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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評比與榮譽 

一、教學與研究整體表現 

(一) 2018-2022 年度本校連續獲得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二) 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網路實驗室(Cybermetrics Lab)公布2022

年 6 月之「世界機構典藏排名」 (Ranking Web of World Repositories)，

本校位居世界 IR 排名第 724 名、臺灣大專校院排名第 7 名，私校第 3 名。

此項評鑑指標包含規模(網站頁數)、能見度(被外部連結次數)、學術檔案數、

學術搜尋(學術文獻數) 4 類，可綜合呈現各網站之內容質量與能見度。 

(三)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 2022 亞洲大學

排名，本校首度入榜，名列 401-450 名區間。 

(四) 遠見雜誌發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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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名，圖書/非書/現期書報資料數量居全國大學之冠，修習全外語

院/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數全國第 13 名，SDGs 貢獻度排名全國 20 名。 

(五) 根據 1111 人力銀行公布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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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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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人力銀行公布 2020 年

本校於軟體網路業最愛邀約全國第 4 名; 1111 人力銀行公布 2020 年本校居

遊憩與運動學群全國第 4 名。 

(六) 本校於 108 學年度通過行政會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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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經外部稽核認可通過 ISO9001：2015 升級版認證，

於 110 年 10 月 13 日獲複審通過。 

(八) 本校於 108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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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本校榮獲-國家圖書館「110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 

【2022 年】 

1. 「111 年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私立大學組第一名」，為博碩士論文全文

授權數、全文授權率、電子全文被下載數、電子全文被下載率等 4 大分

項總分私校排名第一。 

2. 111 年學位論文傳播獎：109 學年度全文授權率私立大學組第一名。 

3. 111 年學位論文開放獎：110 年全文被下載數私立大學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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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1 年學位論文傳播獎：109 學年度全文授權數私立大學組第四名 

【2021 年】本校獲頒私立大學組 

1.學位論文開放獎-全文被下載數：私立大學第二名。 

2.學位論文開放獎-全文被下載率：私立大學第五名。 

(十) 本校於 2021 年 8 月 26 日榮獲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頒發「109 年

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全國大專院校圖書館第 10 名。 

(十一) 2020 年度本校圖書館獲頒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金心獎」：

提供館藏書目資料，共同建置圖書聯合目錄資料庫，促進書目資源共享。 

(十二) 本校於 2019 年 4 月通過成立校級研究單位「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結合人

文學與社會科學，成為跨校、跨國、跨領域的東亞研究平台，並獲日本 One 

Asia 財團補助開設國際講座。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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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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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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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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止，與 417 所國外學校簽訂姊妹校(含大陸姐妹校 197 校)，並與 28

所國外大學簽訂跨國雙學位合作計畫。 

三、學生輔導與就業情形 

(一) 本校榮獲育部 2020 年度北一區推動品德教育績優學校；2021 年度北一區品

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推薦學校。 

(二) 本校榮獲育部 2020、2021 年度北一區友善校園卓越學校。 

(三) 本校榮獲育部 2020 年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績優學校。 

(四) 本校榮獲育部 2019 年北一區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 

(五) 學生社團獲獎紀錄： 

1. 畢業生服務委員會獲「202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特

優獎。 

2. 台南學友會及社會福利學系系學會獲得「202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暨觀摩活動」優等獎。 

3. 體操啦啦社獲得「202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最佳社

團特色活動獎。 

4. 華岡空手道社參加 2021 年「台北市青年杯空手道錦標賽」-大專青年男子

乙組個人對打、女子乙組個人對打皆榮獲第一名。 

5. 學生會獲得教育部辦理「2020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之優等獎，行

政傑出獎、財務傑出獎共三項獎項。 

6. 彩妝研習社獲得「202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之特優

等獎，華岡社會服務隊及生活應用科學系學會獲得優等獎；國劇系學會獲

得最佳社團特色活動獎。 

7. 自由搏擊社參加 2020「太和盃全國搏擊錦標賽暨第一屆武人三項挑戰賽」

獲亞軍。 

8. 國際標準舞社參加 2020 年度「台北市中正區青年盃運動錦標賽」-成人大

專單人拉丁鬥牛舞榮獲第二名。 

9. 本校體操啦啦社參加 2019~2020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競」指定動作公

