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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大學 105-107 學年度辦學績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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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鎮校

之寶、世界唯二之「福田繁雄設計藝術館」。「台灣設計史研究室」

典藏文物係由台灣師範大學林前副校長磐聳所捐贈之珍貴手稿。 

(二) 榮獲 108 年｢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105-108 年連續四年榮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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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各類績優獎項  

年度 系所 教師姓名 獲獎內容 

107 

文化創意

設計研究

所 

吳淑明 第三十二屆全國十大傑出教師特頒弘道獎 

吳章瑤 
107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教

科書」 

吳章瑤 
107 學年度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其他特殊

教材類」 

黃佳慧 
指導學生參加 2018 年第 5 屆國際文創杯

設計競賽 

美術工藝

系 

方曉瑋 
2018 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包裝設計類入

圍 

方曉瑋 
八二三砲戰 60 週年 金門國際和平海報獎 

入圍 

方曉瑋 2018 金門國際和平海報獎 入圍 

方曉瑋 2018 藝鳴金揚:金門設計問鼎計畫 入圍 

方曉瑋 2018 金門國際和平海報獎 優選 

方曉瑋 2018 天津泰達杯全球青年創意設計大賽 

方曉瑋 
107 年度東方設計大學教師編纂教材及製

作教具「教學教具」 銀獎 

方曉瑋 
107 年度東方設計大學教師編纂教材及製

作教具「教科書」 金獎 

何孟穎 
2018 第 10屆斯洛伐克特納瓦國際海報三

年展 

何孟穎 107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助 

張雅萍 第 32 屆韓國國際插畫比賽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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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萍 2018 年韓國插畫學會國際交流展入選 

連佳惠 A-DESIGN AWARD 義大利國際設計大獎 

連佳惠 
Muse Creative Awards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wards 繆斯國際創意設計獎 

連佳惠 金點新秀設計獎 

連佳惠 IDA DESIGN AWARDS 美國國際設計獎 

連佳惠 

Moscow Global Biennale of Graphic 

Design Golden Bee 第十三屆金蜂獎-莫

斯科國際平面設計雙年展(專業組) 

連佳惠 CGDA 國際標誌設計獎 

連佳惠 K-DESIGN AWARD 韓國國際設計獎 

連佳惠 Hiiibrand 品牌國際設計獎 (專業組) 

連佳惠 German Design Award 德國設計獎 

連佳惠 NATCHN 印刷藝術設計雙年展(專業組) 

連佳惠 NATCHN 設計之星(專業組) 

連佳惠 NATCHN 印刷藝術設計雙年展 

連佳惠 第 5 屆包裝設計達人競賽(專業組) 

楊上峰 107 學年度教師編撰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助 

鄭褔源 第 33 屆(2018)韓國插畫協會國際邀請展 

鄭褔源 
107 學年度高雄市學生美術比賽美術班高

中組水墨畫類佳作 

鄭褔源 
榮獲「第六十六屆中部美展水彩類優選」

指導老師 

王俊盛 
榮獲「107 年高雄市全國美展高中組西畫

類佳作」指導老師 

流行商品

設計系 

陳秀芬 高雄市運動三民秋季盃全國羽球錦標賽 

楊炘彪 
受邀擔任 豁然山行-金工漆藝複合媒材創

作分享講座講師 

楊炘彪 
2017 全國創意香水競賽香水暨商品競賽

男香組第一名 

楊炘彪 2018 NEW AGE 琺瑯藝術獎佳作 

楊炘彪 2018 NEW AGE 琺瑯藝術獎入選 

楊炘彪 受邀擔任 炙 國際當代琺瑯展 策展人 

楊炘彪 受邀擔任 文化部文化專業獎章設計比件 

楊炘彪 2018 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楊炘彪 2017 金點新秀入圍獎共入圍 14 組 

趙玉盞 藝起東方師生聯展 

鄭義融 
107 學年度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多媒體動

畫教材類」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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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義融 
107 學年度教師編集教材及製作教具競賽

銀獎 

室內設計

系 

劉光盛 榮獲文化部「2018 年第六屆公共藝術獎」 

莊玟琦 優良指導老師獎 

莊玟琦 
2018年第七屆全國室內設計/空間設計/立

聯合畢業展優選 

陳念祖 
2018 年第七屆全國室內設計/空間設計系

聯合畢業展 

陳念祖 2018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簡慧鍾 
第十二屆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

系學生競圖大賽 

簡慧鍾 
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大三學生設

計新人獎佳作 

遊戲與動

畫設計系 

官銘章 Dark Dungeon Warries 

官銘章 2018 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官銘章 地域戰士 

官銘章 放開那精靈 (設計類) 

官銘章 perpetual sky 

陳剛毅 放開那精靈 (設計類) 

陳剛毅 具聲音講解教材類 

蔡震哲 永恆蒼穹 

蔡震哲 地域戰士 

數位科技

設計系 
胡勝耀 第一屆潮創客大賽(大學組) 

遊戲與玩

具設計科 

李寶宜 
2018 第十四屆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綜

合類 

李寶宜 第一屆潮創客大賽（大學組） 

李寶宜 107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 

李寶宜 107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 

胡勝耀 
107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助

實驗手冊銅獎 

胡勝耀 
107 學年度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其它特殊教

材類銀獎 

胡勝耀 
107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助

教學教具銅獎 

張文林 2018 Solid Edge 設計實作比賽 

黃昭文 
107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多媒

體動畫教材類」銀獎 

黃昭文 107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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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 

