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學評比與榮譽
教學與研究整體表現
1.

遠見雜誌發表 2019 年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居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文
法商榜第 10 名，整體排名居私校第 15 名。專業辦學績效方面，本校在學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成效排名全國第 3 名，本國學生出國交流人數排名
全國第 5 名。

2.

根據 1111 人力銀行公布的「2019 雇主最滿意大學」，本校於遊憩與運動
學群居⼀般大學第 4 名 ；2019 年《Cheers》雜誌發表「企業最愛私校 TOP
15 大學生調查」，本校在私校排名位居前 10 名。

3.

本校法律系李寧修副教授、園生系黃盟元副教授及建築系林家暉助理教授榮
獲 2019 年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創下國內私校之最多獲獎的大學。

4. 107-108 年度本校連續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5.

國家圖書館於 108 年 3 月 29 日公布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報告並頒發
獎項，本校獲頒私立大學組：(1) 107 學年度-學術影響力獎：電子全文下載
數第 2 名 (2) 最佳學術熱點獎：點閱數第 2 名 (3) 學術貢獻獎：綜合指標
第 3 名。以上多項殊榮，顯示本校學術研究品質，支持學術資源開放取用，
提升學研成果能見度之成效。

6.

本校自 108 年 9 月開始，在校⻑徐興慶的倡議下，推出大型高素質的學術
論壇「華岡大講堂」
。
「華岡大講堂」以「華岡」命名，旨在實踐文大創辦人
張其昀博士「美哉中華 鳳鳴高岡」鴻鵠大志，闡揚「承東⻄之道統，集中
外之精華」的教育理念，以及繼承董事⻑張鏡湖博士敦聘國際名師來校分享
前瞻性教育願景，開拓全校師生學術視野與眼界的具體作法。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舉辦五場講座，主講人分別是台大特聘講座教授、歐
洲研究院院士黃俊傑，日本⻑崎大學校⻑河野茂，日本弘前大學校⻑佐藤敬，
日本德川博物館理事⻑德川⿑正，以及 2020 東京奧運主場館設計人、日本
東京大學教授隈研吾。五位國際學術大師，將分別依個人的人文社會、生物
科學、醫學、歷史文物、建築設計等學術研究專⻑，對文大師生發表專題演
講，並與台灣相關領域知名學者進行深度對話。

7.

本 校 2019 年 與 英 國 績 效 管 理 學 會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ssociation)合作辦理「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期刊(Scopus)亞
洲研究特刊，增進大學卓越經營校務研究專業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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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校與歐盟 2019 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馬泰拉
Matera 建立國際產學文化教育聯盟，作為亞洲地區大學聯盟之主辦學校合
辦知識管理領域 SSCI 國際學術期刊、研討會及產業創新教育。

9.

本校獲經濟部核定為社會創新組織，為台灣第⼀個以學校列名之大學並持續
推動 USR 及創新實踐教育。

10. 本校自 2012 年 6 月 8 日取得 ISO9001:2008 高等教育服務證書認證，賡
續於 2018 年 2 日經外部稽核認可通過 ISO9001:2015 升級版認證。
11. 本校榮獲 2014 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殊榮，成為國家永續發展獎創辦成立以來
第⼀個獲選之大學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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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
為培養具備國際觀與全球化之學養與見識，積極推展與外國大學締結姐妹校。至
107 學年度止，與 358 所國外學校簽訂姊妹校(含大陸姐妹校 172 校)，並與 20
所國外大學簽訂跨國雙學位合作計畫。
學生輔導與就業情形
1.

本校榮獲國防部 2018 年績優招募學校。

2.

本校獲得 107 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到校輔導訪視評比全優。

3.

榮獲教育部下列獎項:
(1) 107 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果評選績優學校組金等獎。
(2) 106 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評列優等。
(3) 105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 。
(4) 105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推動紫錐花運動」績優學校。
(5) 105 年度大專校院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6) 104 年度榮獲友善校園卓越獎。
(7) 103 與 104 年度連續兩年榮獲教育部頒贈北⼀區「友善校園獎」之績
優學校。
(8) 103 年度推動品德教育優良學校。

4.

本校學輔行政人員自 106 年至 107 年度榮獲全國獎項與大型活動之感謝狀:
(1) 107 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果評選 資深職輔人員包括服務鉑金獎 3 名、
服務銀等獎 3 名、服務銅等獎 3 名。
(2) 課外組陳宗顯組⻑獲 106 年度友善校園獎大專校院優秀學務人員獎。
(3) 學生諮商中心組員林淑君獲得 106 年友善校園優秀輔導人員獎。
(4) 協辦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招募及培訓獲臺北市政府感謝狀
(府教體字第 10434692700 號)。

5.

本校至 107 年度共計 6 位學生榮獲「總統教育獎」殊榮：
(1) 107 年度法律系朱維聖同學獲 2018 年總統教育獎之奮發向上獎。
(2) 105 年度體育系邱奕晧同學獲 2016 年總統教育獎。
(3) 104 年度運教所劉雅婷同學獲 2015 年總統教育獎。
(4) 102 年度運教所高仁傑同學獲 2013 年總統教育獎之奮發向上獎。
(5) 101 年度史學所許淑絮同學獲 2012 年總統教育獎。
(6) 100 年度資傳所廖俊智同學獲 2011 年總統教育獎。

6.

學生社團獲獎紀錄:
(1) 學生社團及全校性自治組織參加教育部辦理之競賽獲獎：
A.

108 年學生會獲得教育部辦理「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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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活動」之卓越獎，新聞系系學會及空手道社獲得「全國大專校院
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之優等獎，草山劇場獲得年度最佳社團
特色活動獎。
B.

107 年化學系學會獲得「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之特優等獎，跆拳道社獲得甲等獎。

C.

106 年學生會獲得教育部辦理「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
摩活動」之卓越獎及金卷獎，廣告系學會及熱門舞蹈社獲得「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之特優等獎。

D.

105 年學生會獲得教育部辦理「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
摩活動」之卓越獎，大傳系學會、廣告設計社獲得「全國大專校院
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之特優等獎。。

(2) 學生社團競賽獲獎：
A.

⻄洋劍社獲得 108 年全國大專院校團體鈍劍組第二名。

B.

體操啦啦社獲得 107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大專團體混合組冠軍、
競啦指定流程公開組亞軍。

C.

跆拳道社獲得 107 年第八屆全國大學跆拳道武鬥祭第三名。

D.

熱門舞蹈社獲得第⼗五屆北區舞展第⼀名。

E.

華岡合唱團獲得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混聲合唱 大專團
體組優等。

F.

棒壘社獲 107 年大專盃比賽亞軍。

G.

足球社獲 107 年大專盃比賽亞軍。

H.

跆拳道社獲 107 年大專盃比賽團體組亞軍。

I.

管樂社獲 107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銅管五重奏)優等。

J.

劍道社獲得 107 年度台灣體育總會劍道協會第四屆全國中正盃劍
道錦標賽男子團體得分賽及過關賽雙料亞軍。

K.

劍道社獲 106 年度台灣體育總會劍道協會第三屆全國中正盃劍道
錦標賽團體冠軍。

L.

熱門舞蹈社獲 106 年第⼗四屆北區舞展第三名。

M. 體操啦啦社獲 106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團體組亞軍。
N. 華岡國樂社獲 106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O. 國際志工團「愛⼀起在泰北」獲 106 年海華文教基金會「蹲點僑世
界」影片比賽第二名及僑社服務獎。
P.

跆拳道社獲 106 年 第⼗屆弘光盃全國大專校院跆拳道錦標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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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賽事成果表現
1.

學生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國際運動會獲獎情形:
(1) 2018 印尼雅加達巨港亞洲運動會:
A.

女子籃球項目銅牌（鄭慧芸、鄭伊秀、黃鈴娟）
。

B.

射箭項目複合弓混雙金牌（潘宇平）、複合弓女子團體賽銅牌（陳
麗如）。

C.

柔道項目女子 57 公斤級銅牌（連珍羚）。

D.

測試賽女子 54 公斤級 第 1 名(林郁婷)。

E.

拳擊項目女子 51 公斤級銅牌（林郁婷）。

F.

桌球項目女子團體賽銅牌（張羽萱）
。

G.

保齡球項目女子團體賽銅牌(張羽萱) 。

(2)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A.

網球項目男子團體賽金牌（謝政鵬、彭賢尹）、混合雙打銅牌（謝
政鵬）。

B.

桌球項目女子團體賽銅牌（陳思羽、鄭先知、劉昱昕）、混合雙打
銅牌（陳思羽）。

C.

女子籃球項目銅牌（馬樹秀、鄭慧芸、楊晴、鄭伊秀、林育庭、韓
雅恩、黃領娟、陳薇安、徐玉蓮、羅蘋）
。

柔道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 2019 年俄羅斯柔道大滿貫: 女子組第三級第二名(連珍羚) 。
(2) 2019 年拿坡⾥世界大學運動會柔道培訓隊選拔賽男子組第七級第⼀名
(陳聖閔) 。
(3) 2019 年摩洛哥世界柔道大獎賽女子組第三級第⼀名(連珍羚) 。
(4) 2019 年東亞柔道錦標賽
A.

女子組第五級第二名(商瑠羽) 。

B.

男子組第六級第三名(盧冠誌) 。

(5) 2015 達佩斯柔道大獎賽金牌（連珍羚）
。
射箭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 2019 年荷蘭世界射箭錦標賽複合弓女子團體賽金牌 (陳麗如)。
(2) 2018 世界盃射箭賽複合弓女子團體賽冠軍（陳麗如）
。
拳擊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 2019 年亞洲拳擊錦標賽女子組 57kg 級金牌（林郁婷）。
(2) 2019 年中國⼀帶⼀路拳擊菁英賽女子組 57kg 級金牌（林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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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 年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男子組 52kg 級銀牌（洪傳勛）、女子組
51kg 級銅牌（秦千惠）。
(4) 2018 年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女子組 54kg 級金牌（林郁婷）。
保齡球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 2018 年世界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陳家興、蘇崇瑋、紀韻凡) 。
(2) 2018 年 28 屆東亞⼗瓶保齡球錦標賽:
A.

女子團體賽銅牌(紀韻凡、李曉萍) 。

B.

男子團體賽銀牌(陳家興) 。

C.

男子三人賽銀牌(陳家興) 。

橄欖球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 2019 U20 亞洲青年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第三名(選手名:鄔厔穓)、第五
名(選手名: 周耕辰、賴光宏、張健偉) 。
(2) 2018 亞洲盃橄欖球錦標賽第二級冠軍(選手名:林庭暉、葉韋德) 。
(3) 2018 U19 亞洲青年橄欖球錦標賽第三名(選手名:賴光宏、張健偉) 。
籃球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 2019 亞洲大學三對三籃球錦標賽女子組冠軍(方曉晴、劉倩伶、戴宜庭、
蘇怡菁) 。
(2) 2017 亞洲大學籃球 3 對 3 錦標賽女子組冠軍（鄭慧芸、楊晴、鄭伊秀、
林育庭、羅蘋）。
(3) 2016 第三屆世界大學生三對三籃球錦標賽亞軍（鄭慧芸、學韓雅恩、
林育庭、黃鈴娟、歐婕）
。
(4) 廈門世界大學籃球三對三錦標賽女子組第三名(徐玉蓮、黃柔甄、戴宜
庭) 。
2.

106 年至 108 年度學生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全國運動會獲獎情形:
(1) 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獲得 9 面金牌，11 面銀牌及銅牌
21 面，居全國私校第 2 位:
A.

「體操隊」獲 1 面銀牌、2 面銅牌。

B.

「田徑隊」獲 1 面銀牌。

C.

「游泳隊」獲 1 面銀牌、1 面銅牌。

D.

「桌球隊」獲 3 面金牌、1 面銀牌。

E.

「網球隊」獲 1 面金牌。

F.

「柔道隊」榮獲 3 面金牌 5 面銅牌。

G.

「跆拳道隊」獲 2 面銀牌、5 面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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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拳擊隊」獲 1 面金牌、1 面銀牌、1 面銅牌。

I.

「空手道隊」獲 2 面銅牌。

J.

「角力隊」獲 1 面銅牌。

K.

「擊劍隊」獲 1 面銀牌、1 面銅牌。

L.

「木球隊」獲 1 面金牌、1 面銅牌。

M. 複合弓男子個人第二名(潘宇平) 。
N. 複合弓混雙第二名(吳亭廷、潘宇平) 。
O. 複合弓男子團體第三名(張曜璿、潘宇平、薛暐瀚、張皓勛) 。
P.

拳擊項目女子組第四量級金牌（林郁婷）
。

Q. 拳擊項目男子組第三量級銀牌（李承威）
。
R.

拳擊項目男子組第二量級銅牌（洪傳勛）
。

S.

