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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奬項與榮譽 

本院師生所獲得奬項與榮譽分研究發展獎勵、產學合作獎勵、師生獲獎紀錄、

其他榮譽事蹟等四部份說明如下： 

 

5.1 研究發展獎勵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 101 年度與 102 年度由技術及職業教

育研究所曾淑惠教授與張嘉育教授榮獲。103 年度由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張嘉

育教授與張仁家教授榮獲。104 與 105 年度由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張仁家教授

及通識教育中心由吳舜堂教授榮獲。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研發處提供「新進教師研究經費補助

辦法」，補助新聘教師購置教師研究室所需相關研究設備，101-105 年本院共有 17

位新進教師獲得補助。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獎勵研究、教

學及服務表現優良教師辦法」自 96 學年開始實施，統計自 98 至 105 學年度，共

有 98 教師人次獲得獎勵，累計獎勵金額為 126 萬元。其中 98-99 年度獎助原則為

校內外各項補助計畫主持均給予獎勵，自 100 年起修訂獎助辦法，調整為僅有獲

得科技部補助計畫方給予獎助。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為鼓勵教師致力於，研究於 99 年訂定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參與研究計畫補助辦法」，激發教師研究能量，自實

施以來共補助 44 件，獎勵金額共 763 萬元。本院自 101 年至 105 年度獲校內研

究發展獎勵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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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100-105 年度校內研究發展獎

勵統計表 

獎勵項目 
通過件(人/件/次)數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國科會特殊優秀研究人才 2 人 2 人 2 人 2 人 2 人 

新進教師研究經費補助辦法 4 件 2 件 3 件 4 件 4 件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獎勵研究、教

學及服務表現優良教師辦法 
11 件 7 件 8 件 12 件 17 件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參與研

究計畫補助辦法 
14 件 14 件 - - 6 件 

--資料來源：研發處「榮譽榜」網頁公告 

由統計圖中顯示，102 年教師參與校內外補助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之

人數約為全院教師人數的二分之一。 

5.2 產學合作獎勵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獲本校各項產學合作奬勵之統計與說

明如表 5.2 所示。 

表 5.2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100-105 年度校內產學合作獎

勵統計表 

獎勵項目 
通過件(人/件/次)數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補助各單位
舉辦學術研討會要點 2 件 3 件 1 件 4 件 4 件 

--資料來源：研發處「榮譽榜」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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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師生獲獎紀錄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師生獲得全國性與地區性獎項如表 5.3

所示。 
 

表 5.3 本院(含通識中心、體育室與師培中心)101-105 年度師生獲獎統計表 

編

號 

單位 獲獎名稱 頒發單位 頒發日期 

1 技職所 臺北市第十三屆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佳作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9.28 

2 技職所 臺北市第十三屆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佳作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9.28 

3 技職所 臺北市第十三屆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入選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9.28 

4 技職所 101年研究生暨大學生論

文獎甲等獎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

學會 

101.12 

5 技職所 101年研究生暨大學生論

文獎乙等獎(2名, 2篇)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

學會 

101.12 

6 技職所 101年研究生暨大學生論

文獎佳作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

學會 

101.12 

7 智財所 2015大專院校專利分析與

布局競賽 銅牌獎 

經濟部技術處 104.11.06 

8 智財所 2016大專院校專利分析與

布局競賽 潛力獎 

經濟部技術處 105.10.20 

9 智財所 第 18屆全國創新機構設計

比賽 入選獎 

經濟部技術處、財團

法人自行車暨健康

科技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105.10.28 

10 智財所 2016 年智慧財產權論文

獎學金 佳作獎 

財團法人亞太智慧

財產權發展基金會 

106.01.10 

11 
文發系 貢獻著著得到感謝狀 國科會 102.1.28 

12 文發系 2013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

競賽-時尚創意彩妝造型團

體組-佳作 

萬能科技大學 1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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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獲獎名稱 頒發單位 頒發日期 

