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歷年實務專題研究主題統計表

學年度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1002-1011 高雄捷運之公共藝術與室內裝修之研究 王靖雅

1002-1011 綠建築設計方式之探討 王靖雅

1002-1011 建築社區環境風水之研究以鳳山是赤山地區為例 王靖雅

1012-1021 高雄大型購物商業空間之研究 王靖雅

1012-1021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街道改善研究和探討 王靖雅

1012-1021 百貨公司室內動線規劃與研究-以高雄大遠百與漢神巨蛋為例 王靖雅

1022-1031 居家玄關之鞋櫃收納設計 王靖雅

1022-1031 渡假飯店之研究－以墾丁地區為例 王靖雅

1022-1031 商業空間之照明計畫-餐廳為例 王靖雅

1032-1041 室內植栽對於空氣品質之影響以風水中常用植物為例 王靖雅

1032-1041 住宅通用設計 王靖雅

1032-1041 集合住宅梯廳形式研究 王靖雅

972-981 夢時代開方式廣場空間景觀環境與實用性之探討 王靖雅

972-981 高雄市公園燈具的分析研究 王靖雅

972-981 校園綠建築美化研究 王靖雅

982-991 高雄市街道景觀設計元素分析 王靖雅

982-991 綠建材與室內空間的永續發展之研究 王靖雅

982-991 節能減碳屋-以住宅為例 王靖雅

992-1001 高雄市綠地旁人行道景觀分析與研究 王靖雅

992-1001 室內LED照明燈光設計與應用 王靖雅

992-1001 國內連鎖咖啡餐飲空間研究-以星巴克及西雅圖為例 王靖雅

1022-1031 制震系統與外觀結合的比較之研究 任森珂

961-972 屏東縣眷村文化館設置評估 任森珂

972-981 不同結構之建築表情深入研究探討(以木構、鋼構、鋼筋混凝土為例) 任森珂

1002-1011 輕鋼構介紹與施工3D模擬 李小新

1002-1011 賣場逃生動線調查-以澄清家樂福、鳳山大潤發為例 李小新

1002-1011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圖書館閱覽空間照明設計與使用者行為研究 李小新

1012-1021 男、女服裝櫥窗設計分析-以夢時代購物中心為例 李小新

1012-1021 廚房廚具問題探討 李小新

1012-1021 旗山車站與老街在GOOGLE地球3D模擬計畫 李小新

1022-1031 TQC+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製圖解題AutoCAD2012 李小新

1022-1031 數位紋理裝飾之室內設計運用 李小新

1022-1031 住宅大樓立面外牆建材使用狀況分析(以高雄市三民區凹仔底為例) 李小新

1032-1041 3D列印細部設定操作研究 李小新

1032-1041 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設計研究探討-以高雄市為例 李小新

982-991 3DSMAX軟體應用與V-Ray渲染效果比較研究 李小新

992-1001 陽台DIY應用景觀元素探討 李小新

992-1001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系館教學空間照度調查 李小新

992-1001 窗飾-窗簾之研究 李小新

1002-1011 校園規劃準則評估研究-國小校園 李榮裕

1002-1011 有愛，無礙—銀髮族無障礙住居空間 李榮裕

1002-1011 生態建築設計手法之研究 李榮裕

1012-1021 居家空間與人之心理關係-舒適心理 李榮裕

1012-1021 建築植生外牆之研究-隔熱效益分析 李榮裕

1012-1021 輕量化屋頂構築之研究 李榮裕

1022-1031 交通類桁架空間美學探討-左營高鐵站為例 李榮裕

1022-1031 汽車營業據點之空間研究-以高雄市為例 李榮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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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歷年實務專題研究主題統計表

學年度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1022-1031 建築立面光影的美感與影響-以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大樓為例 李榮裕