開組榮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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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足球社參加 109 學年度「大專院校足球聯賽」男生第三級獲第二名。 

11. 110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參加教育部辦理之競賽獲獎： 

(1) 草山劇場獲得「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特

優等獎。 

(2) 行政管理學系系學會獲得「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

摩活動」優等獎。 

(3) 戲劇學系系學會獲得「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

動」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獎。 

(4) 學生會獲得「111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之服務貢獻獎。 

12. 110 學年度學生社團校外競賽獲獎： 

(1) 體操啦啦社參加「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大專女子新秀組榮

獲冠軍。 

(2) 管樂社及華岡國樂社參加「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皆獲得

優等獎。 

(3) 文化射箭社參加「大專盃國術錦標賽」女子新人組榮獲第一名。 

(4) 熱門舞蹈社參加「110 年度 College High 全國大專街舞高峰會」

Locking 團體賽及 Popping 團體賽皆榮獲第一名。 

(5) 華岡空手道社參加 111 年「臺北市青年盃空手道錦標賽」於多個項

目中皆榮獲第一名。 

(6) 跆拳道社參加 110 年「第十三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大專女子

低色帶組 5-8 級獲得第二名。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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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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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熱舞社獲得 2019 年「北區舞展」第一名。 

15. 劍道社獲得 2019 年「台北市中正盃劍道錦標賽」大專團體男子組殿軍。 

16. 空手道社獲得 2019 年「台北市空手道協會中正盃」-甲組型個人第二名。 

17. 電競社獲得 2019 年「CCCE 城市盃第一屆校園競技邀請賽」-多媒體製

作類冠軍。 

18. 西洋劍社獲得 2019 年「全國大專院校團體鈍劍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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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賽事成果表現 

(一) 學生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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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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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9 年摩洛哥世界柔道大獎賽女子組第三級第一名。 

(4) 2019 年東亞柔道錦標賽：女子組第五級第二名、男子組第六級第三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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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9 年亞洲盃射箭賽第二站暨世界排名賽：女子團體對抗第三名。 

(3) 2019 年亞洲盃射箭賽第三站暨世界排名賽：女子團體對抗第二名、第

三名。 

3. 拳擊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1) 2020 年東京奧運拳擊亞大區資格賽：女子組 57 公斤級-金牌。 

(2) 2019 年台北城市盃國際拳擊邀請賽：女子組 60 公斤級-金牌，男子組 52 公斤級

-金牌。 

(3) 2019 年亞洲拳擊錦標賽女子組 57kg 級金牌。 

(4) 2019 年中國一帶一路拳擊菁英賽女子組 57kg 級金牌。 

(5) 2019 年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女子組 57 公斤級-銅牌。  

4. 橄欖球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2019 U20 亞洲青年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第三名。 

5. 籃球項目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2019 亞洲大學三對三籃球錦標賽女子組冠軍。 

6. 跆拳道獲獎情形： 

2020 年第 12 屆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第二名。 

 

(二) 108 年至 110 年度學生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全國運動會獲獎情形： 

(1) 110 學年度本校運動代表隊大專運動會共獲 17 金 13 銀 15 銅，總

獎牌數全國排名第 6、私校排名第 2。 

 「桌球隊」榮獲 3 面金牌、2 面銅牌。 

 「柔道隊」榮獲 3 面金牌、4 面銀牌、3 面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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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打隊」榮獲 3 面金牌、1 面銅牌。 

