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日間部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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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7118 周Ｏ晶 五專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2A 五專一A 必修 藝術實作 第一名 51037103 王Ｏ菱 五專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N01A 五專一A 選修 電腦3D建模 第一名 51037110 謝Ｏ庭 五專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6A 五專二A 必修 西洋建築史 第一名 50937103 劉Ｏ讌 五專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7A 五專二A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50937118 姜Ｏ妤 五專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08A 五專二A 必修 建築表現法 第一名 50937115 郭Ｏ吟 五專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0A 五專二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50937116 王Ｏ崴 五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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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37103 劉Ｏ讌 五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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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37111 歐Ｏ瑄 五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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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37116 王Ｏ崴 五專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2A 五專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一名 50837110 陳Ｏ佑 五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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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20 聶Ｏ澤 五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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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08 陳Ｏ宇 五專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9A 五專三A 必修 近代建築史 第一名 50837139 孫Ｏ晴 五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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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08 陳Ｏ宇 五專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21A 五專三A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50837123 李Ｏ嫻 五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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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106 林Ｏ妮 五專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N05A 五專三A 選修 建築工法 第一名 50837108 陳Ｏ宇 五專三A 獎狀乙紙
537N06A 五專三A 選修 結構行為 第一名 50837106 林Ｏ妮 五專三A 獎狀乙紙
537N07A 五專三A 選修 電腦後製作表現 第一名 50837120 聶Ｏ澤 五專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14A 五專四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五專四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537A14A 五專四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二名 50737123 曾Ｏ山 五專四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537A14A 五專四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三名 50737130 楊Ｏ 五專四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25A 五專四A 必修 建築計畫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五專四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26A 五專四A 必修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第一名 50737106 羅Ｏ甄 五專四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A28A 五專四A 必修 數位設計與實作 第一名 50737108 林Ｏ煥 五專四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537N14A 五專四A 選修 高層建築工法與實作 第一名 50737108 林Ｏ煥 五專四A 獎狀乙紙
537N15A 五專四A 選修 環境景觀設計 第一名 50737107 李Ｏ薇 五專四A 獎狀乙紙
40MA03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1022146 蔡Ｏ汶 四技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1022107 陳Ｏ 四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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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2149 陳Ｏ謙 四技一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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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A22A 四技一A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三名 41022146 蔡Ｏ汶 四技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01A 四技一A 必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1022107 陳Ｏ 四技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0A 四技一A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1022101 周Ｏ薰 四技一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03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1022222 洪Ｏ芸 四技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B 四技一B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1022212 蘇Ｏ淇 四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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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2224 吳Ｏ璇 四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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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2222 洪Ｏ芸 四技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0B 四技一B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1022212 蘇Ｏ淇 四技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02B 四技一B 選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1022237 楊Ｏ儒 四技一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03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製圖 第一名 41022355 黃Ｏ鈞 四技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2C 四技一C 必修 基本設計一 第一名 41022321 周Ｏ安 四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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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2301 黃Ｏ婷 四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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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2355 黃Ｏ鈞 四技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01C 四技一C 必修 微積分(一) 第一名 41022301 黃Ｏ婷 四技一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0C 四技一C 選修 人體工學 第一名 41022355 黃Ｏ鈞 四技一C 獎狀乙紙
40MA19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922109 廖Ｏ琁 四技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24A 四技二A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922159 王Ｏ方 四技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2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一名 40922109 廖Ｏ琁 四技二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2A 四技二A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二名 40922152 郭Ｏ辰 四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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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119 徐Ｏ琇 四技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8A 四技二A 必修 結構行為 第一名 從缺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操行未達80分。

