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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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簡報--饑荒、農業與基

改食品 
團體組 

游珮雯(經管三甲) 

鍾斯羽(經管三甲) 
生態與永續發展 徐明藤 

2 
文創台灣Give Me Money有

限公司 
團體組 

游朝先(電機四乙) 

曾權森 

林柏成(夜機械四) 

林鑫 

文化創意 吳鳳珠 

3 
未聞初衷～我們仍未知那年

所遺忘的初衷 
團體組 

王昱雯(食品一甲) 

陳怡婷(食品一甲) 

張乃勻(食品一甲) 

謝宛恬(食品一甲) 

林宜靚(園藝一) 

劉蔡宜珊(園藝一) 

幽默與創意 錢芷萍 

4 Lets狗!!不[宜]樣的[大]冒險 團體組 

徐詠淳 

徐千涵 

陳妍姺 

張毓庭 

邱詩穎 

胡婷云 

曾詩婷 

幽默與創意 錢芷萍 

5 
「宜蘭吃甚麼」Facebook粉

絲團的經營 
團體組 

王湘君(生動四乙) 

顏子晏 

施少浦 

梁駿紘 

資訊行為與技能 吳寂絹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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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再現-基情四射 團體組 

李糧佑(夜機械一) 

吳御揚(夜機械一) 

葉信宏(夜機械一) 

黃子豪(夜機械一) 

藝術鑑賞－美術 吳鳳珠 

2 文創台灣 手繪書-台灣老街 團體組 

王炫之(土木一乙) 

林采賢(土木一乙) 

林宜臻(土木一乙) 

王璽婷(土木一乙) 

文化創意 吳鳳珠 

3 人生中的第一次翻轉教室 團體組 

邱義凱(園藝一) 

楊曜謙(園藝一) 

魏珮姍(園藝一) 

英文一 陳惠如 

4 藝術再現-錯覺藝術 團體組 

陳薏惠(外文一) 

張雅惠(外文一) 

邱士宥(外文一) 

李安(外文一) 

范聿圻(外文一) 

藝術心理學與生活 吳鳳珠 

5 員山&思源機堡 團體組 

徐珮雯(化材二甲) 

葉欣怡 

張旭 

曾山智美 

張家碩 

蘇家宜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6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

我的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林昶安(外文二)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7 經鯊來思辯 團體組 

林邵盈(經管一甲) 

林冠宇(經管一甲) 

林恆佑(經管一甲) 

李明哲(經管一甲) 

黃昱彰(經管一甲) 

楊宗翰(經管一甲) 

法政思潮與社會關懷 陳復 

8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及

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陳毅澄(生動四甲)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9 
【享讀瞎時事】Facebook粉絲

團的經營 
團體組 

辛珮琳(食品一甲) 

楊佩璇(森資一) 

陳凌漪(電機一乙) 

吳汶珊(食品夜三) 

廖詩涵(食品夜三) 

資訊行為與技能 吳寂絹 

10 平等（Equality） 團體組 

賴怡岑(經管一甲) 

鄭貽方(經管一甲) 

蔣崴妮(經管一甲) 

現代法政思潮 邵維慶 

11 千永的大學生活 團體組 

申貴霖(園藝一) 

洪晟又(園藝一) 

吳千永(園藝一) 

林冠毅(園藝一) 

幽默與創意 錢芷萍 



洪哲元(園藝一) 

詹自在(園藝一) 

12 生命教育影片 團體組 

廖修祈(生動一乙) 

陳志霖 

陳立峯 

丁彥智 

黃柏叡 

許修輔 

謝宗翰 

生命教育 陳復 

13 持家的辛勞 團體組 

張鈞翔(機械二甲) 

張劭宇(機械二甲) 

許學成(機械二甲) 

簡亨軒(機械二甲) 

黃祖元(機械二甲) 

葉嘉恩(電子二乙) 

成為完整的人 陳復 

14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需努力 團體組 

康綠株(園藝二) 

劉人豪(園藝三) 

何安宜(園藝三) 

吳佳欣(園藝二) 

張維凱(機械二乙) 

洪明玉(園藝一) 

成為完整的人 陳復 

15 宜蘭大學易淹水的地方 團體組 

戴孜庭(生動一甲) 

廖若君(生動一甲) 

林怡芬(生動一甲) 

人類發展與環境永續 鄭天爵 

16 藝術再現-再現「幾米」 團體組 

林琬庭(經管一甲) 

林怡君(經管一甲) 

古芳華(經管一甲) 

林欣誼(經管一甲) 

藝術心理學與生活 吳鳳珠 

17 
藝術再現－自然美學:化腐朽

為神奇 
團體組 

游珮雯(經管三甲) 

鍾斯羽(經管三甲) 
藝術鑑賞－美術 吳鳳珠 

18 自由（Liberty） 團體組 

王信淳(外文一) 

邱建霖 

王忠禮 

范聿圻 

洪幸儀 

現代法政思潮 邵維慶 

19 冬山鐵馬go!之珍珠社區 團體組 

陳明芳(資工三) 

方婕曦 

溫偉成 

張景涵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20 親情 團體組 

張妍蓁(休健二) 

陳莉蓁(休健二) 

王怡婷(化材二乙) 

陳思妤(化材二乙) 

邱建榮(機械二甲) 

黃雅君(機械三甲) 

成為完整的人 陳復 

21 課程回饋單 個人組 王思媁(環工二) 成為完整的人 陳復 

22 期末剪報&心得 個人組 李宛庭(食品一甲) 生態與永續發展 徐明藤 

23 學習單(一)~(四) 個人組 廖若君(生動一) 終身發展心理學 鍾鴻銘 



24 有機生活家 個人組 呂岱庭(食品一甲) 有機生活家 黃璋如 

25 課堂回饋單 個人組 洪明玉(園藝一) 成為完整的人 陳復 

26 
歷史踏查影片-羅東林業文化

園區 
團體組 洪于仟(園藝四)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27 期末微電影 團體組 

林怡君(經管一甲) 

古芳華(經管一甲) 

林欣誼(經管一甲) 

陳依婷(經管一乙) 

潘芊卉(經管一乙) 

溫翔喻(經管一乙) 

法政思潮與社會關懷 陳復 

28 
國立宜蘭大學 林恆佑 學期成

績100分 節目收視破百次 
個人組 林恆佑(經管一甲) 法政思潮與社會關懷 陳復 

29 拍我拍我我拍我拍-自拍文化 團體組 

簡鈺螢(食品一甲) 

黃佳雯(食品一甲) 

蔡念庭(食品一甲) 

溫雅婷(園藝一) 

周亭均(園藝一) 

黃韻文(園藝一) 

幽默與創意 錢芷萍 

30 法政思潮與社會關懷學習成果 個人組 林冠宇(經管一甲) 法政思潮與社會關懷 陳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