1032-1041 銀髮族集合住宅之空間形式探討-以能自理生活之高齡者 李榮裕

1032-1041 社區圖書館-建築和室內空間探討 李榮裕

1032-1041 室內空間配置與風水環境之關係探討 李榮裕

1032-1041 室內空間配置與風水環境之關係探討 李榮裕

961-972 表面建材與建築設計互動之探討 李榮裕

972-981 體育館規劃設計之探討 李榮裕

972-981 中國傳統建築形式風格之研究-以清代古門樓之拆解、重整、組裝、紀錄研究 李榮裕

972-981 綠建築永續發展之鋼構造研究 李榮裕

982-991 節能減碳綠建築手法研究-以自然通風為例 李榮裕

992-1001 解決環境因子之構造與設計-以台灣與宏都拉斯為例 李榮裕

992-1001 建築物造型與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榮裕

992-1001 木構造的構築原理與藝術表現 李榮裕

1002-1011 住宅形式影響因子研究與高雄住宅分析 邱紹維

1002-1011 台灣民宿發展與經營 邱紹維

1002-1011 九二一災後重建之新校園運動(校園配置)—以南投縣小學為例 邱紹維

1012-1021 台灣民宿發展與研究 邱紹維

1022-1031 正修科技大學新建築立面探討 邱紹維

1032-1041 高雄捷運站出入口特色分析 邱紹維

1032-1041 南高雄觀光旅館外觀分析 邱紹維

1032-1041 高層辦公大樓外觀分析-以高雄市沿海為例 邱紹維

972-981 建築與太陽能源利用流程之探討-以太陽能與綠建材為例 邱紹維

982-991 綠建築標章制度與室內設計裝修管理-永續健康環境綠色空間 邱紹維

982-991 綠建築設計與探討 邱紹維

982-991 光電玻璃BIPV與建築的應用 邱紹維

992-1001 3D室內空間模擬實作與分析-以正修建築系系館為例 邱紹維

992-1001 住宅形式影響因子研究與高雄住宅分析 邱紹維

992-1001 住宅開口部研究 邱紹維

1002-1011 高雄地區不同經營型態之咖啡館空間形式之探討 洪振榮

1002-1011 天主教建築整體外觀與室內空間的連結—以萬金聖母殿與玫瑰聖母教堂為例 洪振榮

1022-1031 校園建築物消防設備-以生活創意大樓為例 洪振榮

1022-1031 大眾運輸空間比較探討-左營轉運站 洪振榮

1022-1031 哈瑪星老屋重建規劃之探討 洪振榮

1032-1041 光伏系統太陽能板與既有建築整合及應用(以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大樓為例) 洪振榮

1032-1041 防火避難設施之法規探討-以正修生活創意大樓為例 洪振榮

1032-1041 校園高樓逃生動線探討-以正修科技大學圖科大樓及人文大樓為例 洪振榮

1032-1041 正修科技大學校園防災教育之探討 洪振榮

961-972 高雄捷運地面空間、環境與設施之探討---以中央公園站及美麗島站為例 洪振榮

961-972 高雄愛河水岸空間探討-以愛何之心為例 洪振榮

961-972 壁癌之探討 洪振榮

972-981 高雄市集合住宅之立面探討-以美術館區為例 洪振榮

972-981 高雄捷運地面景觀與週邊環境之探討-以美麗島站為例 洪振榮

972-981 愛河河岸景觀之探討-以河堤公園、愛河之心、生命躍動為例 洪振榮

982-991 Low-E玻璃的應用與探討 洪振榮

982-991 鋼筋混凝土與鋼骨構造運動設施之探討 洪振榮

982-991 智慧型住宅與節能省電之探討 洪振榮

992-1001 高雄市廁所空間之研究-以百貨公司及大眾運輸公共廁所為例 洪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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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992-1001 麥當勞餐飲空間之探討-以高雄林園與高雄新澄清為例 洪振榮