13 文發系 2013國際盃美容美髮大

賽、流行時尚演示會」-晚

宴化妝組-亞軍 

新北市女子美容商

業同業公會 

102.12.11 

14 文發系 2013美國密西根 NAIL 

SPORTS 第二屆 國際技藝

菁英盃競賽 -創意整體造

型組-冠軍 

美國密西根 NAIL 

SPORTS總會 

103.3.23 

15 文發系 2013美國密西根 NAIL 

SPORTS 第二屆 國際技藝

菁英盃競賽 -創意新娘組-

亞軍 

美國密西根 NAIL 

SPORTS總會 

103.3.23 

16 文發系 國際扶輪 3020地區

2014-15年度 扶輪職業交

流發表系列活動  中華國

際文化旗袍整體造型設計

比賽 服裝整體造型組-冠

軍 

國際扶輪 3020地區 103.10.13 

17 文發系 The 18th Asia Pacific 

Hair & Make-Up Olympics 

2014第 18屆 APHCA亞洲太

平洋髮型化妝大賽-優勝

(第 6名) 

APHCA亞洲太平洋

髮型化妝總會 

103.11.15 

18 文發系 2014 SPC JAPAN 全日本理

容美容選手大會 - Make＆

Boutique(メイク&ブティ

ック)組-金牌 

日本 SPC總會 103.11.17 

19 
文發系 TOKYO SKYTREE(R) ART 

2015 設計比賽-入選 

日本東京晴空塔 103.11 

20 文發系 2014中華奧林匹克盃美容

美髮交流競賽大會-夢幻化

妝組-冠軍 

中華奧林匹克盃美

容美髮交流競賽大

會 

103.12.29 

21 文發系 2015UAPP亞洲專業攝影聯

盟新娘整體造型競賽-創意

新娘化妝組(真人)- 季軍 

亞洲專業攝影聯盟 10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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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獲獎名稱 頒發單位 頒發日期 

22 文發系 2015UAPP亞洲專業攝影聯

盟新娘整體造型競賽-創意

晚宴化妝組(真人)- 殿軍 

亞洲專業攝影聯盟 104.3.12 

23 文發系 2015UAPP亞洲專業攝影聯

盟新娘整體造型競賽-創意

晚宴化妝組(真人)- 殿軍 

亞洲專業攝影聯盟 104.3.12 

24 文發系 第四屆聖母盃校際彩妝大

賽-冠軍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103.5.14 

25 
文發系 2014年 i-Vogue Award美

容整體造型創藝競賽-時尚

新娘白紗化妝組-佳作 

黎明科技大學 103.3.15 

26 文發系 2014年台灣區精英盃美容

美髮技藝競賽-創意整體型

組-殿軍 

屏東縣政府 102.12.29 

27 文發系 2013年台灣區精英盃美容

美髮技藝競賽-宴會創意化

妝組-殿軍 

屏東縣政府 102.12.29 

28 文發系 第 14屆全國電力溝通宣導

與多媒體廣告平面海報設

計創意製作競賽-平面海報

大專院校第二名 

台灣電力公司 103.9.22 

29 文發系 第 14屆全國電力溝通宣導

與多媒體廣告平面海報設

計創意製作競賽-平面海報

大專院校佳作 

台灣電力公司 103.9.22 

30 文發系 第 14屆全國電力溝通宣導

與多媒體廣告平面海報設

計創意製作競賽-平面海報

大專院校佳作 

台灣電力公司 103.9.22 

31 文發系 新世紀盃全國美容美髮技

藝競大會-舞台創意造型組

-季軍 

中華民國整體美容

藝術美甲推廣協會 

104.1.11 

32 
文發系 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

校花燈競賽-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 10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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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獲獎名稱 頒發單位 頒發日期 

33 文發系 2015iVogue全國美容整體

造型創意競賽-時尚新娘白

紗組-亞軍 

黎明科技大學 104.3.14 

34 文發系 OMC Asia Cup Open 2015 

Stage Make-up 

OMC(Organisation 

Mondiale 

Coiffure) 