複合弓女子個人第二名(吳亭廷) 。

(2) 107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獲得 13 面金牌，12 面銀牌及銅牌
24 面，居全國私校第 2 位:
A.

撞球聯賽: 個人九號球第二名（楊恭豪）
，第三名（林柏毅）
，雙打
九號球第二名（藍嘉賢、李威德）
、第三名（施力誠、陳秉賢）。

B.

「足球」運動聯賽⼀般男生組 11 人制亞軍，⼀般男生組 5 人制亞
軍。

C.

「保齡球」錦標賽獲 4 面金牌、3 面銀牌、1 面銅牌。

D.

「健美」錦標賽公開男生組 90 公斤以上季軍。

E.

「棒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級。

F.

「法式滾球」錦標賽獲 1 面銀牌、2 面銅牌。

G.

「划船」錦標賽獲 5 面金牌、3 面銀牌、2 面銅牌。

H.

「橄欖球」錦標賽公開男生組第⼀級 7 人制冠軍。

(3)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獲得 22 面金牌，18 面銀牌及銅牌
16 面，居全國私校第 2 位:
A.

「籃球」運動聯賽公開女生組第⼀級冠軍。

B.

「棒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級冠軍、⼀般男生組亞軍。

C.

「足球」運動聯賽⼀般男生組亞軍。

D.

「橄欖球」錦標賽公開男生組第⼀級 7 人制季軍。

E.

「保齡球」錦標賽獲 3 面金牌、5 面銀牌、1 面銅牌。

F.

「法式滾球」錦標賽獲 1 面銀牌、1 面銅牌。

G.

「划船」錦標賽獲 3 面金牌、1 面銀牌、4 面銅牌。

H.

「健美」錦標賽公開男生組 90 公斤以上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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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 全國大學運動會角力第三名(林彥勳) 。
(5) 運研所⼀年級聽障生王柏淳同學，參加 106 年全國聽障田徑錦標賽，
跳遠榮獲金牌。
(6) 運研所⼀年級聽障生王柏淳同學，參加 106 年台北市⾝心障礙市⺠運
動會，110M 跨欄榮獲金牌；跳高榮獲金牌、100、200 公尺徑賽榮獲
銀牌。
(7) 體育系二年級視障生王采璇同學，參加 106 年全國⾝心障礙運動會跳
遠榮獲銀牌。
柔道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8 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A.

社會女子甲組第三級第⼀名(林珮如) 。

B.

社會男子甲組第⼀級第二名(余豊安) 。

C.

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第三名(彭濬紳) 。

D.

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第二名(邱奕瑋) 。

(2) 108 年台北市青年盃柔道錦標賽:
A.

社會女子個人貳段組第⼀名劉沅蓉，第二名張家綺，第三名林珮
如。

B.

社會男子個人初段組第三名邱奕瑋。

C.

社會男子個人貳段組第⼀名李義翔，第二名彭濬紳，第三名余豊
安、盧冠誌。

(3) 108 年上半年度全國(柔道)菁英排名賽:
A.

成年女子組第二級第三名林冠妘。

B.

成年女子組第五級第⼀名商瑠羽。

C.

成年男子組第六級第⼀名盧冠誌。

D.

成年男子組第七級第二名陳聖閔。

E.

青年男子組第二級第三名余豊安。

(4) 107 年台北市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A.

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第⼀名余豊安。

B.

社會男子甲組第五級第⼀名彭濬紳。

C.

社會男子甲組第六級第⼀名張森元。

D.

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第⼀名邱奕瑋。

E.

社會女子甲組第三級第⼀名林冠妘、第二名張家綺。

F.

社會女子甲組第四級第⼀名林珮如、第二名張媛淳。

(5) 107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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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會男子甲組第二級第三名連峻德。

B.

社會男子甲組第六級第三名李義翔。

C.

社會男子甲組第七級第二名邱奕瑋。

D.

社會女子甲組第二級第三名張家綺。

E.

社會女子甲組第三級第二名林珮如。

F.

投之形成人組 第⼀名 蕭瑋之 。

G.

柔之形成人組 第二名 蕭瑋之。

射箭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8 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A.

男子個人對抗賽第二名(潘宇平) 。

B.

複合弓混雙對抗賽第三名(陳麗如、潘宇平) 。

(2) 108 年全國理事⻑盃射箭錦標賽
A.

複合弓男子個人第三名(張曜璿) 。

B.

複合弓混雙第二名(潘宇平、吳亭廷) 。

C.

複合弓女子團體第二名((陳麗如、吳亭廷、林佳瑩) 。

D.

複合弓男子團體第二名(張曜璿、潘宇平、林家慶、張皓勛) 。

(3) 107 年全⺠運動會:
A.

原野射箭團體第三名(陳麗如) 。

B.

原野射箭複合弓女子個人第三名(吳亭廷) 。

(4) 107 年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A.

複合弓混雙對抗賽第二名(陳麗如、潘宇平) 。

B.

複合弓團體對抗賽第三名(陳麗如、吳亭廷、林佳瑩) 。

C.

複合弓女子個人對抗賽第三名(陳麗如) 。

拳擊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7 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A.

女子組 48kg 級金牌（秦千惠）。

B.

女子組 54kg 級金牌（林郁婷）。

C.

男子組 52kg 級金牌（洪傳勛）。

D.

男子組 69kg 級銀牌（林朔言）。

E.

男子組 52kg 級銅牌（邱彥祖）。

F.

男子組 56kg 級銅牌（林育廷）。

跆拳道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體育系二年級視障生王采璇同學，參加 106 年太平洋盃跆拳道品勢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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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賽榮獲金牌。
(2) 體育系二年級視障生王采璇同學，參加 106 年誌善盃全國跆拳達品勢
棉標賽榮獲銅牌。
空手道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7 年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第⼀名 (王永奇) 。
(2) 107 年臺北市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第三名 (王永奇) 。
籃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8 年第 41 屆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賽第三名(選手文大球員: 徐玉蓮、
羅蘋) 。
撞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7 年大專院校撞球錦標賽:
個人九號球第三名（楊恭豪）
。
足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7 學年度大專足球運動聯賽男子⼀般組第二名。
(2) 107 學年度大專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男子男子⼀般組第二名。.
保齡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7 年大專院校保齡球錦標賽:
A

女子三人賽金牌 (紀韻凡、張羽萱、李曉萍) 。

B

女子團體金牌 (紀韻凡、張羽萱、李曉萍、范昀婷、范昀晴、郭怡
瑩) 。

C

女子盟主銀牌 (紀韻凡) 。

D

男子三人賽銅牌(廖立揚、陳家興、蘇崇瑋) 。

E

男子團體金牌 (吳孟融、廖立揚、陳家興、蘇崇瑋、彭成侑、林彥
樺) 。

F

男子雙人金牌 (陳家興、蘇崇瑋) 。

G

男子全項主銀牌 (陳家興、蘇崇瑋) 。

H

男子盟主銀牌 (陳家興、蘇崇瑋) 。

排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7 年中正盃社會組公開男排球隊第⼀名，公開女排球隊社會組第三名。
(2) 107 年第八屆北港媽祖盃排球錦標賽公開男排球隊大專組第⼀名，公開
女排球隊第二名。
(3) 107 學年度中華⺠國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賽公開公開女排球隊二級晉
級複賽，公開男排球隊二級第二名。
滾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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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 學年度大專滾球錦標賽:
A

公開男三人組季軍 (李佳承、楊竣閔、周義傑) 。

B

公開男雙人組亞軍 (陳竑文、楊竣閔) 。

C

公開混雙季軍(李佳承、林玉芳) 。

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
1.

推廣教育部於 107 學年度導入推廣美國知名百森商學院 TETA 創業教育課
程，建立台灣創新創業教學合作機制。

2.

推廣教育部承辦教育部 107 年校園自由軟體推廣營運中心計劃。

3.

推廣教育部承辦 2017 年第八屆世界暨台灣學生華陽獎得獎作品巡展。

4.

推廣教育部輔導本校「茶葉天氣探⻑團隊」及「上岸 VR 影像團隊」
，獲教育
部「107 年度 U start 創新創業計畫」補助。

5.

107 學年度遠距教學中心設計製作國際行銷管理、國際企業經營策略、創新
與創業、網路行銷、國際企業管理、決策理論與行為與企業倫理等 7 門數位
教材設計製作，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

6.

遠距教學中心首度承辦僑務委員會「107 年菲律賓華文教師研習班」專案，
獲得高達 99.8%專案滿意度回饋。

7.

遠距教學中心首度承辦僑務委員會「106 年華文教師線上遠距研習班」專案，
線上成功培訓來自五大洲 17 國的 64 位華語教師，結業率高達 92%，整體
評鑑獲得 100%滿意度。

8.

遠距教學中心連續 12 年承辦僑務委員會「106 年華文網路種子師資班」專
案，線上成功培訓來自四大洲 15 國的 31 位華語教師，整體評鑑高達 100
％滿意度。

9.

遠距教學中心首次開發 1 小時的品質發展線上學習課程，設計開發中國文
化大學專屬的品質發展的教育訓練課程，作為未來本校服務品質的發展標竿。

10. 2016 年率先全台推廣教育機構，通過 ISO9001：2015 國際品質系統認證。
11. 2016 年本部與 Google 簽約合作成立「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認證
暨師資培訓學 院」，為此認証台灣區首次、單⼀合作夥伴。
12. 2016 年與 ETS 簽訂成立托福 TOEFL 及 GRE®測驗考試中心，與培生集簽
約成立 Person VUE 優選考試中心。
13. 2016 年連續 8 年承接教育部「U-start 計畫」
，培育養成 729 組創業隊，成
立 404 家 新創公司。
14. 2016 年連續 5 年承接教育部「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推動近 40 所大學校院
建置創新創業 教學課程模組，建構校園創新創業教學機制。
15. 2016 年文大與 Cisco Systems 簽約，成為台灣第⼀所「思科典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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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6 年王董銘老師榮獲 2016 台北市學習型城市教學楷模殊榮。
17. 2016 年開發「趣學華語 APP」獲得《教育部全國校園雲端創新應用大賽》
校園行動應用 類社會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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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學院榮譽
文學院
1.

史學系林冠群教授，以《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專書榮獲 2018 年度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的中山學術著作獎人文社會類的獎項。

2.

史學系博士班學生王國昌榮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第六⼗屆(2019 年)文藝獎
章「美術創作獎」。

3.

史學四柯靖宇同學於香港賽馬會杯 2017 年第四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健⾝
氣功交流比賽榮獲佳績，比賽組別：男子個人項目健⾝氣功‧八段錦三等獎，
健⾝氣功‧五擒戲二等獎；集體項目健⾝氣功‧八段錦⼀等獎，健⾝氣功‧八段
錦三等獎。

4.

史學系博士班學生劉建偉，其碩士論文獲得 2016 年臺日文化經濟協會大專
院校日本研究論文比賽研究生組第三名。

5.

哲學系何畫瑰老師擔任跨洲際國際學術組織「國際柏拉圖學會」
(International Plato Society) 107 年亞洲地區會議主辦人，為華語世界第
1 位擔任此職務者。

6.

中文系文藝組何致和老師擔任 2017 年度臺德文學交流合作計畫駐村作家。

外語學院
1.

本院於 108 年與 107 年分別獲得日本 One Asia 財團講座開設計畫補助，
並於 108 學年度與 107 學年度開授全校性人文通識課程「東亞共同體：東
亞學的構築與變容」。

2.

日文系黃美惠助理教授於 108 年 7 月赴東京上智大學
（Sophia University）
客座研究。107 年獲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錄取，前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進行短期研究。

3.

日文系黃馨儀助理教授於 108 年獲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短期研究補助，前往
京都同志社大學進行研究。107 年獲薦前往京都府立京都學・歷彩館進行短
期研究。

4.

日文系學生榮獲「2019 年第 10 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下列獎項：
(1) 題詠組（杜青春先生選）第 1 名：許佑丞
(2) 雜詠組（杜青春先生選）第 2 名：林顯全
(3) 雜詠組（廖運藩先生選）第 3 名：林顯全

13

6

日文系林顯全、謝欣諭、劉盈君、陳家瑩、黃立丞通過考選部「108 年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取得日語領隊人員證書。

7

日文系學生陳禹慈榮獲日航財團獎學金（2018 年度 JAL SCHOLARSHIP 日
本研究 PROGRAM）赴日本研修，研習期間自 107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7
日。

8

日文系聶偉如、朱家星、陳泓翔通過考選部「10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 員考試」，取得日語導遊人員日語領隊人員證書。

9.

