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日間部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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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37103 劉Ｏ讌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2A 五專一A 必修    藝術實作 第一名 50937103 劉Ｏ讌 一A 獎狀乙紙
537N01A 五專一A 選修    電腦3D建模 第一名 50937116 王Ｏ崴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6A 五專二A 必修    西洋建築史 第一名 50837106 林Ｏ妮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7A 五專二A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50837108 陳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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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20 聶Ｏ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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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10 陳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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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23 李Ｏ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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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39 孫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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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06 林Ｏ妮 二A 獎狀乙紙
537A12A 五專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537A12A 五專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二名 50737118 梁Ｏ宸 三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537A12A 五專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三名 50737108 林Ｏ煥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9A 五專三A 必修    近代建築史 第一名 50737118 梁Ｏ宸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20A 五專三A 必修    建築物理環境(一) 第一名 50737118 梁Ｏ宸 三A 獎狀乙紙
537A21A 五專三A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22A 五專三A 必修    基地調查與測繪（一） 第一名 50737118 梁Ｏ宸 三A 獎狀乙紙
537N05A 五專三A 選修    建築工法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
537N06A 五專三A 選修    結構行為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
537N07A 五專三A 選修    電腦後製作表現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三A 獎狀乙紙
40MA03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0922109 廖Ｏ琁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0922109 廖Ｏ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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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103 林Ｏ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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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119 徐Ｏ琇 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01A 四技一A 必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0922302 施Ｏ煒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0A 四技一A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0922335 李Ｏ瑜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03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0922214 田Ｏ苓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0922214 田Ｏ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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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234 洪Ｏ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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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259 龔Ｏ仟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0B 四技一B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0922259 龔Ｏ仟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02B 四技一B 選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0922237 郭Ｏ瑜 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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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日間部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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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MA03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0922336 陳Ｏ元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0922336 陳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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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302 施Ｏ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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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310 苟Ｏ柔 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9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822101 黃Ｏ翰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4A 四技二A 必修    施工圖 第三名 40822156 張Ｏ子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2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一名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行未達80分

40MC32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二名 40822142 邱Ｏ涵 二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2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三名 40822160 林Ｏ辰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8A 四技二A 必修    結構行為 第三名 從缺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Q24A 四技二A 選修    現代建築史 第一名 40822142 邱Ｏ涵 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9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822201 葉Ｏ君 二B 獎狀乙紙
40MA24B 四技二B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822201 葉Ｏ君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D22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第一名 40822240 王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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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201 葉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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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232 蕭Ｏ晴 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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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256 許Ｏ沄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7B 四技二B 選修    住宅設計 第一名 40822201 葉Ｏ君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18B 四技二B 選修    當代設計史 第一名 40822242 顏Ｏ華 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4C 四技二C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822331 林Ｏ伊 二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2C 四技二C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一名 40822331 林Ｏ伊 二C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2C 四技二C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二名 40822333 朱Ｏ宏 二C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2C 四技二C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三名 40822303 張Ｏ升 二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1C 四技二C 選修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第一名 40822331 林Ｏ伊 二C 獎狀乙紙
40MC11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法規 第一名 40722111 李Ｏ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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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149 施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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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行未達80分

40MC34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三名 40722143 盧Ｏ羚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3A 四技三A 選修    環境景觀設計 第一名 40722133 邱Ｏ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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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缺 從缺 三A 總平均未達75分

40MQ15A 四技三A 選修    建築細部大樣 第一名 40722133 邱Ｏ瑋 三A 獎狀乙紙
40MQ16A 四技三A 選修    社區規劃與設計 第一名 40722212 陳Ｏ妤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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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Q21A 四技三A 選修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第一名 40722150 黃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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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253 呂Ｏ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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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253 呂Ｏ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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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263 林Ｏ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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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259 陳Ｏ揚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2B 四技三B 選修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第一名 40722209 李Ｏ宣 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3B 四技三B 選修    建築照明 第一名 40722149 施Ｏ晴 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06B 四技三B 選修    商業空間設計 第一名 40722111 李Ｏ珈 三A 獎狀乙紙
40MR12B 四技三B 選修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第一名 從缺 從缺 操行未達80分

40MR20B 四技三B 選修    傢俱設計與細部大樣 第一名 40722226 馮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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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22103 蘇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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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22121 吳Ｏ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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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22162 黃Ｏ栩 四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14A 四技四A 選修    都市設計 第一名 40622102 張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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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22268 許Ｏ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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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22205 陳Ｏ諺 四B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D26B 四技四B 必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第三名 40622228 吳Ｏ軒 四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52B 四技四B 選修    電腦輔助數位設計 第一名 40622118 林Ｏ宗 四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22B 四技四B 選修    閒置空間再利用 第一名 40622102 張Ｏ 四A 獎狀乙紙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台南
與屏東之日式宿舍群之
發展比較(以台南水交社區
文化園區與屏東勝利星村生
活創意園區為例)

優選
40622137
40622102
40622101

吳Ｏ儒
張Ｏ

王Ｏ立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500元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自然
通風設計研究-以傳統建
築平面形式轉化為例

佳作
40622130
40622122
40622109

林Ｏ恩
林Ｏ廷
江Ｏ家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中介
空間介面應用設計準則
之研擬-以住宅為例

佳作
40522238
40622159
40622157

劉Ｏ寧
黃Ｏ平
廖Ｏ媺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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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Pián -
sôo é hong 公共洗手間
風環境之初探

入圍
40622140
40622110
40622107

宋Ｏ儒
吳Ｏ璇
陳Ｏ彤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舊屋
更新與改建手法之研究
探討

入圍
40622103
40622126
40622108

蘇Ｏ雅
曾Ｏ誠
蔡Ｏ宇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1 四技四A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泰國
北部居民類型研究

入圍
40522238
40622159
40622157

劉Ｏ寧
黃Ｏ平
廖Ｏ媺

四A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公共
廁所無障礙環境設施與
行為動線關係探討

優選
40622220
40622228
40622213

錢Ｏ君
吳Ｏ軒
牟Ｏ霓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500元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實務
專題，主題：影響供公
眾使用洗手間室內環境
品質之探討-以連鎖咖啡

佳作
40622211
40622235
40622237

黃Ｏ馨
賴Ｏ潔
林Ｏ均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CNC
執行空間及傢俱設計程
序之實作與探討

佳作
40622205
40622204
40622268

陳Ｏ諺
陳Ｏ豪
許Ｏ傑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獎金每組1,000元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三塊
厝古宅修建之商業空間
探討

入圍
40622250
40622238
40622258

李Ｏ嫺
林Ｏ旻
童Ｏ盛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40MA182 四技四B 必修
實務專題，主題：書店
空間照明氛圍之研究-以
高雄地區百貨商場內書

入圍
40622252
40622260
40622210

葉Ｏ祥
壽Ｏ傑
蘇Ｏ祥

四B 獎狀每人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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