 「軟式網球隊」榮獲 3 面金牌。 

 「空手道隊」榮獲 3 面金牌、2 面銀牌。 

 「拳擊隊」榮獲 2 面金牌、1 面銀牌、2 面銅牌。 

 「射箭隊」榮獲 1 面金牌、2 面銀牌、2 面銅牌。 

 「跆拳道隊」榮獲 1 面銀牌、1 面銅牌。 

 「擊劍隊」榮獲 2 面銀牌。 

 「划船隊」榮獲 3 面銀牌。 

 「體操隊」榮獲 1 面銅牌。 

 「網球隊」榮獲 1 面銅牌。 

 「角力隊」榮獲 1 面銅牌。 

 「木球隊」榮獲 1 面銅牌。 

(2) 109 學年度本校運動代表隊大專運動會共獲 15 金 8 銀 26 銅，總獎

牌數全國排名第 7、私校排名第 2。 

 「射箭隊」榮獲 4 面金牌、1 面銀牌、2 面銅牌。 

 「拳擊隊」榮獲 3 面金牌、2 面銅牌。 

 「桌球隊」榮獲 2 面金牌、1 面銀牌、1 面銅牌。 

 「柔道隊」榮獲 2 面金牌、1 面銀牌、6 面銅牌。 

 「跆拳道隊」榮獲 1 金牌、2 面銀牌、1 面銅牌。 

 「木球隊」榮獲 1 面金牌、1 面銀牌。 

 「軟式網球隊」榮獲 2 面金牌。 

 「擊劍隊」榮獲 1 面銀牌、3 面銅牌。 

 「空手道隊」榮獲 1 面銀牌、2 面銅牌。 

 「角力隊」榮獲 4 面銅牌。 

 「羽球隊」榮獲 1 面銅牌。 

 「橄欖球隊」榮獲 1 面銅牌。 

 「韻律體操隊」榮獲 1 面銅牌。 

 「田徑隊」榮獲 2 面銅牌。 

(3) 108 學年度本校運動代表隊大專運動會共獲 12 金 12 銀 17 銅，總

獎牌數全國排名第 9、私校排名第 2。 

 「柔道隊」榮獲 4 面金牌、3 面銀牌、7 面銅牌。 

 「拳擊隊」榮獲 2 面金牌、1 面銀牌、2 面銅牌。 

 「桌球隊」榮獲 2 面金牌、2 面銀牌。 

 「軟式網球隊」榮獲 2 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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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操隊」榮獲 1 面金牌、2 面銀牌、2 面銅牌。 

 「田徑隊」榮獲 1 面金牌。 

 「空手道隊」榮獲 1 面銀牌、1 面銅牌。 

 「射箭隊」榮獲 3 面銀牌。 

 「跆拳道隊」榮獲 4 面銅牌。 

 「木球隊」榮獲 1 面銅牌。 

2. 柔道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10 年上半年度全國精英排名賽： 

青年女子組第七量級第 3 名、公開女生組柔道第二級第 2 名。 

公開男生組柔道第三級第 1 名、青年男子組第三量級第 1 名。 

(2) 柔道隊榮獲 2021 年上半年國手選拔男子第三級金牌、男子第六級

銀牌、男子第七級金牌、女子第六級銀牌、女子第七級銅牌。 

(3) 2020 年上半年度青年組全國精英排名賽： 

 青年女子組第六級：第一名、第二名。 

 成年男子組：第六級-第一名、第三名；第七級：第一名。 

 成年女子組：第三級-第一名；第五級第一名；第六級第一名；第七

級第三名。 

(4) 2020 年下半年度全國精英排名賽 

 成年男子組：第六級第一名；第七級第一名；第三級第三名。 

 成年女子組：第六級第一名及第二名；第二級第二名；第三級第二

名；第七級第三名。 

(5) 2019 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甲組：第三級第一名。 

 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第二名；第五級第三名；第七級第二名。 

(6) 2019 年台北市青年盃柔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個人貳段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社會男子個人：初段組第三名；貳段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2

人)。 

(7) 2019 年上半年度全國(柔道)菁英排名賽： 

 成年女子組：第二級第三名；第五級第一名：。 

 成年男子組：第六級第一名；第七級第二名；第二級第三名。 

(8) 2019 年台北市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團體甲組第二名。 

 社會男子甲組：第一級第三名；第五級第二名及第三名；第七級第



8 
 

一名。 

 社會女子甲組：第三級第二名；第三級第三名；第六級第一名；第

六級第三名。 

3. 國術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110 學年度大專國術錦標賽散打： 

男子公開組 70 公斤級個人賽第 2 名、56 公斤級個人賽第 2 名、60

公斤級對抗賽第 1 名。 

(2)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散打女子第一量級金牌、男子第

三量級銀牌。 

4. 韻律體操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韻律體操隊榮獲 2020 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個人單項銅牌。 

5. 健美全國競賽獎情形： 

健美隊榮獲 2020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109 學年度中華民國大

專盃女子比基尼 163 金牌。 

6. 射箭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2020 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團體第二名；男子複合弓團體第二名；女子複合弓團體第二名；混