992-1001 STARBUCKSCOFFEE(明倫門市)燈光與區域分析 洪振榮

1002-1011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防火建材之探討 洪黛芬

1012-1021 建築化照明設計因素與美感關聯性之探討-以百貨公司之照明調查為例 洪黛芬

1012-1021 百貨展示櫥窗之照明設計探討(以服飾類櫥窗為例) 洪黛芬

1022-1031 特色民訴的外觀偏好度之探討-以屏東墾丁地區為例 洪黛芬

1032-1041 國小建築規畫與形態設計之探討 洪黛芬

992-1001 百貨商場的座椅形式與使用行為之探討 洪黛芬

992-1001 主題餐廳空間印象滿意度之探討 洪黛芬

992-1001 高雄市主題餐廳造型之研究調查 洪黛芬

1002-1011 創意動態傢俱設計 倪順成

1002-1011 數位CNC標準化家具設計 倪順成

1002-1011 探討數位設計實務程序之執行研究 倪順成

1012-1021 創意動態傢俱設計 倪順成

1012-1021 數位構築之研究 倪順成

1012-1021 重複及衍生性數位設計製造組構之研究 倪順成

1012-1021 三度空間自由形體組構之研究 倪順成

1022-1031 CNC現場實務商業空間設計應用 倪順成

1022-1031 複合材料金屬數位化CNC製作流程之應用 倪順成

1022-1031 CNC浮雕垂直切割研討 倪順成

1032-1041 數位製造概念設計與實務程序 倪順成

1032-1041 CNC現場實務變型家具應用 倪順成

1032-1041 電腦輔助設計參數式設計之研究 倪順成

992-1001 數位CNC構築之原則與實踐 倪順成

992-1001 數位紋理的繪製與探討 倪順成

992-1001 數位典藏之虛擬實境操作-以打狗驛為例 倪順成

1002-1011 影響一宗基地之住宅類型的選擇—以高雄市為例 張益得

1002-1011 植生牆之校園模擬探討-以正修科技大學為模擬對象 張益得

1002-1011 探討通用設計原則校園無障礙環境(以正修科技大學、文山高中為例) 張益得

1012-1021 樹屋架構與探討 張益得

1012-1021 城市環境地景研究-以高雄美術館園區為例 張益得

1012-1021 餐廳動線氛圍及裝修材質之研究 張益得

1022-1031 社區圖書館空間設計研究-以台灣南部地區社區圖書館為例 張益得

1022-1031 綠帶與藍帶的城市交織-台中市綠地構成觀察 張益得

1022-1031 建築立面設計探討 張益得

1032-1041 以永續環境觀點探討高雄市生態系統 張益得

1032-1041 國內外建築垂直綠化與立面形式探討 張益得

961-972 永續校園 張益得

961-972 高雄市建築造型發展(1990-2008)與未來趨勢 張益得

982-991 從住家生活行為之模式為基礎－探討住家之中介空間定義 張益得

982-991 校園與都市空間共構之探討-以高師大和平校區為例 張益得

982-991 高雄世運主會場於世運後轉型再利用之分析與評估 張益得

992-1001 傳統木作工具與泥作工具之異同比較與分析 張益得

992-1001 幾何建築造型創意概念探討-以單棟及集合住宅設計為例 張益得

992-1001 廟宇神靈瑞獸類之裝飾研究 張益得

1002-1011 近代北歐家具設計的發展沿革及類型分析 曹莉玲

1002-1011 青少年消費空間之行為分析探討與建議—(以新崛江商圈、夢時代為例) 曹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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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1012-1021 系統家具的原理與組合研究 曹莉玲

1012-1021 教堂的空間型態與設計手法的應用研討-安藤忠雄教堂三部曲 曹莉玲

1022-1031 住宅設計中舒適度改善手法研擬 曹莉玲

1022-1031 多功能創意傢俱的設計思維與分析研究 曹莉玲

102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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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1041 舊社區活化再造的調查與分析(以高雄黃埔新村活化改造為例) 曹莉玲

1032-1041 光影設計在空間中的呈現手法 曹莉玲

1032-1041 臺東市鐵道藝術村活化利用的探討與分析 曹莉玲

982-991 幼兒學習空間規劃與探討之研究 曹莉玲

982-991 居家舒適度與室內設計關聯性之探討 曹莉玲

992-1001 住宅無障礙空間之探討 曹莉玲

992-1001 都市空間之街道家具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 曹莉玲

992-1001 高雄市典型街廓調查與分析(以早期發展地區為例) 曹莉玲

1002-1011 正修校園景觀照明現況之研討與優化建議 梁宇元

1002-1011 探討商空美學與展演的結合—以勤美誠品綠園道為例 梁宇元

1002-1011 進口廚具設備之規劃與安裝程序探討-以柏正衛廚為例 梁宇元

1012-1021 石料加工製程與應用之研究(以高雄市區為主要探討案例) 梁宇元

1012-1021 校園休憩空間之探討-暨提出運用於正修校園之建議方案 梁宇元

1022-1031 餐飲空間中光的運用 梁宇元

1022-1031 樹屋建築研究－以正修樹林區為模擬基地 梁宇元

1022-1031 建築垂直綠化之設計手法 梁宇元

1032-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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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1041 景觀設計運用於社區總體營造的表現手法 梁宇元