日文系學生劉展君榮獲「2018 年第 9 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雜詠組（臺灣
學生俳句育成會選）第 3 名。

10. 日文系金澤大介榮獲「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般男生組田徑 110 公
尺跨欄」第 3 名。
11. 日文系陳柏豪及英文系李宇智、葉凭芳榮獲「106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般
男生組棒球運動聯賽」第 2 名。
12. 日文系學生潘嘉晨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13. 日文系學生榮獲「2017 年第 8 屆全國日語俳句大賽」下列獎項：
(1) 題詠組（廖運藩先生選）第 1 名：梁耀杰
(2) 題詠組（廖運藩先生選）入選：陳柔安
(3) 雜詠組（廖運藩先生選）第 2 名：唐琳
(4) 雜詠組（李錦上先生選）入選：唐琳
(5) 題詠組（杜青春先生選）第 1 名：梁耀杰
(6) 題詠組（杜青春先生選）入選：鄭仲庭、章宛蓉
(7) 雜詠組（杜青春先生選）第 1 名：李岱儒
(8) 雜詠組（杜青春先生選）入選：羅海峰
(9) 雜詠組（臺灣學生俳句育成會選）第 3 名：李岱儒
(10) 雜詠組（臺灣學生俳句育成會選）入選：莊舒晴
14. 日文系金澤大介榮獲「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般男生組田徑跳高」金
牌。
15. 日文系李岱儒榮獲 2017 年「子規．漱石生誕 150 年紀念『俳都松山キャラ
バン in 台北』俳句比 賽」優秀賞 (第 2 名)。
16. 日文系嚴聖崴榮獲 2016 年「第 33 屆日本航空盃日語演講比賽」第 2 名。
17. 日文系鐘珮瑄榮獲 105 年「第 3 屆景文盃北區技專校院暨高中職日語朗讀
比賽」第 2 名。
18. 日文系碩士生楊雅婷於「2016 第五屆御宅文化學術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
獎」中榮獲「巴哈姆特論文獎」獎金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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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法文系張家愷榮獲「2019 年第⼗⼀屆法語戲劇聯展-最佳男配角獎」
第 1 名。
20. 法文系簡妤潔榮獲「2018 文藻外語大學高廬盃益智比賽」第 1 名 。
21. 法文系學生榮獲「2018 年第⼗屆法語戲劇聯展」下列獎項：
(1) 最佳演出金賞獎第 3 名：大四劇組
(2) 最佳男主角獎第 2 名：葉韶庭
(3) 最佳女配角獎第 3 名：謝宗育
22. 法文系簡妤潔榮獲「2017 文藻外語大學高廬盃益智問答比賽」第 2 名。
23. 法文系學生榮獲「2017 年第九屆法語戲劇聯展」下列獎項：
(1) 最佳男主角獎第 2 名：謝佳益
(2) 最佳女配角獎第 2 名：劉予堤
24. 俄文系張文慈通過考選部「10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取得英
語領隊人員證書。
25. 俄文系學生榮獲「2017 第 7 屆國際網路俄文比賽」下列獎項：
(1) 第 1 名：張芝瑾、吳季縈
(2) 第 2 名：吳珮寧、朱亭諭
(3) 第 3 名：黃曉語
26. 英文系葉銳光、佐藤清隆榮獲「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足球運動聯賽」第
2 名。
27. 英文系葉銳光、德文系呂孟容榮獲「106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般男生組足
球運動聯賽」第 2 名。
28. 英文系李晶晶榮獲「汕頭大學第 15 屆國際英語節-英語歌唱比賽」第 3 名。
29. 德文系陳芃榮獲「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般女生組競技體操成隊競賽」
第 3 名。
30. 德文系學生榮獲「2017 年第 35 屆全國萊茵盃文藝競賽-男子組籃球」第 3
名。
31. 德文系陳勛偉榮獲「105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般男生組」
第 1 名。
32. 韓文系潛位慈榮獲「2019 年度韓語演講比賽」第 1 名。
33. 韓文系金善孝副教授獲 2018 年度海外韓國學研究院研究計畫補助 356799
元，執行「韓國華僑的韓中句內碼轉換-以台灣和韓國為中心」計畫。
34. 韓文系碩士班楊靜雯校友通過 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事人員韓文組
考試。
35. 韓文系碩士生樂婷、李雨蓁及學碩⼀貫黃芯恩獲科技部補助，參加日本關⻄
大學主辦之 ｢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第九屆國際學術大會｣發表論文，獲得東亞
研究域各國學者諸多指導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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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韓文系碩士班楊靜雯校友通過 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事人員韓文組
考試。
理學院
1.

大 氣 系 蘇 世 顥 助 理 教 授 獲 108 年 中 國 氣 象 學 會 頒 贈 Journal of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Reviewer Award。

2.

大氣系蘇世顥助理教授獲 108 年中華⺠國氣象學會頒贈黃廈千博士學術論
文獎（氣候變遷下台灣颱風豪雨之變化與機制探討，大氣科學第 45 期第 4
號）。

3.

大氣系張偉裕助理教授獲 107 年中華⺠國氣象學會頒贈中華⺠國大氣科學
期刊優良論文獎（北台灣 S 與 C 波段雙偏極化雷達定量降雨估計之比較，
大氣科學第 45 期第 1 號）。

4.

大氣系張偉裕助理教授獲 106 年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頒贈 106 年
度俞家忠教授論文獎（特優）（北台灣 S 與 C 波段雙偏極化雷達定量降雨
估計之比較，大氣科學第 45 期第 1 號）。

5.

光電物理系四年級簡柏宇當選 108 年度大專優秀青年。

6.

光電物理系三年級劉力榮榮獲全大運游泳比賽蝶式 100M 銀牌。

7.

光電物理系賴柏學同學參加於高雄大學舉辦之 2018 物理教育年會 榮獲大
專生暨教師研究組壁報論文競賽第二名。

8.

地理系榮獲「第 22 屆全國地理盃競賽」男生組排球亞軍。

9.

地理系學生許祐銘參加「第⼗九屆海峽兩岸三地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育學術研
討會」，獲得學術論文特優獎。

10. 地理系學生楊家豪參加「第⼗九屆海峽兩岸三地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育學術研
討會」，獲得學術論文優等獎。
11. 地理系學生呂德怡參加「10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
隊人員考試」，通過華語領隊人員考試合格。
12. 地理系學生呂德怡參加「10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
隊人員考試」，通過華語導遊人員考試合格。
13. 地理系學生簡育德參加「10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
隊人員考試」，通過外語領隊人員(英文)考試合格。
14. 地理系學生林東森參加日本語能力檢定 N2 合格。
15. 地理系學生簡育德參加日本語能力檢定 N1 合格。
16. 地理系學生陳曉如參加「第⼗八屆海峽兩岸三地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育學術研
討會」，獲得學術論文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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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地理系學生鍾臻、江佩蓉參加「2017 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地理學術研討會
-論文發表」，分別獲得學生分組第⼀名。
18. 地理系學生李睿、林佳臻參加「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
員、領隊人員考試」，通過華語領隊人員考試合格。
19. 地理系學生林佳臻參加「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
隊人員考試」，通過華語導遊人員考試合格。
20. 地理系學生張為樂參加「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
隊人員考試」，通過外語領隊人員考試合格。
21. 地理系學生黃培倫參加「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
隊人員考試」，通過華語領隊人員考試合格。
22. 地理系學生劉聖奕、方昱翔參加「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
人員、領隊人員考 試」，通過華語導遊人員考試合格。
23. 地理系學生簡育德參加「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
隊人員考試」，通過日語領隊人員考試合格。
24. 地學所博士生陳韻平參加 2018 年海峽兩岸高校大氣科學學術研討會(竺可
禎論壇)發表論文，獲頒優秀論文獎。
25. 地學所盧光輝教授獲頒 Publons, Clarivate Analytics 頒贈「2018 Peer
Review Awards, Top 1% in Field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2018 Peer
Review Awards, Top 1% in Field of Environment/Ecology」，「2018 Peer
Review Awards, Top 1% in Field of Multidisciplinary」。
26. 地學所盧光輝教授因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第四屆【地理學名詞審譯會】審譯
委員，參與地理學名詞譯名之釐定及⼀致化工作，為學術交流與發展奠定厚
實的基礎，獲頒感謝狀⼄紙。
27. 地學所博士生張丞亞 2017 年參加「第⼗八屆海峽兩岸三地環境資源與生態
保育學術研討 會」榮獲「優秀論文⼀等獎」。
28. 地學所周昆炫副教授及博士生遲正祥先生獲 2016 年中華⺠國氣象學會頒
贈中華⺠國大氣科學期刊優良論文獎(熱帶氣旋三維軌跡線分析研究，大氣
科學第 43 期第 1 號)。
29. 地學所博士生遲正祥先生 2016 年獲中華⺠國氣象學會頒贈黃廈千博士學
術論文獎 (Topography and Tropical Cyclone Structure Influence on
Eyewall Evolution in Typhoon Sinlaku(2008)，TAO，Vol.26)。
30. 應數系蔡國裕老師於 106 年分別榮獲香港發明展金牌獎，科技部資訊安全
實務研發計畫績優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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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應數系蔡宗衛及應瑞傑同學於⺠國 106 年 5 月 13 日參加中國工業職業
教育學會舉辦之 2017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社會組-C 組遙控人形機器
人擂台項目僥倖者組榮獲第 1 名。
32. 應數系蔡宗衛同學於⺠國 106 年 4 月 8 日參加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
會主辦之『RBL 春電表演 賽』獲得第 2 名。
33. 應數系應瑞傑同學於⺠國 106 年 3 月 25 日參加 IET 國際工程與科技
學會中華⺠國分會所舉辦 之『第⼗屆 RBL 機器人格鬥大賽』進入 24 強。
法學院
1.

法學院於 2019 年 5 月與澳洲邦德大學簽訂碩士班雙聯學位。

2.

法律系法學組二年級朱維聖，兒時因腦傷導致學習緩慢，但從不放棄，持續
參與社會發揚大愛精神，且獲得本校 107 學年度德孝行獎，並於 2018 總統
教育獎-通過全國初選、2017 年 7 月出版《逆風追夢》醫護及病友感動推
薦，及 2017 年 12 月接受國中⺟校、文大邀請演講，未來將持續更多校園
演講，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3.

《遠見》雜誌 2017 年頒發第二屆「君子企業家獎」，校友信義企業集團董
事⻑周俊吉榮獲本屆獲獎人。周俊吉學⻑成立信義集團之初就援引「君子」
概念，導入草創時宗旨，36 年來徹底落實以「君子風範，承擔企業社會責
任」，可說是實至名歸。

4.

2018 年遠見最佳大學排名出爐，文法商領域居全國第八，領先東吳、台北
大學。

5.

2018 年《華岡法粹》被收錄於臺灣人文社會索引核心期刊第三級，屬於國
家級重點人文社會核心期刊

6.

2017 年律師高考結果出爐，本校法學院法律學系畢業校友及研究所在校學
生律師及司法官共錄取 28 位

7.

榮獲遠見雜誌「2016 年大學入學指南」法政學群代表。

社會科學院
1.

行管系 4A 鄭兆珺同學獲第 24 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暨社團領
袖「傑青獎」，2017 年 4 月獲總統接見。

2.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於 2018 年與北京聯合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合
作，於 2018 年的暑假開放本所碩博士班學生至大陸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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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山中國大陸研究所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與上海華東師大學簽署合作
協議:對於未來學術參訪與學生短期交換研究建立交流互動機制，邀請對方
共同參與相關課題的研究。

4.

勞工關係學系教師帶領 4 位大學部學生前往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參與 2018 年
[第四屆中國大學生人力資源職業技能大賽]，獲得＜團體⼀等獎＞。

5.

