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各系國內外競賽獲獎明細一覽表

院別 系別 活動類別 活動名稱 競賽項目
個人/團

體競賽
獲獎名次 開始日起 結束日期

管理學院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國內 2018明逸社群經營行銷競賽 社群經營行銷 團體競賽 第一名 2018/6/20 2018/6/20

管理學院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國內 2018明逸社群經營行銷競賽 社群經營行銷 團體競賽 第二名 2018/6/20 2018/6/20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國內 2017CEO國際電子商務盃競賽 行銷組 團體競賽 冠軍 2017/12/2 2017/12/2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國內 2017CEO國際電子商務盃競賽 行銷組 團體競賽 第三名 2017/12/2 2017/12/2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國內 2017CEO國際電子商務盃競賽 行銷組 團體競賽 佳作 2017/12/2 2017/12/2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國內
2017全國雲端APP行動創意應用

競賽

大專多媒體行銷

組
個人競賽 佳作 2017/12/2 2017/12/2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國內
2018建國國企盃大專院校創新

創業企劃競賽
IMA網路行銷 團體競賽 亞軍 2018/6/25 2018/6/25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國內
2018建國國企盃大專院校創新

創業企劃競賽

創新創業創意簡

報組
團體競賽 特優 2018/5/31 2018/5/31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系 國內
2018第二屆CUTe企管盃全國大

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服務企劃競

賽

團體競賽 優勝 2018/5/11 2018/5/11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國際(外)
2018第21屆「俄羅斯阿基米德

國際發明展

聲控農田裝置系

統
團體競賽 第一名 2018/4/5 2018/4/8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國內 106學年度校園球類體育競賽
男子三對三鬥牛

盃
團體競賽 第一名 2017/12/27 2017/12/27

設計學院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國際(外) ASIAGRAPH Reallusion Award
亞洲動畫大賽-

2D組
團體競賽 最佳導演獎 2017/8/25 2017/8/25

設計學院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國內
第一屆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全國創意動腦競賽

總決賽：

Photoshop CC
個人競賽 第二名 2017/8/16 2017/8/16

設計學院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國內
第一屆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全國創意動腦競賽

總決賽：

Photoshop CC
個人競賽 第三名 2017/8/16 2017/8/16

設計學院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國內
第一屆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全國創意動腦競賽

總決賽：

Photoshop CC
個人競賽 佳作 2017/8/16 2017/8/16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第四屆國際文創盃美學

設計競賽

男子剪吹現場組

(假人頭)
個人競賽 第一名 2017/11/18 201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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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第四屆國際文創盃美學

設計競賽

新娘包頭現場組

(假人頭)
個人競賽 第一名 2017/11/18 2017/11/18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第五屆國際盃美容美髮

大賽、流行時尚演示會暨商品展

覽交易會、國際學術新技術研討

會

染髮吹風造型組 個人競賽 冠軍 2017/11/28 2017/11/28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

術競賽大會

宴會創意編梳設

計動態組
個人競賽 冠軍 2017/12/17 2017/12/17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P. 進化剪髮(假

頭)
個人競賽 亞軍 2017/10/19 2017/10/19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Q新娘髮型(假頭

髮現場組)
個人競賽 亞軍 2017/10/19 2017/10/19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

術競賽大會
化妝設計圖組 個人競賽 亞軍 2017/12/17 2017/12/17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

術競賽大會
女子創意剪吹組 個人競賽 亞軍 2017/12/17 2017/12/17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

術競賽大會
男子創意剪吹組 個人競賽 亞軍 2017/12/17 2017/12/17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

術競賽大會
男子創意剪吹組 個人競賽 亞軍 2017/12/17 2017/12/17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Q新娘髮型(假頭

髮現場組)
個人競賽 季軍 2017/10/19 2017/10/19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第五屆國際盃美容美髮

大賽、流行時尚演示會暨商品展

覽交易會、國際學術新技術研討

會

創意編梳組 個人競賽 季軍 2017/11/28 2017/11/28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台灣世界盃髮型美容美

睫美甲紋繡比賽
世界創意包頭組 個人競賽 季軍 2017/12/14 201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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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第四屆國際文創盃美學

設計競賽

創意編梳現場組

(假人頭)
個人競賽 第三名 2017/11/18 2017/11/18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第五屆國際盃美容美髮

大賽、流行時尚演示會暨商品展

覽交易會、國際學術新技術研討

會

創意包頭組(假

人)
個人競賽 特優 2017/11/28 2017/11/28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第五屆國際盃美容美髮

大賽、流行時尚演示會暨商品展

覽交易會、國際學術新技術研討

會

男子平頭髮型組

A
個人競賽 特優 2017/11/28 2017/11/28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台灣世界盃髮型美容美

睫美甲紋繡比賽
世界創意編梳組 個人競賽 特優 2017/12/14 2017/12/14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2017年台灣世界盃髮型美容美