1032-1041 中國園林手法在現代空間設計的運用之探討 梁宇元

961-972 燈光照明分類探討與實例解析 梁宇元

961-972 景觀設計中水景的分類探討與應用 梁宇元

961-972 數位媒材對建築設計影響之探討 梁宇元

972-981 2001-2008年台灣地區建築規劃設計之特色與思潮演變 梁宇元

972-981 數位媒材對建築設計之影響探討 梁宇元

982-991 當代室內設計材料運用之研究 梁宇元

982-991 水景運用於景觀設計之探討 梁宇元

982-991 台灣當代建築外裝材料之研究 梁宇元

992-1001 正修校園綠化之現況調查與探討 梁宇元

1002-1011 戶外公共休憩座椅調查研究-以高雄地區為例 梁俊仁

1002-1011 色彩影響使用者選擇中式餐廳空間之研究 梁俊仁

1002-1011 建築景觀花台設計運用之探討 梁俊仁

1012-1021 櫥窗展示設計之研究-以高雄新崛江商圈為例 梁俊仁

1012-1021 舞動高雄-NIGHTCLUB燈光設計之探討 梁俊仁

1012-1021 屋頂綠化可行性研究-以正修科技大學校園為例 梁俊仁

1022-1031 舊建築再利用為餐飲空間的色彩評估研究 梁俊仁

1022-1031 日治時期建築開口部(之形式與構法)研究-以高雄地區公共建築為例 梁俊仁

1022-1031 榫接之研究-以木作匠師林焜煌為例 梁俊仁

1032-1041 日式磚木藏造建築之研究-以哈瑪星地區為例 梁俊仁

1032-1041 舊建築再利用之空間改造以臺南『老屋欣力』為例 梁俊仁

1032-1041 大學校園建築環境色彩構成之研究-高雄地區學校為例 梁俊仁

961-972 鳳山無線電信所再利用設計紀錄 梁俊仁

961-972 文化景觀研究-以高雄橋頭糖廠為例 梁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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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972 高雄捷運場站影響都市空間道路景觀之研究-以中央公園站至三多商圈站為例 梁俊仁

