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課程學生優良學習檔案-特優」一覽表 

編號 作品名稱 組別 獲獎學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1 蘭城植物娘 個人組 廖祥延(森資二) 文化創意 吳鳳珠 

2 期末剪報&心得 個人組 鍾蘋(外文一) 生態與永續發展 徐明藤 

3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

羅、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王鼎鈞(資工三)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4 職場A咖 團體組 

吳翠萍(食品四乙) 

簡嘉秀(食品四乙) 

侯穎婕(食品四乙) 

職場英語 陳惠如 

5 瓶中的雲-氣壓與溫度 團體組 
鐘珮倫(土木二甲) 

莊庭瑄(土木二甲) 
生活中的物理 朱達勇 

6 羅東林場大富翁 團體組 

葉時韻(機械四乙) 

方乙涵(土木碩班) 

葉俞函(生動三甲) 

杜楊(土木碩班) 

陳政輝(機械四乙) 

杭雨(經管碩班) 

陳立騫(機械四乙)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7 藝術再現 團體組 

蘇敏智(夜電機一) 

吳安傑(夜環工四) 

方嘉良(夜電機一) 

吳政宏(夜電機一) 

藝術鑑賞-美術 吳鳳珠 

8 洛克思想報告 團體組 

邱怡蓁(食品一甲) 

梁容瑜(園藝三) 

黃靖雅(森資一) 

陳玟臻(經管一乙) 

陳立恩(食品一甲) 

現代政治思潮 邵維慶 

9 百果樹紅磚屋紀念單曲 團體組 

徐淳鈺(外文四) 

戴駿軒(外文四) 

徐劭璇(外文四) 

游堃瓏(生動四乙) 

文化創意 吳鳳珠 

 

  



104學年度第 1學期「通識課程學生優良學習檔案-優等」一覽表 

編號 作品名稱 組別 獲獎學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1 慢慢吃之習慣養成計畫 個人組 高郁詠(電子一甲) 心理健康與發展 張松年 

2 
我的魔法面具、曼陀羅-掏

空、意象曼陀羅-Key 
個人組 羅于婷(園藝三) 藝術的祕密 吳鳳珠 

3 
職場英文學習紀錄暨成果

分享錦集 
個人組 林冠宇(經管二甲) 職場英文 陳惠如 

4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

-『童』、意象曼陀羅-『文

字的力量』&『簡單的』 

個人組 林敬堯(食品三乙) 藝術的祕密 吳鳳珠 

5 個人自傳 個人組 李岳昇(園藝一) 國文一 陳麗貞 

6 Youtuber的養成之路 個人組 陳佳琳(外文一) 心理健康與發展 張松年 

7 生命中的你我他 個人組 蔡政珊(生動一乙) 生命教育 陳復 

8 個人自傳 個人組 楊晶晶(園藝一) 國文一 陳麗貞 

9 孟德斯鳩思想研究 團體組 

吳欣眙(食品一乙) 

李芷欣(食品一乙) 

阮皓文(食品一乙) 

吳迎萱(食品一乙) 

吳彥瑩(食品一乙) 

現代政治思潮 劭維慶 

10 陳定南紀念園區 團體組 

曾文垣(環工四) 

江翊先(電機四乙) 

王雯欣(電機四乙) 

楊聿歡(環工四) 

韓念廷(環工四) 

鄭閑丹(園藝三)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11 邁向職場英語A咖之路 團體組 
蔡毓庭(經管二甲) 

黃家甫(經管二乙) 
職場英文 陳惠如 

12 放開那孩子 團體組 

何奕儒(電子二甲) 

黃瑋璉(電子二乙) 

陳皜旻(土木一甲) 

鄭宗凱(土木一甲) 

朱柏諭(土木一甲) 

成為完整的人 陳復 

13 宜蘭磚窯 團體組 

洪郁玹(經管二乙) 

施雨彤(經管二乙) 

彭婉玲(經管二乙) 

周鈺翔(經管二乙) 

黃俞誠(經管二乙) 