經濟學系學生張羽樺及碩士班學生洪莉芯當選 108 年大專優秀青年。

農學院
1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陳嘉晏參加「第 45 屆營養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
競賽臨床營養組榮獲」優等獎。

2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吳奇恩等共 5 人於 107 學年度考取中餐烹調葷食技術士
丙級證照。

3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張家慈等人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營養相關科系大專生創
意年菜設計料理競賽榮獲「特優」。

4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陳宜蓁等共 4 人於 107 學年度考取營養師高考證照。

5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張心綺等共 7 人於 107 學年度考取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
丙級證照。

6

動物科學系蔡政樵助理考取 107 學年度 B mode 全能甲級超音波技師認
證。

7

動物科學系李岱洋、黃俊源同學考取 107 學年度 B mode 甲級超音波技師
認證。

8

動物科學系詹東霖同學考取 107 學年度 B mode ⼄級超音波技師認證。

9

動物科學系林詠凱教授榮獲 中華⺠國第 54 屆⼗大傑出青年獎-農漁環保
類。

10 動物科學系簡妙如同學榮獲 105 學年度福江獎第⼀名。
11 動物科學系柯仲恩同學考取 105 學年度甲級超音波技師認證。
12 森保系許立達副教授指導學生許藩苡同學參加 107 年⻄安舉辦之「兩岸森
林經理研討會」發表海報，獲得三等獎。
13 森保系許立達副教授參加「2016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獲得「資
訊專業英語詞彙能力國際認證」教師組第二名。
14 森保系許立達副教授參加「2016 年新北市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
獲得「專業英文詞彙組-觀光詞彙」教師組第 1 名
15 森保系許立達副教授參加「2016 年新北市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
獲得「專業英文聽力組-職場生活與應用」教師組金頭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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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黃鏡嘉同學獲得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
究創作獎。
17 黃子彬教授榮獲臺灣園藝學會 106 年度終⾝貢獻獎。
18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學生黃仲辰獲得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
子組擊劍銳劍團體賽第 2 名。
工學院
1.

陳景祥院⻑擔任第 14 屆「中華⺠國強化塑膠協進會」理事⻑(108.5.14111.5.13)。

2.

陳景祥院⻑擔任第 14 屆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大會名譽主席。(108.8.0511)。

3.

化材 2B 陳佳珊同學參加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管系舉辦之「2017 全國
三創研習營-我最了不企」，榮獲團體組第三名。

4.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林仁斌老師榮獲「2017 年第四屆 L.C.Y 擊劍國際
邀請賽⻑青組男子組 第三名」。

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4B 吳瑋宸同學，為本校學生會幹部表現優異，本
校學生會榮獲「106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卓越獎及金卷
獎。

6.

奈米材料碩士邱建勇參加 2018 年陶瓷學會研討會並獲許自然陶業創新獎學
金(107.5.18)。

7.

化材系奈米材料碩士班雷健明所⻑榮獲 2016 年國內台灣陶瓷學會傑出服
務獎。

8.

紡工系陳若晶、蘇柏瑋同學參加「2019 年紡織研究論文發表會 」 獲得優
勝（108.05.21）（賴秋君副教授指導）。

9.

紡 工系賴 育瑜 同學參 加「 2019 年紡 織 研 究論 文 發表 會 」 獲 得優 勝
（108.05.21）（朱政崑助理教授指導）

10. 紡工系吳弘熠同學參加「中華⺠國紡織工程學會第 66 屆年會暨第二屆先進
纖維科技與材料應用國際研討會 」 獲得優等（107.12.15）（邢文灝教授
指導）。
11. 紡工系林雅庭、蔡政延、林鼎賀等三位同學參加「中華⺠國紡織工程學會第
66 屆年會暨第二屆先進纖維科技與材料應用國際研討會 」 獲得優等
（107.12.15）（邢文灝教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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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紡工系林雅庭、蔡政延、林鼎賀等三位同學參加「中華⺠國紡織工程學會第
66 屆年會暨第二屆先進纖維科技與材料應用國際研討會 」 獲得優等
（107.12.15）（邢文灝教授指導）。
13. 紡織系師生獲得 2016.12.16 日「第 64 屆紡織年會」口頭論文競賽共 8
篇論文優等獎。
14. 紡織系師生獲得 2017.5.27 日「第 33 屆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口頭論文
競賽共 2 篇論文優勝獎。
15. 紡織系師生獲得經濟部工業局舉辦第八屆全國紡織技術論文競賽研發與應
用類第三名及佳作。
16. 紡織系師生獲得第 32 屆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口頭論文競賽共 9 篇優勝。
17. 資訊工程學系洪敏雄教授榮獲「107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發明獎銀牌」：專
利「工具機之加品質的預測方法」。
18. 資訊工程學系洪敏雄教授榮獲 2017 IEEE 自動化科學與工程國際研討會
(CASE2017)之最佳應用論文獎。
19. 資訊工程學系李孟濂、吳忠頴、許博鈞、余柏陞同學參加「2017 華岡創新
跨域設計聯展」榮獲最佳應用獎(指導老師:徐盛軒)。
20. 電機工程學系何思嘉同學參加「2018 光電學門成果發表會（OPTIC 2018）」
榮獲《學生論文獎》（杜翰艷副教授指導）。
21. 電機工程系黃晟瑋、蔡和霖同學參加「2017 第七屆全國資訊管理前瞻技術
研討會獲得優等論文獎(106.11.30)（黃志明教授指導）。
22. 電機工程學系鍾昕燁、陳稟翰同學獲得「2016 全國大專院校產學創新實作
競賽」獲得資訊與電子組第二名。
23. 機械系學生參加 TQC 工程設計專業認證考試 106 學年度通過人數合計 2
人測驗時間:107/06/26(2 人) 。
24. 機械系學生參加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機械認證考試 106 學年度通過人數合
計 17 人測驗時間:107/05/2(17 人) 。
25. 機械系-柴昌維老師 帶領學生(羅章二、陳俊廷、王信文、梅家康)參加 2018
亞洲智慧機器人大賽 B08 自⾛⾞負重致遠第⼀名(2018/5/26) 。
26. 機械系學生參加 TQC 工程設計專業認證考試 106 學年度通過人數合計 7
人測驗時間:107/01/23(7 人) 。
27. 機械系-柴昌維老師 帶領學生(羅章二、黃漢光、曾梓弦、梅家康)參加 2017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E04 自⾛⾞負重致遠項目 A 組榮獲第⼀名
(2017/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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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機械系-柴昌維老師 帶領學生(廖崇佑、呂奕廷、翁浩倫、蘇家平)參加 2017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E04 自⾛⾞負重致遠項目 A 組榮獲第三名
(2017/12/16) 。
29. 機械系學生參加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機械認證考試 106 學年度通過人數合
計 13 人測驗時間:106/12/17(13 人) 。
30. 機 械 系 獲 選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成 立 中 小 能 源 用 戶 節 能 診 斷 服 務 中 心 團 隊
(106.8.1-106.12.31)。(北區 共六所大專院校獲選) 。
31. 機械系學生參加 2016/06/22「TQC 工程設計專業認工程設計專業認證考
試」共通過 12 位。
32. 機械系學生參加 2016/05/22「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認證考試」共通過 10
位。
33. 機械系-柴昌維 帶領學生(韓其瑜、曾建霖、林嶸宇、林博約)參加 2016 亞
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大專院校組 D04 自⾛⾞負重致遠 項目 A 組榮獲
第⼀名。
34. 機械系-柴昌維 帶領學生(左穎儒、林偉凱、李晧宇、黃昱豪)參加 2016 亞
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大專院校組 D04 自⾛⾞負重致遠 項目 A 組榮獲
第二名。
35. 機械系鍾清枝老師指導學生：譚峻、申群倫、呂紹宇參加全國技能競賽 MTC
集體創作北區(桃 園農工) 榮獲第⼀名。
商學院
1.

財金系張海燕老師與王譯賢老師指導碩士班學生簡莉濡，榮獲 2019 TSC
第 12 屆崇越論文大賞優良論文獎。

2.

財金系林俊岳老師指導大學部許志豪同學、曹維容同學、吳俊同學同學、歐
曜綸同學，榮獲 2018 FinTech 金融服務 校際創意競賽第三名。

3.

財金系林翠蓉老師指導碩士班學生劉家妤，獲得 2018 臺灣銀行經濟金融論
文碩士組銅牌獎。

4.

財金系楊馥如老師和王譯賢老師指導碩士班學生連奕珵論文，獲得 2017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 國際學術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Best paper award at
the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並收錄於 EI and TSSCI 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IJIMS). 。

5.

財金系楊馥如老師、林宛蓉老師和王譯賢老師指導碩士班國際學生艾莎蓓拉
(Elsa Peraro)論 文，獲得 2016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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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獎 (Best paper award at th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並收錄 於 EI and TSSCI
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IJIMS).。
6.

國企系參加 108 年「商管核心能力培育個案競賽」榮獲第⼀(學生:吳孟哲,高
誠壕,蘇亨,楊士賢, 施怡宇, 徐明鉦,歐陽天皓,蔣弘茂 ) 。

7.

國企系吳芸茜同學同學參加「107 年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
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貿易與廠務運營計畫團體獎優等。

8.

國企系吳芸茜同學參加「107 年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
場企業實習計畫」獲得「⼀般大學組」個人獎優等。

9.

國企系李國維同學參加校內比賽「英文機智問答賽」獲得第⼀名(團體) 。

10. 企管數位碩專顏敏仁教授指導劉珮伶(106 級在校生)參加 Society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SOItmC)在日本舉辦
之「SOItmC & Meijo University 2019」，榮獲最佳論文獎。
11. 企管數位碩專吳錦錩教授指導鄭郁馨(106 級在校生)參加 Society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SOItmC)在日本舉辦
之「SOItmC & Meijo University 2019」，榮獲 Silver Poster Award。
12. 企管數位碩專王偉權教授指導 鮑永昌(106 級在校生)參加 Society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SOItmC)在日本舉辦
之「SOItmC & Meijo University 2019」，榮獲 Bronze Poster Award。
13. 企管數位碩專顏敏仁教授指導王俊涵同學及許家琦同學 2018 年 6 月參加
Society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SOItmC)在歐洲義大利舉辦之「SOItmC & DEMI of the UNINA 2018
Conference」，榮獲該類最佳論文獎。
14. 企管數位碩專顏敏仁教授指導學生任怜瑋 2017 年 7 月參加 Society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SOItmC)在歐
洲 拉 脫 維 亞 舉 辦 之 「 SOItmC & Riga Technical University 2017
Conference」，榮獲最佳論文獎。
15. 國企碩專顏敏仁教授指導學生紀慧蘭同學及楊叡穎於 2019 年 6 月參加
International Forum on Knowledge Asset Dynamics(IFKAD)榮獲 Best
Paper Award。
16. 國 企 碩 專 顏 敏 仁 教 授 榮 獲