雙第一名。 

(2) 2020 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女子個人對抗賽第三名。  

(3) 2019 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女子複合弓團體第二名、個人對抗賽

第一名。 

(4) 2019 全國運動會：男子複合弓團體第一名；女子複合弓團體第二名；

女子複合弓團體第一名；混雙第二名。 

(5) 2019 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男子個人對抗賽第二名；複合弓混

雙對抗賽第三名。 

(6) 2019 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複合弓男子個人第三名；複合弓

混雙第二名複合弓女子團體第二名複合弓男子團體第二名。 

7. 拳擊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2019 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社會女子組：48 公斤級-銅牌；60 公斤級-金牌；75 公斤級-銀牌。 

社會男子組：52 公斤級-金牌、銀牌；57 公斤級-金牌；63 公斤級-金

牌、銅牌；69 公斤級-銀牌；81 公斤級-銅牌。 

8. 跆拳道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08 學年大專校院跆拳道錦標賽：第二名(4 人)；第三名(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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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空手道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2018 年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第一名、第三名。 

10. 籃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公開女子組籃球隊榮獲 110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賽第 3 名。 

(2) 2019 全國社會組籃球錦標賽北區第三名。 

(3) 2019 年第 41 屆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賽第三名。 

(4) 108 學年度大專籃球運動聯賽公開女子組第一級第二名。 

(5) 108 學年度大專籃球運動聯賽一般女子組第三名。 

11. 撞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撞球聯賽：男子公開 9 號雙打第二名、第三名。 

12. 足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109 學年度公開組足球隊榮獲全國大專校院足球運動聯賽公開一級

挑戰組冠軍。 

(2)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第一名。 

13. 保齡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2022 年大專院校保齡球錦標賽： 雙人賽第 2 名。 

(2) 2019 年大專院校保齡球錦標賽： 4 金 3 銀 3 銅 

 公開女生--團體第一名、雙人賽第三名、三人賽第一名、個人賽第

一名、盟主賽第一名及第二名。 

 公開男生--雙人賽第二名、三人賽第二名、個人賽第三名、全項賽

第三名。 

(3) 2018 年大專院校保齡球錦標賽： 

 女子三人賽金牌、女子團體金牌、女子盟主銀牌。 

 男子三人賽銅牌、團體金牌、雙人金牌、全項主銀牌、男子盟主銀

牌。 

14. 排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排球隊榮獲 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排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亞軍。 

15. 滾球項目全國競賽獲獎情形： 

(1) 法式滾球隊榮獲 110 學年度大專法式滾球錦標賽男子雙人組第 1 名、

個人射擊賽第 1 名、公開男生組二人團體賽第 1 名。 

(2) 法式滾球隊榮獲 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法式滾球錦標賽公開女子

組三人團體賽銀牌、公開組混雙團體賽金牌、一般女子組一對一銀

牌、一般女子組二對二銀牌、公開組男子三人團體賽第五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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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女子三人團體賽第四名、公開男子組二人團體賽第五名、一般女

子組一對一第五名。 

(3)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法式滾球錦標賽： 

公開男二人組第三名；混雙第二名；個人賽第三名。 

16. 全國划船錦標賽： 

(1) 2020 年全國划船錦標賽第一名。 

(2) 2020 年全國春季室內划船錦標賽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3) 2019 年全國冬季室內划船錦標賽第三名。 

(4) 2019 年全國衝刺划船錦標賽第一名、第二名。 

(5)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8 學年度划船錦標賽第一名、第二名。 

17. 棒球競賽： 

(1) 110 學年度榮獲全國春季聯賽第二名。 

(2) 109 學年度公開組棒球隊榮獲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甲組成棒春季聯賽

亞軍。 

(3)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第三名。 

(4) 108 學年度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第一名。 

18. 競技體操： 

110 年全國彈翻床錦標賽第 2 名、111 年全大運競技體操一般女子全能

第 3 名。 

五、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 

(一) 榮獲 2021 年國家級訓練品質認證系統-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銀牌

認證。 

(二) 連續 10 年承辦教育部「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教育計畫」(原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整合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及創業師資培訓，協助建構全台校園創新創業完

