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職稱 申請教師單位 共同指導人 競賽名稱 參賽作品名稱 主辦/委辦單位 得獎公告日期 得獎獎項名稱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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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0

3,750

2 莊*盈 講師 應用英語科

2012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

會英語能力檢測全國總決

賽

全國賽大專社會組個人獎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

會
102/1/10

全國賽大專社會組個人獎-

英語能力檢測類第二、三名
10,000

1,250

1,250

4 施*悌 講師 通識中心

中華民國101年全國海洋

盃秋季短水道分齡游泳錦

標賽

個人組、團體組，仰式、

自由式、蛙式、蝶式等共

34類比賽

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

會
101/12/16

個人組、團體組，仰式、自

由式、蛙式、蝶式等共34類

比賽

7,500

102/1/101

3

吳*洲 講師

莊*盈

(應用英語

科講師)

羅*靜 講師

通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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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賽大專社會組個人獎

1.曾*淇中文看打第三名

2.劉*吟英文看打第四名

通識中心

白*榮

(通識中心

講師)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

會

2012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

會全國賽(含英語能力測

驗)

英文看打輸入，中文看打

輸入

中華民國102年全國自由

杯青少年軟式網球錦標賽
20歲級女生組單打賽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嘉義市政府
102/1/25 20歲級女生組單打第四名

5 郭*宜 講師 幼兒保育科
2012馬偕全國嬰幼兒創意

教具競賽

好玩的立方體(高職組)

可愛的熊寶寶(大專組)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1/11/23

好玩的立方體(高職組佳作)

可愛的熊寶寶(大專組佳作)
5,000

6 浮*曼 講師 幼兒保育科 2012全國幼兒玩具競賽 南瓜‧南瓜‧真神奇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01/11/30 大專組全國第二名 10,000

7 周*萍 講師 美容造型科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競賽

大會新娘化妝

1.新娘化妝真人組特優

2.晚宴化妝真人組冠軍、

亞軍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競賽

大會、台北城市科技大

學、中華時尚美容協會

101/12/15

1.新娘化妝真人組特優

2.晚宴化妝真人組冠軍、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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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萍 講師 美容造型科
2012年中華民國全國盃髮

型美容競技大會

1.創意面具靜態組

2.晚宴化妝組

3.新娘化妝組

4.新娘秘書組

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業

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101/12/6

1.創意面具靜態組特優

2.晚宴化妝組季軍

3.新娘化妝組特優

4.晚宴化妝組特優

5.新娘秘書組特優

9 周*萍 講師 美容造型科
2012福爾摩莎美髮美容全

國競技大賽
夢幻新娘真人優勝 高雄市理髮美容職業工會 101/12/8 夢幻新娘真人優勝

10 張*芳 講師 美容造型科
2012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

髮技藝競賽

1.創意整體造型組(魔幻精

靈)

2.新娘化妝組(夢幻新娘)

屏東縣政府 101/11/24
1.創意整體造型組季軍

2.新娘化妝組殿軍

11 張*芳 講師 美容造型科
福爾摩莎美髮美容全國競

技大賽

1.素描創作藝術(春)

2.夢幻新娘(sweet)

3.創意紙圖設計(Rose girl)

高雄市理髮美容職業工會 101/12/8

1.素描創作藝術優勝

2.夢幻新娘優勝

3.創意紙圖設計優勝

15,000

設計( g ) 設計優

12 張*芳 講師 美容造型科
2012年中華民國全國盃髮

型美容競技大會

1.創意面具靜態組(籠中

劇)

2.新娘秘書組(彩幻之心)

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業

職業工會全國聯會會
101/12/6

1.創意面具靜態組-殿軍

2.新娘秘書組-特優

13 張*芳 講師 美容造型科
2012台北國際-奧林匹克

美容美髮交流競技大會
創意面具組(廿)

APHCA美容美髮師聯盟、

中華新技術整体美容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髮容姿儀

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美

容技藝促進協會

101/12/17 創意面具組-優勝

14 陳*吟 講師 美容造型科
2012年中華民國全國盃髮

型美容競技大會

1.女仕晚宴創意包頭

2.編梳靜態組(孔雀開屏)

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業

職業工會全國聯會會
101/12/6

1.女仕晚宴創意包頭亞軍

2.編梳靜態組(假)季軍

15 陳*吟 講師 美容造型科
2012台北國際-奧林匹克

美容美髮交流競技大會

晚梳包頭商業組

(女仕潮流晚宴髮型、浪

漫晚宴、古典美人)

APHCA美容美髮師聯盟、

中華新技術整体美容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髮容姿儀

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美

容技藝促進協會

101/12/17

晚梳包頭商業組

(女仕潮流晚宴髮型-亞軍

、浪漫晚宴-特優、古典美

人-特優)

15,000

15,000

第 2 頁，共 3 頁



編號 姓名 職稱 申請教師單位 共同指導人 競賽名稱 參賽作品名稱 主辦/委辦單位 得獎公告日期 得獎獎項名稱
核定

獎勵金額

新生醫專102年度第一次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核定名單

16 陳*吟 講師 美容造型科
福爾摩莎美髮美容全國競

技大賽

女子創意晚宴髮型-神秘

炫渦
高雄市理髮美容職業工會 101/12/8 女子創意晚宴髮型優勝

17 王*祥 助理教授 服務業經營科
2012全國大專零售賣場模

擬經營大賽

線上行銷贏家軟體競賽-

purin

醒吾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101/11/24 優勝 2,500

90,000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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