黃昭文 
107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助

「教科書」銅獎 

黃昭文 
107 學年高雄市學生美術比賽美術班高中

組西畫類 

蔡宗吉 服務績優教職員工 

蔡宗吉 2018TIRC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蔡宗吉 
2018TIRC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

無軌避障競速競賽) 

蔡宗吉 績優導師 

蘇睦敦 2018 秋季彰化全國常青田徑國際錦標賽 

時尚美妝

設計系 

李志恭 
高雄市運動三民秋季盃全國羽錦標賽第一

名 

張宏綿 

2018 第十四屆台灣盃全國美容美髮美甲

美睫技術競賽＂舞台宴會化妝組＂榮獲冠

軍 

觀光與休

閒事業管

理系 

張幗儀 106 學年度績優導師 

黃守仁 教學教具製作 

黃守仁 自製教學媒體 

餐飲管理

系 

高世達 救國團 108 年青年獎章 

高世達 2018 馬來西亞國際廚藝美食藝術大獎賽 

高世達 2018 嘉義廚神盃廚藝餐飲邀請賽 

高世達 2018 馬來西亞國際廚藝美食藝術大獎 

許照紅 
107 學年度教師編篡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助

「教科書」 

陳坤上 
嘉義歐洛拉-隙頂雲瀑 石棹琉璃光攝影比

賽 

設計行銷

系 

王勇勝 高雄市運動三民秋季盃全國羽球錦標賽 

王勇勝 107 年度教職員工保齡球錦標賽 

林佳慧 106 學年度績優導師 

林佳慧 
107學年度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其他特殊教

材類" 

林佳慧 第 16 屆設計行銷系學會指導老師 

林佳慧 107 學年度實習委員會委員 

洪世杰 第二屆當代國際水墨設計展 

洪世杰 
第 14 屆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暨國際

競賽 

洪世杰 第十屆韓國亞洲平面設計三年展 

洪世杰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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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世杰 2018 厄瓜多爾國際海報雙年展 

洪世杰 2017_海峽兩岸文化創意設計大賽 

洪世杰 NATCHN 印刷藝術設計雙年展 

黃建超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黃建超 東方設計大學 106 學年績優導師 

黃建超 
東方設計大學 107 學年度自製教學多媒體

動畫教材類--第二名 

黃建超 模範教師 

楊協澤 2018 台灣國際玻璃項工藝競賽 

應用外語

系 

鍾淑華 107 年度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童書創作競賽 

鍾淑華 
「2018 英文校園形象文創海報設計競賽」

亞軍 

通識教育

中心 

郭乃仁 2018TIRC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陳春蓮 大智獎 

106 

流行商品

設計系 

鄭義融 
106 學年度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多媒體動

畫教材類」 

鄭義融 106 學年度教師編集教材及製作教具競賽 

室內設計

系 

莊玟琦 2017 金點新秀獎-竟佑建築設計特別獎 

莊玟琦 2017 金點新秀獎-三鷹空間特別獎 

莊玟琦 
東方設計學院 105 學年度服務績優教職員

工 

莊玟琦 
2017 亞洲設計文化學會國際研討會優秀

論文賞 

莊玟琦 2017 全國水五金創新設計競賽 

陳念祖 
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

圖大賽 

陳念祖 105 年度產學合作績優傑出教師第二名 

陳念祖 
社團法人臺南巿建築師公會辦理三年級學

生設計新人獎 

劉光盛 105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簡慧鍾 2016 金點新秀獎 

遊戲與動

畫設計系 

余宗修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銀牌獎 

官銘章 2017 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官銘章 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數位科技

設計系 

蘇睦敦 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中正盃巧固球錦標賽 

胡勝耀 
106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實驗

手冊佳作 

胡勝耀 
106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教學

教具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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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昭文 
106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多媒

體動畫教材類」銅獎 

黃昭文 
106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教作教具「教

學教具」優等 

蘇睦敦 第十五屆成功盃大專院校田徑錦標賽 

遊戲與玩

具設計科 
蔡宗吉 

106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教科

書 

時尚美妝

設計系 

孫于芸 
106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教

科書』 

孫于芸 
2017全國創意香水競賽-香水暨商品競賽-

女香組 

孫于芸 2017 全國新穎化妝品調製競賽 

張宏綿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12月份生活榮譽競賽

丙組第二名。榮獲本校核發導師嘉獎壹次。 

張宏綿 

2017 年大韓民國-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指導李育誠同學參加「創意古典髮型設

計」榮獲金獎 

張宏綿 

2017 年大韓民國-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指導陳恩霖同學參加「時尚創意剪髮設

計」榮獲金獎 

張宏綿 

2017 大韓民國-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指導劉雯欣同學參加「創意盤型設計-新娘

盤髮」榮獲金獎 

張宏綿 

2017 大韓民國-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指導陳美樺同學參加「創意染髮設計」榮

獲金獎 

張宏綿 

2017 大韓民國-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指導陳宜琳同學參加「創意假髮設計」榮

獲銀獎 

張宏綿 

2017 大韓民國-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指導孫斌峰同學參加「宮廷古典髮型設計」

榮獲銀獎 

張宏綿 
2017 大韓民國-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參加「時尚創意剪髮組」榮獲金獎 