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Market & Complexity 國際期刊 Most Cited Paper Award
獎項及 Most Accessed Paper Award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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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國 企碩專王偉 權教授指 導 學 生曾麒 翔 參加 2018 年 Society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SOItmC)在歐洲義大
利舉辦之「SOItmC & DEMI of the UNINA 2018 Conference」，榮獲最
佳論文獎。
18. 國貿系 獲得經濟部國貿局「108 年度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
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TP108039 國貿小尖兵泰國曼谷實習及「108 年度
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TP108040 國
貿小尖兵緬甸仰光實習」。
19. 國貿系參加「2019 年全國大專院校 B2B 跨境電商競賽」初賽獲得優等。1.
訂單獎-隊名質樸堅毅向前衝 2.商機獎-質樸堅毅向前衝 3.點擊獎-質樸堅毅
向前衝 4.影片傳播獎-質樸堅毅向前衝 5.設計獎-質樸堅毅向前衝 6.成果報
告獎-質樸堅毅向前衝。
20. 國貿系同學參加 2017 台灣經貿網「第四屆校園電商競賽」，獲得下列獎項:
(1) 參賽隊名 Y.H.L， 指導老師吳岱樺及羅彥竹、黃瀞瑩、楊家⿑、楊尚武
同學獲得網路行 銷獎-英文組優等。
(2) 參賽隊名就是要得第⼀名，指導老師黃月霞及任芯瑩、曾筠筑、彭玉萱、
鄧仲宇 同學獲得網路行銷獎-英文組優等。
(3) 參賽隊名 Potential， 指導老師黃月霞及蔡秉峯、蕭廷宇、吳婷雅、林
憶今、邱子維同學獲得網路行銷獎-英文組優等。
21. 國貿系同學參加 2017 全國大學生「B2B 跨境電商競賽-輔導廠商拓展外
銷」，獲得下列獎項:
參賽隊名 TO2 EC go 指導老師黃月霞及徐境君、鄒紹雯、林柯慧、鄭少桐、
張伃伶 同學獲得點擊獎第二名、設計獎第三名。
22. 國貿系師生參加台灣經貿網校園電子商務競賽，榮獲商務營運組 Vender
Group 特優及網路行銷獎英語組平⺠百萬富翁優等。
23. 會計學系汪進揚教授及陳妙香副教授指導 4A 尤培任、鄭雅心、3A 沈顯全 、
胡瀞文、施慧智、文學組 4A 吳主恩同學參加 2018 年「第 30 屆會計菁英
盃辯論比賽」獲團體組優勝。
24. 會計學系王芊晴、羅振宏、高敏茹、秦紫瑜、劉康鈞同學「107 年專技人員
普通考試」記帳士及格。
25. 會計學系汪進揚教授碩士論文指導生張俐音榮獲崇越盃全國碩士論文競賽
優等獎。
26. 會計學系汪進揚教授碩士論文指導生葉奕廷榮獲崇越盃全國碩士論文競賽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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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會計學系汪進揚教授及陳妙香副教授指導會計 3A 陳宣卉、劉佳享、陳嘉綺、
尤培任、李岳穎、黃文玲同學參加 2017 年「第 29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
獲團體組優勝。
28. 會計學系周易佳系友、古啟揚系友、楊文音系友通過「105 年專技人員高等
考試」會計師及格。
29. 會計學系王雅萱同學通過「105 年專技人員普通考試」記帳士及格。
30. 會計學系汪進揚教授及陳妙香教授指導鍾馨潓、吳沁穎、謝馨儀、鍾伊婷、
路佳蓉、林容萱同 學參加 2016 年「第 28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獲團
體組優勝。
31. 會計學系周易佳系友、古啟揚系友、楊文音系友通過「105 年專技人員高等
考試」會計師及格。
32. 會計學系王雅萱同學通過「105 年專技人員普通考試」記帳士及格。
33. 資訊管理碩士班黃詩蓉同學參加經濟部工業局舉辦 DIGI+ Talent 跨域數位
人才加速躍升計畫，並於 DIGI+數位新星大賞榮獲團體第二名。
34. 資訊管理碩士班畢業校友林譿伶碩士榮獲 2018 全國資訊管理前瞻技術研討
會優等論文獎，由黃謙順老師指導。
35. 資管系四年級路庭芳、邱葉恩、黃建寧 、林品豪、陳祈閩同學，參加北區
2018「智慧 X 在地」服務創新與服務設計競賽，入圍決賽,由郭乃文老師指
導。
36. 張藤楠為 94 級系友，在校期間即積極參與校內各式學習活動，努力投資自
己，畢業後在業界工作⼀段時間，累積能量，隨即帶領 95 級的葉良隆、96
級的陳信佑兩位學弟自行創業，經過多年努力經營，成績斐然，今年更是獲
得 2019 年第⼗九屆金峰獎的肯定，獲頒⼗大傑出商品與⼗大傑出企業獎項。
37. 資管系碩士班黃詩蓉同學榮獲第 30 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由余平老師指導。
38. 資管四 C 鄭竹晴同學當選 108 年度大專優秀青年。
39. 資管系吳宏文教授榮獲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7 年度 E 化教學優良獎。
40. 資管四 A 李鴻、陳威廷、葉瀚文、彭建皓同學榮獲第 14 屆創新・管理・知
識社群國際研討會創新&跨域設計聯展最佳創新創意獎,由李中彥老師指導。
41. 資管系李祐瑋同學參加經濟部工業局舉辦 DIGI+ 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
躍升計畫，並於 DIGI+數位新星大賞榮獲團體二星大賞。
42. 資管系鄭仲哲、張志豪、吳明陽、楊國龍、劉素岑、劉晁維、李聖豪取得 Google
Certificate Instructor (Level 1)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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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管系所楊瑾瑜老師、林芃君老師指導學生張書誠、苗延禮參加 105 學年
度「第⼗三屆華佗盃網 路解疑技能競賽」分別榮獲 CCNA 組優選、CCENT
組亞軍。
44. 觀光系盧堅富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9 第八屆觀光菁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北區競賽優勝；全國銅牌(學生:劉星佑、陳品芸、蔡瑜)。
45. 觀光系蘇文瑜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9 全國大觀盃觀光導覽解說設計比賽銀
牌獎(學生:連禹絜、李宇喬、謝翠華、高懿萱、林茜) 。
46. 觀光系蔡倩雯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8 三創盃全國商品設計競賽大專組榮獲
銀牌獎 (學生:張苑荺、蔡嘉嘉、馮家儀、盧裕欣、紀翔) 。
47. 數媒學程同學參加「2016 KC 資訊相關系科聯展」，榮獲最佳跨域及最佳創
作獎，作品名 稱為：謎戀。
48. 數媒學程莊麗華老師獲頒「2016 兩岸廣播電視合作⼗週年貢獻獎」殊榮。

新聞暨傳播學院
1.

大傳系友詹嘉文以《阿⽔和國祥》⼀部電影入圍 2018 年金鐘攝影獎

2.

大眾傳播傳系校友蕭迦勒客語專輯「細妹恁靚 2017」雙料入圍第 29 屆金
曲獎，包括最佳客語專輯獎及最佳客語歌手獎。

3.

大眾傳播學系專任教師薛佑廷(Yuting Hsueh)所執導創作的動畫短片《風箏
The Wayward Kite》入選美國索尼動畫(Sony Pictures Animation)所舉辦
的 WAC2017 世界動畫大會(World Animation Celebration)，與來自世界
40 多國、150 部作品同場競技，美國時間 2017 年 10 月 6 日公布結果，薛
老師的《風箏》為臺灣拿下「專業組-實驗類」第⼀名。

4.

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主辦「１０８年社會光明面新聞獎」，恭喜新聞系學⻑
張新偉（中央社）以「同婚登記路上

夫夫妻妻步上採紅毯」獲平面新聞攝

影類佳作獎；新聞所學姐/新聞系「電視播報實務」課程教授陳雅琳（壹電
視）以「新聞深呼吸－愛上被遺忘的愛」獲電視新聞報導類特優獎。
5.

新聞系學⻑：中央社攝影記者 張新偉，獲【2019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體
育新聞類】第三名及優選獎。

6.

新聞系學姐：中央社攝影記者 裴禎，獲【2019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般
新聞類】優選獎。"

7.

新聞系華岡電視台同學王家菁、成采錡參加 2018 公視 PeoPo 總編輯會議
影片觀摩競賽，榮獲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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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聞系獲贈「鄭貞銘教授紀念獎學金」，自 109 學年度起，每年頒發碩士班
3 名，每名 2 萬元。

9.

新聞系獲贈「漆高儒先生紀念獎學金」，自 109 學年度起，本系每年將獲獎
學金新台幣 7 萬元，其中大學部 2 名，每名 2 萬元；碩士班 1 名，每名 3
萬元。

10. 新聞系現場轉播 108 年全大運及全中運的桌球競賽體育賽事四天，線上累
計觀賞人數超過兩萬五千人次，其精采表現獲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的肯定。
11. 新聞系系友林辰峰 (Jeremy F. Lin) 107 年度於美國政客(Politico)雜誌及彭
博(Bloomberg)新聞網參與執行的五個報導，榮獲國際新聞設計協會(The
Society for News Design, snd.org)五項銅牌。
12. 新聞系大四學生簡雅婷、楊宜珊、張小媛、林慧詩、洪毅祥、陳冠原，在顏
瑜玫老師與陳雅琪老師的指導下，參加 PeoPo 公⺠新聞平台籌劃《PeoPo
30Minutes》專案的校際報導專題(節目標題：香藝文化的價值與創新)，榮
獲播出。
13. 新聞系吳昇鴻 、簡雅婷同學參加 2018Peopo 公⺠新聞校園總編輯競賽，
榮獲第二名。
14. 新聞系李鼎強、韓子明、劉庭、廖晨媛、吳繢杉、林子芸同學，及華岡電視
台指導老師顏瑜玫老師、陳雅琪老師，參加公視 2018 Peopo 校際深度報
導，紀錄片作品「布袋戲文化的傳承」。
15. 新聞系張又晞、吳繢衫同學參加 2017 公視 PeoPo 校園總編輯會議，榮獲
第⼀名。
16. 新聞系吳昇鴻同學獲選為中央社「我是海外特派員」的三位特派員之⼀，至
馬來⻄亞吉隆坡星洲日報駐點實習。
17. 新聞系 45 屆系友林辰峰獲聘美國最值信賴的政治新聞媒體之⼀，「政客」
雜誌 (The POLITICO)，以圖表記者 (graphic reporter)專業加入其互動新
聞團隊。
18. 第 43 屆畢業系友張新偉以「馬習會 各自表述立場」獲得 2016 兩岸新聞獎
的平面新聞攝影獎優勝。
19. 新聞系陳晏瑋同學，以『達路岸 返鄉的號角』入圍 2016peopo 公⺠新聞
獎。
20. 新聞系第 45 屆系友余曉涵與中央社等 6 名記者的作品「好康餐券訂房藏玄
機－吃喝玩樂前要弄懂遊戲規則」則獲得「105 年消費者權益報導獎」優勝。
21. 新聞學系莊鈞智同學以「替生 Replace」榮獲 2016 年「好萊塢國際電影
節最佳配樂」以及 2016 年「洛杉磯獨立影展最佳配樂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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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聞學系楊鑫、陳晏瑋同學榮獲 2016 年「公視 PeoPo 校園總編輯會議
影音競賽第⼀名」。
23. 新聞學系陳晏瑋同學榮獲 2016 年「玄奘大學「播霸！主播生死鬥」 第⼀
名」。
24. 新聞學系鄧淳同學榮獲 2016 年「台灣新聞攝影大賽」「新聞人物類 第二
名」。
25. 新聞學系第 43 屆畢業系友張新偉榮獲 2016 年「台灣新聞攝影大賽」
「最
佳新聞照片以及新聞 人物類 第⼀名」。
26. 新聞系第 25 屆系友杭大鵬學⻑以「各有盤算」獲得第 15 屆卓越新聞獎新
聞攝影獎。
27. 新聞系魏曉恩同學與廣告系、景觀系同學組隊，代表本校參與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保持局的大專生洄游計畫，第⼀次參賽便入選全國前 20 強。
28. 資訊傳播學系學生馮靖淑與孫紫婷同學以「尋 Route」作品前往廈門理工学
院參與台灣高校師生交流暨聯展。
29. 資訊傳播學系翁銘邦副教授獲得美國 Chromatic 國際攝影獎 (Chromatic
Awards 2018) 數位後製類優選獎、英國倫敦 ND 國際攝影獎 (Neutral
Density Photography Awards 2018) 美術特效類優選獎、美國洛杉磯國際
攝影獎 (IPA 2018) 特殊數位特效類 (Special: Digitally-Enhanced) 榮譽
獎、Chromatic Awards 2017-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contest 數位
後製類首獎 (1st Place Winner)、2017 美國紐約國際攝影暨數位藝術獎數
位藝術類榮譽提名獎、英國倫敦國際年度攝影藝術家攝影獎 (IPOTY 2016)
美術特效類銅牌獎、英國倫敦國際美術攝影獎 (FAPA) 影像特效類入圍獎、
2017 台灣美術新貌獎入選獎、2016 台灣美術新貌獎入選獎、2016 高雄獎
入選獎、美國紐約 La Grande PHOTO 國際攝影獎美術類入圍獎及英國倫
敦國際年度攝影藝術家攝影獎 (IPOTY) 美術特效類銀牌獎 (2nd Prize
Winner – Silver Award)。
30. 資訊傳播學系學生甘臣琮、廖珮琁與曾芷媛同學以「朕衣聯盟」榮獲
「2018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大中華區總決賽三等獎。
31. 資訊傳播學系莊賢智助理教授獲得美國 International Color Awards 提名
獎及美國 Chromatic Photography Awards 榮譽優選獎。。
32. 資訊傳播學系 2018 甘臣琮、廖珮琁與曾芷媛同學以「朕衣聯盟」榮獲
「2018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台灣總決賽優勝獎，團隊於 9 月代表台灣參
與大中華區總決賽。
33. 資訊傳播學系 2018 洪偉恩同學獲 107 年大專優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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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訊傳播學系 2017 李柏漢、高献祐、陳奕勳、林天鈞、李家安、鄭宇容獲
得低壓智慧電表大數據分析與設計競賽設計組優等獎。
35. 資訊傳播學系 2017 周家楨、蕭恆嘉獲得三星我挺不⼀樣銀河創新校園計畫
首獎
36. 資訊傳播學系何盈瑩、顏熒貞、陳詩儒、張聯泓同學獲 2016 年度大專優秀
青年。
37. 廣告學系陳昱嫻同學獲 2019 第二⼗八屆時報金犢獎⼀般廣告設計平面類
優選。
38. 廣告學系桑小涵 張棟棟 高唱 焦博同學獲 2019 第二⼗八屆時報金犢獎⼀
般廣告設計非平面類第三名。
39. 廣告學系謝嶽庭、張宇瑄、黃品瑄、陳敬榆、簡嫚靚、楊舒晴、黃資閔、林
湘庭同學獲 2019 第二⼗八屆時報金犢獎 APP 程式設計第二名。"
40. 廣告學系陳足珍、邱鈺芸、林若琪、林書伃、李聲威、謝宜求、李珞甄、歐
陽紫愉同學獲 2019 第二⼗八屆時報金犢獎 APP 程式設計第二名。"
41. 廣告學系陳昱嫻同學獲 2019 第二⼗八屆時報金犢獎海峽兩岸創新創業大
賽第三名。
42. 廣告系師生參加 2018 年第 27 屆時報金犢獎，榮獲多項獎別，包含平面廣
告類：銀犢獎周倖如、佳作獎陳昱嫻、優選獎余宛諭、優等獎周倖如、黃資
閔，指導老師黃元禧。行銷企劃類：銅犢獎姜慧欣、蔡旻樺、孫婕婷、陳玠
伊、楊承樺、劉香麟、許育禎、萬維婷，指導老師鈕則勳。
43. 廣告系校友陳詩雅榮獲 2017 台灣小姐最佳人緣獎。
44. 廣告學系同學參與 2016「第二⼗四屆時報金犢獎」分別獲得以下獎項：官
彥汝、陳映如、闕雨宸、林信成入圍，陳逸婷獲優選獎，朱祥寧獲校⻑獎。
45. 廣告學系林宜靜同學參加「2017 ACA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球賽)」
榮獲第八名及人氣冠軍獎。
46. 進學廣告學系 黃珮淨同學參加中國首屆「圖書館杯主題海報創意設計大賽」
榮獲二等獎。
47. 進學廣告學系 邱善為同學參加中國「2018 年兩岸青年短視頻大賽」榮獲優
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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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計學院
1.

