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編號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學號 備註

張詠宣 40022143

陳宗偉 49918274

李昱明 40022102

賴佳伶 40022138

黃怡寧 40022136

蔡孟家 40022121

黃旨伶 40022118

鍾佩宜 49922159

謝溫莉 40022123

楊舒婷 40022119

吳盈萱 40022107

蘇湘雅 40022124

利培瑛 40022106

宋佩縈 40022110

郭秀瑢 40022103

陳巧儀 40022115

楊晼婷 40026339

陳奕其 40022145

卓瑋翎 40022126

宋蕙汝 40022143

劉威辰 40022166

王世翔 40022133

李御愷 40022147

賴彥嘉 40022130

柯奕維 40022112

戴秉璿 40022150

黃文邦 49922270

邱乙晉 49922249

李愷峰 49922201

江瑋倫 40022128

呂佳霖 40022101

黃本 40022168

蔡書涵 40022144

彭家昕 40022141

吳俊逸 40022229

洪國峰 40022146

李彥伶 40022127

鄭智寰 40022129

張峰瑋 40022139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22-1031 日間部 四技 實務專題(一)(二) 組別名單 (總表)   2014.3.17

建築設計組

建築三甲 01  劇場空間檢討：以表演者角度探討舞台空間 張益得

建築三甲 02  光影建築 李榮裕

建築三甲 03  國內外汽車展示中心型式比較研究 李榮裕

建築三甲 04  桁架結構空間 李榮裕

建築三甲 05  文化資產 梁俊仁

建築三甲 06  建築設計方法之類型研究 陳耀如

建築三甲 07
 建築空間垂直綠化設計手法之探討－以新建正

修建築系館為設計操作案例
梁宇元

建築三甲 08  樹屋建築研究－以正修樹林區為模擬基地 梁宇元

建築三甲 09  環境景觀綠化之研究 梁俊仁

建築三甲 10  閒置空間再利用從都市再造談價值再生 張益得

建築四乙 11  室內熱環境改善探討 陳敬良

建築三甲 12
 以使用者觀點探討無障礙空間設施以正修科大

為例
陳敬良

建築三甲 13  制震系統與外觀之研究 任森珂

建築三甲 14  當代建築與環境探討 黃琳琳

建築三甲 15  CNC浮雕垂直切割研討 倪順成



羅禾茂 40022149

葉子品 40022159

李彥廷 40022155

李佳昌 40022167

陳彥羽 40022104

宋育茹 40022148

曾安綺 40022157

盧婉容 40022122

張雅涵 40022114

馬恩芮 40022162

依妲 40022163

陳姿壬 49922150

黃瓊慧 49922132

室內設計組

班級 編號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學號 備註

陳俊佑 40022116

陳正良 40005105

張羿茹 40022236

蔡嘉文 40022205

林琮棋 40022238

邱貞儒 40022241

陳俊橙 40022259

王欣媚 40010222

葉冠宇 40022226

高鉦凱 40022231

黃崇信 40022237

何慈柔 40022263

邱于真 40022163

蕭米螓 49822228

唐荷雯 40022218

翁克維 40022219

吳昌弘 40022239

王瑋歡 40022250

黃莉雅 40022225

徐佳雯 40022240

張毓娜 40022265

王凱盈 40022208

黃雅卉 40022203

林文倩 40022213

林柏諺 40009133

陳若晴 40022251

建築三甲 40  校園建築立面探討-以正修科大為例 邱紹維

建築三甲 16
 城鄉風貌探討－鹽埕區商店街建築語彙之調查

與規劃
曹莉玲

建築三甲 17  鳳山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洪振榮

建築三乙 19  大眾運輸空間比較及探討 洪振榮

建築三乙 20  商業空間燈光設計之探討 王靖雅

建築三乙 21  設計展示架組構實作 倪順成

建築三乙 22  複合材料傢俱組合研究 李小新

建築三乙 23  渡假村空間研就－以墾丁地區為例 王靖雅

建築三乙 24  多功能創意傢俱的設計思維與分析研究 曹莉玲

建築三乙 25  階梯構法與行為模式關連之研究 黃琳琳

建築三乙 26  住宅設計中舒適度改善手法研擬 曹莉玲

建築三乙 27  西式餐飲空間之色彩計畫研究 梁俊仁

建築三乙 28  空間設計方法之解析 陳耀如

 凹仔底住宅大樓立面建材之調查及分析 李小新

建築三甲 39
 Comparison between guatemalan and mozambican

Architecture evolution.
許銘哲

建築三甲 18  人口屬性對特色民宿外觀的喜好度之影響 洪黛芬

建築三甲 38



邱尚華 40022257

賴冠潔 40022254

李佳霖 40022210

梁齊芸 40022221

陳柏丞 40022223

建築三乙 29
 Eduardo Souto de Moura 與 Alvaro Siza 設計方法之

比較研究
陳耀如

建築三乙 30  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之探討 張益得



朱倍廷 40022256

邱雅聆 40022268

林依萱 40022270

陳元輔 40022228

陳子皓 40022235

趙乙縈 40022204

李翊齊 40022212

翁儷綺 40022220

胡雅媛 40022217

宋旻諺 40022253

侯健羣 40022215

李兆育 40022209

李孟芳 40009130

黃志中 40022245

陳盈君 40022243

梁偉明 40029126

黃建偉 40022244

許游 40022261

未分組

班級 編號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學號 備註

建築三甲 陳姿壬 40022150

建築三甲 馬恩芮 40022162

建築三甲 依妲必 40022163

建築三乙 黃瓊慧 49922132

建築三乙 31  TQC建築及室內設計平面製圖認證題庫分析 李小新

建築三乙 32  住宅入口空間收納之研究－以鞋類收納為例 王靖雅

建築三乙 33  本校消防設備 洪振榮

建築三乙 34  弱勢人口結構之終身住宅分析 黃琳琳

 商業空間光的運用 梁宇元

建築三乙 36  自由曲面造型在室內設計裝修實務之研究 倪順成

建築三乙 37  渡輪站設計之研究 許銘哲

建築三乙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