ｏ琇 一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A23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三名 40922159 王Ｏ方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01A 四技一A 選修 西洋建築史 第一名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

40MA06B 四技一B 必修 表現法 第一名 40922259 龔Ｏ仟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4B 四技一B 必修 電腦輔助繪圖 第一名 40922259 龔Ｏ仟 一B 獎狀乙紙
40MA23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一名 40922214 田Ｏ苓 一B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A23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二名 40922259 龔Ｏ仟 一B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A23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三名 40922208 江Ｏ成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01B 四技一B 選修 古典設計史 第一名 40922215 李Ｏ慧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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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A06C 四技一C 必修 表現法 第一名 40922302 施Ｏ煒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4C 四技一C 必修 電腦輔助繪圖 第一名 40922304 蔡Ｏ芳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3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一名 40922336 陳Ｏ元 一C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A23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二名 40922302 施Ｏ煒 一C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A23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設計二 第三名 40922331 陳Ｏ豪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01C 四技一C 選修 西洋建築史 第一名 40922336 陳Ｏ元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1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物理環境 第一名 40822137 林Ｏ靜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3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一名 40822138 施Ｏ 二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3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二名 40822104 陳Ｏ圓 二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3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三名 40822101 黃Ｏ翰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03A 四技二A 選修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第一名 40822331 林Ｏ伊 二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20A 四技二A 選修 敷地計畫 第一名 40822331 林Ｏ伊 二C 獎狀乙紙
40MQ23A 四技二A 選修 建築結構與造型 第一名 40822304 林Ｏ均 二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25A 四技二A 選修 建築工法 第一名 40822142 邱Ｏ涵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1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物理環境 第一名 40822212 彭Ｏ庭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D23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二 第一名 40822201 葉Ｏ君 二B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D23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二 第二名 40822256 許Ｏ沄 二B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D23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二 第三名 40822259 李Ｏ姿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D29B 四技二B 必修 房屋構造系統 第一名 40822201 葉Ｏ君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03B 四技二B 選修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第一名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行未達80分

40MN18B 四技二B 選修 景園建築學 第一名 40822142 邱Ｏ涵 二A 獎狀乙紙
40MR17B 四技二B 選修 建築色彩理論與應用 第一名 40822218 柯Ｏ真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3C 四技二C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一名 從缺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C33C 四技二C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二名 40822331 林Ｏ伊 二C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3C 四技二C 必修 建築設計二 第三名 40822333 朱Ｏ宏 二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5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四 第一名 40722139 洪Ｏ唐 三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5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四 第二名 40722145 龔Ｏ惠 三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5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四 第三名 40722143 盧Ｏ羚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4A 四技三A 選修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第一名 40722149 施Ｏ晴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5A 四技三A 選修 綠建築專論 第一名 40722149 施Ｏ晴 三A 獎狀乙紙
40MQ07A 四技三A 選修 風土建築 第一名 40722111 李Ｏ珈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19A 四技三A 選修 施工估價 第一名 40722111 李Ｏ珈 三A 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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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Q26A 四技三A 選修 都市計畫 第一名 40722111 李Ｏ珈 三A 獎狀乙紙
40MD25B 四技三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四 第一名 40722253 呂Ｏ澤 三B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D25B 四技三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四 第二名 40722259 陳Ｏ揚 三B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D25B 四技三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四 第三名 40722263 林Ｏ丞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46B 四技三B 選修 智慧化建築 第一名 40722212 陳Ｏ妤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07B 四技三B 選修 銀髮族空間專論 第一名 40722247 顏Ｏ欣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09B 四技三B 選修 室內設計工程實務 第一名 40722226 馮Ｏ君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11B 四技三B 選修 室內裝修估價 第一名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行未達80分

40MR21B 四技三B 選修 展示空間設計 第一名 40722133 邱Ｏ瑋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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