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5學年度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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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班級 獎勵 說明

40MA031 一甲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0522115 蔡長剛 一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1 一甲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A221 一甲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二名 40522124 陳家富 一甲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A221 一甲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三名 40522139 郭宇易 一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011 一甲 必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0522119 李易儒 一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011 一甲 選修    創意思考訓練 第一名 40522134 王姿云 一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01 一甲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0522143 陳俞伶 一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032 一乙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0522208 林宜萱 一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2 一乙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0522249 董怡秀 一乙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A222 一乙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二名 40522209 李治達 一乙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A222 一乙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三名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D212 一乙 必修    建築構造學 第一名 40522208 林宜萱 一乙 獎狀乙紙

40MN302 一乙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0522249 董怡秀 一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022 一乙 選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0522227 陳佳伶 一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91 二甲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422110 溫天儀 二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41 二甲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422140 陳怡潔 二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21 二甲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一名 40322137 陳芳以 二甲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21 二甲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二名 40422110 溫天儀 二甲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21 二甲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三名 40422140 陳怡潔 二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81 二甲 必修    結構行為 第一名 40422138 鐘雪容 二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11 二甲 選修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第一名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

40MA192 二乙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422264 陳怡安 二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42 二乙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422264 陳怡安 二甲 獎狀乙紙

40MD222 二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第一名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

行未達80分。

40MD222 二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第二名 40422221 谷毅凡 二乙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D222 二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第三名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

行未達80分。

40MN112 二乙 選修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第一名 40422206 黃俊福 二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72 二乙 選修    住宅設計 第一名 40422246 周庭瑩 二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41 三甲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一名 40322110 潘俊哲 三甲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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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開課班級 選課別 課程中文名稱 名次 學號 姓名 目前班級 獎勵 說明

40MC341 三甲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二名 40322158 張宸語 三甲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41 三甲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三名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N131 三甲 選修    環境景觀設計 第一名 40322162 林哲宇 三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21 三甲 選修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第一名 40322162 林哲宇 三甲 獎狀乙紙

40MQ071 三甲 選修    風土建築 第一名 40322160 潘鐵錚 三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151 三甲 選修    建築細部大樣 第一名 40322162 林哲宇 三甲 獎狀乙紙

40MQ161 三甲 選修    社區規劃與設計 第一名 40322105 陳建瑜 三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211 三甲 選修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第一名 40322105 陳建瑜 三甲 獎狀乙紙

40MD132 三乙 必修    室內裝修法規 第一名 40322230 洪偉玲 三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D242 三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三 第一名 40322215 龐佩璇 三乙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D242 三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三 第二名 40322222 范均瑋 三乙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D242 三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三 第三名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N322 三乙 選修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第一名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

行未達80分。

40MR062 三乙 選修    商業空間設計 第一名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

行未達80分。

40MR072 三乙 選修    銀髮族空間專論 第一名 40322222 范均瑋 三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122 三乙 選修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第一名 40322230 洪偉玲 三乙 獎狀乙紙

40MC361 四甲 必修    建築設計五 第一名 40227103 謝旻珈 四甲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61 四甲 必修    建築設計五 第二名 40227104 張鈞凱 四甲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61 四甲 必修    建築設計五 第三名 40222124 林芝祺 四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D262 四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第一名 40222203 蔡媁婷 四乙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D262 四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第二名 40222251 李海綺 四乙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D262 四乙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第三名 40222242 張智評 四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22 四乙 選修    電腦輔助後製作表現 第一名 40209262 陳姿妁 四甲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462 四乙 選修    智慧化建築 第一名 40222222 曾英豪 四乙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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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開課班級 選課別 課程中文名稱 名次 學號 姓名 目前班級 獎勵 說明

40MA181 四甲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Peter

Zumthor、Sverre Fehn、

Daniel Libeskind 建築設

計方法之比較研究

優等

40222131

40222114

40227104

王靖萱

羅宇評

張鈞凱

四甲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500元

40MA181 四甲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多元

住宅探討-以三世代為例
佳作

40222101

40222107

40222137

許育慈

林欣華

黃曉萱

四甲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1 四甲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日本

建築師設計方法之研究-

以安藤忠雄、妹島和

世、谷口吉生作品之比

佳作

40222123

40222124

40227103

王子珊

林芝祺

謝旻珈

四甲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1 四甲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幾何

形體組構建築空間與造

型之研究

入圍獎
40222149

40222129

蔡孟勳

李政翰
四甲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1 四甲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建築

物外殼材料與設計手法

對建築物室內舒適度之

影響探討-以正修校園內

建築為例

入圍獎

40209262

40222121

40222158

陳姿妁

林舒雅

廖子晴

四甲 獎狀每人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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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A182 四乙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以使

用者觀點探討多齡共居

之發展可行性研究-以高

雄市為例

優等

40222251

40222226

40222215

李海綺

宋妍儀

林士文

四乙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500元

40MA182 四乙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臺灣

住宅建築室內通風路徑

評量與改善建議

佳作

40222206

40222224

40222239

劉姿吟

張鈺婷

彭婷翊

四乙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2 四乙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各種

室內空間之景觀植栽綠

化手法研究

佳作

40222242

40222217

40235223

張智評

吳恆瑋

李秉丞

四乙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2 四乙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主題

廁所設計之研究-以高雄

地區為例

入圍獎

40222221

40222223

40222228

許雅婷

林于雅

郭凱婷

四乙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2 四乙 必修    

實務專題(一)(二)-住宅

室內空氣品質調查與改

善建議-以我國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之規範汙染

物質為對象

入圍獎

40222240

40222218

40222267

林秉洋

徐世勳

魏宏儒

四乙 獎狀每人乙紙

※獲獎同學請於３/２９(三)下午3點，系週會時間出席受獎。

※受獎學生必須親自上台受獎，除了因故事先向系上請假獲准外，缺席者將喪失獲獎資格。

※系週會地點：圖書科技大樓10樓至善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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