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度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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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 曼陀羅 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陳怡婷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2 普通物理二-上課筆記 個人組 林敬達(電機二乙) 普通物理二 朱達勇 

3 藝術再現-信手拈來 團體組 

林奎宏(外文三) 

王譽儒(化材二乙) 

吳坤鴻(化材四甲) 

蔡亞倫(夜機械四) 

邱詠哲(機械四乙)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4 以領養代替購買 團體組 

蘇冠瑋(電子一甲) 

何奕儒(電子一甲) 

吳居芃(電子一甲) 

游晉杰(電子一甲) 

閤一中(電子一甲) 

生命教育 陳復 

5 自由(Liberty) 團體組 

林煒翔(化材一乙) 

蔡見星(化材一乙) 

張博翔(化材一乙) 

張竣翔(化材一乙) 

韓天闊 

鄧商豪 

現代政治思潮 邵維慶 

6 

1.資訊科技專題簡報：大數據

時代(簡報檔) 

2.資訊素養議題之微電影製

作：網路言論自由－謠言止於

智者(影片檔) 

團體組 

林冠宇(經管二甲) 

古芳華(經管二甲) 

孫正芷(經管二甲) 

戴莉庭(休健四) 

吳絲婷(經管二甲) 

楊詒雯(經管二甲) 

蘇琬婷(經管二甲) 

周洺錦(經管二甲)

黃湘芸(經管二甲) 

黃亦旋(經管二甲) 

資訊應用與素養 朱志明 

7 文創台灣-台灣野生動物背包 團體組 
林怡芬(生動二甲) 

戴孜庭(生動二甲) 
文創產業與社會發展 吳鳳珠 

8 霍布斯(Hobbes) 團體組 

葛家笙(土木二甲) 

宋家豪(土木二甲) 

滿易昕(土木二甲) 

熊雅純(土木二甲) 

鍾子琳(土木二甲) 

歐綺婷(土木二甲) 

吳以琳(環工二) 

現代政治思潮 邵維慶 

 

  



103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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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 曼陀羅 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劉怡均(生動四甲) 藝術的祕密 吳鳳珠 

2 面具 曼陀羅 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朱浩綸(生機四) 藝術的祕密 吳鳳珠 

3 生命之旅 個人組 陳依婷(經管二乙) 成為完整的人 陳復 

4 資訊應用與素養-心得報告 個人組 林冠宇(經管二甲) 資訊應用與素養 朱志明 

5 我的飲饌紀行 個人組 林恆佑(經管二甲) 飲食與生活 
須文宏 

余嚴尊 

6 文創台灣-台灣水果樂園 團體組 

林佳旺(機械三甲) 

黃為承(機械三甲) 

李美醇(機械三甲) 

文化創意 吳鳳珠 

7 從英文課體驗生命故事 團體組 
邱義凱(園藝二) 

賴學禹(機械二) 
英文二 陳惠如 

8 
「塑身好自在」Facebook粉絲團

的經營 
團體組 

李易真(生動三甲) 

鄭凱蒂(夜食品四) 

孫旻萱(生動三甲) 

莊宜潔(生動三甲) 

資訊行為與技能 吳寂娟 

9 宜蘭礁溪自然生態與人文之旅 團體組 

吳千永(園藝一) 

陳禹帆(園藝一) 

洪晟又(園藝一) 

鄒舜博(園藝一) 

申貴霖(園藝一) 

邱義凱(園藝一) 

基礎國文(二) 陳麗貞 

10 微故事-小紙條 團體組 
何昭儀(資工二) 

王麗蘋(資工二) 

藝術心理學與生

活微故事 
吳鳳珠 

11 男生女生在愛情上的差異 團體組 

楊謹憶(環工一) 

蘇柏翰(環工一) 

羅芸葶(環工一) 

曾雋閎(環工一) 

生命教育 陳復 

12 性別對性有關話題之觀感差異 團體組 

鄭卉均(動物一甲) 

陳韋誠 

余晏婷 

陳慧怡 

黃士原 

性別/社會與文化 錢芷萍 

13 
老人的落日餘輝-陽明大學附設

醫院護理之家 
團體組 

張維欣(食品二乙) 

陳萱(食品二乙) 

洪鈺茜(食品二乙) 

蘇亭宇(食品二乙) 

國文 蔣忠慈 

14 
文創台灣:台灣草根美食創意顧

問公司-草仔粿的春天 
團體組 

李蘊純(進修機械二) 

黃致鈞(電機三甲) 

黃郁珊(生動四甲) 

文化創意 吳鳳珠 

15 
生活中的物理期末影音報告-蛋

蛋的憂傷 
團體組 

黃慶洋(進修機械二) 

鍾佩芸(進修機械二) 

江建瑋(進修機械二) 

張名慧(進修機械二) 

生活中的物理 朱達勇 



16 期末報告影片 團體組 

林祐增(食品三甲) 

李閔嚴 

李育聖 

郭思宏 

秋潔 

蔡秉叡 

陳茗萱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17 義美公司經營與未來 團體組 

林冠宇(經管二甲) 

林怡君(經管二甲) 

林琬庭(經管二甲) 

林恆佑(經管二甲) 

古芳華(經管二甲) 

陳明樺(經管二甲) 

企業與現代社會 黃麗君 

18 宜蘭歷史踏查期末報告影片 團體組 

李雯卿(森資四) 

李宜玟 

楊景婷 

陳育宣 

莊詠婷 

徐劭璇 

魏嬗如 

馬熒 

宜蘭歷史踏查 陳復 

19 夫妻間的家務分工 團體組 

劉思妤(動物一乙) 

江欣芸 

馬欣如 

廖修祈 

張皓鈞 

張如君 

黃柏叡 

性別/社會與文化 錢芷萍 

20 泰雅族文化與傳說 團體組 

鄭伏杰(資工二) 

謝司峰(資工二) 

洪曉峰(資工二) 

國文二 蔣忠慈 

21 
雪山隧道隊宜蘭人口流動影響

之研究 
團體組 

王妍(經管二乙) 

林秀珉(經管二乙) 

彭婉玲(經管二乙) 

國文二 蔣忠慈 

22 Change Mind 團體組 

陳祖瑈(環工二) 

范家琦(環工二) 

黃俊壹(環工二) 

林政宏(環工二) 

生命教育 陳復 

23 改變盲實驗 團體組 

吳致賢 

廖修誼 

林庭澔 

陳乃鈺 

情境中的我－認

識社會心理學 
錢芷萍 

24 漂盪˙沉浮˙社子島 團體組 
汪志誠(食品二乙) 

林丞軒(食品二乙) 
國文二 蔣忠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