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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105 年辦學績效 

 
一、評鑑成績 

學年度 97 100 專案評鑑 101 103 專案評鑑 

專業類評鑑 
5 系一等 

(12 系受評) 

3 系所一等 

(6 系所受評) 

10 系所一等 

(12 系所受評) 

1 系一等 

(2 系受評) 

行政類評鑑 一等 一等 一等 一等 

二、 學校特優榮譽 

(一) 榮獲 105 年第三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績優學校。 

(二) 榮獲 105 年｢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三) 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四度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四) 榮獲教育部等各類績優獎項  

年度 獎項 獲獎人 

103 
榮獲教育部 103 年大專組防治學生藥物濫用績優個

人獎 
劉薰甯教官 

104 榮獲國防部 104 年第 72 屆兵役績優院校(團體獎) 葉燿輝先生 

104 
榮獲教育部 104 年大專組防治學生藥物濫用績優個

人獎 
趙敏束教官 

104 
榮獲教育部 104 年大專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績

優服務個人獎 
邱俊明先生 

104 2015 金點新秀設計獎(指導學生獲獎) 劉光盛副教授 

104 2015 圓展攝影類特別賞(指導學生獲獎) 邱奕堅助理教授 

104 2015 金點設計獎書籍設計類入選(指導學生獲獎) 連佳惠助理教授 

104 
2015 金點設計獎活動形象設計類入選(指導學生獲

獎) 
連佳惠助理教授 

104 2015 金點新秀設計獎工藝類金獎(指導學生獲獎) 蘇英正教授 

104 2015 金點新秀設計獎工藝類金獎(指導學生獲獎) 楊上峰助理教授 

104 2015 義大利米蘭世界博覽會榮獲陶藝類銀獎 蔡雪貞教授 

105 
第 6 屆台灣創意之星設計獎高中類銅獎(指導學生獲

獎) 

方曉瑋助理教授 

105 
2016 金點新秀工藝設計類年度最佳設計獎(指導學

生獲獎) 

方曉瑋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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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獎項 獲獎人 

105 榮獲教育部 105 年社會教育貢獻獎個人獎 文創所郭治華同學 

三、 優化師資人力 

103-105 學年度專任教師人數 

學年度 
專任教師人數 助理教授以上

比例(%)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小計 

103 8 46 61 50 165 69.70 

104 7 45 58 40 150 73.33 

105 14 41 59 34 148 77.03 

四、 學校發展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一) 重點特色指標型專案計畫 

學(年)度 計畫名稱 獎勵補助金額 

101-104 「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計畫 
96,395,995 元 

(2,410 萬元/每年) 

102-105 

「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計畫 

660 萬元 

103-10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350 萬元 

103-105 「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 660 萬元 

104-106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專校院設備更

新第三階段」計畫 
2,000 萬元 

104-105 
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五創學院課程

及人才再造計畫」 
法令鬆綁 

104-105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第

二階段) 
345 萬元 

104-105 
教育部補助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工作計畫分項計畫 
350 萬元 

105 
教育部補助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105 年度東

方三品五創教學計畫 
935 萬元 

(二) 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本校繼 98 年、100 年、102 年後，於 105 年經「中國工程師學會」第四

度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並於 105 年 06 月 03 日「中國工程師學會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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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專門工程學-105 年聯合年會及慶祝工程師節大會」領取「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獎項」，會中並展覽學校產學研發之商品化產品獲得好評，東方設計學院產學

設計與研發能量，廣受到產業各界肯定。 

(三)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捐助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本校為擴大設計服務產能，並加速推動畢業生接軌產業，提升就業競爭力，

特以「文創設計服務」發展為理念，於 103 年 1 月「創新育成中心-IRIS 虹彩

基地創新育成中心」正式營運，透過內部資源及外部資源之整合，建立「創意

設計服務媒合加值平台」，提供南部地區「中小企業、新創企業及畢業生微創」

等育成培育服務。 

創新育成中心連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 103至 105年度東方設計學院創

新育成中心計畫，累積補助款共計 350 萬元整。 

105 年培育 10 家實質進駐廠商、3 家陸資企業專戶、11 家虛擬進駐廠商、

學生創業團隊 6 隊，除學生育成創業之｢參兩參文創整合設計工作室｣及｢畇逸

設計整合有限公司｣外，美術工藝系研究所成立｢土狗創意工作室｣、｢A4 設計

工作室｣、｢大好創意工作坊｣、｢無二感工作室｣等四個師生青創團隊，開拓創

新產業發展、厚實技術及多元人才培育。 

五、 學生證照成績 
    近五年來(100〜104學年度)學生考取證照張數持續成長，合計已超過4,124張。

統計資料如下  

學年度 丙級證照 乙級證照 其他 證照數合計 發放獎勵金金額 

101  257 6 514 777 230,100 

102  436 17 460 913 359,600 

103  281 57 481 819 348,600 

104  250 107 560 917 379,700 

六、 學生就業輔導成效 

100 至 104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人數佔畢業生人數比例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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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師生獲獎屢獲佳績 

(一) 文創所博士班學生於同生榮獲 105 年｢南瀛獎｣首獎。 

(二) 文創所博士班學生謝逸娥榮獲 105 年｢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設計類金

獎。 

(三) 文創博士班學生郭治華榮獲 105 年｢台南年度創意商品」銀獎。 

(四) 文創博士班學生郭治華榮獲 105 年｢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 

(五) 餐飲系高仕達老師榮獲 105 年｢德國 IKA 奧林匹克廚藝競賽」金牌。 

(六) 美妝系榮獲 105 年「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團體總冠軍。 

(七) 美妝系榮獲 105 年「首爾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博覽會」6 金、2 銀。 

(八) 105 年「金點新秀設計獎」本校 34 件作品入圍，與雲科大並列全國第三名。 

美工系作品『塑化紀』，榮獲工藝設計類『年度最佳設計獎』； 

流設系以『棱』、『謐』、『赤子』等 3 項作品，榮獲工藝類『廠商贊助特別獎』。 

(九) 105 年榮獲「第 6 屆台灣創意之星設計獎全國學生海報設計競賽」入圍 25 件，

全國第一。 

(十) 榮獲 105 年「全國美展」書法類『金獎』。 

(十一) 榮獲 104 年「台南美食節新銳導演國際短片創作大賽」首獎。 

(十二) 104 年「金點新秀設計獎」，室設系作品「湛然寺」榮獲空間設計類『新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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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獎』；流設系作品「TREASURE 原生」榮獲工藝類『廠商贊助特別獎』。 

(十三) 榮獲 104 年「全國大專盃巧固球錦標賽」冠軍。 

(十四) 榮獲 103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及發明競賽獎」金牌。 

(十五) 榮獲 103 年「全國 LED 創意設計競賽」第一名。 

(十六) 榮獲 103 年｢第 14 屆台灣新一代設計獎視覺傳達設計類｣銅獎。 

(十七) 榮獲 103 年｢第 14 屆台灣新一代設計獎工藝設計類｣廠商特別獎。 

(十八) 榮獲 103 年「幸福點心全國創意競賽」學生組『金牌』。 

(十九) 榮獲 102 年『臺北市青少年性教育微電影甄選』第二名。 

(二十) 榮獲 102 年「第八屆百世盃孝道創意表演競賽」銀鶴獎。 

101 至 104 學年度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名次統計表 

獲獎名次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第一名 29 29 22 70 

第二名 23 24 21 48 

第三名 25 27 29 42 

佳作或其他 86 72 189 118 

合計 163 152 261 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