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04 學年行政暨學術單位績效成果一覽表
台北校區
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總務處 105.01.06

本校歷經環保局三階段考核，榮獲臺北市 104 年大專院校資源回收考
核第一名。

學務處 104.12.28

合唱團參加台北市教育局舉辦之鄉土歌謠比賽，榮獲台北市優等。

105.03.19

105 年度全國社團評鑑跆拳道社榮獲優等獎

105.03.19

105 年度全國學生自治會參與評鑑榮獲服務獎

105.03.29

全國大專優秀青年-孫向妘、台北市大專優秀青年-李明憶

105.03.31

紫錐花運動榮獲教育部評鑑績優

105.04.19

104 年度捐血績優團體榮獲教育部頒發 104 年度捐血優單位

105.04.22

2016 世界盃啦啦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國際組第二名

105.04.22

創舞隊參加 2016ICU 世界盃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美國)

105.05.01

105 大專運動會西洋劍項目一般女子組銳劍第三名-黃薇團體組第一名

105.05.08

2016 大專盃啦啦隊比賽女生五人組第二名

105.06.25

2016 大專盃啦啦隊比賽女生五人組 B 隊第二名，C 隊第三名，A 隊第四
名，技巧大專女子組第一名

105.06.25
體育室 104.11.14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團體公開組第一名，雙人高中組第一名
2015 年泰國啦啦隊挑戰賽第二名

104.12.06

2015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指定動作中學組第一名

104.12.06

2015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四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A 隊第三名

104.12.06

2015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四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B 隊第四名

104.12.06

2015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四人技巧公開女子組第四名

104.12.07

2015 亞洲啦啦隊公開賽嘻哈雙人公開組第二名

104.12.07

2015 亞洲啦啦隊公開賽嘻哈團體公開組第二名

105.04.19
~04.29

2016 創舞隊全隊(9 位)當選世界盃啦啦隊嘻哈組國手，於美國佛羅里
達奧蘭多世界運動中心參加「2016 世界啦啦隊錦標賽」

105.04.22

創舞隊參加 2016ICU 世界盃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美國)

105.04.25

創舞隊參加 2016 世界舞蹈大賽嘻哈組第三名(美國)

105.04.25

創舞隊參加 2016 世界舞蹈大賽國家獎第二名(美國)

105.04.30

西洋劍隊參加 105 年大專運動會西洋劍一般女子組銳劍第三名-健康照
護系四乙 黃薇

105.05.02

西洋劍隊參加 105 年大專運動會西洋劍一般男子組鈍劍第八名-企管系
三乙 黃健庭

105.05.03

西洋劍隊參加 105 年大專運動會西洋劍乙組女子銳劍團體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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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通識
中心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105.05.22

105 北區五專聯合招生博覽會暨舞王大賽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團體公開組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嘻哈雙人高中組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大專女子組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B 隊第二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C 隊第三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A 隊第四名

104.12.28

羅珮尹老師及李如韻老師指導合唱團參加台北市教育局舉辦之鄉土歌
謠比賽，榮獲台北市優等。

105.06.20

楊瀅靜老師指導應三忠游旻婕同學參加「2016 年全國大專校院生命故
事徵文比賽」，榮獲第三名。
潘素卿老師指導護ㄧ孝陳瑩芝同學、護ㄧ仁李依倩同學，參加「2016
年全國大專校院生命故事徵文比賽」，分別榮獲佳作。
李宜靜老師指導護三孝王玟樺同學，參加「2016 年全國大專校院生命
故事徵文比賽」，榮獲佳作。

護理科 104.10.01

應屆畢業生護理師執照到 88.5%，吳逸蓁同學榮獲全國第七名

104.11.01

榮獲 2015 第一屆全國想呼吸，享呼吸創新設計競賽佳作

104.11.01

104-105 年度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主軸三：擘劃技職學用扎根
「呼召創意、健康滿溢」創新實務競賽榮獲佳作

104.12.25

2015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北一區區域賽】獲得第一、二、
三名及金腦獎。

105.01.27

葉麗娟老師及鍾弈莘等四位同學之「具有復健效果之手套」，通過專
利審查。

105.02.01

2015 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
大賽(專業英日文盃)」臺灣全國賽，獲得團體獎第二名，「專業英文
詞彙組」第一、二、三名

105.04.06

葉麗娟、曾祐貞、嚴惠宇老師及陳毅等老師及同學之「 具互動樂趣之
呼吸訓練器」，通過專利審查

105.04.06

葉麗娟老師獲得 105 年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補助研發成果商品化計畫」10 萬元及「跨校研發團隊補助計畫」15
萬元之 2 項計畫補助

105.04.23

楊鎧玉、陳琇娟老師指導學生天沁古特立獲得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
北區分區健康照顧—第一名

105.05.11

潘婉琳老師榮獲 105 年度臺北市績優護理人員

105.05.12

陳心怡校友榮獲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4 年內科部最佳護理人員

105.05.12

林穎及謝采蓉校友榮獲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新秀護理人員

105.05.22

2016 第六屆大學生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海峽兩岸賽 專業英文
賽項-醫護類 佘采妮榮獲一等獎、林香吟榮獲特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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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104 學年

幼保科 104.12.28
105.01.10
105.01.10
105.04.16

辦學績優成果

江秉穎老師獲得科技部「視覺與聽覺刺激對腦波回饋訓練(EEG
Entrainment)的作用與睡眠品質的影響」計畫補助，共計 890,000 元。

105.07.16

學生考取「TQC-OA POWERPOINT」，共計 33 張證照。
學生考取「(BLS)基本救命術」，共計 35 張證照。
學生考取「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共計 79 張證照。
學生考取「(BLS)基本救命術」，共計 83 張證照
參加「2016 第三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大專組幼兒律動競賽」，本系
學生陳以諾等 6 位（五幼三忠）獲得第二名。
參加「2016 第三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大專組幼兒律動競賽」，本系
學生李上育等 5 位（五幼四忠）獲得第三名。
學生考取「中華民國技術士-保母人員」，共計 34 張證照

105.06.07

學生考取「鋼琴演奏等級檢定」，共計 135 張證照

105.07.28

學生考取「中華民國技術士-烘焙食品-麵包」，共計 2 張證照
持續推動「兒童美語」及「兒童多媒體動畫」等學程，104 學年度畢業生
共計 35 人取得「兒童美語」跨領域證書
劉仁恩等三位同學分別榮獲 2015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社會組

105.05.06

105.06.30
資管科 104.10.30

中文看打第一、三、四名。
104.10.30

劉子淵同學榮獲 2015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社會組英文看打第
三名。

104.10.30

陳乃熏同學榮獲 2015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社會組電子商務第
一名。

104.10.30

陳家豪同學榮獲 2015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社會組 Excel 2010
優勝。

104.10.30

林柏志、郭峻良二位同學分別榮獲 2015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
社會組中文看打第一、二名。

104.10.30

陳乃熏同學榮獲 2015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全國賽大專社會組電子商務
第二名。

104.10.30

五資二忠陳詩庭等共 26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網頁設計丙級證
照。

104.11.21

郭俊良等四位同學分別榮獲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中文看打第一、二、四、五名。

104.11.21

陳詩庭、江俊逵同學榮獲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
文書處理類 2010 版 優勝

104.11.21

吳志廷同學榮獲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英文看打
第四名

104.11.21

林宛儀同學榮獲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簡報類
2010 版 第五名

104.11.21

鍾汯洋同學榮獲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簡報類
2010 版 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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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104.12.12

吳昱萱 、劉玉婷 、廖廷瑋同學榮獲 104 學年度實踐大學第七屆校際
軟體程式設計競賽

第三名

104.12.12

曾文弘、詹詠翔、吳俊賢同學榮獲 104 學年度實踐大學第七屆校際軟
體程式設計競賽佳作

104.12.20

資管科榮獲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團體錦標冠軍

105.03.31

周冠瑜等 4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林柏翰等 4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設計丙級證照