張宏綿 2017 大韓民國-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張宏綿 

本人指導學生參加「2017 第二十一屆台灣

高雄市長盃全國美髮美甲美睫技術競賽」

--李育誠同學參加「舞台宴會化妝組」-季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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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綿 

指導學生參加「2017 第二十一屆台灣高雄

市長盃全國美髮美甲美睫技術競賽」--孫

斌峰同學參加「時尚新娘化妝組」-季軍 

張宏綿 

指導學生參加「2017 第二十一屆台灣高雄

市長盃全國美髮美甲美睫技術競賽」--張

新素同學參加「舞台宴會化妝組」-亞軍 

許德發 
指導學生參加２０１７台灣高雄市長全國

美容美髮美甲美睫技術競賽得獎 

設計行銷

系 

王勇勝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年度教職員工保齡

球錦標賽 

林佳慧 105 學年度『績優導師』 

林佳慧 
106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教

科書」傑出獎 

洪世杰 2017 兩岸(奉化)文化創意設計大賽 

洪世杰 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 

洪世杰 2017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洪世杰 第三十二屆韓國國際插畫展競賽 

黃建超 
東方設計大學 106 學年度自製教學媒體競

賽多媒體動畫 

黃建超 105 學年度『績優導師』 

楊協澤 2017 晶鑠獎－玻璃與金屬工藝競賽 

應用外語

系 

蔡佩芬 
「2017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設

計類 TIKI 金牌 

鍾淑華 106 年度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童書創作競賽 

通識教育

中心 

史台麗 錄製公民素養遠距教材獲得第一名 

史台麗 榮獲教育部優良教師獎 

徐美堅 105 學年績優導師 

徐美堅 自製教學媒體 

徐美堅 編纂教材 

徐美堅 編纂教具 

郭乃仁 2017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郭乃仁 2017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陳春蓮 錄製公民素養遠距教材獲得第一名 

傅琚美 編纂教具 

傅琚美 
106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其他

特殊教材類」，榮獲金獎 

105 
美術工藝

系 

方曉瑋 第六屆台灣創意之星設計獎 

方曉瑋 
2016 金點新秀工藝設計類年度最佳設計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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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曉瑋 2016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大賽 

方曉瑋 
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其他

特殊教材類) 

王俊盛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水墨類大

專美術系佳作 

何孟穎 
105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材媒體獎助「其他

特殊教材類」 

何孟穎 
105 學年度教師編篡教材及製作教具「教

學教具」 

張雅萍 
2016 第 31 屆韓國插畫協會國際邀請展特

別獎 

莊進宗 資深優良教師 

楊上峰 模範教師獎勵 

劉宥瑩 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 

鄭褔源 2016 韓國插畫協會國際海報邀請展 

鄭褔源 東方設計學院 104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賴燃發 
第十九屆高雄市長盃全國美容美髮技術競

賽"紙上創意化妝組" 

賴燃發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賴燃發 
第二十七屆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

競賽 

影視藝術

系 

陳姿君 好萊塢的夢 

游婷敬 
2016 第三屆海峽兩岸微電影大賽銅飛燕

獎 

流行商品

設計系 

 

陳秀芬 
105 年高雄市三民區體育會理事長盃羽球

錦標賽 

陳秀芬 
高雄市教育會 105 年度理事長盃羽球錦標

賽 

陳清汶 

高雄市永安區鹽田社區發長協會辦理社區

彩繪暨釣魚體驗活動主持社區彩繪整體工

程 

楊炘彪 2016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楊炘彪 
2016 金點新秀廠商獎-赤軍寶飾珍藏感動

獎 

楊炘彪 2016 金點新秀廠商獎-存珍文創精品獎 

楊炘彪 
受邀擔任國家文官學院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入取人員基礎訓練十場次講座 

楊炘彪 
受邀擔任 201ˊ6 南瀛獎 工藝類複決審

評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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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炘彪 
受邀擔任行政院海巡署警佐警察人員晉升

警正官等訓練講座 

楊炘彪 高雄市政府專刊(高雄款)專訪 

楊炘彪 2016 金點新秀入圍獎-四君子 

楊炘彪 2016 金點新秀入圍獎-赤子 

楊炘彪 法國設計師週 2016 DDays 參展 

楊炘彪 201ˊ6 全國香水創意競賽 

楊炘彪 第四度受邀總統府藝廊聯展 

楊炘彪 
105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具聲音

講解教材類)佳作獎 

鄭義融 
教師自製教學媒體多媒體動畫教材類第一

名 

鄭義融 教師編饗教材及製作教具教學教具類 

室內設計

系 

 

陳念祖 
第二屆中國-東盟建築空間設計教育高峰

論壇暨教學成果大賽二等獎 

陳念祖 
105 年 第五屆 全國 室內/空間聯合畢業

成果設計展 

陳念祖 
104學年度技職校院建立策略聯盟計畫-專

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陳念祖 2016 兩岸手繪設計獎決賽入選 

陳念祖 2016 水五金展示設計徵選 

劉光盛 模範教師 

劉光盛 南俊收納櫥櫃空間創意設計競賽入圍 

劉光盛 德國 IF 設計獎建築及都市設計類年度作品 

劉光盛 
105年第五屆全國室內/空間聯合畢業設計

成果展優等 

劉光盛 
第二屆中國-東盟建築空間設計教育高峰

論壇暨教學成果大賽 

簡慧鍾 
2016 第二屆中國-東盟建築空間設計教育

高鋒論壇暨教學成果大賽 

簡慧鍾 
105年第五屆全國室內/空間聯合畢業設計

成果展優等 

電子與資

訊(工程)學

系 

王勇勝 
105 年高雄市三民區體育會理事長盃與情

錦標賽 

遊戲與動

畫設計系 

余宗修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銀牌獎 

官銘章 
2016 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設計類銀

牌獎 

數位科技 胡勝耀 105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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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系 教具佳作 