40MN11A 四技二A 選修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第一名 40822160 林Ｏ辰 四技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24A 四技二A 選修 現代建築史 第一名 40922103 林Ｏ緯 四技二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A19B 四技二B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922259 龔Ｏ仟 四技二B 獎狀乙紙
40MA24B 四技二B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922259 龔Ｏ仟 四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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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210 張Ｏ庭 四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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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234 洪Ｏ紫 四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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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259 龔Ｏ仟 四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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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234 洪Ｏ紫 四技二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7B 四技二B 選修 住宅設計 第一名 40922234 洪Ｏ紫 四技二B 獎狀乙紙
40MR18B 四技二B 選修 當代設計史 第一名 40922234 洪Ｏ紫 四技二B 獎狀乙紙
40MA19C 四技二C 必修 建築材料 第一名 40922336 陳Ｏ元 四技二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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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A24C 四技二C 必修 施工圖 第一名 40922302 施Ｏ煒 四技二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2C 四技二C 必修 建築設計一 第一名 40922302 施Ｏ煒 四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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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311 吳Ｏ芳 四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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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336 陳Ｏ元 四技二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8C 四技二C 必修 結構行為 第一名 40922311 吳Ｏ芳 四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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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2336 陳Ｏ元 四技二C 獎狀乙紙
40MQ24C 四技二C 選修 現代建築史 第一名 40922302 施Ｏ煒 四技二C 獎狀乙紙
40MC11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法規 第一名 40822252 張Ｏ瑜 四技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4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一名 40822160 林Ｏ辰 四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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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104 陳Ｏ圓 四技三A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4A 四技三A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三名 40822142 邱Ｏ涵 四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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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340 陳Ｏ靜 四技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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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129 蔡Ｏ庭 四技三A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Q15A 四技三A 選修 建築細部大樣 第一名 40822160 林Ｏ辰 四技三A 獎狀乙紙
40MQ16A 四技三A 選修 社區規劃與設計 第一名 40822331 林Ｏ伊 四技三C 獎狀乙紙
40MQ21A 四技三A 選修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第一名 40822101 黃Ｏ翰 四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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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242 顏Ｏ華 四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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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256 許Ｏ沄 四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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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240 王Ｏ杰 四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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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2259 李Ｏ姿 四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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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缺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
40MN33B 四技三B 選修 建築照明 第一名 40822201 葉Ｏ君 四技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06B 四技三B 選修 商業空間設計 第一名 40822201 葉Ｏ君 四技三B 獎狀乙紙
40MR12B 四技三B 選修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第一名 40822218 柯Ｏ真 四技三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R20B 四技三B 選修 傢俱設計與細部大樣 第一名 40822218 柯Ｏ真 四技三B 獎狀乙紙
40MC11C 四技三C 必修 建築法規 第一名 40822331 林Ｏ伊 四技三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4C 四技三C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一名 40822303 張Ｏ升 四技三C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40MC34C 四技三C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二名 40822331 林Ｏ伊 四技三C 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
40MC34C 四技三C 必修 建築設計三 第三名 40822335 蔡Ｏ軒 四技三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13C 四技三C 選修 環境景觀設計 第一名 40822334 林Ｏ均 四技三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N32C 四技三C 選修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第一名 40822304 林Ｏ均 四技三C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40MC36A 四技四A 必修 建築設計五 第一名 40722143 盧Ｏ羚 四技四A 獎狀乙紙、獎金1,500元

第3頁，共5頁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日間部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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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MC36A 四技四A 必修 建築設計五 第二名 40722145 龔Ｏ惠 四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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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缺 從缺 從缺 總平均未達75分
40MQ14A 四技四A 選修 都市設計 第一名 40722143 盧Ｏ羚 四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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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205 李Ｏ毅 四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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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226 馮Ｏ君 四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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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214 曾Ｏ芹 四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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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135 陳Ｏ學 四技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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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214 曾Ｏ芹 四技四B 獎狀乙紙、獎金500元

實務專題 四技四A 必修
 主題：高雄市龍井社區
生態永續及文化資產保
存之研究

優等
40722139
40722109

洪Ｏ唐
許Ｏ苓

四技四A
每組頒發獎金6,000元及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A 必修
 主題：餐飲空間之黑暗
系設計研究

入圍獎
40722154
40722167
40722168

張Ｏ瑄
孫Ｏ鳳
陳Ｏ薇

四技四A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A 必修

 主題：岡山火車站周邊
商業街道都市設計準則
之研擬與示範設計-以中
山南、北路與大德一路
至大德三路交口路段為

入圍獎
40722157
40722113
40722106

徐Ｏ揚
凌Ｏ庭
范偉祐

四技四A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A 必修
 主題：景觀陽台的空間
綠美化設計探討

入圍獎
40722133
40722175
40722163

邱Ｏ瑋
陳Ｏ雪
李Ｏ訓

四技四A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A 必修
 主題：日本民家建構之
研究-以農家與町家為研
究範圍

佳作
40722145
40722143
40722148

龔Ｏ惠
盧Ｏ羚
吳Ｏ瑄

四技四A
每組頒發獎金3,000元及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A 必修

 主題：竹構空間設計準
則之研擬與落實性研
究—以嘉義縣天赦庄虛
擬竹藝展示中心為例

佳作
40722116
40722150
40722149

王Ｏ儀
黃Ｏ君
施Ｏ晴

四技四A
每組頒發獎金3,000元及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B 必修
 主題：幼兒於室內空氣
中汙染物質曝露風險評
估方法之研究

入圍獎
40722212
40722204
40722247

陳Ｏ妤
林Ｏ妍
顏Ｏ欣

四技四B 獎狀每人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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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專題 四技四B 必修
 主題：公共空間櫃台設
計之研究

佳作
40722243
40722256
40722269

吳Ｏ榮
李Ｏ潔
蘇Ｏ瑋

四技四B
每組頒發獎金3,000元及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B 必修
 主題：景觀照明設計在
各類建築空間的表現方
式

入圍獎
40722203
40722262
40722237

隋Ｏ杉
林Ｏ芹
方Ｏ雯

四技四B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B 必修
 主題：在宅老化居家室
內環境品質提升之設計
探討-以高雄透天厝為例

佳作
40722226
40722215
40722252

馮Ｏ君
柯Ｏ芳
周Ｏ羽

四技四B
每組頒發獎金3,000元及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B 必修
 主題：CNC執行空間及
展場設計程序之實作與
探討

入圍獎
40722205
40722263
40722209

李Ｏ毅
林Ｏ丞
李Ｏ宣

四技四B 獎狀每人乙紙。

實務專題 四技四B 必修
 主題：建築與室內斜向
元素之設計應用之研究-
以公共空間為例

優等
40722259
40705119
40722272

陳Ｏ揚
施Ｏ丞
陳Ｏ澔

四技四B
每組頒發獎金6,000元及
獎狀每人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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