105.04.13

陳韻如等 19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105.04.17

周冠瑜等 16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105.04.20

資管科三年孝班盧千玉等 11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
修丙級證照。

105.04.23

陳詩庭等 25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105.04.24

李雅婷等 3 位同學參加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技能競賽榮獲網
頁設計職類分別獲得第二名、第四名及第五名

105.04.24

劉玉婷等 3 位同學參加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技能競賽榮獲資
訊技術(軟體設計)職類第四名及佳作

105.05.15

劉玉婷、曾意淳同學取得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證照

105.06.14

陳家豪同學參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資
訊技術職類佳作

企管科

105.06.14

蘇俐安同學參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網
頁設計職類第五名

105.06.14

吳昱萱同學參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資
訊技術職類佳作

105.06.14

曾意淳同學參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網
頁設計職類第四名

105.06.17

曾意淳等 4 位同學參加由「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
賽，獲得應用軟體設計組佳作

105.06.21

陳詩庭等 12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會計人工項丙級證照

105.06.23

黃駿一等 6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105.07.05

李雅婷同學參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網
頁設計職類第二名

105.07.05

游淳涵等 11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105.07.25

羅淳瀚等 20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網頁設計丙級證照

104.09.28

第 29 屆弘道獎台北市教育協會，王嘉佑老師-大智獎、邱靜宜老師-大
勇獎、連章宸老師-大勇獎。

104.11.21

王嘉祐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榮獲電子商務標準級第一、四、五、六、七、八名。

104.11.21

王嘉祐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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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組榮獲中文看打 第三名

104.11.21

王嘉祐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榮獲英文看打 第二名

104.11.21

鄭淯尹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北區賽)大專社會組
電子商務類-第一名。

104.11.21

廖紹涵等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分別榮獲(北區賽)大專
社會組電子商務類-第一、四、五名。

104.11.21

李珮怡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北區賽)大專社會組
中文看打-第三名。

104.11.21

彭筱庭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北區賽)大專社會組
英文看打-第二名。

104.12.20

王嘉祐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榮獲團體錦標亞軍。

104.12.20

顏淳逸等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分別榮獲【全國賽】大
專社會組電子商務類-第一、二、三、四、五名。

104.12.20

彭筱庭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大專社會
組英文看打類-第四名。

104.12.23

段又菱同學榮獲教育部技職司 104 年深化工協會服務成果卓越。

105.01.31

本科教師 1041 學期共取得 7 張專業證照，包括網路社群行銷企劃員、
網路社群行銷講師、WBM 婚禮宴會主持人-乙級證照、CDTL 國內旅遊領
團人員-乙級證照、CWA 時尚婚禮顧問師-甲級證照、考取 SCTP 銀髮族
旅遊規畫師-甲級證照、考取 CTTP 文化主題遊程規畫師-甲級證照等。

105.01.31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包括多益測驗(TOEIC)47
張、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10 張、TQC-DK 專業知識領域
-初級會計 18 張、電子商務標準級 46 張、TQC-OA 中文輸入進階級 56
張、TQC-OA 中文輸入實用級 19 張、TQC-OA 英文輸入實用級 1 張、TQC-OA
英文輸入進階級 1 張、LTIT 觀光休閒產業培訓師證書乙級證照 42 張、
服務業管理師 26 張，共取得 266 張專業證照。

105.03.05

王嘉祐老師指導林怡君等 5 位同學通過國家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105.03.05

【R.Y.L.A】全國扶輪青年領袖營競賽 康寧企管科榮獲佳作

105.03.17

李明憶同學獲選「105 年台北市大專優秀青年代表」

105.05.21

廖庭漢等 4 位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大
專社會組中文看打類 第二、四、五名

105.05.21

王嘉祐 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
大專社會組中英文看打類及電子商務標準級，榮獲佳績

105.05.21

詹怡庭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大專社會
組英文看打類 第六名

105.05.21

李俞萱等 7 位同學參加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大
5

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專社會組電子商務標準級-第一、二、三、五名。

105.05.21
應外科 105.01.20

2016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春季賽)，榮獲團體錦標冠軍，表現優異。
學生取得 TOEIC 多益國際英檢證照 B2 級 1 位、B1 級 2 位、A2 級 78 位。
黃聖雅同學取得多益 B2 級證照，聽力 495 滿分，總分 890。

105.03.09

27 位同學取得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105.03.11

李金瑛主任取得「多功能語言學習系統」新式專利

105.03.18

應五忠林靖修同學榮獲「2016 第 13 屆統一數位翻譯獎學金」，獎金
15,000 元。

105.03.29

應五忠孫向妘同學獲選「105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代表」

105.06.02

黃志光老師指導應五忠黃聖雅同學參加「2016 年第三屆北區技專校院
景文盃英文看圖寫故事比賽」榮獲第二名

動畫科

105.06.21

陳琇娟老師指導應四忠林琬兒等 3 位同學參加「105 年全國技專院校英
語童書創作競賽」榮獲第二名

105.07.06

學生考取博思英檢國際證照(BULATS)B1 級 1 位，A2 級 45 位。

104.09.21

張語涵、廖心慈、倪郁涵等同學榮獲 2015 羅馬尼亞 Kinofest 國際數
位影展特別企劃單元放映資格

104.10.30

張語涵、廖心慈、倪郁涵等同學榮獲哥倫比亞 Bogotá 短片影展競賽單
元得獎提名

104.11

林依依等 5 位同學的紀錄短片《哪裡才是我的家》，郭以琳等 3 位同
學的紀錄短片《人生終點站》，榮獲神腦原鄉踏查紀錄片競賽佳作獎，
獎金一萬元。

104.11.20

陳國傑老師榮獲勞動金像獎短片徵選競賽佳作

104.12

陳國傑老師榮獲第七屆澳門國際電影節入圍

104.12

蕭瑀軒等 7 位同學的紀錄短片《破繭》，勇奪神腦原鄉踏查紀錄片競
賽學生組第一名金牌獎，獎金五萬元。

104.12

學生考取 70 張 Photoshop 證照

104.12.13

林依依等共 5 位同學榮獲 2015 原鄉踏查紀錄片競賽中學組佳作

104.12.29

學生考取 65 張 Dreamever 國際證照

105.01.07

學生考取 64 張 Photoshop 證照

105.03.11

楊士央主任取得「圖書播放系統」新式專利。

105.03.25

車承軒同學作品《街角的故事》入圍「公視感動 99 綻‧微光」短片競
賽

105.03.26

五動五忠同學畢業專題作品-「囍」，榮獲台藝大藝美獎最佳原創劇本
獎

105.05.13

梁萱琪同學參加「第六屆全國暨海外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獲大專
組入圍

105.06.12

陳國傑老師榮獲佛教微電影大賽佳作

健管科 104.09.05

10 位學生取得美國 NAHA 初階國際芳療保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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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104.09.20

218 位學生取得體適能健身 C 級指導員證照(產學合作成效)

104.10.04

38 位學生取得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

104.10.15
104.11.08

與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合作，共同贏得國際病友健康促進聯盟成就獎
學生共 156 位取得體適能健身 C 級指導員證照(產學合作成效)

104.12.01

14 位同學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證照

105.01.10
105.01.22

175 位學生取得體適能健身 C 級指導員證照(產學合作成效)

105.01.30

42 學生取得安心服務借助員二級證照

105.06.30
105.04.19
105.05.04

37 學生取得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
35 位學生取得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溫華昇老師指導學生於全國大專運動會優異表現：
1. 一般女生組銳劍團體組第 1 名
2. 女子銳劍個人賽第 3 名
3. 男子鈍劍個人賽第 8 名
4. 團體錦標第 2 名

視光科 104.12.09
105.07.19

參與學員取得 37 張國際芳療保健師證照，考取率 100%(產學合作成效)

三年級全體學生取得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共 35 張
學生考取「中華民國技術士-眼鏡鏡片製作」，共計 4 張證照

台南校區
單位
學務處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104.12.19

輔導資源教室學生侯 OO 參加 2015 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專業英日文盃)臺灣全國賽-南二區
賽榮獲大學(專)院校-日文單詞組 N3 字級 第二名