胡勝耀 
105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實驗

手冊類佳作 

胡勝耀 104 學年度績優導師 

黃昭文 
105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其他特殊教

材類 

黃昭文 
105 學年度教師編纂教材及教作教具「教

學教具」 

蘇睦敦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 年度教職員工保齡

球錦標賽 

蘇睦敦 
中華民國 105 年度全國師生盃巧固球錦標

賽暨亞洲盃各級國手選拔賽 

蘇睦敦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5 學年度巧固球錦標

賽 

蘇睦敦 2016 秋季桃園全國常青田徑國際錦標賽 

蘇睦敦 105 年第六屆高雄市市長盃巧固球錦標賽 

蘇睦敦 105 年高雄市第三屆主委盃巧固球錦標賽 

遊戲與玩

具設計科 

 

張文林 2016 Solid Edge 設計比賽 

張文林 2016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張文林 2016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郭乃仁 2016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郭乃仁 
2016 金點新秀廠商獎-赤軍寶飾珍藏感動

獎稱 

郭乃仁 2016 金點新秀廠商獎-存珍文創精品獎 

蔡宗吉 2016TIRC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時尚美妝

設計系 

李志恭 
高雄市教育會 105 年度理事長盃羽球錦標

賽 

林馬秀英 
髮型視覺藝術應用於時尚風格之研究-以

18 歲男女生為案例 

林馬秀英 
2016 第十二屆台灣盃全國美容美髮家事

技藝競賽 芭比娃娃組 

林馬秀英 台灣盃傑出才藝組 

林馬秀英 台灣盃紙藝造型設計組 

林馬秀英 市長盃獲得捧花設計組季軍 

孫于芸 2016 全國創意香水競賽 

孫于芸 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 

孫于芸 2016 絕代風華台灣區 CIP 國際美業大賽 

張宏綿 
2015 第十一屆台灣盃全國美容美髮家事

技術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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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綿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11月份生活榮譽競賽

丙組第二名 

張宏綿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3 月份生活榮譽競賽

丙組第一名 

張宏綿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４月份生活榮譽競賽

丙組第一名 

張宏綿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5 月份生活榮譽競賽

丙組第一名。榮獲本校核發導師本人我嘉

獎壹次。 

張宏綿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10月份生活榮譽競賽

丙組第二名。榮獲本校核發導師本人我嘉

獎壹次。 

許德發 
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當選服務績優

楷模獎 

許德發 
2016 台灣盃全國美容美髮美甲美睫家事

技術競賽暨模特兒選拔大會 

餐飲管理

系 

 

吳紹祺 土司柔軟度評估之探 

林宇平 大智獎 

林宇平 
第四屆全國餐旅創新研發產學應用研討會

應用論文組佳作 

高世達 2016 第一屆廚藝大師競賽 

高世達 2016 韓國亞洲名廚美食競賽蔬果雕刻 

高世達 
2016德國 IKA奧林匹克烹飪大賽蔬果雕刻

現場 

高世達 
2016德國 IKA奧林匹克烹飪大賽餐飲藝術

類 展示組 

許照紅 104 學年度績優導師 

許瑞珍 大智獎章 

許瑞珍 

許瑞珍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2016 第 2 屆國

際文創盃設計競賽創意口布巾摺法靜態作

品榮獲第二名 

餐飲管理

系 
高世達 

台南市山上區 Aloha~papaya 木瓜節~

走趣山上.木瓜甜 

設計行銷

系 

王勇勝 
高雄市教育會 105 年度理事長盃羽球錦標

賽 

林佳慧 Smiling and Peace 

林佳慧 104 學年度『績優導師』1 

洪世杰 第六屆臺灣創意之星設計獎 

洪世杰 第九屆烏克蘭國際海報與平面藝術三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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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世杰 第十四屆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 

洪世杰 
第十二屆「金蜂獎」俄羅斯莫斯科國際平

面設計雙年展 

洪世杰 第三十一屆韓國國際插畫展 

洪世杰 台灣海報新星獎 

洪世杰 
第7屆創意之星設計獎_華人新銳學生海報

設計競賽 

洪世杰 2016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洪世杰 0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章春芳 
東方設計學院 105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

體獎助「其他特殊教材類」佳作 

黃建超 
105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具聲

音講解教材類」第二名 

楊協澤 
2015 晶鑠獎－金屬與玻璃工藝競賽感謝

狀 

攝影學位

學程 
趙玉盞 

105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其他特殊教

材類 

休閒運動

設計管理

學位學程 

顏智淵 
高學縣教育會 105 年度理事長盃羽球錦標

賽教女組雙打 

休閒運動

設計管理

學位學程 

蔡瑞祥 
105 年高雄市三民區體育會理事長盃桌球

錦標賽 

二、優化師資人力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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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9 36 48 30 123 75.6% 