972-981 高雄捷運外部空間環境改善建議-以美麗島站為例 梁俊仁

972-981 魯凱族萬山部落-石版屋製作及社區改造 梁俊仁

982-991 閒置館舍創意活化造新舊作再研究-高雄鹽埕示範公有零售市場大樓3、4樓設計 梁俊仁

982-991 大(高雄)舊建築再利用之評估分析以餐廳用途為例 梁俊仁

982-991 鳳山新城古蹟保存發展研究 梁俊仁

992-1001 傳統廟宇裝飾之差異性研究─以儒、道、佛教為例 梁俊仁

992-1001 金礦複合式咖啡蛋糕連鎖店空間設計與內外裝材料運用之研究 梁俊仁

992-1001 小學校園(億載國小)綠建築評估研究 梁俊仁

992-1001 聲音與空間關係 梁俊仁

1002-1011 多用途家具設計之研究 許銘哲

1002-1011 光與建築(直射光、漫射光與反射光案例之分析) 許銘哲

1002-1011 百貨公司動線規劃-以高雄地區百貨為例 許銘哲

1012-1021 格柵的分析運用與探討 許銘哲

1022-1031 渡輪站設計之研究 許銘哲

1022-1031 Vernacularapproachincontemporaryarchitecture. 許銘哲

1032-1041 舊屋再利用的策略與方法之研究 許銘哲

1032-1041 台灣當代的西方古典建築分析 許銘哲

1032-1041 三角桁架在大垮距空間的運用分析 許銘哲

972-981 綠建築設計的策略與手法之研究 許銘哲

982-991 2×4木造工法在台灣的適應與運用 許銘哲

992-1001 圖書館建築演進之研究 許銘哲

1002-1011 老人與居家空間的互動 陳敬良

1012-1021 肢體障礙者輔助設施探討 陳敬良

1012-1021 教室採光改善之探討-以正修建築系製圖教室為例 陳敬良

1022-1031 以使用者觀點探討無障礙空間設施以正修科技大學為例 陳敬良

1022-1031 學生租賃房間採光改善之探討 陳敬良

1032-1041 窗的歷史文化淵源之探討 陳敬良

1032-1041 陽台空間設計與實用性之探討 陳敬良

972-981 高雄市景觀自行車道之探討-以愛河之心自行車道為例 陳敬良

982-991 建築之公共藝術分析 陳敬良

982-991 建築外殼節能之太陽能板應用實務 陳敬良

982-991 住商混合建築綠建築水準之評估-以九如路呂氏住商混合為例 陳敬良

992-1001 台中陳宅通風改造之探討 陳敬良

992-1001 圖書館通風改善-以正修科技大學為例 陳敬良

992-1001 本和里滯洪池之民眾認知 陳敬良

1002-1011 長期照護機構之比較研究 陳耀如

1002-1011 高齡者住宅之服務社區型規劃 陳耀如

1012-1021 傳統日式住宅之研究 陳耀如

1012-1021 空間氣氛之掌握：觀察與評比 陳耀如

1012-1021 佛寺大殿空間之研究(以台中、台南、高雄為例) 陳耀如

1022-1031 EduardoSoutodeMoura與AlvaroSiza設計方法之比較研究 陳耀如

1022-1031 空間設計方法之解析 陳耀如

1022-1031 建築設計方法之類型研究 陳耀如

1032-1041 Le  Corbasier 與 Mario Botta 設計方法之比較研究 陳耀如

1032-1041 Peter Eisenman、Frank Gehry and MVRDV 設計方法之比較研究 陳耀如

982-991 設計形象理論：字彙、語法與操作 陳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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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991 設計規範理論：定義、關係與操作 陳耀如

982-991 開放建築：理論回顧與操作研究 陳耀如

992-1001 現代競圖趨勢分析 陳耀如

992-1001 建築競圖「贏」的策略之研究 陳耀如

1002-1011 裝修材料提升店面質感方法之探討-以金礦咖啡為例 黃琳琳

1002-1011
視聽教室室內空氣中二氧化碳污染改善方法可行性評估—以正修科技大學圖科大樓

(15-0902)教室改善案為例
黃琳琳

1002-1011 室內裝修板材的新挑戰-低逸散健康綠建材之耐燃性能探討 黃琳琳

1002-1011 營造安全入浴環境的設計方法之探討—以台灣高齡者需求為例 黃琳琳

1012-1021 圖書館設計方法之歸納與探討 黃琳琳

1012-1021 室內空間用芳香產品對人體健康之研究 黃琳琳

1012-1021 建築物室內照明計畫之策略探討-增加晝光利用率方法可行性之評估 黃琳琳

1022-1031 機構式老人公寓規劃方法之整理與探討 黃琳琳

1022-1031 學齡前兒童友善階梯空間設計之重要性 黃琳琳

1022-1031 廚房排煙形式對油煙移除效率影響之評估 黃琳琳

1032-1041 存量(STOCK)思潮下的都市更新-以高雄左營區果貿社區為例 黃琳琳

1032-1041 病態建築診斷相關法令之探討 黃琳琳

1032-1041 高齡者適居環境之探討-以台灣常見透天厝為例 黃琳琳

1002-1011 智慧化住宅基礎研擬智慧社區認證標準之探討 蔣曉梅

1002-1011 以國內外空氣品質相關法令之比較探討高雄市室內空氣品質規範原則之擬訂 蔣曉梅

1002-1011 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研究—以南州糖廠為研究對象 蔣曉梅

1012-1021 廟埕廣場導入創意市集帶動周邊商業發展之研究-以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宮為例 蔣曉梅

1012-1021 都市文化藝術特區發展差異性之研究-以華山文化園區、駁二藝術特區為例 蔣曉梅

961-972 高雄市興中路街道景觀規劃設計準則之研擬 蔣曉梅

971-982 魯凱族－石版屋 蔣曉梅

972-981 餐廳風格與使用者偏好之研究-以台灣地區為例 蔣曉梅

972-981 大學圖書館之空間機能使用頻率-以正修科技大學為例 蔣曉梅

972-981 國內外建築立面綠化發展之比較與研究 蔣曉梅

982-991 餐飲空間照明設計與應用之研究 蔣曉梅

982-991 住宅室內裝修風格偏好之研究-以高雄都會區為例 蔣曉梅

982-991 汽車旅館設計手法之探討 蔣曉梅

992-1001 高雄市空間設計公司色彩意象應用之研究初探 蔣曉梅

992-1001 校園室內空間空氣品質檢測之研究-以正修科技大學圖科樓為例 蔣曉梅

104.12.21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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