105.03.19

105 年度全國社團評鑑飛騰康輔社榮獲甲等獎

105.04.25

2016 世界盃啦啦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國際組第二名。

105.04.28

輔導資源教室學生蔡 OO、方 OO、楊 OO 申請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
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授獎」獲頒天才植物人王建詔熱愛生命獎學
金

105.05.01

105 大專運動會西洋劍項目一般女子組銳劍第三名-黃薇
團體組第一名

105.05.08

2016 大專盃啦啦隊比賽女生五人組第二名
天下雜誌報導畢業生就業率大台南地區最優
榮獲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 105 年最佳大學指南特輯報導畢業後一年
就業率 87.4％蟬聯一般大學冠軍

體育室

104.10.11

足球隊獲得「2015 全國室內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社會組第一名

104.10.16

棒球隊獲得「104 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第三名

105.03.10

棒球隊獲得「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棒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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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第七名

105.03.16

棒球隊林頎翰(進修健康四甲)及林仕傑(進修休管四甲)同學考取 105 年
替代役體育役儲備選手類役男(棒球)-國訓隊

105.03.27

籃球隊獲得「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第九名

105.05.04

105 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空手道藍新竣獲一般男生組第二級第一名
＊空手道陳勁滕獲一般男生組第三及第三名
＊空手道隊獲總錦標一般男生組季軍
＊柔道葉家瑋獲公開男生組第五級第八名
＊擊劍黃薇獲一般女子組銳劍第三名
＊擊劍獲一般女子組銳劍團體賽第一名

通識教

105.05.12

棒球隊晉級「105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12 強

105.05.16
104 學年

足球隊獲得「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五人制足球賽」公開男生組第五名

育中心
數應系

鄭端耀老師獲得科技部「美中關係治理策略探討: 國際關係複雜性理
論思維」計畫補助，共計 241,000 元。

105.03.30

吳明果老師、楊贊勳老師、碩士班研究生吳麗瓊及孔繁賢等 2 位同學，
獲 2016 第 11 屆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最佳論文競賽優勝殊榮。

104 學年

張志標老師獲得科技部「多叢集上聯邦資料運算與儲存系統之研製」
計畫補助，共計 641,000 元。

資傳系

104.12.12

學生考取 ACA Photo Shop 國際證照 24 名

105.01.08

學生考取 ACA Flash 國際證照 15 名

105.04.05

成大外文系陳教授來信表揚本校學生有教養有禮貌，禮讓座位，經查
為本校資傳系四年級鄧凱仁同學

105.4.10

李承峰老師 2016WBC 世界氣球大賽個人世界冠軍-橱窗展示组冠軍

應外系

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2015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
大賽」-專業英文盃與日文盃)南二區區賽-獲得多項獎項：
高凱莉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觀光類」第一名
楊潔茹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觀光類」第二名

104.12.19

張云軒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觀光類」第二名
張書慈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觀光類」第三名
何玟君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餐飲類」第二名
陳彥宇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第一名
張玲瑜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第二名
侯守蒲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第二名

105.01.21

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2015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
大賽」-專業英文盃與日文盃)全國賽-獲得多項獎項：
何玟君同學榮獲「全國賽餐飲類組」金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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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高凱莉同學榮獲「全國賽觀光類組」第三名
楊絜茹同學榮獲「全國賽觀光類組」金腦獎
張云軒同學榮獲「全國賽觀光類組」金腦獎
陳彥宇同學榮獲「全國賽日文單詞組」第一名
何玟君同學榮獲「全國賽餐飲類組」團體優勝獎
高凱莉、楊潔茹同學榮獲「全國賽觀光類組團體」優勝獎
陳彥宇等 3 位同學榮獲「全國賽日文單詞組團體獎」第二名

通過多益證照達 CEF(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A2(基
礎級): 2 人次

企管系

休管系

105.1

通過全民英檢達 CEF B1 級(進階級): 1 人次
通過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餐飲類(PVQC)專業級): 11 人次
通過專業日文詞彙能力(JVQC)日文單詞組:3 人次
通過專業日文詞彙能力(JVQC)日文單詞組:5 人次

105.03.17

應英組高凱莉-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觀光類-第一名

105.03.17

應英組楊潔茹、張云軒兩位學生，獲得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觀
光類-第二名

105.03.17

應英組張書慈-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觀光類-第三名

105.03.17

應英組何玟君-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餐飲類第二名

105.03.17

應日組陳彥宇-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的第一名

105.03.17

應日組張玲瑜、侯守蒲兩位學生，獲得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的第二
名

105.03.17

應英組何玟君-全國賽餐飲類組金腦獎

105.03.17

應英組高凱莉-全國賽觀光類組第三名

105.03.17

應英組楊絜茹、張云軒兩位學生，獲得全國賽觀光類組金腦獎

105.03.17

應日組陳彥宇-全國賽日文單詞組第一名

105.03.17

應英組何玟君-全國賽餐飲類組團體優勝獎

105.03.17

應英組高凱莉楊潔茹-全國賽觀光類組團體優勝獎

105.03.17

應日組陳彥宇、應日組張玲瑜、應日組侯守蒲-全國賽日文單詞組團體
獎第二名

104.08.01105.07.31

通過日語能力檢定證照 N2 級:2 人次
通過日語能力檢定證照 N3 級:1 人次

104.10.29

邱鈺涵參加康寧大學 2015 英日語詞彙比賽第三名

104.10.16

劉芳同學取得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證書

104.12.21

何怡璇等 5 位同學獲得「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中級

105.01.12

企管系古育慈等 12 位同學取得 word2010 實用級證書

104.08.18

吳信宏老師獲得「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初級

104.08.18

吳信宏老師獲得「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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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104.08.18

吳信宏老師獲得「2015 年種子教師暨航空教育認證培訓」

104.08.18

吳信宏老師獲得「2015 年國際航空業務與票務概論(I)」

104.09.30

吳承峰同學獲得 ACE 體適能私人教練證

104.10.13

賴清榮同學「104 年梅花旗」143 球完投 勝領康寧大學晉級

104.10.16

許志毅同學獲得「104 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打擊獎 0.563

104.10.16

賴清榮同學獲得「104 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投手獎 2 勝 自責分

104.11.11

2.18
孫樹珊等 8 位同學獲得國內遊程規劃師初級

104.12.21

何怡璇等共 13 位同學獲得「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中級

104.12.31

蘇鈺惠等共 31 位同學獲得「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銀階

104.12.04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男生組公開組第一級/第九
名

104.12.15

郭勝豐老師獲得「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銀階

104.12.27

健康系

辦學績優成果

郭勝豐、藍艷秋、徐淑瑤、吳信宏等四位老師獲得「旅館管理專業人
員認證」銀階

104.12.25

2015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北一區區域賽】獲得第一、二、
三名及金腦獎。

105.01.10

夏子鋐同學獲得「國際禮儀接待員證書」乙級

105.01.12

古育慈等 12 位同學取得 word2010 實用級證書

105.03.10

104 學年度棒球運動聯賽公開賽 男生組第一級/第七名

105.04.25

黃珮綺同學獲得 2016 世界啦啦隊錦標賽亞軍

105.04.29

藍新竣同學獲得 105 全大運【空手道】男子組個人對打第二量級冠軍

104.08.30

孫鈺芸等 4 位同學考取勞動部「女裝丙級」證照

104.11.28

吳浩銘同學考取國際禮儀講師甲級職能鑑定合格

104.12.13

吳浩銘同學考取觀光遊憩事業管理師乙級職能鑑定合格

105.02.22

一年級學生獲取電腦應用專業能力_計算機概論標準級認證考試，共計
36 張證照。

105.05.27

學生考取初級救護技術員初訓共計 17 張、複訓共計 14 張

104 學年

宋紫晴老師獲得科技部「台灣原住民婦女職業衛生與特殊疾病健
康問題之研究」計畫補助，共計 890,000 元。

餐飲系

許千心、陳龍儀 2 位學生考取烘焙-西點蛋糕丙級證照
104.12.31

陳韻亘等 4 位考取中餐烹調-葷食丙級證照
周奕柔同學考取飲料調製丙級證照、餐飲管理丙級證照
陳龍儀同學考取西餐烹調丙級證照

105.05.30

林吟雙等共計 82 位學生考取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書。
本學年度共計有 20 人次考取專業證照

105.06.02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 11 位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基礎訓練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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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進階訓練 1 位
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級 3 位
烘焙食品-麵包-丙級 3 位
飲料調製-丙級 1 位

時尚系
保美系

105.07.

