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大學歷年競圖比賽成果 

年度 獎項名稱 姓名 

109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榮獲住都盃全國大

專校院競賽「玩美設宅秀」 

蔡涴宜、黃馨賢、陳凱柔、陳怡安、吳宗儒(最佳

創意獎) 

108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9 第十二屆「創

意狂想 巢向未來」智慧化居住空間創

意競賽 

解博安、黃培瑜 (創意狂想組 佳作獎) 

顏宏軒、王緯翔 (創意狂想組 入選獎) 

108 
108 學年度銘傳、政治、中華、文化四

校聯合評圖競賽 

林哲揚、林絜薰、吳冠潔 (第一名) 

108 
2019 年海峽兩岸青年學子光明之城建築

文化體驗營競圖 

解博安、王湘琇、王柏淯、黃培瑜、謝雅筑、簡

文儀(金獎) 

107 
2018 第十一屆「創意狂想 巢向未來」

之智慧化居住空間創意競賽 

莊家恩、許智雯(銅獎) 

107 
2018 年海峽兩岸青年學子光明之城建築

文化體驗營競圖 

溫力樊、楊念澄、王軒鴻、劉羿汝、黃芊慈、錢

宛孜、吳少均、尤莉慈、劉俞伶、彭琪惠(銅獎) 

106 
台北智慧生態園區競圖比賽 劉俞伶、尤莉慈(優選) (網路票選人氣王)  

溫力樊、楊念澂(佳作) 

彭琪惠、黃芊慈(佳作) 

林筑儀、楊喻婷(佳作) 

106 
創意發想競賽優選獎-城市記憶 溫力樊 、彭琪惠、付豪、楊怡瑤(優選獎) 



年度 獎項名稱 姓名 

106 2017 AILC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and 

Conference – Digital City of Kokura 
楊宗桓(第一名)、楊承佑(第三名) 

106 
2017 智慧綠建築設計創意競賽之第十屆

「創意狂想 巢向未來」創意狂想組 

作品：Double Space 

紀柏辰、李易庭(入選獎) 

106 
2017 智慧綠建築設計創意競賽之第十屆

「創意狂想 巢向未來」創意狂想組/作

品：藻間 Organism purification device 

陳毅庭、薛嘉鈞(金獎) 

105 
2017 光明城建築文化體驗營暨第四屆海

峽兩岸青年學子光明之城實體建構競賽 

陳毅庭、薛嘉均、黃煒倢、許芷寧、李易庭、竇

薇娜(金獎) 

莊芳遠、廖建瑋、馮家榮、簡伯城、吳秉嬿、蔡

慈媛(銅獎) 

105 
中華大學建築系榮獲青年社會住宅全國

空間設計競賽 

陳冠中、張哲瑋、紀柏辰、黃家興、陳毅庭、陳

思予、劉衡(佳作) 

105 
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黃悅慈、張倉偉、許鈞晏、蘇唯中、曾筱薇(入決

賽) 

105 
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葉又升、呂顯論、簡慈梵、嚴捷盈、葉家蓉(種子

獎) 



年度 獎項名稱 姓名 

105 2016 AILC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and 

Conference – Digital City of Kokura 
(團體第一名)(團體第二名) 

104 
第九屆智慧綠建築創意狂想獎 魏智瑄的「Moving Exhibit Suitcase」、陳偉芸

「翻滾吧！廣告牌‧THE WIND POWER」(入選

獎) 

103 
第八屆「創意狂想 巢向未來」創意競

賽頒獎典禮暨作品分享會 

佳作一名 

103 
2014 全國大學院校農村美學景觀競圖 周子妍（佳作）、賴季謙（佳作）、林睦翔（佳

作） 

102 
建築與設計學院 LOGO 設計競賽 郭珈（金獎）、劉子綺（佳作）、趙子嬅（佳

作）、張淑涵（佳作）、蔡嘉雯（佳作） 

102 
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外觀暨附屬空間規

劃設計競圖 

蔡元勛、張智傑（第一名），林睦祥、賴季謙

（第二名），趙子嬅、曾昱棋（佳作），張智傑、

林弘翌（佳作） 

101 
彰化縣綠建築情境創意設計比賽 廖恆葦（第三名）、李彥翰（佳作）、張伯任（佳

作）、鄭家宇（佳作） 

101 
2013 設計新秀-A 基地組(嘉義縣建築師

公會) 

廖恆葦（第二名） 

101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n Urban 

Environment and Compact City. 