教學機制。 

(三) 本校創新育成中心為教育部 U-Start 大專校院創業教育計畫全國總辦公室，

連續 13 年承辦教育部「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暨 U-start 原漾計畫」(原 U-

start 創新創業計畫)，2021 年增加原住民族創業，推動青年學子實踐勇於挑

戰大膽創新的創業夢想。 

(四) 連續 9 年承辦經濟部「推動中小企業創育機構發展計畫」，2022 年引導民間

大企業成立企業加速器；2021 年同時取得「推動城鄉新創產業發展計畫」，

共同推動我國創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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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學院榮譽 

(一) 文學院 

哲學系黃藿老師獲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 110 年度「木鐸獎」。 

 

(二) 國際暨外語學院 

1. 日文系學生通過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1) 2021 年取得日語領隊人員證書 2 名； 

(2) 2020 年取得日語領隊人員證書 5 名、取得日語導遊人員證書 1 名。 

2. 俄文系學生趙少綺榮獲 2021 年度「台北首都杯國際音樂大賽鋼琴演奏

比賽」第三名。 

3. 俄文系學生鍾旻儒通過並取得 2021 年度「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技術

士證。 

4. 俄文系學生林妤倫通過並取得 2021 年度「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C 級運

動教練證」。 

5. 俄文系學生榮獲「2020 第 9 屆國際網路俄文比賽」第 2 名、第 3 名。 

6. 俄文系學生榮獲 109 學年度「俄羅斯詩歌朗誦競賽」第 1 名(劉秉宸)及

第 4 名(廖奕珊)。 

7. 英文系學生林佩蓉榮獲「2020 年興大翻譯獎：中譯英組」第 2 名。 

8. 法文系鄭逸駿、鄭琬蓉分別榮獲「2019 年第一屆法語辯誦競賽-演辯比

賽」第 2 名、第 3 名。 

9. 日文系學生曾浚廷榮獲「2019 年第十三屆住華盃全國大專院校日語演

講比賽」特別獎。 

 

(三) 理學院 

1. 化學系蘇平貴教授列入「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1）」，並入選「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20)」和

「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 

2. 地學所盧光輝教授獲頒 Publons, Clarivate Analytics 頒贈「2019 Peer 

Review Awards, Top 1% in Field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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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質系詹京倍同學獲得 2021 年地球科學學門最佳大專生專題計畫成果

報告獎。 

4. 地理系邱竑縉同學通過 2020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

定考試。 

5. 地理系學生參加 2019「第 23 屆全國地理盃競賽」，榮獲男籃冠軍、女

籃亞軍及男排亞軍。 

6. 地理系學生參加 2019 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獲得「經濟與能

源空間開放資料服務應用組創意概念主題」第三名。 

7. 地理系學生參加 2019 經濟能源資料零距離創意競賽榮獲團體競賽三獎。 

8. 地理系所學生通過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操作術科測驗合格：108

學年度 2 名，109 學年度 1 名，110 學年度 1 名。 

9. 生科系學生通過日本語能力檢定 N2 合格：108 學年張書維，110 學年張

巧忻。 

10. 光電物理系簡柏宇當選 2019 年度大專優秀青年。 

 

(四) 法學院 

法律學系期刊《華岡法粹》獲得 2019、2020、2021、2022「台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比」第三級期刊。 

 

(五) 社會科學院 

1.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生達佶佑．卡造榮獲中央舊院「111 年臺

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獎學金。 

2. 社福系學生黃仁弘當選 109 學年「大專優秀青年」。政治系學生何紋萱

當選 108 學年「大專優秀青年」。 

 

(六) 農學院 

1.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熊同銓副教授榮獲臺灣園藝學會 109 年度終身貢獻

獎。 

2.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黃盟元副教授榮獲 2019 年度「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 2019 年第一屆「國家農業科學獎」，森保系謝佳

宏助理教授參與之研究團隊榮獲「社經發展類-卓越紮根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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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1) 營養師高考證照：110 學年度 5 人；108 學年度 6 人。 

(2) 烘焙食品-餅乾技術士丙級證照：110 學年度 11 人。 

(3) 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丙級證照：110 學年度 23 人；108 學年度 19