洪美珠老師獲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
畫」之「健康創意料理設計與製備」計畫，獲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60
萬元整。

104.08.30

孫鈺芸等共 4 位同學考取勞動部「女裝丙級」證照

105.01.26

吳雅慧、石慧津同學考取勞動部「女裝丙級」證照。

104.09.03

蔡筑安同學獲得美容乙級證照 1 張

104.11.18

賴淑婷、陳惠雯同學，分別榮獲 2016OMC 世界盃(韓國首爾)台灣選手
預賽女子資深組新娘髮型(假頭)第二名及第三名。

104.12.01

林思涵、江雅琳同學，分別榮獲「2015 第三屆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
創意指甲彩繪作品組亞軍、季軍。

104.12.10

李家燕、賴宇萱、吳伊童 3 位同學，分別榮獲「2015 全國盃暨韓國髮
型美容競技大會」創意化妝設計圖靜態組冠軍、亞軍、季軍。

104.12.27

王梓原同學(進修部)榮獲「2015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
-面具創作組冠軍
吳舒涵及鄭江廷同學(進修部)榮獲「2015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
技術競賽」-面具創作組亞軍
鄭家慧及黃孟萱同學(進修部)榮獲「2015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
技術競賽」-面具創作組季軍
鄭家慧及吳舒涵同學(進修部)榮獲「2015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
技術競賽」-紙圖創意組亞軍

105.01.10

賴宇萱等 14 位同學獲得芳療 SPA 保健師(乙級)證照

105.01.22

江雅琳等 12 位同學獲得 NCCA 凝膠指甲技術師證照

105.02.15

吳伊童等 14 位同學獲得二級美甲檢定證照

105.04.23

朱庭儀榮獲「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乙級紙圖現場組第三名
黃宜婷、賴宇萱、鄭合芯 3 位同學，分別榮獲「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
競賽」創意設計圖靜態作品組第一、二、三名
陳敬武榮獲「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腳底按摩動態組第一名
高薇欣榮獲「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凝膠彩繪靜態作品組第三名

105.04.28

鄭江廷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台灣國際盃髮藝美容美睫美甲造型比
賽」-面具創意設計組亞軍

105.05.04

王昱閔等 9 位同學獲得美容丙級證照

105.05.20

劉宗碩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Foot Care 足部管理現場動態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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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林郁珊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Hand Care 手部保養現場動態組-銀牌
林貞伶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Nail Painting-Completed 指甲彩繪設計靜態組-銀牌
鄭合芯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Creative Art Mask-Completed 創意面具設計靜態組-銀牌
陳念慈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Face Care 臉部保養現場動態組-銅牌
曾翊庭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Beauty Illustration-Completed 紙圖設計靜態組-銅牌

105.07.18

陳敬武同學獲得足部經絡推拿師證照
黃宜婷等 7 位同學獲得時尚整體造型商業美容設計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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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學期行政暨學術單位績效成果一覽表
台北校區
單位

日期

總務處 105.08.30

辦學績優成果
通過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自主管理能力認可

105.12.09

榮獲教育部辦理 105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暨大專院校廢棄物減量暨資
源回收工作考核計畫」評比優等獎

106.01.06

榮獲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5 年度臺北市加強推動大專院校辦理資
源回收考核第三名。

學務處 105.11.27

羽球社榮獲 2016 李寧全國分級羽球排名賽 3.0 級女子雙人組亞軍

105.12.03

羽球社榮獲 2016 中華科技大學六校聯合羽球友誼賽團體賽季軍

105.12.05

合唱團榮獲「105 年台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東區組第二名，名列
優等

105.12.06

跆拳道社護三愛李品萱同學、視三忠廖苡涵同學分別榮獲 2016 年全
國大專院校武鬥季色帶品勢銅牌

體育室 105.12.11

邱淑媛老師指導啦啦隊榮獲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競啦全女團體中學組 第一名
*彩球指定流程 B 隊公開大專組 第一名
*嘻哈 4～6 人小組公開大專組 第二名
*女子五人技巧高中組 第三名
*競啦指定口號中學組 第三名
*彩球指定流程 A 隊公開大專組 第四名

105.12.05

羅珮尹老師及李如韻兼任老師指導學生合唱團，榮獲「105 年臺北市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東區組第二名，名列優等

105.11.11

王皓怡老師指導護一孝李姵縈等 6 位同學，榮獲 2016 年全國技專校
院創意統計圖「錦圖妙計創作獎」佳作。

通識教
育中心 105.12.23

張振華老師指導護四忠林欣樺、曾倩如同學，參加 2016 全國技專院
校「文以載數創作獎競賽-詩歌類」，分別榮獲佳作。
梅元華老師指導動二孝阮元等 3 位同學，參加 2016 全國技專院校「文
以載數創作獎競賽-詩歌類」，榮獲佳作。

護理科 105.08.29

簡晨軒獲得雙和醫院優良實習護生獎勵。

105.10.28

劉筱瓊老師指導護理科同學李悅彤及徐乙婷等兩組，參加 2016 第二
屆全國「想呼吸，享呼吸」創新設計競賽，獲得銅牌兩面

105.12.12

2016 年全國技專院校『文以載數創作獎』競賽，林欣樺及曾倩如榮獲
佳作二件

105.12.16

陳琇娟老師指導學生楊郁瑄參加全國英文口說獲得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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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105.12.27

辦學績優成果
護一孝李姵縈等六位同學參加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的
2016 年全國技專校院創意統計圖「錦圖妙計創作獎」競賽榮獲佳作

105.12.27

陳嘉琦老師指導護四忠學生李若維等參加「青年族群性別暴力防治推
廣」計劃作品入圍前 15 名

105 學年度 江秉穎師獲科技部「睡眠科學與技術產學聯盟(1/3)」計畫補助，共計
1,500,000。
幼保科 106.01.21
資管科 105.07.25
105.09.21

學生考取「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共計 87 張證照。
五資一忠羅淳瀚等 20 位同學通過勞動部技能檢定，取得中華民國技
術士-網頁設計丙級證照。
五資三忠郭芯如等 3 位同學, 參加勞動部會計事務技能檢定，取得中
華民國技術士--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證照。

105.10.13
應外科 105.08
105.11.23

105.11.26

鄭羽真等 12 位同學參加勞動部電腦軟體應用技能檢定，取得中華民
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104 級畢業生吳佳容等 17 位同學考上國立大學。
陳琇娟老師指導四年級林俞廷等 4 位同學和三年級鄧雅玉、邢欣政二
組同學，參加「2016 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繪本故事朗讀比賽 」，從 18
組 51 位參賽選手中雙雙榮獲佳作。
陳琇娟老師指導應三忠柯依妏同學參加大專組「PVQC 觀光旅運專業
英文詞彙北ㄧ區競賽」，榮獲第三名。

動畫科 105.08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舉辦「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四孝梁萱琪同
學作品「摘星怪」榮獲大專組入選。

健管科 105.11.17

2 位學生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證照。

106.01.07

37 位學生取得軟組織肌內效貼紮基礎課程研習證書。

106.02.03

17 位學生取得安心服務借助員二級證照。

視光科 105.09.16

五視四忠蘇羿慈等 14 位及專視二忠周哲生等 8 位同學(共計 22 位)取
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門市服務丙級證照。

台南校區
單位

日期

數應系 106.01.26
105.08.01106.07.31
休管系 105.12.25
105.12.25
105.12.31
健康系

105 學年度

辦學績優成果
翁嘉駿等 3 位同學考取 google adword 證照
張益賓師獲科技部「植基於混沌映射的群體認證機制」計畫補助，共
計 338,000 元。
吳信宏老師獲得「2016 南投觀光首都盃遊程競賽」指導證明
李依純等 3 位同學參加「2016 南投觀光首都盃遊程競賽」
洪儒薇同學獲得體適能 C 級指導員證 C 級證照
張詠菡師獲科技部「台灣資訊科技業性別區隔現象與重男輕女文化研
究(V01)」計畫補助，共計 2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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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餐飲系 105.12.