睫美甲紋繡比賽

世界化妝設計圖

組
個人競賽 特優 2017/12/14 2017/12/14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大陸、

港、澳地

區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
少青組-潮流男

士髮型設計
個人競賽 亞軍 2018/6/11 2018/6/1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大陸、

港、澳地

區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
少青組-時尚女

士宴會髮型設計
個人競賽 季軍 2018/6/11 2018/6/1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大陸、

港、澳地

區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
少青組-潮流女

士髮型設計
個人競賽 優異獎 2018/6/11 2018/6/1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大陸、

港、澳地

區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
少青組-潮流女

士髮型設計
個人競賽 優異獎 2018/6/11 2018/6/1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

賽國際競賽
靜態美甲彩繪組 個人競賽 冠軍 2018-04-22 2018-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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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

賽國際競賽

少年組-女士宴

會髮型設計組(公

仔頭)

個人競賽 亞軍 2018-04-22 2018-04-2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

賽國際競賽

少年組-潮流女

士髮型設計組(公

仔頭)

個人競賽 亞軍 2018-04-22 2018-04-2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

賽國際競賽

少年組-潮流女

士髮型設計組(公

仔頭)

個人競賽 季軍 2018-04-22 2018-04-2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68回 日本藝術祭國際競賽-台

灣區選拔賽
長髮藝術造型組 個人競賽 佳作 2018-07-05 2018-07-05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

賽國際競賽

乙級新娘化妝設

計圖組
個人競賽 最佳設計 2018-04-22 2018-04-2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

賽國際競賽

乙級新娘化妝設

計圖組-靜態組
個人競賽 最佳設計 2018-04-22 2018-04-2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

賽國際競賽

女士宴會髮型設

計組
個人競賽 最佳設計 2018-04-22 2018-04-22

設計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國內
第四十二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

賽國際競賽

少年組-潮流男

士髮型設計組(公

仔頭)

個人競賽 最佳設計 2018-04-22 2018-04-22

設計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大陸、

港、澳地

區

2017年湖北省大學生信息技術

創新大賽

數字藝術類工業

設計項目
團體競賽 三等獎 2017/10/20 2017/10/20

設計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國內 2018第18屆金點新秀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團體競賽
彼得潘工藝

特別獎
2018-05-27 2018-05-27

設計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國內 2018第18屆金點新秀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團體競賽 入圍 2018-05-27 2018-05-27

設計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國內 2018第18屆金點新秀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團體競賽 入圍 2018-05-27 2018-05-27

設計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國內 2018第18屆金點新秀設計獎 產品設計類 團體競賽 入圍 2018-05-27 201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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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創意商品設計系 國內 2018第18屆金點新秀設計獎 工藝設計類 團體競賽 入圍 2018-05-27 2018-05-27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大陸、

港、澳地

區

2017第19屆FHC中國國際烹飪

藝術大賽
冰雕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11/14 2017/11/16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大陸、

港、澳地

區

2017第19屆FHC中國國際烹飪

藝術大賽
冰雕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11/14 2017/11/16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現場烹飪-鯖魚 個人競賽 銀牌 2018-05-29 2018-06-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現場烹飪-羊肉 個人競賽 銀牌 2018-05-29 2018-06-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現場烹飪-鴨肉 個人競賽 銀牌 2018-05-29 2018-06-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現場烹飪-羊肉 個人競賽 銅牌 2018-05-29 2018-06-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現場烹飪-鯖魚 個人競賽 銅牌 2018-05-29 2018-06-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現場烹飪-豬雞

雙拼
個人競賽 銅牌 2018-05-29 2018-06-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年新加坡國際廚藝競賽
綜合禽類-現場

熱菜(展示-手指

小吃)

個人競賽 銅牌 2018-04-24 2018-04-27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年新加坡國際廚藝競賽
two to tanco 現

場熱菜
團體競賽 銅牌 2018-04-24 2018-04-27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現場烹飪-鴨肉 個人競賽 佳作 2018-05-29 2018-06-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際(外) 2018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現場烹飪-豬雞

雙拼
個人競賽 佳作 2018-05-29 2018-06-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師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大專校院組/西

式刀工暨料理雙

人賽

團體競賽 銀牌 2017/11/25 2017/11/25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師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大專校院組/西

式刀工暨料理雙

人賽

團體競賽 銀牌 2017/11/25 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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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師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大專校院組/西

式刀工暨料理雙

人賽

團體競賽 銅牌 2017/11/25 2017/11/25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師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大專校院組/西

式刀工暨料理雙

人賽

團體競賽 佳作 2017/11/25 2017/11/25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師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大專校院組/中

式刀工暨料理雙

人賽

團體競賽 銀牌 2017/11/25 2017/11/25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師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大專校院組/中

式刀工暨料理雙

人賽

團體競賽 銅牌 2017/11/25 2017/11/25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師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大專校院組/日

式刀工暨料理雙

人賽

團體競賽 銀牌 2017/11/25 2017/11/25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8技糕一籌新北稱霸技能競