人。 

(4) 中餐烹調葷食技術士丙級證照：110 學年度 14 人；108 學年度 13

人。 

5.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參加全國營養相關科系臨床營養技能競賽：110 學年

度 3 人獲「亞軍」；108 學年度 8 人獲「優等」。 

6.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共 12 人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9 年社區營養

教案徵選活動」榮獲「社區營養優良教案獎」。 

7.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 8 人通過 2019 年度第二次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能力

鑑定考試。 

8. 保健營養學系學生 3 人榮獲「2019 美國雞肉台灣風情創意料理廚神菁英

盃烹調大賽」銀鳴獎。 

9. 生活應用科學系學生「TSIA 國際美業菁英賽」榮獲： 

(1) 2021 年--國際花藝設計創作(學生組)亞軍；國際飾品創作設計(學生

組)季軍。 

(2) 2020 年--國際甲片彩繪(學生組)及國際靜態紋繡（學生組）最佳設計

獎；國際新娘捧花設計(學生組)第二名。 

(3) 2019 年--國際時尚芭比創意造型(學生組)優勝；國際新娘捧花設計

(學生組)最佳設計獎。 

10. 生活應用科學系學生蕭怡蘋於 2021 年考取女裝技術士甲級證照。 

11. 生活應用科學系學生周琦軒、陳秉文當選「2020 年大專優秀青年」。 

12. 動物科學系學生考取「A mode 超音波技師認證」：109 學年度甲級 1

人、乙級 1 人；108 學年度甲級 1 人、乙級 4 人。 

13. 土地資源學系學生 6 人參加「2022 全國大專院校不動產行銷企劃競賽」

榮獲「第三名」。 

 

(七) 工學院 

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施漢章教授、電機工程學系謝劍書教授獲美國

史丹佛大學發布「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 (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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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械系柴昌維老師獲： 

Best-Paper Award of IEEE ICEIB 2021 B210096； 

2020 REC Foundation Judge Certification； 

Best Conference Paper Award, 4th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21(ECEI 2021)；3rd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20 (ECEI 2020)。 

3. 機械系學生參加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初級工程師認證考試 110 學年度通過

人數 33 人；108 學年度通過人數 16 人。參加 TQC 工程設計專業認證考

試 108 學年度通過人數合計 3 人。 

4. 資工系學生 3人參加「2021全國大專校院智慧創新暨跨域整合創作競賽」

榮獲值得注目獎。 

5. 資訊工程學系許家豪當選「中華民國 109 年大專優秀青年」。 

(八) 商學院 

1. 資管系余平老師獲選 2020 年 AWS Educate Faculty Cloud 

Ambassador；杜淑芬老師獲選 2020 年 AWS Educate Faculty Cloud 

Ambassador。 

2. 會計學系劉朝陽教授通過並取得「智慧企業」專業認證 (Th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for Academic Subjects in Fundamentals of Intelligent 

Enterprise。 

3. 國企所學生通過專業測驗： 

(1) 通過 2021 年「日本語能力認定－N3」專業測驗 1 人； 

(2) 通過 2020 年「跨境電子商務規劃師資格檢定考試」專業測驗 1 人； 

(3) 108 學年度通過「海峽兩岸營銷專業能力證書」專業測驗 2 人；「TBSA

商務企劃初級檢定」專業測驗 1 人；「中文輸入進階級」專業測驗 1

人；「商務企劃能力檢定合格證書-初級檢定」專業測驗 1 人；「商

務企劃能力檢定合格證書」專業測驗 1 人；「人身保險業務員、金融

常識」專業測驗 1 人。 

4. 國企系所學生參加國際競賽獲獎獎項： 

(1) 獲「2022 第十屆亞太地區企業併購模擬競賽」最佳表現獎/最佳隊員

獎； 

(2) 獲 2021 年「海峡兩岸暨港澳大學生市調大賽總決賽」二等獎； 

(3) 獲「2021 第一屆 Big Data 財務金融科技應用大賽-Big Data」財金

應用組第二名、「經濟應用組」榮獲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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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獲 2020 年「第九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市場調查競賽」季軍； 

