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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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與生涯發展課程學習檔案 個人組 化材四甲 徐珮雯 性格與生涯發展 楊淳皓 

2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休健二   張慈恩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3 性格與生涯發展課程學習檔案 個人組 森資三   王崇宇 性格與生涯發展 楊淳皓 

4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休健二   林宜姍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5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休健二   游依芸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6 
微故事-欣賞自己&喜歡自己(在森林

的旅途上) 
團體組 

電機一甲 陳盈均 

化材一乙 林靖蕙 

園藝一   王喻瀅 

園藝一   張文瑄 

園藝一   許瀞文 

園藝一   葉心榆 

藝術心理學與生活 吳鳳珠 

7 職場 A咖尋寶秘笈 團體組 
食品四乙 王靖妤 

生動二乙 鄭穎謙 
職場英語 陳惠如 

8 夢想與現實 心目中的理想型 團體組 

生動一甲 周鈺雯 

生動一甲 張吉榮 

生動一甲 吳宇凱 

生動一甲 許瓅文 

生動一甲 施蘊芳 

森資一   劉曉怡 

性別/社會與文化 錢芷萍 

9 藝術再現-三個女人的故事 團體組 

休健二   林宜姍 

休健二   葉芷禎 

休健二   張慈恩 

休健二   林妍君 

休健二   周知穎 

夜食四   陳美臻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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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與生涯發展課程學習檔案 個人組 休健四   林詩晏 性格與生涯發展 楊淳皓 

2 自傳 個人組 機械一乙 陳栢浥 國文一 陳麗貞 

3 一間 cafe的勇氣 個人組 生動二乙 鄭穎謙 職場英語 陳惠如 

4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電機二甲 儲健峰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5 自傳 個人組 森資一   陳  筠 國文一 陳麗貞 

6 
能彼此祝福的正向分手、辯論賽反

思、閱讀迴響文圖誌 
個人組 生動二乙 鄭穎謙 女性文學圖像 蔣忠慈 

7 自傳 個人組 森資一   林書平 國文一 陳麗貞 

8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雨過天

青，行動吧!)、意象曼陀羅(木) 
個人組 食品四乙 蔡毓珊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9 
能彼此祝福的正向分手、寄龍希哲書-

回信、閱讀迴響文圖誌 
個人組 化材二乙 鄭伊純 女性文學圖像 蔣忠慈 

10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休建二   林妍君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11 完整的人塑造歷程 個人組 機械四乙 游佩諠 成為完整的人 陳  復 

12 105 學年優良學習檔案 個人組 電機二甲 游嘉欣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陳  復 

13 我的魔法面具、我的曼陀羅、意象曼陀羅 個人組 園藝三   黃詩惠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14 認識王陽明 個人組 電子四乙 黃莉捷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陳  復 

15 華語情歌主題報告 個人組 環工一   黃天朗 國文二 陳雀倩 

16 自傳 個人組 機械一乙 吳嘉容 國文二 陳麗貞 

17 
能彼此祝福的正向分手、寄龍希哲書-

回信、閱讀迴響文圖誌 
個人組 電機二甲 游嘉欣 女性文學圖像 蔣忠慈 

18 回饋單總匯、LGBT(Q)普及視頻 個人組 外文四   季綺綺 生命教育 陳  復 

19 華語情歌主題報告 個人組 電子一甲 廖翌君 國文二 陳雀倩 

20 自傳 個人組 電機一乙 譚雨青 國文二 陳麗貞 

21 在地遊習發現文創-不凋花 團體組 

外語一   汪璟涵 

外語一   連珮妤 

外語一   李子欣 

外語一   劉卉珊 

外語一   陳品筑 

外語一   陳云葳 

文創產業與社會發展 吳鳳珠 

22 盧梭思想報告 團體組 

食品一乙 蔡旻瑜 

食品一乙 蔣宜靜 

食品一乙 廖子瑜 

食品一乙 蔡聖諺 

生動一甲 廖彩君 

環工一   林佳駿 

森資一   林智寬 

現代政治思潮 邵維慶 

23 啟發性微故事-人際拼圖 團體組 

外語一   汪璟涵 

外語一   譚慈友 

化材一甲 梁凱傑 

藝術心理學與生活 吳鳳珠 



編號 作品名稱 組別 獲獎學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24 微故事-Pass on the Love 團體組 

園藝一   鍾振鑫 

園藝一   鄧心雅 

園藝一   王冠瑜 

園藝一   徐敏嘉 

園藝一   吳子瑜 

藝術心理學與生活 吳鳳珠 

25 愛情真諦-非主流愛情 團體組 

生動三甲 戴孜庭 

生動三甲 李柏勳 

生動二甲 陳晟豐 

生動二甲 詹坤蒼 

生動二乙 張宜婷 

生動二乙 陳詩晴 

你儂我儂 -情感關

係與自我 

蔣忠慈 

張松年 

錢芷萍 

劉文琴 

26 葉永鋕事件與其霸凌與多元性別之探討 團體組 

生機一   范師豪 

資工一   余昱騰 

經管三甲 許怡君 

化材一甲 李冠宏 

休健一   洪于涵 

心理學與現代社會 張松年 

27 啟發性微故事-人生不是馬拉松 團體組 

生動一甲 黃姵甄 

生動一甲 魏榯誸 

生動一甲 陳宏綸 

生動一甲 楊淑涵 

生動一甲 楊鎮宇 

森資一   李育聯 

藝術心理學與生活 吳鳳珠 

28 藝術再現_女孩的生活 團體組 

休健二   游依芸 

休健二   林心妤 

食品二甲 鄒方瑜 

食品二乙 劉立韡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29 發現文創：香花僧 團體組 

食品一乙 龎瑞瑩 

食品一乙 杜晨瑋 

食品一乙 羅子珺 

食品一乙 詹俊彥 

食品一乙 林宥成 

文創產業與社會發展 吳鳳珠 

30 藝術再現_生活上的藝術 團體組 

資工四   吳峻瑋 

土木四   蔡尚洪 

土木四   廖偉呈 

藝術的秘密 吳鳳珠 

31 不再流浪 團體組 

生動三甲  陳怡靜 

機械四乙  游佩諠 

機械四乙  許雅淳 

土木原專二 林瑋玦 

土木原專二 張顯榮 

土木原專二 林  憫 

成為完整的人 陳  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