辦學績優成果
學生考取餐服丙級證照 1 位
烘焙-麵包丙級 5 位
烘焙-蛋糕丙級 2 位。

105.12.

張世強老師獲得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之「健康餐飲及食
品創新開發平臺」計劃案，獲補助新臺幣 90 萬元整，與成大、清華與
北醫大並列通過名單。

保美系 105.09.30

張簡玉卿老師榮獲「韓國 2016 年國際化妝競賽」創意紙圖設計組-冠
軍。

105.12.08

丁姜云、蔡筑安同學分別榮獲「2016 年全國盃暨世界髮型美容競技大
會」全國芳療認證比賽組(真)-亞軍、季軍。
許方慈等 6 位同學獲得「2016 年全國盃暨世界髮型美容競技大會」全
國芳療認證比賽組(真)-特優獎。
劉如芳、張淳雅同學分別榮獲「2016 年全國盃暨世界髮型美容競技大
會」人體彩繪認證組-亞軍、殿軍。
蕭語宸、盧郁庭同學榮獲「2016 年全國盃暨世界髮型美容競技大會」
人體彩繪認證組-特優獎。
張佩娟、吳舒涵、王梓原同學(進修部)分別榮獲「2016 年全國盃暨世
界髮型美容競技大會」化妝設計圖靜態組-冠軍、亞軍、殿軍。
黃孟萱、鄭家慧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年全國盃暨世界髮型美容競
技大會」化妝設計圖靜態組-特優獎。

105.12.13

張簡玉卿老師榮獲「2016 年第四屆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人體彩繪組亞軍。

105.12.15

蕭語宸等 4 位同學通過檢定，取得「人體彩繪師技術證」初級證照。

105.12.18

吳維德、蔡筑安、賴宇萱同學，分別榮獲「2016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
髮美儀技術競賽大賽」舒壓 SPA 組-冠軍、亞軍、季軍。

105.12.18

王梓原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
設計圖創作 B 組-冠軍

105.12.18

鄭家慧、楊璐安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
技術競賽」設計圖創作 B 組-亞軍

105.12.18

張佩娟等 3 位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
術競賽」設計圖創作 B 組-季軍

105.12.18

黃孟萱等 3 位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
術競賽」設計圖創作 B 組-殿軍

105.12.18

姜寶玲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
彩粧臉譜設計組-冠軍

105.12.18

夏子鋐、陳怡賢 2 位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
美儀技術競賽」彩粧臉譜設計組-亞軍

105.12.18

孫蕙芬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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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彩粧臉譜設計組-佳作

106.01.05
視光科 105.09.16

劉如芳等 8 位同學通過檢定，取得「芳療保健職能認證」初級證照。
五視四忠蘇羿慈等 14 位及專視二忠周哲生等 8 位同學(共計 22 位)取
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門市服務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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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學期行政暨學術單位績效成果一覽表
台北校區
單位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總務處 106.06.13 申請 105 年改善無障礙設備設施經費，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200 萬元
整。
學務處

106.03.26 106 年度全國社團評鑑數位影視動畫科榮獲服務獎
106 年度全國學生自治會參與評鑑榮獲服務獎
106.04.23 本校創舞社參與西門町台灣好 YOUNG 舞藝對決競賽活動，榮獲第一
名，獎金 3 萬元。
106.04.30 本校羽球社榮獲 2017 銘傳大學羽球友誼賽團體賽亞軍。
106.06.17 本校啦啦隊及創舞校隊 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 2 金 1 銀 1
銅及第五名佳績
嘻哈個人大專組 第一名(五應四忠林緯鎰同學)
嘻哈 4-6 人團體大專組 第一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A 隊 第二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B 隊 第三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C 隊 第五名

體育室

106.02.25 有鳳來儀 2017 中華插花藝術展(中華花藝協會)，本校啦啦隊受邀表演。
106.03.18 2017 第八屆 336 愛奇兒日,友好~Taiwan ! 本校啦啦隊受邀踩街活動
106.05.03 聯合醫院院慶及慶祝母親節大會(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本校創舞隊受
邀表演。
106.05.27 105 學年度大專院校啦啦隊錦標賽一般女生五人組第四名
106.06.17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小組(4-6 人)大專
組第一名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個人)大專組第一
名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女子技巧高中組 A 隊第
二名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女子技巧高中組 B 隊第
三名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女子技巧高中組 C 隊第
五名

通識教
育中心

106.06.05 王文泉老師指導「106 二技國文實力班、衝刺班」的同學，二技國文成
績達全國頂標者佔 27%、均標以上者佔 85%。
106.06.09 潘素卿老師指導護二仁李依倩、李宜靜老師指導視二忠林佳璇，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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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雙雙榮獲第三名(第一、
二名從缺)。

106.06.19 李宜靜老師指導護三孝詹婕祺、視二忠林育芊，參加「2017 年全國大
專院校生命故事徵文比賽」，分別榮獲佳作。
護理科

106.02.22

楊鎧玉老師指導護四愛同學，參與中華民國家庭照顧關懷總會優照護
舉辦的「用心照護，照護用新」校園短片大獎賽，榮獲銅牌。

106.03.17

五年級學生張庭瑄、林巧潔、李悅彤榮獲本校 2016 創業計畫書撰寫競
賽第三名。
本科學生錄取 105 學年度國立台北健康大學 5+2 學程
三軍總醫院：劉羽瑄、何琇清、陳盈瑄

106.04.10 新光醫院：林緯
振興醫院：謝宜靜、王力卉、謝宜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周凱雲、林琬偵
106.04.23 彭子睿同學榮獲第 47 屆全國健康照顧類技能競賽分區競賽第 5 名
沈立慧同學、謝宛軒同學榮獲台安醫院優良護生
106.04.24 林鈺鈞同學榮獲三軍總醫院優良護生
戴禎慧、陳盈瑄、羅天佑、劉昱佐等同學榮獲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優良
護生
106.04.26

第二屆康寧文藝獎競賽--新詩獎學生詹婕祺、潘鈺淇第二、三名；散
文獎學生李昱欣--佳作；藝術獎--學生劉敏萱第一名，陳妤綺佳作。

106.04.27 蕭詠琪同學勇奪康寧好聲音冠軍
106.05.11 葉麗娟主任當選 106 年度臺北市國際護師節績優護理人員
106.05.15

劉昱佐同學榮獲 106 年度台灣護理學會應屆畢業生護理實習成績第一
名及獎學金 5000 元

106.05.17

林鈺鈞、羅天佑同學參加 105 年「康寧 TALK-我生命中的火花活動」，
分別榮獲第三名及第五名。
李佩瑤、林嘉慧、徐文璇、許愷哲、葉庭妤、劉昱佐、劉婕羽、蘇若

106.06.06 艷等 8 位同學參加 2017 全國技專院校護理實務能力競賽—百萬護理知
識闖關，榮獲團體第四名。
106.06.19

詹婕祺同學，參加「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生命故事徵文比賽」，榮獲
佳作。

潘素卿老師指導李依倩同學參加 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
106.06.21 文比賽，榮獲第三名(第一、二名從缺)。
本科學生榮獲輔英科技大學 2017 全國技專校院醫護英文情境短片競賽
第一名。
106.06.30

葉麗娟老師榮獲 「106 年研發成果商品化暨跨校研發團隊補助計畫」
15 萬元

106.07.19 高鈺庭同學運用護理專業為康寧醫院病患即時護理，受到醫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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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傑出表現
值得嘉許。

幼保科

106.02.08
106.04.21

106.05.05

本科學生考取「電腦應用專業能力」及「基本救命術」等相關證照，
共計 96 張證照。
徐千惠老師輔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榮獲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舉辦「2017
年全國幼兒教保課程活動設計」活動入選。
徐千惠老師與武藍蕙老師輔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榮獲長庚學校財團法
人長庚科技大學舉辦「2017 第五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幼兒園教保活
動課程大網認知領域教具製作競賽」第二名。
許存惠老師與鄭美芳老師輔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榮獲長庚學校財團法
人長庚科技大學舉辦「2017 第五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大專組－說演
故事競賽」佳作。
許存惠老師輔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榮獲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
學舉辦「2017 第五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大專組－幼兒律動競賽」佳
作。
本科持續推動「兒童美語」及「兒童多媒體動畫」等學程，105 學年度畢