106 6 37 50 25 118 78.8% 

107 6 35 37 17 95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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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發展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學(年)度 計畫名稱 獎勵補助金額 

105-107 
「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計

畫 

69,700,541 元 

(2,323 萬元/每年) 

105-107 「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 
共 600 萬元 

(200 萬元/每年)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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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2,000 萬元 

107-110 
教育部前瞻基礎建設-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

境計畫 
共 1,400 萬元 

107-108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共 2,200 萬元 

(1,100 萬元/每年) 

四、學校發展特色重點 

(一)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本校繼 98 年、100 年、102 年、105 年經「中國工程師學會」四

度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以學校產學研發之設計商品化獲得績

優肯定，發揚東方設計品牌，廣受到產業各界肯定。 

(二)創新與創業特色-東光點師生創業平台 

本校以文化創意與設計為特色導向，學校積極創新轉型以建構「師

生創業平台」為基礎，發展學校專業特色與人才培育，並落實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政策目標，於 104 年學校自籌經費建構【東方

光點-師生創業平台】，透過「東方光點-師生創業平台」(企業進駐混業

經營)進行「學生實習、職人證照、就業」、「教師至產業深度研習」與

「師生共組創業團隊」，配合教育部、經濟部、勞動部與科技部等青年

創業相關政策目標，協助師生與產業深度研習與創業，輔導共組師生

創業團隊，目前已培育數組師生創業團體，培養設計職人創業與人才，

績效獲「教育部第三屆藝術教育貢獻獎」績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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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大學-東方光點師生創業平台 

(三)學生專業證照績效 

近三年學生取得證照數及獎學金發放金額如下

學年度 
取得證照數

(雲科系統) 

發放獎

學金金

額 

上學

期男 

上學

期女 
下學期男 下學期女 

105 學年 678 
 

446,100  
56 213 112 297 

106 學年 1137 
 

280,200  
156 317 173 491 

107 學年 

(僅統計至

2019/7/31

學生陸續申

請中) 

462 

(僅統計至

2019/7/31

學生陸續申

請中) 

243,100 108 154 

79 

(僅統計至

2019/7/31

學生陸續申

請中) 

121 

(僅統計至

2019/7/31

學生陸續申

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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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廣教育績效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特色在於以校本部特色當成主要共構平台，並開

設「高雄國際商工城區部」、「臺北商業大學台北部」以及「高雄交易安

全協會九如教室」推廣據點，利用學校整體教學資源優勢，藉由本校各

系所之優異師資及教學設備等軟硬體設施，開設各系學分課程與專業訓

練及證照之課程，提供民眾共享學習資源，進而達成推展終身教育、終

身學習的目標。本校各系推廣教育學分課程，依學員需求提供集中及隨

班附讀方式進修，105-107 學年度開設之學分班，由 105 年開設 4 班，

106 年開設 9 班及 107 年開設 16 班次，逐年成長；課程如下表： 

 

105-107 學年度開設之學分班課程 

學年 班別 人數 上課起迄日期 

105 文創所碩士學分班第一學期(9 學分) 22 105.09.12-106.01.13 

105 英文創意設計文獻探討(一)(3 學分) 15 105.09.17-106.01.14 

105 餐飲系進四技學分班(18 學分) 14 105.09.06-106.01.03 

105 二專第一學期隨班 34 105.09.12-106.01.13 

106 106-1 文創所碩士學分班 19 106.09.24-107.01.21 

106 106-1 美妝所碩士學分班 7 107.03.07-107.05.14 

106 106-1 流設所碩士學分班 3 106.12.16-107.03.11 

106 106-1 室設所碩士學分班 3 106.12.16-107.03.11 

106 106-2 文創所碩士學分班 16 107.03.04-107.07.01 

106 106-2 美妝所碩士學分班 7 107.05.02-107.07.06 

106 106-2 流設所碩士學分班 3 107.04.15-107.06.30 

106 106-2 室設所碩士學分班 3 107.04.15-107.06.30 

106 106-2 技藝職系學士學分班 18 107.03.17-107.07.15 

107 107-1 碩士學分專班(暑)-台北分部 5 107.07.11-107.08.31 

107 107-1 副學士學分專班(暑)-城區部 39 107.08.06-107.09.15 

107 107-1 學士學分專班(暑)-城區部 29 107.08.13-107.09.05 

107 107-1 副學士學分專班-城區部 46 107.09.04-108.02.19 

107 107-1 副學士學分專班-校本部 16 107.09.04-108.02.19 

107 107-1 副學士學分專班-台北分部 17 107.09.08-108.01.26 

107 107-1 碩士學分專班-台北分部 38 107.09.15-108.01.12 

107 107-1 碩士學分專班-校本部 11 107.10.03-108.02.13 

107 107-2 碩士學分專班-台北分部 34 108.01.05-108.05.18 

107 107-2 碩士學分專班-校本部 10 108.01.09-10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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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7-2 副學士學分專班-城區部 60 108.01.15-108.06.04 

107 107-2 副學士學分專班-台北分部 25 108.02.07-108.07.17 

107 107-2 學士學分專班-校本部 7 108.03.16-108.07.28 

107 107-3 碩士學分專班(暑)-校本部 10 108.04.03-108.08.21 

107 107-3 碩士學分專班(暑)-台北分部 33 108.05.18-108.08.03 

107 107-2 副學士學分專班(暑)-城區部 57 108.06.11-108.08.06 

 