Kaitakyushu（Japan）2013 

吉家孜（第一名）、曾佩嘉（第二名）、陳思穎

（第二名）、楊舒晴（第三名） 



年度 獎項名稱 姓名 

101 
本校建築學院所舉辦「2012 學生建築創

新設計國際競圖」 

林彥谷、秦宜(成都西南交通大學中華大學交換

生) (指導老師：陳天佑)(銀獎) 

101 
泰國建築雜誌 Art4d 舉辦泰國第 12 屆

建築師博覽會 (Architect'12 Expo)之展

覽棚設計比圖 

洪人傑 

100 
全國性跨領域專業(建築設計與都市計

畫)競圖 

陳凱勝、許兆銘、楊安琪 

楊哲淞、宋育榮、陳穎慧、王子軒、劉育書 

葉俊麟、鄭培新、吳君彥、余一航、林穎泰、吳

哲戩、邱柏勳、羅建翔、鄧煜懷(佳作) 

100 
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舉辦「2011 青春

創意桃花園.都市再生設計擂台賽」 

邱柏翰、陳彥廷、陳建州、蔡森楊、尤韻媚、陳

彥安、劉軒志(指導老師：閻克勤、吳建忠) (優

勝)  

林海萍、鄭硯方、鍾隆渝、許亞諾、陳薈曲、楊

茹雅、梁儷蓉(指導老師：閻克勤、楊明玲)  (佳

作) 

洪意婷、劉倢伃、李彥葶、朱婧瑜、陳韋宇、鄭

文君、李玉棋(指導老師：閻克勤、楊明玲)  (佳

作) 

100 
台灣建築學會 2011 年優良碩士論文獎 洪人傑 



年度 獎項名稱 姓名 

100 
「第 13 屆國家建築金質獎」 洪人傑 (2011 年全國大學建築設計新人獎、首獎) 

童佳豪 (2011 年全國大學建築設計佳作獎） 

100 
都市計劃學會「都市計劃獎狀(學術

類)」 

解鴻年老師 

99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99 年度全國建築及 

相關設計科系學生作品競賽 

陳榮村、陳凱勝、許兆銘(佳作) 

99 
高鐵苗栗站特定區生態綠能建築全國競

圖 

劉芳嘉、余晉熠 

99 
逢甲大學舉辦之第五屆全國規劃系所實

習聯展 

解鴻年、謝偉勳、陳榮村、林明、建築碩ㄧ甲全

班同學 24 名(B 場次優選) 

99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Urban 

Planning  (WCEUP 2011)  EI 

Compendex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解鴻年、周秋堯、陳仲篪、陳元昱 

99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Urban 

Planning  (WCEUP 2011)  EI 

Compendex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解鴻年、侯昌佑、賈秉靜 

95 
95 年度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學生論文

獎 

張哲榮 

94 
中華民國國家企業競爭力發展協會、國

家建築金質獎甄選活動委員會舉辦

陳欣如、黃政玄(佳作) 



年度 獎項名稱 姓名 

「2005 全國大學建築設計新人獎」 

94 
國科會 94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專題計畫 張哲榮(獲補助且獲研究創作獎) 

94 
教育部「校園創意空間」競賽 林政達(入選) 

94 
2006 年台灣北區規劃系所實習課成果聯

合發表會 

曹弘、張哲維(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