106.06.30

資管科

業生共計 34 人取得「兒童美語」跨領域證書，目前本系科學生仍持續修
課。
五專 105 級畢業生楊雅淳同學等 14 位同學錄取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
學。

二年孝班張旭騰、賴俊嘉、林志諭、邱琳軒、李啟瑞、鄭秀蓮、管育
潔、丁炤文、陳靜雅、蔡明號、林偉翔、鄭羽真等 12 位同學，四年忠
班王元鴻、曾維祥、王柏霖、林家維、黃彤榕、湯棋雄、陳珉堯、許
又仁、劉仁恩、陳家豪、劉子淵、董俊佶等 12 位同學，四年孝班顏慈
106.03.09 琳、徐楚寧、李羿萱、戴宜佑、曾秀安、林家安、林柏翰、銀連弘、
博琬筑、賈希謙、黃仁淵、張哲瑜等 12 位同學，五年孝班林艾薇、黃
若雅、官沛蓁、邱冠慈、王歆語、莊雯鈞等 6 位同學，通過微軟
MTA(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國際證照考試取得資訊安全
MTA 98-367 國際認證。
二年忠班陳韻如、張家芳、田為憲、林定優、張愉萍、朱雅筠、王駿
銘、廖偉翔、林昊霆、施禹彤、羅淳瀚、田為憲、曾彥偉、趙維珅、
106.03.31
何昀珊、高浩棋、簡夢筑、蘇郁琦、郭芷伶、楊韻琦等 20 位同學，通
過勞動部技能檢定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證照。
三年忠班陳詩庭、郭峻良同學，四年孝班陳柏杰、賈希謙同學參加由
「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網頁設計職類佳作。
106.04.22 四年忠班陳家豪同學，參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
賽)，獲得資訊技術職類佳作。
四年忠班周冠瑜同學，參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
賽)，獲得資訊技術職類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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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傑出表現

106.05.12 五年忠班沈士惟、林信丞同學 參加 GOGOFINDER 舉辦第七屆國際華文
暨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獲得佳作
106.05.13

二年孝班鄭羽真等 15 位同學通過勞動部技能檢定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
證照

二年忠班羅淳瀚、陳韻如、尤偉俊、高浩棋、徐紹庭、邱澤洋、董哲
銘、簡夢筑、朱雅筠、林詩涵、林昊霆、謝伊婷、蘇郁琦、廖偉翔、
106.05.19
曾彥瑋、邱瀚廷等 16 位同學，通過微軟 MTA(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國際證照考試取得資料庫管理 MTA 98-364 國際認證。
106.06.04

二年忠班尤偉俊、董哲銘、施兆祈、邱瀚廷等 4 位同學，通過勞動部
技能檢定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一年級忠班劉聿軒、郭懿庭、鄭宣婕、賴佳珮、何珮瑄、李欣卉、廖
芷伶、黃冠宇、賴子渝、吳柏霖、洪麒曜、鄭湘琳、陳翰緯、黃玟瑄、
106.06.04
蘇昱文等 15 位同學，通過勞動部技能檢定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
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106.06.15 四年孝班戴宜佑、曾秀安、顏慈琳、陳秋蘋等同學，參加逢甲大學舉
辦「纖米盃行銷創新創業競賽」，榮獲優勝獎。
106.06.30 三年孝班陳靜慧、黃珮雯、蕭珮琳、陳鈺婷、閆智翔、黃駿一、楊承
軒等 7 位同學，通過勞動部技能檢定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
應用乙級證照。
106.07.03 二年孝班葉孟哲、賴俊嘉、邱琳軒、張展軒、鄭秀蓮、李啟瑞、龔湘
慈、林偉翔、王翔安、黃彩軒等 10 位同學，通過勞動部技能檢定取得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應外科

106.03.04

蔡易庭等 5 位同學考取多益(TOEIC)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B1 級證照。
蔡青澐等 82 位同學考取 A2 級證照。

106.04.22 五忠林琬兒、三忠邢欣政考取雅思（IELTS）B2 級。
五忠林琬兒、江昕晏、游喬安、黃毓倩和四忠蔡和翰、林俞廷、吳庭
鈞、顏廷育、三忠邢欣政、鄧雅玉兩組同學參加「2017 全國技專院校
106.05.25
英語配音比賽」，從 18 組參賽選手中雙雙榮獲佳作。邢欣政、林琬兒
從 90 名參賽選手中榮獲個人獎第 6 名、第 8 名。
四忠游旻婕、陳品彤同學榮獲「106 年度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童書創作競
106.06.07 賽」最佳語言創作獎。王薏婷、賀若雯、曾令旻同學榮獲最佳美術設
計獎。

動畫科

106.06.23

一忠李安紳、海碩同學考取博思(BULATS)國際職場英檢 B1 級證照。
一忠謝羽宥等 28 位同學考取 A2 級證照。

106.07.06

李安紳、袁楓和、海碩、闕君芸、劉奕辰同學榮獲【2017 全國高中職
暨技專校院學生 KUSO 創意英語配音比賽】第一名。

106.03.05

本科舉辦「返母校 感師恩」活動，跟國中老師、學弟妹們分享在康寧
數位影視動畫科的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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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三蔡方穎同學等紀實微電影作品「永恆歷史」與蔡宜軒等作品「禮

106.03.15 物經濟」雙雙入圍公視「感動 99 我的續世代」99 秒影片校園徵選，
從 200 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初審佳作。
106.03.28

公視採訪康大透過彩繪回饋社區，動畫科師生參與彩繪，讓大家更愛
護周邊環境。

106.03.30 本科為第 26 屆時報金犢獎協辦學校。
106.05.23

106.06.01

本科榮獲 2017 台北世大運指定電視轉播實習科系，全國唯一 4K OB VAN
電視轉播車蒞臨康寧大學，培訓約 90 名實習生。
獲獎無數、享譽國際的資深電影導演唐振瑜，新學年將加入本科的師
資團隊。
享譽非營利社團機構，每期發行量萬份的生命雙月刊最新一期報導康
寧數位影視動畫科教學訊息。
本科舉辦的 2017 第一屆康寧奧斯卡全國數位影音競賽，6 月 4 日頒獎
典禮順利頒出二十二座獎項，圓滿閉幕。

106.06.04 本科學生創作劇情短片「銀髮藍天」
、紀錄片「來當朋友吧」榮獲第一
屆康寧奧斯卡全國影音競賽，高中職組最佳劇情類及最佳非劇情類雙
料大獎。
106.06.08

本科本屆畢業生考取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106 學年度二技在職專班 21
位。

106.06.10

本屆五專畢業班曹岱晴、張凱淳、林宜萱、黎鈺萱同學，製作的動畫
短片「露比與米克」作品入選今年第 13 屆全國技專院校電腦動畫競賽。
動畫科第 6 屆畢業影展「煙夥」於 6 月 10 日在光點華山電影館舉辦。

106.06.12

專一同學張凱翔、黃亦悅，參加由台北市電影委員舉辦的「2017 台北
電影夏令營」評選，分別錄取編劇組與導演組學員。

106.07.12 五專撕榜連續第四年全校榜首都在數位影視動畫科
雷盟弟的動畫夢:動畫科助理教授陳天順返鄉馬祖開講-外號「雷盟弟」
106.07.14 的旅台鄉親陳天順，受文化處美夢成真講座邀請，偕同夫人夏淑華返
鄉在南竿 55 據點舉辦雷盟弟的動畫夢講座。
企管科