106 年度於高雄推廣部成立非學分班自辦課程，初期以開設「美學」

以及「美容」兩大類技能班為主，105 年開設 1 班，106 年開設 14 班

及 107 年開設 22 班，每年均逐年成長，105-107 學年度開設之課程

如表： 

 

105-107 學年度開設自辦非學分班之課程 

學年 班別 人數 上課起迄日期 

105 樂齡大學 30 105.09.01-105.07.31 

106 樂齡大學 30 106.09.01-107.07.31 

106 職業形象管理師認證班-平日 11 106.07.31-107.10.02 

106 日系不凋花新娘飾品製作班 9 106.08.09-106.08.09 

106 會場花藝設計班 8 106.08.21-106.09.25 

106 職業形象管理師認證班-假日 9 106.09.10-106.11.19 

106 不動產經紀人考照-土法土稅法規班 6 106.10.07-106.10.29 

106 不動產經紀人考照-民法估價國文班 13 106.11.04-106.11.26 

106 餐廳花藝設計班 6 106.11.06-106.11.27 

106 地政士考照-土法土稅信託班 20 106.12.03-107.01.28 

106 106 太極養生班 19 106.12.16-106.12.30 

106 耳燭淨化微創業班 11 106.12.23-106.12.23 

106 不動產經紀人考照班 4 107.01.07-107.05.06 

106 地政士考照-民法土登國文班 5 107.01.28-107.03.25 

106 找到甜蜜點-精品咖啡班 4 107.04.14-107.05.26 

106 行動創業-產後泌乳師 6 107.05.15-107.05.15 

106 行動創業-漫步雲端腿部保養班 13 107.06.17-107.06.17 

107 樂齡大學 30 107.09.01-108.07.31 

107 不動產經紀人考照班-第一梯次 3 107.04.14-108.08.04 

107 太極養生班-第二期 18 107.05.02-107.08.22 

107 不動產經紀人考照班-第二梯次 7 107.05.16-10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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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耳燭淨化班 9 107.08.18-107.08.18 

107 地政士考照班-第一期 11 107.09.08-108.01.12 

107 創意手工皂&化粧品調製實作 5 107.09.17-107.12.10 

107 甦活-肩頸部放鬆班 8 107.09.18-107.09.18 

107 SketchUp 室內空間實景設計班 12 107.10.17-108.01.02 

107 太極養生班-第二期 18 107.10.17-108.01.30 

107 地政士考照班-第二期 6 107.10.21-108.02.17 

107 裝潢木工乙級證照輔導班 8 108.01.20-108.06.22 

107 不動產經紀人考照-第一期 5 108.01.23-108.05.08 

107 地政士考照總複習班-第一期 11 108.02.24-108.05.19 

107 商業攝影師培訓班-商品篇 7 108.03.20-108.06.05 

107 Auto-CAD 室內設計電腦繪圖 7 108.03.28-108.06.20 

107 不動產營業員證照班 A 10 108.04.09-108.05.10 

107 不動產營業員證照班 B 3 108.04.16-108.04.18 

107 IPAS 色彩規劃管理師能力鑑定培訓班 A 20 108.04.14-108.05.05 

107 IPAS 色彩規劃管理師能力鑑定培訓班 B 83 108.04.13-108.04.21 

107 不動產營業員證照班-第二期 3 108.05.07-108.05.17 

107 SketchUp 室內空間實景設計 8 108.05.15-108.07.31 

 

另配合勞動部辦理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開設之課程：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之課程 

 學年 班別 人數 上課起迄日期 

105 烘焙食品訓練班第 02 期 25 105.10.17~105.11.21 

105 烘焙食品實務班第 01 期 25 106.03.13-106.04.24 

106 動漫公仔模型設計製作班第 01 期 15 106.10.22-106.11.26 

配合政府委訓單位辦理各項委訓投標作業，爭取開設各項職業及證

照訓練課程，105-107 學年度開設之課程 

 

 

 105-107 學年度開設之委訓課程 

學年 班別 人數 上課起迄日期 

105 智慧綠建築室內設計資訊整合技術實務班 16 105.06.28~105.10.11 

105 時尚髮型專業培訓班 13 105.07.12~105.09.21 

105 行動美容師專業服務人員培訓班 27 105.07.27~10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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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專業快剪設計師培訓班(第 1 期) 10 106.04.05-106.06.02 

105 整體美學造型訓練班 15 106.04.27-106.07.05 

105 美甲及飾品設計師養成訓練班 13 106.04.28-106.07.08 

106 農產品加工暨釀造食品製作培訓班 23 106.06.26-106.08.08 

106 食品烘焙微型創業培訓班 21 106.07.10-106.08.25 

106 中華料理培訓班 21 106.07.20-106.09.01 

106 異國料理微型創業培訓班 23 106.07.27-106.09.16 

106 婚禮顧問商業服務經營培訓班 26 106.08.03-106.10.02 

106 專業快剪設計師培訓班(第 2 期) 12 106.09.01-106.10.31 

107 建築物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技術班 29 107.05.04-107.07.21 

107 視覺傳達設計與網路電銷應用班 15 107.06.27-107.08.07 

107 微型創業烹調技能班 26 107.07.12-107.08.25 

107 養生創意農漁產品加工班 29 107.07.17-107.08.31 

107 室內設計 AutoCAD 國際認證班 26 108.06.17-108.07.30 

 

六、師生獲獎屢獲佳績 

本校 105-107 各年度學生專業類各項比賽績效 

年度 比賽成績 

107 

文創所博士生連佳惠作品 24 節氣榮獲 2019 TAIWAN TOP STAR 鈦金獎 

文創所博士生連佳惠作品東方設計大學招生形象設計奪得[識別設計類]金獎. 