(5) 獲 2019 年「商管核心能力培育個案競賽」第一名。 

5. 會計學系學生 5 人參加「第 33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獲團體組優勝。

(110 學年)；4 人獲「第 32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團體組優勝；6 人

獲「第 31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獲團體組優勝。 

6. 財金系學生鄭雅之榮獲 110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7. 國貿系獲得第 15-17 屆國際貿易大會考績優學校。 

8. 國貿系參加「2019 年全國大專院校 B2B 跨境電商競賽-質樸堅毅向前

衝」初賽獲得訂單獎第二名。 

9. 觀光系學生獲獎： 

(1) 「菁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北區競賽優勝、全國銅牌。 

(2) 學生 4 人獲「108 年大觀盃觀光導覽解說設計比賽」銀牌獎。 

(3) 學生 4 人獲「2018 三創盃全國商品設計競賽」大專組榮獲銀牌獎。 

(4) 學生 5 人參加「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榮獲全國

總決賽優勝獎。 

10. 學生 4 人參加「110 全國農林漁牧慢慢遊校園盃影音競賽」第一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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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資管四 C 鄭竹晴同學當選「108 年度大專優秀青年」。 

 

(九) 新聞暨傳播學院 

1. 資訊傳播學系翁銘邦副教授獲得 2021 年 MUSE Photography Awards 

- Silver Winner (fine art - photomanipulation)。莊賢智助理教授獲得

New York Photography Awards 榮獲 Gold Award 金獎第一名、Silver 

Award 銀獎第二名。 

2. 廣告學系學生榮獲「時報金犢獎」： 

(1) 2019 第二十八屆：平面設計優勝獎、APP 內容設計第三名、一般

廣告設計平面類優選獎、一般廣告設計非平面類第三名、APP 程式設

計第二名、海峽兩岸創新創業大賽第三名。 

(2) 2022 第三十一屆：黃芯芫同學獲台新銀行公益基金會主視覺設計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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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眾傳播學系學生(4 人)參加「世界氣泡酒大賽 World Cider Award 

(London, U.K.)」獲設計世界冠軍、設計金牌獎。(2021) 

3. 新聞學系學生獲 2020「公視 PeoPo 總編輯會議影片觀摩競賽」第一名。 

4. 資訊傳播學系學生獲獎： 

(1) 何榮旺及團隊獲 2020「第三屆智在家鄉-聯發科技數位社會創新競

賽」潛力獎； 

(2) 賴宥廷獲 2020「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第一名； 

(3) 鄭薇婷獲「環保、綠能」創意影音競賽第一名； 

(4) 獲 2022「移動應用創新賽」二獎(第二名)； 

(5) 學生(4 人)獲得 2022「17 直播創新技術大賽提案」直播人氣獎。 

 

(十) 環境設計學院 

1. 景觀學系郭瓊瑩主任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之「國土建設特別貢獻奬」，學

術界第二人獲此殊榮（2020 年 7 月）。 

2.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鄭人豪老師參與「永晝藝術祭-基隆正濱創意永續港

口」獲選文化部「社會創新專業服務協力計畫」。 

3. 景觀學系郭瓊瑩主任團隊與資傳系魏裕昌老師及紡織系郭文貴老師共 5

人合作發表，以《正濱漁港懷舊碼頭色彩計畫》在 2019 國際色彩學會阿

根廷會議（AIC 2019）獲得大會首次頒發 Robert W. G. Hunt Poster 

Awards（英國色彩學會贊助）海報論文獎第二名，獎金 100 英鎊（2019

年 10 月）。 

4. 景觀學系學生獲「園冶杯」國際競賽組委會、國際生態景觀協會舉辦「首

屆園冶杯鄉村振興國際競賽」榮獲三等獎（2022 年 5 月）。 

5. 景觀學系學生獲中華民國景觀學會舉辦「第 16 屆全國學生景觀設計競圖

-看不見的水景」榮獲優選（2021 年 12 月 17 日）。 

6. 景觀學系學生獲新北市政府「全國青年景觀競賽-設計施作競賽」： 

(1) 「2020全國青年景觀競賽-設計施作競賽」第三名（2020年11月）。 

(2) 「2019 全國青年景觀競賽」中和四號公園花圃競賽優選（2019 年

11 月）。 

7.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學生獲「2019UIA-CBC 國際高校建造大賽」二等獎。 