106.03.15

五企五忠、五企五孝學生參加學校所舉辦之創業計畫書競賽，榮獲第
一名、第二名佳績。

康寧企業管理科與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企管系學生共組聯合團隊，參加
106.05.19 2017 年 R.Y.L.A.扶輪青年領袖營企劃提案競賽，技壓群雄，榮獲競賽
第三名與佳作的佳績
106.05.25 105 學年度證照王比賽五企五忠金寧謙共取得 20 張證照
106.06.15 企業管理科四孝李俞萱同學，榮獲育勤記帳士事務所優良實習生。
106.06.21

林慧怡同學實習期間擔任行銷企劃職位，榮獲-國際保健美容零售商領
導品牌-屈臣氏「最佳員工」獎項。

106.06.21 企五忠鄭淯尹同學考取記帳士事務所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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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傑出表現
企五忠楊采潔，實習期間擔任忠彥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助理，
榮獲優良實習生。

106.06.27

李珮怡同學，榮獲 2017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春季賽)-全國賽，大專
社會組中文看打第五名。廖庭漢、彭筱庭榮獲第六名。

106.06.27

彭筱庭同學，榮獲 2017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春季賽)-全國賽，大專
社會組英文看打第三名。詹怡庭榮獲第八名。

106.06.29

企五忠鄭淯尹同學，通過【記帳士國家普考】，取得國家認可記帳士
事務所執業執照。優異表現超越大學畢業生。

106.07.04

企三忠陳憶瑄、宋佳音、企四年孝班謝艾倫同學，榮獲 2017 全民 e 化
資訊運動會(春季賽)-全國賽大專社會組電子商務第二名

106.07.10 企五孝李聿庭同學，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兩科達全國頂標。
健管科

106.01.22 學生 41 人取得安心介助員資格
106.05.31 學生 6 人取得照顧服務員證照
106.06.30 本科學生 34 人取得樂齡運動健身指導員證照

台南校區
單位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學務處

106.3.10

榮獲教育部補助 106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共計 180,000 元，活動起訖
時間為 2 月-6 月，並於 8 月 31 日執行核銷作業後檢陳成果送核。

體育室

106.5.10

休管四年級陳勁滕同學榮獲空手道一般男子組個人對打第三量級第一
名
休管三年級藍新竣同學榮獲空手道一般男子組個人對打第二量級第二
名
休管三年級藍新竣同學榮獲跆拳道一般男子組總錦標第二名
休管一年級金柔辰同學榮獲跆拳道一般女子組第八量級第三名

餐飲系

106.05.22 研一陳清雲同學參加康寧 Talk 總決賽(台南校區)第二名。
106.06.09 李學愚老師指導大三史光裕同學通過科技部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
106.06.20 張秀杏主任製作香橙杏仁蛋糕榮獲 iTQi2017 兩星等。

休管系 105.12.25 吳信宏老師獲得 2016 南投觀光首都盃遊程競賽指導證明
106.04.09 林陞同學獲得五人制足球 B 級裁判證
陳詩賢同學獲得五人制足球 B 級裁判證
106.05.07 林陞同學獲得五人制足球 B 級教練證
陳瑋得同學獲得五人制足球教練/B 級
106.05.10 金柔辰同學榮獲一般女生組 73 公斤以上級跆拳道對打/第三名
藍新竣同學榮獲一般男生組對打第二量級空手道/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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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106.05.16 魏嘉宏同學獲得英文能力檢定考試

CEFR A2 等級

106.06.23 林采儀、林亞聖、翁名緯、林家葳、郭郁微、吳怡臻、高詩茵、高詩
涵、劉育廷、張博堯等 10 位同學獲得英文能力檢定考試 CEFR A2 等級
健康系

106.01.21 蔡○邑同學考取基本救命術指導員證照。
董○霖等 15 位同學考取基本救命術訓練合格證書。
鄭○庭等 15 位同學考取心肺復甦術訓練合格證書。
106.03.11

張○玲.陳○菁.歐○寧同學參加「臨床試驗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研究
會」含認證考試。

106.04.05 陳○君同學考取乙級健康管理師。
賴○貞同學學業成績優異榮獲原住民學生獎學金。
106.04.28 林○君同學榮獲康寧大學第二屆康寧文藝獎競賽-新詩獎第三名。
國○欣.宋○珈.謝○親同學榮獲康寧大學第二屆康寧文藝獎競賽-散
文獎佳作。
106.05.26 武○琦同學獲邀出席「驚嘆樂舞-2017 臺灣原住民樂舞饗宴」展演活動。
106.06.08 健康照護管理學系榮獲南校區系呼第一名。
應外系

106.03.12 與目白大學學術文化交流--「台灣歷史文化探索體驗」
-16
海外姐妹校(日本目白大學)師生合計 18 人來訪，與本系進行學術文化
交流，並由本系應日組學生擔任日語輔導員。
106.05.17 英日語戲劇成果展-於本校圖書館進行戲劇演出，廣獲好評。
應英組大四學生演出:搶救白雪(全英語)
應日組大四學生演出:無止盡的夜晚(全日語)
106.05.22 應英組大一林建洲參加康寧 Talk 總決賽(台南校區)第一名。
106.06.01 蔡明杰主任於今年 7-8 月帶 6 位應外系學生至日本溫泉飯店進行實
習，並申請 106 年教育部【學海築夢】計劃，獲教育部核定補助 61,8014
元，校配合款 12,3603 元，共計 74,1617 元

企管系

106.03.10 蕭淑華老師指導系上邱德明等 27 位師生通過 ERP 基礎檢定證照檢定
106.03.15 古雅婷等 4 位學生參加南山人壽創業競賽獲得優秀獎
106.06.01 林政德老師榮升副教授
106.06.03 黃暄育等 7 位學生參加 2017 創新管理暨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發表
鄭于軒同學錄取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碩士班
106.07.01 鄭于軒同學錄取臺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碩士班
何森田老師藉由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搭配 0 資金創業課程，帶領學生
實際創業，學期總營業額達 20 餘萬。

保美系

張簡玉卿主任指導學生蔡筑安及丁姜云參加韓國 2017「第 28 屆首爾國
106.04.15

際人類美容與健康奧林匹克大會」
，分別在背部舒壓按摩及腿部舒壓按
摩組，榮獲金牌及銀牌獎項；此次比賽，張簡玉卿分別在瑞典式背部
按摩組及創意面具設計組榮獲金牌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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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時尚系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106.04.19 校務評鑑佈置 A102 教室、陶藝作品及 Pin Work 作品。
106.05.19 舉辦高雄駁二特區畢業生展。
106.05.22

與台南市議會協辦台南市議長盃「創意手作陶藝比賽」，參賽學生踴
躍，入選前 10 名作品並頒發手機吊飾獎品，廣獲好評。

106.08.28 設計吸濕排汗「我愛康寧康寧愛我」校慶運動服」。
數應系

106.01.24

吳明果教授獲聘擔任「臺南市 105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動力機械
職群機車修護主題」術科測試監評人員

106.03.09

吳明果教授獲聘擔任「高雄市 105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術科評審委員
吳明果教授指導碩士班李雅筠同學及陳曉婷同學 2 位皆獲得 2017

106.04.2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最
佳論文獎
106.05.28

張益賓主任指導大三楊瑋軒同學通過思科(CISCO)華陀盃 ITE 類別第一
階段比賽

106.07.12

邱筠期同學獲教育部補助學海飛颺計畫前往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研
修一年。

106.07.19 張志標副教授獲科技部工程司資訊安全實務研發專案績優團隊頒獎
資傳系

106.04.25 康寧資傳系畢業展「鏡態」看盡人生百態(台灣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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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區
單位
學務處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106.06.17 本校啦啦隊及創舞校隊 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 2 金 1 銀 1
銅及第五名佳績
嘻哈個人大專組 第一名(五應四忠林緯鎰同學)
嘻哈 4-6 人團體大專組 第一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A 隊 第二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B 隊 第三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C 隊 第五名

體育室

106.06.17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小組(4-6 人)大專
組第一名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個人)大專組第一
名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女子技巧高中組 A 隊第
二名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女子技巧高中組 B 隊第
三名