胡悅(環工三)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14 微故事-逆風飛翔 團體組 

劉芸雯(食品一乙) 

林欣儒(食品一乙) 

楊宜矩(食品一乙) 

賴志誠(食品一乙) 

藝術心理學與生活 吳鳳珠 

15 選擇性注意力實驗 團體組 

曾宇新(生機一) 

章育銘(生機一) 

林禮賢(資工一) 

蔡佳韋(資工一) 

吳柏廷(生機一) 

邢琦桾(生機一) 

情境中的我-認識社會

心理學 
錢芷萍 



16 
在地遊習發現文創-陳啟文

木藝師工坊 
團體組 

劉哲君(休健一) 

林妍君(休健一) 

林庭萱(生機一) 

陳柏鈞(生機一) 

李國華(生機一) 

文創產業與社會發展 吳鳳珠 

17 踏查特勤組-吳沙紀念館 團體組 

陸思穎(生動二甲) 

簡嘉貞(生動二甲) 

吳俊賢(生動二甲) 

張加妙(生動二甲) 

謝淑麗(生動二甲) 

黃致鈞(電機四甲)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18 
藝術再現-食作實驗_抽屜

人的鄉愁演出 
團體組 

莊宜潔(生動三甲) 

張若懷(生動三甲) 

張家睿(生動四乙) 

藝術鑑賞-美術 吳鳳珠 

19 最萌研究 團體組 

章育銘(生機一) 

李國華(生機一) 

鄭為廷(生機一) 

何旻謙(生機一) 

陳柏儒(生機一) 

林鈺騰(生機一) 

左杰明(生機一) 

性別/社會與文化 錢芷萍 

20 光與暗的教戰 團體組 

賴雅婷(生動一甲) 

林佳慧(生動一甲) 

姜姵如(生動一甲) 

資訊應用素養 吳寂絹 

21 發現文創-茶藝師蔡美玲 團體組 

戚惠惠(食品一甲) 

范庭瑜(食品一甲) 

呂佳茵(食品一甲) 

文創產業與社會發展 吳鳳珠 

22 資訊應用素養 團體組 

陳佳琳(外文一) 

余鈺萍(外文一) 

王博玄(外文一) 

陳鈺瑾(外文一) 

賴冠廷(外文一) 

曾文選(外文一) 

鄭安峻(外文一) 

陳柔嘉(外文一) 

張書嫚(外文一) 

游婷 (外文一) 

資訊應用與素養 朱志明 

23 旁觀者效應實驗 團體組 

李宜蓁(森資一) 

黃琇怜(森資一) 

陳詩雨(土木一甲) 

俞尹婷(土木一甲) 

陳耀偉(土木一甲) 

徐志翔(化材一乙) 

情境中的我-認識社會

心理學 
錢芷萍 

24 
文創期末報告-發現文創：

麥子木工房 
團體組 

廖崧富(休健一) 

曾啟煌(休健一) 

鄭邵文(經管一甲) 

張竟咨(經管一甲) 

林秉叡(經管一甲) 

文創產業與社會發展 吳鳳珠 



25 
「想話就畫」新世代自發卓

越心計劃 
團體組 

陳佳琳(外語一) 

呂亮萱(外語一) 

賴薏婷(經管一甲) 

郭彥琳(經管一甲) 

蘇幼銘(食品一甲) 

黃偉權(食品一甲) 

心理健康與發展 張松年 

26 資訊應用與素養 團體組 

李彥槿(經管一乙) 

黃郁庭(經管一乙) 

田慶媛(經管一乙) 

李明臻(經管一乙) 

李孟謙(經管一乙) 

劉又增(經管一乙) 

林韋呈(經管一乙) 

游竣文(經管一乙) 

陳秉荐(經管一乙) 

資訊應用與素養 朱志明 

27 「扭出你的小幸運」計劃 團體組 

林暐皓(電子一乙) 

吳彥瑩(食品一乙) 

李艷明(食品一甲) 

李卓耘(外文一) 

心理健康與發展 張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