文創所碩士生榮獲 2019 莫斯科國際攝影大賽優選 

文創所博士生榮獲 2018 中山青年藝術獎書法類中山獎 

文創所博士生榮獲 2018 第三屆寧波國際微電影節優秀作品獎 

文創所博士生榮獲 2018 高雄市第六屆國家環境教育競賽社區組第一名 

文創所碩士生榮獲 2018 美國密西根 MNS 國際菁英盃金牌 

文創所博士生榮獲 IDA 美國國際設計獎 

文創所博士生入選 2018 祕魯設計雙年展 

文創所博士生和校友榮獲 2018 包裝設計達人設計競賽[社會專業組]花語茶系

列-優異獎 

美工系學生參加中國印刷藝術設計雙年展榮獲[海報設計類]銀獎 

美工系學生恩榮獲 2018 中國印刷藝術設計雙年展文創產品設計類(鴞失)學生

組金獎 

文創所博士生和校友榮獲 2018 中國印刷藝術設計雙年展[包裝設計類][品牌設

計類]2 項系列作品優選 

文創所連佳惠博士生榮獲 2018 K-DESIGN AWARD[專業組]品牌設計類

http://www.tf.edu.tw/academic/artmaster/zh-hant/node/81
http://www.tf.edu.tw/academic/artmaster/zh-hant/node/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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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HEMY WINNER 優勝 

文創所博士生參加 2018 中國印刷藝術設計雙年展[專業組] 2 項類別,3 件入選 

文創所博士生獲得 2018 莫斯科國際平面設計雙年展金鋒獎入選專業組 

美工系學生獲得俄羅斯金鋒獎國際雙年展及厄瓜多爾國際海報雙年展設計競賽

入圍專業組 

美工系五專生獲得金門國際和平海報獎優選,另 5 位學生入選 

文創所博士生榮獲 2018 繆斯國際創意設計大獎─鉑金獎及金獎 

文創所博士生獲｢G7 海峽兩岸創意設計大賽｣銅獎 

表藝學程學生贏得「Hip Hop International」街舞大賽台灣區代表權 

影視藝術系電影短片《海洋症》榮獲『2017 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榮獲最佳服

裝設計獎 

觀光系學生榮獲「2018 第六屆 TISCA 全國虹吸咖啡競賽」全國『冠軍』 

餐飲系參加｢嘉義廚神盃廚藝餐飲邀請賽｣連績三年奪下 4 金牌 

餐飲系參加 2018 臺灣瓜果暨雜糧嘉年華瓜果雕刻競賽現場動態組榮獲亞軍 

餐飲系參加 2018 台南市議長盃造型設計競賽水果雕刻造型設計榮獲 1 金、1

銀、1 銅 

東方美妝系學生勇奪「第 42 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賽國際競賽」印度手繪組

冠軍 

｢2018 鳳凰盃全國時尚造型競賽｣美妝系榮獲 2 金 3 銀 2 銅 

時尚美妝設計系參加「2018 台灣盃全國美容美髮美甲美睫技術競賽」技藝精

湛，榮獲 4 金 4 銀 4 銅 

美妝系學生參加「 2017 第 11 屆議長盃全國美容美髮技藝競賽」紙上花藝創

作設計競賽組榮獲紙上花藝創作設計競賽組前三名獎項:歐師敏同學榮獲冠

軍、吳如玉同學榮獲亞軍、李濬同學榮獲季軍。 

時尚美妝設計系碩士生同學參加新加坡 APT(A'Prett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於

醉花林俱樂部舉辦的時尚美妝設計榮獲「法式凝膠指模組」冠軍、「法式水晶指

模組」亞軍，以及「美甲鐵人」三項 

106 

文創所王銘益校友屢獲國際大獎肯定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博士生，榮獲｢德國 iF 設計獎產品設計類年度作品收錄｣ 

美工所研究生入圍國際 Adobe 卓越設計大獎 

影視藝術系電影短片《海洋症》榮獲『第十二屆螺絲起子國際學生短片影展』

銅螺絲獎 

影視藝術系學生拍攝《海洋症》，榮獲『2017 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最佳服裝

設計獎 

室內設計系 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得獎名單，入圍 34 件本系得獎 3 件作品 

室內設計系 2017 第十一屆大學院校室內空間設計系競圖大賽獲 5 件入圍佳作 

室內設計系[E FUN-樂齡健康運動中心]作品獲 2017 青春設計節空間設計類入

圍初選 

室內設計系與君鴻國際酒店(85 大樓)產學合作之創藝客房競賽學生圓夢計劃室

http://www.tf.edu.tw/academic/artmaster/zh-hant/node/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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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碩士班一年級學生榮獲冠軍及最佳人氣獎 