104.5.16- 

104.5.20 

35 文發系 「拍﹒原來的事-MATA獎 

104年大專院校學生原住

民族文化特色數位影音競

賽」-動態影像類入圍(作

品：醃桃課) 

教育部 104.7 

36 文發系 2015 SPC第 14屆全國盃理

燙髮美容大賽暨國際理燙

髮美容交流邀請賽-時尚晚

宴化妝組-季軍 

中華民國國際理燙

髮美容研究協會、

SPC台灣本部、SPC

台灣商社 

104.10.13 

37 文發系 2015第三屆國際盃美容美

髮大賽、流行時尚演示會─

晚宴化妝組國際組-冠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美容美髮學術暨技

術世界交流協會 

104.12 

38 文發系 2016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

校花燈競賽-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 104.12-105.2 

39 文發系 105文化部文創之星加值

競賽-入選 

文化部 105.09 

40 文發系 2016年中國平遙國際攝影

節-海報設計獎 

中國攝影家協會和

鄭州市人民政府 

105.09.19-09.25 

41 文發系 106年第 44屆國際技能競

賽第 2階段國手選拔賽-汽

車噴漆備取 

勞動部 105.10.17 

42 文發系 臺北科技大學勞作教育微

電影 

本校 105.12.28 

43 
文發系 2016永恆記憶 X老屋數位

微電影競賽-優選 

ADOC 2.0民間公益

辦公室 

106.01.24 

44 通識教育

中心 

中國教育學會會務領導與

學術推動榮譽狀(周家華教

授) 

中華民國中國教育

學會 

1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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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獲獎名稱 頒發單位 頒發日期 

45 通識教育

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

院市政暨環境設計系所傑

出系友(周家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

設計學院市政暨環

境設計系所 

101.2.11 

46 通識教育

中心 

中國國民黨華夏獎章

2012.05獲獎(周家華教

授)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 

102.5.1 

47 通識教育

中心 

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

合年會優良教育人員學術

類木鐸獎(周家華教授) 

中華民國教育學術

團體聯合年會 

102.11.1 

48 
通識教育

中心 

2015華岡典範獎(周家華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105.1.1 

49 體育室 參加 99學年度大專校院足

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男生

組第一級第六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0.3.30 

50 體育室 參加 100學年度大專校院

足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男

生組第一級第五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1.3.9 

51 體育室 跆拳、柔道、游泳等代表隊

參加 101年全國大專運動

會共獲得一金三銀一銅佳

績。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1.5.8 

52 體育室 參加 101學年度大專校院

足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男

生組第一級第七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2.3.20 

53 體育室 田徑隊參加 102年全國大

專校院田徑公開賽榮獲大

專男乙組跳高第一名、110m

跨欄第二名、大專女乙組

100m及 200m第五名。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102.3.22 

54 體育室 參加 101學年度大專校院

籃球運動聯賽，榮獲一般男

生組全國第五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2.3.27 

55 
體育室 參加 101學年度大專院校

排球聯賽，榮獲一般男生組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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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獲獎名稱 頒發單位 頒發日期 

第六名。 

56 體育室 游泳、田徑、柔道等代表隊

參加 102年全國大專運動

會共獲得三金三銀三銅等

佳績，在全國 151所大專校

院中總成績排名第 26名，

為本校歷年來參加該項比

賽最佳成績。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2.5.1 

57 體育室 參加 101學年度大專校院

五人制足球錦標賽，榮獲公

開男生組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2.6.5 

58 體育室 參加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

足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男

生組第二級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3.3.10 

59 體育室 參加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

籃球運動聯賽，榮獲一般男

生組全國第二名、一般女生

組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3.3.30 

60 體育室 田徑隊參加 103年全國大

專校院田徑公開賽榮獲大

專男乙組跳高第二名、110m

跨欄第三名、三級跳遠第四

名。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103.4.13 

61 
體育室 參加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

五人制足球錦標賽，榮獲公

開男生組第五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3.5.18 

62 體育室 游泳、田徑、桌球等代表隊

參加 103年全國大專運動

會共獲得二金七銀三銅等

佳績，在全國 151所大專校

院中總成績排名第 29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3.5.21 

63 體育室 田徑隊參加 103年台北市

中正盃田徑賽榮獲公開男

子組跳高第二名(破全校最

台北市體育總會田

徑協會 

10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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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獲獎名稱 頒發單位 頒發日期 