賽

蛋糕創意裝飾-

奶油蛋糕裝飾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8-05-19 2018-05-19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區技

能競賽
西點製作職類 個人競賽 第三名 2018-04-28 2018-04-28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107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10000公尺競走 個人競賽 第三名 2018-05-02 2018-05-02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8全國水產創意烘培競賽-烘

出食品 友善銀髮
個人競賽 佳作 2018-05-05 2018-05-05

觀光學院 餐飲廚藝系 國內
2018全國水產創意烘培競賽-烘

出食品 友善銀髮
個人競賽 佳作 2018-05-05 2018-05-05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蔬菜、水果雕刻

90分鐘現場競賽
個人競賽 金牌 2017/9/26 201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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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2人團體現場90

分鐘水果雕刻指

定花卉競賽

團體競賽 金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自助餐台擺設競

賽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自助餐台擺設競

賽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蔬菜、水果雕刻

90分鐘現場競賽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2人團體現場90

分鐘水果雕刻指

定花卉競賽

團體競賽 銀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自助餐台擺設競

賽組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自助餐台擺設競

賽組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蔬菜、水果雕刻

90分鐘現場競賽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蔬菜、水果雕刻

90分鐘現場競賽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蔬菜、水果雕刻

90分鐘現場競賽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蔬菜、水果雕刻

90分鐘現場競賽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9/26 201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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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7FHM吉隆坡國際廚藝競賽
2人團體現場90

分鐘水果雕刻指

定花卉競賽

團體競賽 銅牌 2017/9/26 2017/9/2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8 FHM吉隆坡廚藝挑戰賽 蔬果雕藝術類 個人競賽 金牌 2018-04-24 2018-04-27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8 FHM吉隆坡廚藝挑戰賽 蔬果雕藝術類 個人競賽 銀牌 2018-04-24 2018-04-27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際(外) 2018 FHM吉隆坡廚藝挑戰賽 蔬果雕藝術類 個人競賽 銅牌 2018-04-24 2018-04-27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動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金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靜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金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靜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金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動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動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動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動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靜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靜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藝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蔬果雕刻現場製

作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11/26 2017/11/26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藝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蔬果雕刻現場製

作
個人競賽 銀牌 2017/11/26 2017/11/26



 106學年度各系國內外競賽獲獎明細一覽表

院別 系別 活動類別 活動名稱 競賽項目
個人/團

體競賽
獲獎名次 開始日起 結束日期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藝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蔬果雕刻現場製

作
團體競賽 銀牌 2017/11/26 2017/11/26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六協盃亞洲青年廚藝刀工

藝術暨廚藝大賽

蔬果雕刻現場製

作
團體競賽 銀牌 2017/11/26 2017/11/26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動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靜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

際交流
靜態賽學生組 個人競賽 銅牌 2017/8/19 2017/8/19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年環球盃國際咖啡拉花創

藝競賽
拉花創意競賽 個人競賽 佳作 2017/12/28 2017/12/28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全

國創意茶食尚料理競賽

創意茶飲競賽-

大專社青組
團體競賽 第一名 2017/10/15 2017/10/15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7年環球盃國際咖啡拉花創

藝競賽
拉花創意競賽 個人競賽 第四名 2017/12/28 2017/12/28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8台灣瓜果暨雜糧嘉年華
瓜果雕刻-社會

組
個人競賽 冠軍 2018-05-05 2018-05-05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8台灣瓜果暨雜糧嘉年華
瓜果雕刻-校園

組
個人競賽 冠軍 2018-05-05 2018-05-05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8健行好棒盃-餐旅技能全國

公開賽

客房佈置組-大

專組
個人競賽 佳作 2018-05-12 2018-05-12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2018健行好棒盃-餐旅技能全國

公開賽

客房佈置組-大

專組
個人競賽 佳作 2018-05-12 2018-05-12

觀光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國內 第一屆福興長糯米全國料理大賽 學生組 團體競賽 優勝 2018-04-28 2018-04-28

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 國內 2017全國兒童教玩具競賽 大專組 團體競賽 第三名 2017/12/22 2017/12/22

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 國內 2017全國兒童教玩具競賽 大專組 團體競賽 佳作 2017/12/22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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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學院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國內
中華民國107年全國中正盃暨中

學校際籃球賽

籃球賽-大男甲

二級
團體競賽 第一名 2017/10/10 2017/10/10

健康學院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國內
雲林縣107年運動台灣水上嘉年

華
浮標接力賽 團體競賽 第一名 2018-06-01 2018-06-01

健康學院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國內
雲林縣107年運動台灣水上嘉年

華
浮板接力 團體競賽 第一名 2018-06-01 2018-06-01

健康學院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國內
雲林縣107年運動台灣水上嘉年

華
拋繩帶救援接力 團體競賽 第一名 2018-06-01 2018-06-01

資料來源:校務基本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