8.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學生獲「2019 年第三屆哈爾濱工業大學冰雪嘉年華

系列活動之“挖空心思，築雪為間”國際高校雪構建造大賽」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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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藝術學院 

1. 戲劇系徐堰鈴副教授以客家電影院─《光的孩子》獲得第 56 屆電視金鐘

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2. 中國戲劇學系學生榮獲 2020 國際禮賓親善大使亮出你的微笑-女禮賓

組冠軍。 

3. 音樂學系學生參加「2022 文化盃音樂大賽」獲台北文化盃大專音樂班

組中提琴第一名、長號第一名；獲新竹文化盃大專音樂班組大提琴第一

名。 

4. 中國音樂學系學生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1)「109 學年度」大專個人 A 組分別獲得下列獎項：阮咸獨奏-優等、

箏獨奏-優等、柳葉琴獨奏-第一名、琵琶獨奏-優等、揚琴獨奏-優等、

揚琴獨奏-優等。 

(2)「110 學年度」大專個人 A 組分別獲得下列獎項：笙獨奏-優等(2 人)、

笛獨奏-特優及第二名、二胡獨奏-優等、胡琴獨奏-優等。 

5. 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學生獲「2020 實驗聲響創作比賽」第二

名、第三名。 

6. 音樂學系學生參加「109 學年度台北市音樂比賽」大專個人 A 組分別獲

得下列獎項：小號獨奏優等第二名、單簧管甲等第二名、低音號優等。  

7. 美術系學生獲獎： 

(1)翁宗慧：109 學年度參加「幻想聖誕繪畫大賽」獲電繪組公開組銅獎。 

(2)戴廷丞：2020「全國大專院校篆刻比賽」第一名；「第 12 屆台積電

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篆刻組優選；彰化縣書法學會「第九

屆富偉盃全國書法篆刻比賽」篆刻組優選。 

(3)陳映璇：2020、2021 年「全國大專院校篆刻比賽」獲樂篆獎。 

8.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臺北市學生舞蹈比賽」獲獎： 

(1) 110 學年度：大專個人組民俗舞分別榮北區【優等第一名】、【優

等第二名】、【優等】。古典舞榮獲北區【優等第二名】。 

(2) 109 學年度：大專個人組古典舞【優等】、【優等第二】(2 人)；民

俗舞【優等第一】、【優等】、【優等第二名】、【優選第三名】；

現代舞【優等第二】。 

9. 舞蹈學系學生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比賽」獲獎： 

(1) 110 學年度：全區大專個人組民俗舞決賽榮【特優第三名】。 

(2) 108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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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大專個人組民俗舞決賽【特優第二名】；古典舞決賽【優等第二

名】、【優等】。 

 大專個人組民俗舞、古典舞【北區雙項優等第一名】、古典舞【北區

優等第二名】、古典舞【北區優等第三名】。 

10. 舞蹈學系學生獲「第 3 屆傳藝菁英盃」青少年 A 組古典舞獨舞組（16-

18 歲）榮【銀獎】。(110 學年度) 

11. 舞蹈學系學生獲「2020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舞蹈啦啦隊 爵士雙

人大專公開組【第一名】。 

12. 舞蹈學系學生獲「108 年全國彈翻床錦標賽」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單人

彈翻床【第三名】。 

 

(十二)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1. 體育系陳嘉遠主任獲教育部體育署活動貢獻獎。(110 學年度) 

2. 運研所博班學生陳思羽獲獎： 

2022WTT 阿曼挑戰賽混雙金牌；2022WTT 卡達桌球挑戰賽女子雙打

第 2 名；2022 WTT 卡達桌球明星賽女子單打第 3 名、女子雙打第 3 名；

2022WTT 美國 Feeder 公開賽第一站混合雙打冠軍、第二站混合雙打

冠軍。 

3.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參加 2021「真理盃大專校院校際健身氣功錦

標賽」獲獎： 

(1) 個人男子組- 

五禽戲第 2 名、第 3 名；六字訣第 2 名、第 3 名；八段錦第 2 名、

第 3 名；馬王堆導引術第 2 名。 

(2) 個人女子組- 

易筋經第 1 名、第 2 名；六字訣第 1 名；八段錦第 3 名；馬王堆導

引術第 1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