高紀錄)。 

64 體育室 田徑隊參加 104年全國大

專校院田徑公開賽榮獲男

子組跳高及百十公尺高欄

雙料冠軍(跳高破大會最高

紀錄)。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104.3.14 

65 體育室 參加 103學年度大專校院

足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男

生組第一級第六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4.3.20 

66 
體育室 參加 103學年度大專校院

籃球運動聯賽，榮獲一般男

生組全國總冠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4.3.29 

67 體育室 田徑隊參加 104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一般男

子組跳高金牌。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4.5.6 

68 體育室 桌球隊參加 104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男子個

人雙打第二名、男子個人單

打第三名及一般男子團體

組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4.5.6 

69 體育室 柔道隊參加 104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一般男

子組第二級銅牌及第四級

銅牌。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4.5.6 

70 體育室 參加 103學年度大專校院

五人制足球錦標賽，榮獲公

開男生組第六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4.5.14 

71 體育室 參加 2015年亞洲區殘障桌

球錦標賽，榮獲桌球男子

TT8團體賽項目第二名、

TT10團體賽項目第三名。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

運動總會 

104.10.29 

72 體育室 參加 104學年度大專校院

足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男

生組第一級第七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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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體育室 參加 104學年度大專校院

籃球運動聯賽，榮獲一般男

生組全國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5.3.23 

74 體育室 田徑隊參加 105年全國大

專校院田徑公開賽榮獲女

子組 400m第五名(破全校

最快紀錄)、400m接力賽第

七名(破本校最快紀錄)、男

子三級跳遠第五名。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105.4.9 

75 體育室 網球隊參加 105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一般男

子組團體賽第七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5.4.29 

76 體育室 桌球隊參加 105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男子個

人單打第二名及一般男

子團體組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5.5.3 

77 體育室 田徑隊參加 105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一般女

子組 400公尺第四名。(破

本校最高紀錄)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5.5.3 

78 體育室 柔道隊參加 105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一般男

子組第四級銅牌。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5.5.3 

79 
體育室 參加 105學年度大專校院

足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男

生組第二級分區預賽第一

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5.12.11 

80 體育室 參加 105學年度大專校院

排球運動聯賽榮獲一般男

生組預賽第二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5.12.19 

81 體育室 參加 105學年度大專校院

籃球運動聯賽榮獲一般男

生組分區預賽第一名、一般

女生組分區預賽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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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體育室 桌球隊參加 106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男子個

人雙打金牌、個人單打第

五名及一般男子團體組

第五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6.5.10 

83 體育室 田徑隊參加 106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一般女

子組 400公尺第四名、

4*100公尺接力第六名、

4*400公尺接力第四名及

一般男子組 10000公尺第

七名。(均破本校最快紀錄)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6.5.10 

84 體育室 網球隊參加 106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一般男

子組團體賽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6.5.10 

85 體育室 柔道隊參加 106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榮獲一般男

子組第四量級第六名、一般

女子組第一量級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106.5.10 

86 師培中心 102年教育實習學生楷模

獎(1件) 

教育部 102.11.26 

87 師培中心 104年教育實習學生優良

獎(1件) 

教育部 104.12.10 

 

由統計表中顯示，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與文化事業發展系師生以獲得論文

獎與作品實作佔大多數。智財所 2015榮獲大專院校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銅牌獎。

體育室在全國體育競賽中屢獲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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