室內設計系獲台南市建築師公會設計新人人氣獎 

室設系研究生榮獲｢2017 ADCS 亞洲設計文化學會｣優秀論文賞 

室內設計系住居整合設計碩士生，榮獲｢德國 iF 設計獎建築及都市設計類年度

作品收錄｣。 

機器人競賽東方學子放光采榮獲｢極限機器人相撲競賽｣第二、三名佳績 

「2017-CUTE 盃第一屆全國校際咖啡競賽」觀光系榮獲金牌佳績 

「2017 第 5 屆玉山竹葉青盃全國調酒大賽暨托盤比賽」觀光系獲佳績 

「2017 第 15 屆五洲盃全國調酒大賽暨托盤比賽」觀光系獲佳績 

「2017 第 8 屆大同盃全國調酒大賽暨托盤比賽」觀光系同學榮獲佳績 

餐飲系參加｢第一屆國際廚藝美食藝術大獎｣勇奪 3 金 

餐飲系參加 2017 第二屆關帝文化盃全國學生廚藝競賽現場藝術果雕組榮獲 1

銀、1 銅 

餐飲系參加 2017 第一屆國際廚藝美食藝術大獎餐飲藝術類榮獲 1 金、1 銀、3

銅 

餐飲系參加 106 年度花蓮盃技能競賽榮獲 1 銀、1 銅 

餐飲系參加 2017 嘉義易牙盃廚藝餐飲邀請賽榮獲 4 金 

餐飲系參加瓜果料理競賽現場動態組榮獲優選 

餐飲系參加 2017 臺灣瓜果暨米食嘉年華瓜果雕刻競賽現場動態組榮獲優勝 

餐飲系參加 2017 第三屆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創意果雕靜態組榮獲 1 金、1 銅 

美妝系於｢2017 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榮獲 2 金 3

銀 

時尚美妝設計系於「2017 國際金台灣盃美容美髮美甲商品設計技藝競賽」中榮

獲「藝術創意紙圖組」冠軍及「蝶古巴特商品組」季軍 

時尚美妝設計系於｢2017 台灣高雄市長盃全國美容美髮美甲美睫技術競賽｣中

碩士生榮獲「傑出才藝組」第 1 名、進修學院學生榮獲「紙藝藝術設計組」第

1 名及「芭比娃娃設計組」第 2 名、日間部四技學生榮獲「紙藝藝術設計組」

第 2 名、五專學生榮獲「舞台宴會化妝組」第 2 名、「時尚新娘化妝組」第 3

名及「舞台宴會化妝組」第 3 名、進修學院學生榮獲「紙藝藝術設計組」第 3

名。 

｢2017 文創盃美學設計競賽｣美妝系同學榮獲佳績 2 金 1 銀 2 銅 

『2017 全國新穎化妝品調製競賽』美妝系榮獲冠軍 

『2017 全國創意香水競賽』美妝系獲佳績 

東方美妝系學生榮獲「2017 第十三屆台灣盃美容美髮技術競賽暨模特兒選拔大

會」素描彩妝設計組第一名 

美妝系碩士生參加「2017 TNA/TNL 國際盃技能競賽」第一名 

東方美妝系學生參加「美國密西根 MNS 國際菁英盃」榮獲 3 金 2 銅 

時尚美妝設計系師生參加「2017 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再創佳績榮獲 11 金、

2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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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與動畫系榮獲｢2017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展｣二金二銀 

「2017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時尚美妝設計系榮獲 3 金 1 銀 2 銅 

106 年度全國英語童書創作競賽榮獲佳績 

105 

文創所博士班學生於同生榮獲 105 年｢南瀛獎｣首獎 

文創所博士生榮獲 105 年｢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設計類金獎 

文創所博士生榮獲 105 年｢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 

105 年「金點新秀設計獎」本校 34 件作品入圍，與雲林科技大學並列全國第

三名 

室內設計系參加 2016 海峽兩岸手繪獎競賽 6 件作品入圍 

榮獲 105 年「全國美展」書法類｢金獎」 

餐飲系參加 2016 第二屆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創意果雕靜態組榮獲 2 金、1 銀、

2 銅 

餐飲系參加 2016 廚藝大師競賽榮獲 4 金 

餐飲系參加 2016 高雄易牙美食節磨刀達人競賽榮獲 3 銀，刀工水花競賽榮獲

2 銅、蔬果雕刻競賽榮獲 1 超金、1 銀 

餐飲系參加 2016 臺南市山上區 Aloha～papaya 木瓜節～走趣山上，木瓜甜

果雕藝術競賽活動榮獲 1 金、1 銅、2 佳作 

餐飲系參加 2016 臺灣瓜果暨米食嘉年華瓜果雕刻競賽現場動態組榮獲 1 銅、1

佳作、1 優勝，瓜果料理競賽現場動態組榮獲 1 銅 

餐飲系參加 2016 嘉義易牙盃廚藝餐飲邀請榮獲「團體學生競賽組」4 金，展

示菜餚 5 優等 

餐飲系參加 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創意果雕靜態組自由組榮獲 1 銀、1 銅，

五專組 1 金、1 銀、1 銅 

美妝系榮獲 105 年「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團體總冠軍 

美妝系榮獲 105 年「首爾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博覽會」6 金、2 銀 

榮獲 105 年「第 6 屆台灣創意之星設計獎全國學生海報設計競賽」全國第一 

在運動競賽方面，本校己經連續 5 年在「全國中正盃巧固球錦標賽｣中榮獲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