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第一次教師指導學生競賽獎勵名單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競賽等級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競賽日期 得獎獎項名稱/名次
核定獎勵

金額

1 美容造型科 周*萍 講師 國際性
2016大韓民國韓國

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社)國際美容家聯合

會、文化體育觀光部、

韓國觀光公社、首爾特

別市

105/4/16-4/17 夢幻美甲/第一名       24,000

2 美容造型科 周*萍 講師 國際性
2016大韓民國韓國

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社)國際美容家聯合

會、文化體育觀光部、

韓國觀光公社、首爾特

別市

105/4/16-4/17 人體彩繪/第一名       24,000

3 美容造型科 周*萍 講師 國際性
2016大韓民國韓國

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社)國際美容家聯合

會、文化體育觀光部、

韓國觀光公社、首爾特

別市

105/4/16-4/17 新娘彩妝設計/第一名       24,000

幼兒保育科 林*葙 講師 全國性

104年親子活動教

案設計暨幼兒教玩

具競賽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104/11/6 第一名         4,500

幼兒保育科 郭*宜 講師 全國性

104年親子活動教

案設計暨幼兒教玩

具競賽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104/11/6 第一名         4,500

5 應用日語科 蘇*妮 助理教授 全國性
2015全國大專院校

皂藝創意行銷競賽
弘光科技大學 104/12/15-12/31

自然及時尚-風格包裝設計

第一名
        9,000

6 視光學科 楊*健 講師 全國性
第四屆全國眼鏡設

計與製作比賽
台灣眼視光學學會 104/12/04 無邊彩繪創意製作第一名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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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休閒管理

科
施*悌 講師 全國性

105年全國春季室

內划船錦標賽暨

2016亞洲室內划船

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中華民國划船協會 105/02/27 公開男子乙組一千公尺第一名         9,000

視光學科 洪*玲 副教授 全國性

2015第三屆全國連

鎖加盟創新創業競

賽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連鎖

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104/11/25~105/01/07 高中職組 第二名         3,000

視光學科 楊*健 講師 全國性

2015第三屆全國連

鎖加盟創新創業競

賽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連鎖

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104/11/25~105/01/07 高中職組 第二名         3,000

9 美容造型科 周*萍 講師 區域性
2015年第三屆國際

盃美容美髮大賽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

美髮暨技術世界交流協

會

104/11/29

-12/1
扇形冷燙-A/冠軍         6,000

10 美容造型科 張*芳 講師 區域性

2016美國密西根

NAIL SPORTS第五

屆國際技藝菁英盃

競賽

2016美國密西根NAIL

SPORTS國際技藝菁英

教練訓練營

105/04/03 彩繪面具/冠軍         6,000

11 美容造型科 張*芳 講師 區域性
2015台北美甲美容

博覽會國際菁英賽

TSIA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沙龍產業發展協會
104/12/12 宴會創意化妝/第一名         6,000

12 美容造型科 陳*吟 講師 區域性

2016美國密西根

NAIL SPORTS第五

屆國際技藝菁英盃

競賽

2016美國密西根NAIL

SPORTS國際技藝菁英

教練訓練營

105/03/04 靜態晚宴包頭/冠軍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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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用日語科 高*鈴 助理教授 區域性

2015華人資訊語文

競技與創意設計大

賞專業英日文詞彙

能力大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國GLAD全球學習語

測評發展中心

104/12/05 N3日文單詞組第一名 6000

14 應用英語科 汪*于 助理教授 區域性

2015華人資訊語文

競技與創意設計大

賞專業英日文詞彙

能力大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國GLAD全球學習語

測評發展中心

104/12/05 美容彩妝專業英文詞彙組第一名         6,000

15 幼兒保育科 臧*卓 講師 全國性

104年親子活動教

案設計暨幼兒教玩

具競賽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104/11/6 第三名         3,000

16 通識中心 莊*盈 講師 區域性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

聽力能力大賽(專

業英日文盃)台灣

全國賽(北二區)專

業英文詞彙組

台灣師大 104/12/05 第二名         3,000

17
健康休閒管理

科
劉*芳 助理教授 區域性

2015年中華希望羽

球協會11月份全國

分級羽球排名賽

中華希望羽球協會 104/11/15 女子組2.0級單打第二名         3,000

18 美容造型科 張*芳 講師 區域性
2015年城市盃全國

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競

賽大會中華時尚美容協

會

104/11/28 人檯裝飾藝術靜態作品組/亞軍         3,000

19 美容造型科 陳*吟 講師 區域性

2016年台灣國際盃

髮藝美容美睫美甲

造型比賽

中華民國女子燙髮

美容業職業工會全國聯

合會

105/04/28
編梳靜態組-東方之美/

亞軍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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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    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