江益璋老師帶領學生參加「2019 中建海峽盃實體建構大賽」，獲得優勝獎。

2.

張效通主任、張慕恩老師於 2019 年帶領 10 名學生參與哈爾濱工業大學主
辦的「印記哈爾濱-夏日學校」。

3.

張效通老師、江益璋老師帶領學生參加「2019 UIA-CBC 國際高校建造大賽」
榮獲二等獎。

4.

吳聿淇老師帶領學生辦理 2019 年「台奧建築設計交流工作營」，維也納理
工大學建築系師生 38 位及本校參與師生 35 位，共 73 人。

5.

「107 學年度聯合畢展暨大學博覽會」於 2019 年 5 月 3 日~5 日於松山菸
廠五號倉庫舉辦，參展人數共 73 人。

6.

張效通老師、江益璋老師帶領學生參加「2019 UIA-CBC 國際高校建造大賽」
入圍實構競賽。

7.

吳南葳老師指導學生（徐紹鈞）參加「2018 遠東建築新人獎」，獲得潛力
獎。

8.

吳聿淇老師帶領本系 6 位學生參加「2018 第六屆海峽兩岸建築院校學生交
流工作坊」。

9.

黃光廷老師指導學生（蔡承展）參加 2018 年「台中市育賢樹屋國際學生競
圖」，獲得第三名。

10. 林家暉老師於 2018 年帶領本系 17 位學生至馬來⻄亞吉隆坡移地教學。
11. 都計系與大陸江⻄財經大學之旅遊與城市管理學院成立「兩岸不動產研究中
心」，並舉辦「2017 第⼀屆海峽兩岸不動產制度與市場趨勢學術研討會」。
12. 建 築 系 溫 國 忠 老 師 榮 獲

2017 「 IJCSEIERD Best Paper Award-

2290certificate」國際性創作榮譽獎項。
13. 建築系黃光廷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7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創意共居聚落競
圖進入最後決選（學 生：林靖、凌欽哲，題目：萍居）。
14. 建築系邱世仁老師帶領 10 位學生參加 2017 年第七屆“清華建築與清華
文化”海峽兩岸大學生 主題交流營。
15. 建築系江益璋老師專利申請，2017，低耗能貨櫃建築模組 （應予專利，申
請案號 106207543）。
16. 建築系李姿瑩同學參加 2017「遠東建築新人獎-亞洲建築新人戰台灣選拔
賽」初選入圍。
17. 建築系楊欣潔、黃光廷老師帶領本系學生 24 人赴日本熊本福岡移地教學。
18. 建築系黃光廷老師指導學生詹嘉禎、范振宇、侯宜均參與社子島發展替代方
案跨領域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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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建築系黃光廷老師指導學生參加基隆東岸競圖分別獲得第⼀獎（學生：胡韶
涵，作品名稱：A NEW LINE），第二獎（學生：李姿瑩，作品名稱：八雨
居）。
20. 建築系林家暉老師帶領 18 位學生赴上海復旦大學參訪交流。
21. 建築系江益璋老師帶領本系大二學生參加「跨領域能力（特色）綠色建築模
組設計工作營」。
22. 建築系江益璋老師專利申請通過，2017.1.1~2026.10.2，台灣自然家屋防熱
調濕複層牆體，新型第 M534757 號。
23. 2017/6/20-6/23 建築系林家暉老師帶領 18 位學生赴上海復旦大學參訪
交流。
24. 2017/6/27-7/1 建築系楊欣潔、黃光廷老師帶領本系學生 24 人赴日本熊
本福岡移地教學。
25. 2017/1/20-1/24 建築系黃光廷老師指導學生詹嘉禎、范振宇、侯宜均參與
社子島發展替代方案跨領域工作坊。
26. 2016 年 6-8 月建築系黃光廷老師指導本系 6 位學生（鄭名渝、黃麗蓉、
謝仁恩、賴威宏、詹崴傑、 胡俊睿）參加第三屆「中建海峽盃」海峽兩岸
大學生實體建構大賽，榮獲優選獎。
27. 2016 年 5 月建築系黃光廷老師指導本系學生周旻儀參加「第⼗⼀屆院展
學生作品影片競賽」，榮獲 第三名。
28. 2016 年 5 月建築系黃光廷老師指導本系 3 位學生（李昆諺、黃海鳴、曾
姵婷）參加「第⼗⼀屆全國 規劃系所實習聯展」，榮獲優選。
29. 2019/5/3~5/5 舉行都計系學生學習成果展。
30. 2019/05/24 都計系主辦 2019 兩岸城鄉規劃與農村發展研討會，主題：智
慧、生態、永續。⿑聚兩岸不動產與都市計畫產、官、學、研等，計發表 43
篇論文。"
31. 2019/05/26 都計系洪禾秣老師、王思樺老師帶領大學部 3 年級 16 位學生，
參與「全國規劃系所實習聯展」。
32. 2019/4/10 都計系大學部 2 年級學生辦理
「臺北市松山區發展願景座談會」
。
33. 2019/4/17~4/19 楊松齡院⻑兼都計系主任、徐國城老師、李德軒老師赴中
國人⺠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演講交流，與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簽署加強
兩院教學科研交流的學術合作備忘錄並參加規劃設計課程之學生作品評圖。
34. 2019/1/3 由都計系洪禾秣老師、王思樺老師主辦與治大學地政系、銘傳大
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及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舉辦四校聯合期末
報告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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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8/12/08~12/10 楊松齡院⻑兼都計系主任、徐國城老師、游政諭老師赴
上海「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城市規劃系」交流，本次交流目的 1. 至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進行專題演講 2. 確認兩系教師目前進行之共
同研究的執行進度與後續發展 3. 確認兩系研究生交換學習之相關事宜。
36. 2018/11/02– 11/07 文化 x 浙大聯合規劃工作坊，由都計系陳維斌老師、
游政諭老師帶領本系碩士班 3 名學生及大學部 6 名學生，與姐妹校「浙江
大學之建築工程學院區域與城市規劃系」合作辦理兩岸移地學習工作坊。
37. 都計系舉行「2018 中國市政學會暨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原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系友會聯合運動盃賽。
38. 楊松齡院⻑兼都計系主任、徐國城老師帶領碩士班學生參加與江⻄財經大學
旅遊與城市管理學院舉辦之「2018 第二屆海峽兩岸⼟地(不動產)制度比較
與經驗借鑒學術研討會」
39. 都計系舉辦「2018 中國文化大學與成功大學聯合都市規劃工作坊」。
40. 都計系王思樺老師、李德軒老師、洪禾秣老師帶領 20 位學生參加「2018 全
國規劃系所實習課程聯展」。
41. 都計系徐國城老師、陳維斌老師、游政諭老師赴姐妹校中國大陸同濟大學
2017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學術合作、研究生交換事宜論壇。
42. 都計系陳維斌老師帶領本系 9 位學生參加與瑞士 i2a 建築學院合作辦理國
際工作坊。
43. 2016 年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李德軒老師指導學生湯靖嘉、陳彥勳參加
「2016 苗栗文學地圖遊 程設計創意競賽」榮獲大專組第三名。
44. 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邱珮昀，參加「2016 捷克國際發明
展」，榮獲１金２銀１銅等佳績。
45. 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學生參加環境設計學院第⼗⼀屆院展學生作品影片競
賽，三年級學生６名 學生獲得第⼀名，四年級學生 5 名學生獲得第三名，
三年級學生 12 名學生獲得網路人氣獎。 (2016.05.15)
46. 景觀學系郭維倫老師帶領本系學生 9 人赴日本九州大學進行「2019 日本福
岡國際永續環境規劃設計工作坊」（2019.8.3-2019.8.12）。
47. 景觀學系亞歷馬諦老師、王瑋老師帶領本系學生 9 人赴義大利 Alghero
Sassari 進行「2019 義大利 Alghero 暑期國際規劃設計工作坊」
（2019.8.252019.9.1）。
48. 景觀學系李俊霖老師、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陳維斌老師帶領本系學生
11 人赴瑞士進行「2019 i2a 瑞士暑期國際規劃設計工作坊」（2019.8.2920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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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景觀學系許晉誌老師、郭雅萍老師帶領本系學生 8 人赴東北林業大學進行
「2019 海峽兩岸高校園林創意設計實踐工作坊」（2019.7.1-2019.7.8）。
50. 景觀學系潘富俊老師帶領本系學生 9 人赴英國、義大利進行「歐洲植物園
國際移地學習」（2019.6.22-2019.7.5）。
景觀學系三年級學生朱俊濤、張玥榮參加中華⺠國景觀學會「第⼗三屆全國
學生景觀設計競圖」，榮獲三年級第二名（2019 年 1 月 12 日頒獎）。
60 景觀學系許晉誌老師參與台北市政府推動「2019 臺北行旅廣場」榮獲 2019
IFLA 國 際 景 觀 建 築 師 協 會 Cultural and Urban Landscape 類
【Honourable Mention】獎。
61 本系郭瓊瑩主任、郭雅萍老師、莊鎮戎老師、曾妍菁老師等參與基隆市政府
推 動 「 正 濱 漁 港 懷 舊 碼 頭 色 彩 計 畫 」 榮 獲 2019