本校啦啦隊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女子技巧高中組 C 隊第
五名

通識教
育中心

106.06.19 李宜靜老師指導護三孝詹婕祺、視二忠林育芊，參加「2017 年全國大
專院校生命故事徵文比賽」，分別榮獲佳作。

長照系

106.11.17 本系學生 34 人取得「安全照護達人」證書，考取率 100%

護理科

李佩瑤、林嘉慧、徐文璇、許愷哲、葉庭妤、劉昱佐、劉婕羽、蘇若
106.06.06 艷等 8 位同學參加 2017 全國技專院校護理實務能力競賽—百萬護理知
識闖關，榮獲團體第四名。
106.06.19

詹婕祺同學，參加「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生命故事徵文比賽」，榮獲
佳作。

潘素卿老師指導李依倩同學參加 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
106.06.21 文比賽，榮獲第三名(第一、二名從缺)。
本科學生榮獲輔英科技大學 2017 全國技專校院醫護英文情境短片競賽
第一名。
106.06.30

葉麗娟老師榮獲 「106 年研發成果商品化暨跨校研發團隊補助計畫」
15 萬元

106.07.01 護四忠劉芩妤榮獲 106 年臺北市第三十四屆青年盃自由式溜冰錦標賽高中女子組前進雙足 S 型第一名 .展現護理科學生德智體群美的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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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學習

106.07.19
106.11.01

高鈺庭同學運用護理專業為康寧醫院病患即時護理，受到醫院肯定，
值得嘉許。
護理科陳嘉琦老師指導護四愛學生謝佩璇、劉怡伶、吳唯榳參加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106 年青年服務學習夢想實踐家競賽」，榮獲優秀企劃設計獎

106.11.03 王羿琪同學參加 2017 年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榮獲佳作。
106.11.06

十二屆康寧盃數學競試，護一忠榮獲第一名，護一孝及五護一仁榮獲第三
名。

106.11.07 106 年第一學期康寧 TALK，護理科得獎如下:第一名護三愛魏子晴、第
二名護三孝王怡琇、參加獎護三忠蔡蕎安、護三仁曹謹
幼保科
106.06.30

資管科

本科持續推動「兒童美語」及「兒童多媒體動畫」等學程，105 學年度畢
業生共計 34 人取得「兒童美語」跨領域證書，目前本系科學生仍持續修
課。
五專 105 級畢業生楊雅淳同學等 14 位同學錄取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
學。

106.06.15 四年孝班戴宜佑、曾秀安、顏慈琳、陳秋蘋等同學，參加逢甲大學舉
辦「纖米盃行銷創新創業競賽」，榮獲優勝獎。
106.06.30 三年孝班陳靜慧、黃珮雯、蕭珮琳、陳鈺婷、閆智翔、黃駿一、楊承
軒等 7 位同學，通過勞動部技能檢定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
應用乙級證照。
106.07.03 二年孝班葉孟哲、賴俊嘉、邱琳軒、張展軒、鄭秀蓮、李啟瑞、龔湘
慈、林偉翔、王翔安、黃彩軒等 10 位同學，通過勞動部技能檢定取得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106.08.16 資訊管理科三年忠班高浩棋等 11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
體設計丙級證照
106.08.27 資訊管理科三年忠班謝伊婷等 3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
裝修丙級證照
106.11.19

應外科

三年忠班施禹彤同學，參加勞動部-電腦軟體設計技能檢定, 順利通過
檢定並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設計丙級證照

106.06.23

一忠李安紳、海碩同學考取博思(BULATS)國際職場英檢 B1 級證照。
一忠謝羽宥等 28 位同學考取 A2 級證照。

106.07.06

李安紳、袁楓和、海碩、闕君芸、劉奕辰同學榮獲【2017 全國高中職
暨技專校院學生 KUSO 創意英語配音比賽】第一名。

105 學年畢業生林婉兒考取國立台灣科技大應用外語系、姚信守等 20
名同學考取台北商業大學等國立大學。吳欣潔等 12 名同學考取文化大
106.10.13 學及科技大學。
黃志光老師指導應五忠賀若雯、蔡和翰、顏廷育、林俞廷同學參加「致
理盃全國英語廣播劇競賽」，榮獲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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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動畫科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106.07.12 五專撕榜連續第四年全校榜首都在數位影視動畫科
雷盟弟的動畫夢:動畫科助理教授陳天順返鄉馬祖開講-外號「雷盟弟」
106.07.14 的旅台鄉親陳天順，受文化處美夢成真講座邀請，偕同夫人夏淑華返
鄉在南竿 55 據點舉辦雷盟弟的動畫夢講座。
106.10.05

專二黃亦悅、張凱翔同學，暑假期間徵選參加了台北電影夏令營，順
利結業。

張凱翔同學以專一習作《鬼抓人》劇情短片，參加 2017MOD 微電影暨
106.10.18 金片子創作大賽，從 324 部影片報名角逐作品中脫穎而出。
入圍:一般獎項金片子組、4K 影片特別獎、最佳潛力獎 三項大獎。
繼去年柯震東在康寧造成旋風後，數位影視動畫科今年邀來偶像劇天
106.10.19 團《實習醫師鬥格》劇組演員群，來到康寧記者會現場，接受科上實
習記者大明星的考驗，請全科同學引爆搶新聞 !
企管科

106.06.15 企業管理科四孝李俞萱同學，榮獲育勤記帳士事務所優良實習生。
106.06.21

林慧怡同學實習期間擔任行銷企劃職位，榮獲-國際保健美容零售商領
導品牌-屈臣氏「最佳員工」獎項。

106.06.21 企五忠鄭淯尹同學考取記帳士事務所執業執照。
106.06.26
106.06.27

企五忠楊采潔，實習期間擔任忠彥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助理，
榮獲優良實習生。
李珮怡同學，榮獲 2017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春季賽)-全國賽，大專
社會組中文看打第五名。廖庭漢、彭筱庭榮獲第六名。

106.06.27

彭筱庭同學，榮獲 2017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春季賽)-全國賽，大專
社會組英文看打第三名。詹怡庭榮獲第八名。

106.06.29

企五忠鄭淯尹同學，通過【記帳士國家普考】，取得國家認可記帳士
事務所執業執照。優異表現超越大學畢業生。

106.07.04

企三忠陳憶瑄、宋佳音、企四年孝班謝艾倫同學，榮獲 2017 全民 e 化
資訊運動會(春季賽)-全國賽大專社會組電子商務第二名

106.07.10 企五孝李聿庭同學，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兩科達全國頂標。
健管科

106.06.30 本科學生 34 人取得樂齡運動健身指導員證照

台南校區
單位
餐飲系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106.06.20 張秀杏主任製作香橙杏仁蛋糕榮獲 iTQi2017 兩星等。

休管系 106.06.23 林采儀、林亞聖、翁名緯、林家葳、郭郁微、吳怡臻、高詩茵、高詩
涵、劉育廷、張博堯等 10 位同學獲得英文能力檢定考試 CEFR A2 等級
健康系
企管系

106.09.19

健康照護管理學系賴盈如等 8 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照顧服務員
單一級證照

106.07.01 鄭于軒同學錄取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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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師生傑出表現
鄭于軒同學錄取臺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碩士班
何森田老師藉由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搭配 0 資金創業課程，帶領學生
實際創業，學期總營業額達 20 餘萬。

應外系

應用外語學系 3 位學生(簡宏達、刁遠哲、陳冠宇)參加由日本台灣交
流協會、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及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於 106 年 8 月 20 日
辦理之日本語能力檢定，並通過 N2 級。
106.10.23 應外系合計 15 位學生通過本學期「海外(日本)短期實習/國際交流」
活動甄選，並將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由陳建瑋老師帶領至日本
目白大學及千葉縣兩間飯店進行海外國際交流與短期實習。
應外系應日組四年級學生李茂瑞通過本校「海外交換留學生」選拔，
預計於 107 年 4 月-107 年 9 月至日本大阪國際大學擔任交換生。

時尚系

106.08.28 設計吸濕排汗「我愛康寧康寧愛我」校慶運動服」。
106.07.12

數應系

邱筠期同學獲教育部補助學海飛颺計畫前往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研
修一年。

106.07.19 張志標副教授獲科技部工程司資訊安全實務研發專案績優團隊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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