IFLA Asia-Pac LA

AwardsWinning entries form theCommunities Category Award of
Excellence 第 11 屆 國際亞太景觀建築獎社區類卓越獎。
62 景 觀 學 系 亞 歷 馬 諦 老 師 推 薦 碩 士 班 二 年 級 研 究 生 姜 昱 辰 赴 義 大 利
NEOSTUDIO 海外短期實習。（2018.10）
63 景觀學系亞歷馬諦老師推薦本系碩士班⼀年級研究生姜昱辰赴義大利熱那
亞 Neostudio Architetti 公司進行海外短期實習（2018.9.28-2018.11.13）
。
64 景 觀 學 系 亞 歷 馬 諦 老 師 推 薦 四 年 級 學 生 李 文 浩 、 劉 又 維 赴 義 大 利
NEOSTUDIO 海外短期實習。（2018.9）
65 景觀學系亞歷馬諦老師推薦本系四年級學生李文浩、劉又維赴義大利米蘭事
務所進行海外短期實習（2018.8.20-2018.9.23）。
66 景觀學系潘富俊教授榮獲「 2018 深圳市師書禮樂研究會詩經植物大獎」。
67 景觀學系許晉誌老師參與台北市政府推動「2018 臺北田園城市」榮獲 2018
IFLA 國際景觀建築師協會非洲、亞太區及中東景觀大賞糧食安全及生產系
統傑出獎。
68 本系郭瓊瑩主任、郭雅萍老師、莊鎮戎老師、曾妍菁老師等參與基隆市政府
推動「正濱漁港懷舊碼頭色彩計畫」榮獲 2018 第六屆台灣景觀大賞社區營
造 / 地方創生類優質獎。
69 景觀學系郭維倫老師帶領本系 8 位學生赴日本福岡九州大學參加「2018 日
本福岡國際永續環境規劃設計工作坊」。
70 景觀學系亞歷馬諦老師推薦四年級學生吳柔嫻赴義大利 NEOSTUDIO 海外
短期實習。（2017.9）
71 景觀學系四年級楊佳穎、連桉萁參加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2017 年綠遊
農場智慧導覽遊程創意競賽」，榮獲平面圖文遊程組優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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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景觀學系張琪如老師指導四年級學生尹子賢、曾柏榮參加中華⺠國景觀學會
「2017 第⼗二屆全國學生景觀設計競圖」，榮獲第二名。
73 景觀學系碩士班交換生劉昌麒、楊凡參參加「2017 第⼗三屆全國高校景觀
設計畢業作品展─LA 先鋒獎」，榮獲景觀規劃類獎。
74 景觀學系張孟薇、林妗參加「2017 第三屆景觀新秀展-獨佔鰲頭」⼗⼀校聯
合評圖，榮獲第 3 名。
75 景觀學系碩士班交換生劉昌麒、楊凡參參加「2017 第⼗三屆全國高校景觀
設計畢業作品展─LA 先鋒獎」，榮獲景觀規劃類獎。
76 景觀學系張孟薇、林妗參加「2017 第三屆景觀新秀展-獨佔鰲頭」⼗⼀校聯
合評圖，榮獲第 3 名。
77 景 觀 學 系 亞 歷 馬 諦 老 師 帶 領 本 系 14 位 學 生 赴 義 大 利 參 加 「 義 大 利
Maccagno 暑期國際規劃設計工作坊」。
78 景觀學系李俊霖老師帶領本系 7 位學生赴瑞士 i2A 建築學院參加「瑞士 i2A
暑期國際規劃設計工作坊」
79 蔡其昌老師指導海青班景觀暨室內設計科學生張可欣、劉可芊、黎緣珊、許
梓揚、余振源、陳⼀安參加臺北市政府「第 19 屆全⺠總動員造景大賽」，
榮獲季軍。
80 景觀學系亞歷馬諦老師推薦四年級學生宋振嘉、姜昱辰、范華桓赴義大利
NEOSTUDIO 海外短期實習。（2017.7 中-2017.8 中）
81 景觀學系劉喆、曲璽齡、高婕參加「2016 第 20 屆 TDK 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思設計與製作競 賽」，榮獲遙控組入選獎。
82 景觀學系蔡沛原、簡家韻參加「2016 第五屆松山文創學園祭-創作青年交流
計畫」，榮獲入選。
83 2016 年 5 月蘇許輝老師指導本系學生蔡沛原、簡家韻參加「第⼗⼀屆院
展學生作品影片競 賽」，榮獲第二名。
84 2016 年 5 月郭育任老師指導本系學生孫浩波、張又壬參加「第⼗⼀屆院
展學生作品影片競 賽」，榮獲第二名。
85 2016 年 5 月郭瓊瑩、郭亙榮老師指導本系學生何品萱、陳冠穎參加「第
⼗⼀屆院展學生作品 影片競賽」，榮獲第三名。
86 景觀系潘富俊教授於 2016 年 4 月獲頒「2015 大陸國家圖書館文津獎」
。
87 景觀學系鄭兆麟、盧樂育參加「2016 第 11 屆全國學生景觀設計競圖」，
榮獲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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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景觀學系李沛庭、尹子賢、張雅晴、黃冠智、劉皓志、蘇楓薇、張孟薇、林
妗、陳欣汝、胡善 雅「2016 第 11 屆全國學生景觀設計競圖」，榮獲入
選。
教育學院
1.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7 學年度大專國術錦標賽獎項如下:
(1) 姜法宇 傳統國術公開組團練 第⼀名。
(2) 劉孟奇 傳統國術公開組團練 第⼀名。
(3) 施曉靜 傳統國術 公開組團練 第⼀名 。
(4) 陳湘岭 女公開組：個人器械槍術 第⼀名。
(5) 林席廷 男子公開組:個人器械劍術 第二名。
(6) 沈新野 男子公開組：個人北拳第二類 第二名
(7) 沈新野 男子公開組：個人器械刀術 第⼀名。
(8) 曾建棟 男子其他器械-⻑器械 第⼀名。
(9) 游允捷 男子公開組：個人拳術南拳第⼀類 第三名。
(10) 周軒德 男子公開組 : 個人器械刀術 第三名。

2.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7 年大專校院運動會獎項如下:
(1) 團體鼓第二名(葉志豪、徐聖崴、李又昀、黃栢誠、邱國靖、江承哲、江
建賢、尤泓翔、朱秉麟．蕭郁璇)。
(2) 龍獅錦標賽雙獅會獅組第二名(江承哲、江建賢、李又昀、蕭郁璇、朱秉
麟、尤泓翔、徐聖崴、葉志豪、邱國靖)。
(3) 龍獅錦標賽會獅擂台第二名(葉志豪、李又昀、邱國靖、江承哲、江建賢、
蕭郁璇、朱秉麟、尤泓翔、徐聖崴、黃栢誠)。
(4) 龍獅錦標賽雙獅會獅組第二名(黃栢誠)。

3.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劉廷葶榮獲中華⺠國大專院校 107 學年度弓術錦標賽
獎項第二名 。

4.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中華⺠國大專校院 107 學年度散打錦標賽獎
項如下:
(1) 陳鋐津 男子公開組 80 公斤級 第⼀名。
(2) 許乃中 男子公開組 65 公斤級 第⼀名。
(3) 黃政道 男子公開組 60 公斤級 第三名。
(4) 侯智瀚 男子公開組 60 公斤級 第二名。

5.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昌柏丞榮獲中華⺠國大專校院 107 學年度競技武術錦
標賽武術套路-男子太極劍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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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8 年第⼗四屆志堅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獎
項如下:
(1) 林保華 第四，五量級併級 第三名。
(2) 高崇倫 社會男子組推手第三量級 第⼀名。
(3) 何承駿 無限量 點六量 第三名。
(4) 陳泓榮 社會男子組推手第六量級第二名 。

7.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8 年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獎項如下:
(1) 施曉靜 雜兵器 B1：19~25 歲 第⼀名 。
(2) 陳冠霖 內家拳 B1:19~25 歲 第⼀名。
(3) 顏榮呈 內家拳 A5：16~18 歲男子組 第⼀名 。
(4) 馮巧姸 24 式太極拳 D30:16~ 第⼀名。
(5) 陳柔 定步推手 高中併大專組 1（48 公斤以下） 第⼀名。
(6) 陳泓榮 定步推手項目大專 8-12（74-95 公斤以上） 第⼀名。
(7) 沈新野 北拳 A5：16~18 歲男子組 A 第⼀名 。
(8) 姜法宇 北拳 A5:16~18 歲男子組 A 第三名。

8.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8 今源盃運動柔術錦標賽獎項如下:
(1) 柯奕忻 對打 94+公斤級 第⼀名。
(2) 青柳克明 寢技 70 公斤 第二名。
(3) 侯智瀚 成人男子對打-62KG 第⼀名 。

9.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中華⺠國 107 全⺠運動會獎項如下:
(1) 昌柏丞 九九式太極拳競賽套路 第⼀名。
(2) 楊品薇 社會女子組-內家拳 第三名。
(3) 侯智瀚 柔術對打第⼀級 第二名。

10.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8 年全國中華盃健⾝氣功錦標賽獎項如
下:
(1) 陳泓榮 健⾝氣功易筋經 第⼀名。
(2) 陳泓榮 健⾝氣功五禽戲 第二名。
11.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孫瑩玄榮獲熙誠盃 2018 年北京武術太極拳冠軍爭霸國
術第三名。
12.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葉承穎榮獲第五屆清華盃全國大專⼄組散打搏擊錦標
賽對打 56 公斤以下級第⼀名。
13.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8 第七屆世界盃太極拳錦標賽獎項如下:
(1) 陳柔 定步推手 青壯年女子組 第⼀、三併級 第二名。
(2) 高崇倫 青壯年男子組第六級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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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承駿 青壯年男子組第⼗級 第二名。
(4) 陳泓榮 定步推手 青壯年男子組 第九級 第⼀名 。
14.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7 學年度第 33 屆全國中正盃國術錦標賽
獎項如下:
(1) 沈新野 北拳 第⼀名。
(2) 孫瑩玄 國術（陳氏太極拳） 第⼀名。
(3) 楊宜勳 傳統短兵 第二名。
15.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8 年台灣世界盃武術錦標賽獎項如下:
(1) 高崇倫 推手-定步推手第六級 青年男 第⼀名。
(2) 陳柔 武術 推手–定步推手第⼀級 第⼀名。
(3) 陳柔 武術 ⻑拳–北市武協初級⻑拳 第⼀名。
(4) 陳柔 武術 奇兵器–少林大刀 第⼀名。
(5) 陳柔 武術 棍術–⼄組棍 第⼀名。
(6) 陳柔 武術 個人全能優勝。
16.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陳顗竣榮獲 2018 年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群眾健⾝交流
大會，健⾝氣功比賽：個人賽五禽戲第三名。
17.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陳顗竣榮獲 2018 年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群眾健⾝交流
大會，健⾝氣功比賽：個人賽五禽戲第三名。
18.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比迪金盃 2018 年第五屆臺灣國際武術文化節
暨第五屆全球洪門國際武術錦標賽獎項如下:
(1) 陳柔 女子Ｇ組 傳統⻑兵(少林大刀)第二名，高中女子組定部第⼀、二、
三量級第二名，女子Ｅ、Ｆ、Ｇ組 初級拳術-第三名。
(2) 高崇倫 社會男子組 定步推手第五、六級-第⼀名，社會男子組 活步推
手第六、七級-第二名。
19.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獎項如下:
(1) 秦千惠榮獲女生第⼀量級第 3 名。
(2) 林郁婷榮獲女子第三量級第 1 名。
(3) 林育廷榮獲男子第二量級第 3 名。
(4) 蔡松霖榮獲男子第四量級第 2 名。
(5) 林朔言榮獲男子第六量級第 3 名。
(6) 王友志榮獲男子第七量級第 3 名。
(7) 黃甯彥榮獲男子第九量級第 3 名。
(8) 溫宏竣榮獲男子第⼀量級第 3 名。
(9) 彭子軒榮獲角力項目自由式第二級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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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彥勳榮獲角力項目希羅式第二級第三名。
20.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7 年度臺北市青年盃國武術錦標賽獎項如
下:
(1) 陳正威榮獲 19-40 歲南拳男子組第⼀名。
(2) 孫瑩玄 19-40 歲太極拳女子組第⼀名
(3) 葉達和 19-40 歲南拳男子組第二名
(4) 郭哲瑋、施曉靜、劉孟奇、陳湘岭 19-25 歲組兵器團練第⼀名
(5) 林席廷北拳 19-25 歲組第三名
(6) 葉品佑 19-25 歲男子組南拳第三名
(7) 陳冠霖 19-32 歲內家拳男子組第⼀名
(8) 劉廷葶 19-25 歲北拳女子組第⼀名。
(9) 孫瑩玄 19-25 歲女子太極劍第⼀名。
(10) 楊凱翔 19-25 歲男子北拳第⼀名。
21.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簡聖峰榮獲 2018 年柔術亞洲錦標賽國手選拔賽，對打
組第二名、寢技組第⼀名，並獲得國手資格出賽亞錦賽柔術項目。
22.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獎項如下:
(1) 彭及興公開男生組跆拳道對打 54 公斤級第 三名。
(2) 周怡璇公開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46 公斤級三名 。
(3) 鄭澤立公開男生組跆拳道對打 68 公斤級第三名。
(4) 吳芷瑢公開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62 公斤級三名 。
23.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陳禹希同學參加中華⺠國大專院校 106 學年國術錦標
賽榮獲公開男子組 56 公斤第⼀名。
24.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DUMAU INTERNATIONAL bjj TAIWAN 獎
項如下:
(1) 青柳克明 成人組 70kg 級冠軍。
(2) 簡聖峰 成人 64kg 組季軍。
25.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RFC-WOTD 業餘綜合格鬥錦標賽獎項如下:
(1) 青柳克明 66kg 組冠軍。
(2) 簡聖峰 61kg 組亞軍。
26.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昌柏丞榮獲第⼀屆海峽兩岸武術交流會.3 金。
27.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中華⺠國大專校院 106 學年度國術錦標賽競
賽獎項如下:
(1) 郭哲瑋 楊凱翔 劉孟奇 施曉靜 陳湘岭 拳術團練第⼀名。
(2) 劉廷葶 吳政璇 器械對練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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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冠良 男子北拳第二類第⼀名。
(4) 汪子為 男子北拳第三名。
(5) 楊凱翔 男子北拳第四名。
(6) 游允捷 男子南拳第二名。
(7) 郭哲偉 男子槍術第⼀名。
(8) 黃柏誠 男子槍術第三名。
(9) 陳正威 男子棍術第⼀名。
(10) 陳禹希 公開男子組 56 公斤第⼀名。
(11) 劉廷葶 女子北拳第⼀名。
(12) 劉廷葶 女子劍術第⼀名。
(13) 陳湘岭 女子刀術第⼀名。
(14) 蕭郁璇 女子雜兵器第二名。
(15) 孫瑩玄 女子內家拳第⼀名。
(16) 吳政璇 劉廷葶 林冠良 陳正威 楊宜勳 涂涂恩 團體對戰第⼀名。
(17) 會獅擂台第二名。
(18) 團體鼓第⼀名。
28.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6 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獎項如下:
(1) 秦千惠榮獲社會女生組第⼀量級第 1 名。
(2) 林郁婷榮獲社會女子組第三量級第 1 名。
(3) 林育廷榮獲社會男子第三量級第 1 名。
(4) 謝韶翔榮獲社會男子第三量級第 2 名。
(5) 蔡松霖榮獲社會男子第四量級第 3 名。
(6) 王友志榮獲社會男子第七量級第 3 名。
(7) 黃甯彥榮獲社會男子第九量級第 2 名。
29.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7 年第⼗三屆志堅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獎
項如下:
(1) 陳柔–女子Ｇ組傳統⻑兵(少林大刀)-冠軍。
(2) 陳泓榮–社會男子組定步推手第六級-亞軍。
(3) 高崇倫–社會男子組定步推手第四級-亞軍。
30.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陳禹希榮獲第 13 屆 WAKO 踢拳道全國錦標賽成人男
子組 57 公斤第⼀名。
31.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陳禹希榮獲中華⺠國 105 年第⼗二屆全國散打搏擊錦
標賽榮獲社男組 56 公斤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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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中華⺠國大專校院 106 年國術錦標賽獎項如
下:
(1) 健⾝氣功項目，個人組：八段錦，李天禕 第⼀名，劉志斌第二名，柯
靖宇第三名，林緯富第四名。
(2) 六字訣，陳柏宏第⼀名，吳政璇第二名。
(3) 團體八段錦第⼀名。
33.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林郁婷同榮獲 2017 亞洲女子拳擊錦標賽女子 54 公
斤級 第 1 名。
34.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6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比賽獎項如下:
(1) 林珮茹社會女子甲組第三級第三名。
(2) 陳俐安社會女子甲組第五級第⼀名。
(3) 劉沅蓉社會女子甲組第七級第三名。
(4) 李義翔社會男子甲組第六級第⼀名。
35.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7 年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獎項如下:
(1) 林冠良 男子北拳 19-25 歲 練第⼀名。
(2) 曾建棟 男子南拳 19-25 歲 第⼀名。
(3) 游允捷 男子北拳第⼀名。
(4) 劉廷葶 女子北拳第⼀名。
(5) 劉廷葶 女子短兵第⼀名。
36.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陳禹希榮獲中華⺠國 105 年第三屆清華盃全國大專⼄
組搏擊錦標賽大專⼄組 60 公斤第⼀名。
37.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第七屆總統盃太極拳錦標賽榮獲獎項如下:
(1) 昌柏丞 3 金 1 銀。
(2) 陳柔–壯年女子組第六級、青年女子組第⼀級、第七級、高中女子組第
五級併級併組-第二名。
(3) 陳泓榮–青年男子組第九級-第二名。
(4) 高崇倫–青年男子組第六級-第三名。
38.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昌柏丞榮獲第 16 屆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1 金 2 銅。
39.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楊品薇榮獲 2017 世界國術錦標賽 1 金。
40.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6 年全國運動會榮獲獎項如下:
(1) 林珮如女子組第三級第三名。
(2) 盧冠誌男子組第六級第二名。
(3) 陳聖閔男子組第七級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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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林郁婷同學榮獲 2017 波蘭⻄⾥⻄亞女子公開賽女子
54 公斤級 第 1 名。
42.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2017 年亞洲台北公開賽獎項如下:
(1) 盧冠誌男子組第六級第二名。
(2) 陳聖閔男子組第六級第三名。
43.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劉沅蓉榮獲 2017 東亞青年暨青少年道女子組第七級第
三名。
44.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楊品薇、昌柏丞榮獲第二屆海峽兩岸武術交流大會 2 金
1 銀 1 銅。
45.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榮獲 105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獎項如下:
(1) 孫晨恩、姜雅婕榮獲跆拳道公開混合組品勢雙人組第 7 名。
(2) 黃紀憲榮獲跆拳道公開男生組對打 74 公斤級第 4 名。
(3) 林緯豐榮獲跆拳道公開男生組對打 87 公斤級第 5 名。
(4) 周怡璇榮獲跆拳道公開女生組對打公斤 46 級第 3 名。
(5) 吳芷瑢榮獲跆拳道公開女生組對打 62 公斤級第 3 名。
(6) 江姿儀同學榮獲跆拳道公開女生組對打 67 公斤級第 3 名。
46. 師資培育中心廖遠光教授榮獲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2018 國際學術研討
會教師組「優秀論文獎」。
47. 師資培育中心廖遠光教授榮獲 E-Learn 2018 World Conference on Eearning「Outstanding Paper Award(優秀論文獎)」。
48. 教育學系陳信助副教授榮獲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舉辦 2018 亞洲智慧型機
器人大賽「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獎勵」第⼀名。
49. 教 育 學 系 陳 信 助 副 教 授 榮 獲 美 國 教 育 傳 播 技 科 技 學 會 國 際 (AECT
International Division) 國 際 傑 出 貢 獻 獎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s
Award )。
50. 教育學系陳信助副教授榮獲國際華人教育科技學會(SICET)傑出行政專業獎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s Award )。
51. 教育學系陳信助副教授榮獲國立清華大學舉辦 TAECT 2017 國際學術研討
會「教學媒體競賽第二名」。
52.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陳竑文、林敏華、李佳承榮獲中華⺠國大專院校 106 學
年度法式滾球錦標賽獲公開男生組三人組亞軍。
53.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陳竑文、林怡如榮獲中華⺠國大專院校 106 學年度法
式滾球錦標賽獲公開男女混和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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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
1.

中國戲劇學系學生組成金蝦趴歌舞團榮獲桃園市政府 2019 閩南文化節閩南
歌謠創意舞蹈比賽第⼀名。

2.

科藝所研究生林嶸妤、劉東昱參與「造聲-實驗聲響創作比賽」分別榮獲第
⼀名，第二名。

3.

美術學系學生參加 2017 台灣國展油畫比賽榮獲首獎。

4.

美術學系學生參加 2017 全國百號油畫大展榮獲首獎。

5.

美術學系學生參加 2017TIVAC 攝影獎榮獲首獎。

6.

美術學系學生參加 2016 勞動部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油漆裝潢職類
榮獲第三名。

7.

美術學系學生參加 2016 勞動部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油漆裝潢職類
第三名。

8.

音樂學系學生參加教育部及台北市教育局主辦「105 學年度台北市音樂比賽」
分別獲得下列獎項:
(1) 銅管五重奏全國音樂比賽特優第⼀名
(2) 木管五重奏全國音樂比賽優等
(3)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笛獨奏-大專 A 組，學生─朱麒頻，獲特優第⼀名
(4)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低音號獨奏-大專組，學生─黃靖凱，獲特優第二名
(5)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 組音樂班⻑笛獨奏─朱麒頻，獲優等第二名
(6)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 組音樂班⻑笛獨奏─廖宥瑄，獲優等
(7)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號獨奏─林禹慈，獲優等第二名
(8)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號獨奏─黃永豪，獲優等
(9)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薩克斯風獨奏─黃靖娟，獲優等
(10)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小號獨奏─廖炎奎，獲優等
(11)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小號獨奏─王昭瑋，獲優等
(12)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木琴獨奏─邢家瑋，獲優等第二名
(13)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木琴獨奏─邱怡瑄，獲優等
(14)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低音管獨奏─梅夢凡，獲甲等第二名
(15)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低音號獨奏─黃靖凱，獲特優第⼀名
(16) 台北市北區大專個人組 AB 組低音號獨奏─王淞賢，獲優等
(1) 榮獲木管五重奏大專團體 A 組優等。

9.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10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獎項如下:
(1) 游俞倖、邱姵慈、邱芷琳、練偲蘋、陳克愛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成
隊競賽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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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游俞倖、邱姵慈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個人全能【第五名】、【第七
名】。
(3) 游俞倖、邱芷琳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平衡木【第三名】
、
【第六名】
。
游俞倖、邱姵慈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跳馬【第六名】、【第七名】。
(4) 游俞倖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高低槓【第五名】。
(5) 邱芷琳、邱姵慈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地板【第二名】、【第六名】。
10. 舞蹈學系學生游俞倖、邱芷琳、邱姵慈參加「107 年彈簧床錦標賽」全國大
專社會女子⼀般組分別榮獲單人 【第⼀名】、 【第六名】、【第八名】。
11.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榮獲獎項如下:
(1) 邱芷琳榮獲全區大專個人組古典舞決賽【優等第四名】。
(2) 邱芷琳、陳楷婷榮獲全區大專個人組⺠俗舞決賽分別【優等第三名】、
【優等】。
12.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臺北市 107 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榮獲獎項如下:
(1) 邱芷琳榮獲大專個人組⺠俗舞、古典舞【北區雙項優等第⼀名】。
(2) 陳楷婷榮獲大專個人組⺠俗舞榮獲【北區優等第二名】。
13.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107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獎項如下:
(1) 李秋慧、邱芷琳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個人全能【第六名】、【第八
名。
(2) 邱芷琳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高低槓【第八名】。
(3) 李秋惠、邱芷琳平衡木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平衡木【第六名】、【第
七名】。
(4) 邱芷琳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地板【第六名】。
14. 舞蹈學系學生游俞倖參加「106 彈簧床錦標賽」全國大專社會女子⼀般組網
上榮獲單人 【第五名】。
15. 舞蹈學系學生王思涵參加「2017 台北國際藝術節舞蹈交流表演賽」榮獲【傑
出表現】。
16.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106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獎項如下:
(1) 葉伊倫、林奕綺、呂亞璇、游俞倖、李秋惠、張書瑄榮獲競技體操⼀般
女子組成隊競賽 【第⼀名】。
(2) 葉伊倫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個人全能【第三名】。
(3) 葉伊倫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平衡木【第⼀名】。
17.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2016 IDO 台灣芭蕾舞大賽暨 2017 台灣之星芭蕾舞
代表選拔」榮獲獎項如 下:
(1) 洪儀亭、涂意雯、王思涵榮獲團體組【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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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涂意雯榮獲成人組【第⼀名】。
(3) 王思涵榮獲青年組【第⼀名】。
18.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榮獲獎項如下:
(1) 田芷芸榮獲大專個人組古典舞【北區優等第⼀名】，大專個人組古典舞
決賽榮獲【優等第二名】。
(2) 陳楷婷榮獲大專個人組⺠俗舞榮獲【北區優等第⼀名】，大專個人組⺠
俗舞決賽榮獲【優等】。
19. 舞蹈學系學生邱芷琳赴香港參加中華文化五州行系列「2017-2018 海外桃
李杯舞蹈大賽」榮獲【優異成績】。
20.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105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獎項如下:
(1) 葉伊倫、林奕綺、呂亞璇、黃昱綾、游俞倖、李宜蓁榮獲競技體操⼀般
女子組成隊競賽 【第二名】。
(2) 葉伊倫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地板【第二名】。
(3) 林奕綺榮獲競技體操⼀般女子組個人全能【第三名】。
21. 舞蹈學系學生呂亞璇、林奕綺、游俞倖、葉伊倫、吳亞蒨、孫逸、李秋惠參
加「105 彈簧床錦標賽」全國大專社會女子⼀般組網上分別榮獲單人【第⼀
名】、【第二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
【第八名】。
22. 戲劇學系專任副教授陳世杰老師以《天黑請閉眼》入圍第 52 屆電視金鐘獎
戲劇節目編劇獎; 戲劇系學生陳妤以《戀愛沙塵暴》入圍第 52 屆電視金鐘
獎戲劇節目女配角獎及戲劇節目新進 女演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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