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會議記錄
日期：10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12：20
地點：忠孝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謝副校長金賢
會議記錄：許書芳
會議程序：
壹、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貳、 主席致詞
參、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肆、 提案討論
伍、 臨時動議
陸、 主席指(裁)示
柒、 散會

壹、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

提案單位

1

商管系

2

商管系

3

4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2017 年第 28 屆馬來西 新台幣 30,000 元。
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20,000 元。

企管系

本案未於賽前參賽核
備，故依規定獎金減半
後，給予新台幣 2,000
元。

企管系

本案未於賽前參賽核
備，故依規定獎金減半
後，給予新台幣 1,000
元。

2017 全國計算機與多媒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體綜合能力及商務專業
新台幣 4,000 元。
應用大賽(北一區)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3,000 元。

5

行管系

6

行管系

7

行管系

8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新台幣 3,000 元。

9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2,000 元。

10

資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2,000 元。

2017 全國計算機與多媒
11

12

行管系

資管系

本案獲團體組第 3 名，
依本校相關規定獎勵金

額為新台幣 4 千元，惟
體綜合能力及商務專業
本案第 3 名計有 2 組獲
應用大賽(全國賽)
獎，依本校規定獲獎金
額需均分，照案通過，
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2,000 元。
本案獲專業英文詞彙組
計算機類個人賽二等
2017 第七屆全國大學生
獎，依本校相關規定獎
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勵金額為新 台幣 4 千
英文之海峽兩岸北京賽
元，惟本案二等獎計有
19 人獲獎，依本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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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獲獎金額需均分，獎助
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紀
錄，未滿 1 千元之獎金
補足致 1 千元，照案通
過，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1,000 元。
本案獲專業英文詞彙組
計算機類個人賽一等
獎，依本校相關規定獎
勵金額為新 台幣 6 千
13

行管系

元，惟本案一等獎計有 5
人獲獎，依本校規定獲
獎金額需均分，照案通
過，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1,200 元。
本案獲專業英文詞彙組
計算機類個人賽一等
獎，依本校相關規定獎
勵金額為新 台幣 6 千

14

行管系

元，惟本案一等獎計有 9
人獲獎，依本校規定獲
獎金額需均分，獎助學
2017 第七屆全國大學生
金 審 查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錄，未滿 1 千元之獎金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英文之海峽兩岸北京賽
補足致 1 千元，照案通
過，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1,000 元。
本案獲專業英文詞彙組

15

行管系

計算機類個人賽冠軍，
依本校相關規定獎勵金
額為新台幣 8 千元，惟
本案冠軍計 有 2 人 獲
獎，依本校規定獲獎金
額需均分，照案通過，
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4,000 元。
本案獲專業英文詞彙組

16

行管系

專業英文對話類個人賽
二等獎，依本校相關規
定獎勵金額為新台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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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千元，惟本案一等獎計
有 5 人獲獎，依本校規
定獲獎金額需均分，獎
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
紀錄，未滿 1 千元之獎
金補足致 1 千元，照案
通過，給予獎學金新台
幣 1,000 元。
本案獲專業英文詞彙組
計算機基礎類個人賽二

17

行管系

等獎，依本校相關規定
獎勵金額為新台幣 4 千
元，惟本案二等獎計有 4
人獲獎，依本校規定獲
獎金額需均分，照案通
過，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1,000 元。

2017 第七屆全國大學生
本案獲專業英文詞彙組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office 商務應用能力類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英文之海峽兩岸北京賽
個人賽一等獎，依本校
相關規定獎勵金額為新
台幣 6 千元，本案一等
獎計有 3 人獲獎，依本
校規定獲獎金額需均
分，照案通過，給予獎
學金新台幣 2,000 元。

18

行管系

19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8,000 元。

20

企管系

本案未於賽前參賽核
備，故依規定獎金減半
後，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2,000 元。

21

應英系

22

行管系

23

行管系

24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文
新台幣 4,000 元。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聽力語詞彙能力大賽第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三屆新北市英文菁英盃
新台幣 4,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2,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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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文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第
新台幣 3,000 元。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三屆新北市英文菁英盃

25

行管系

26

行管系

27

行管系

28

企管系

29

會資系

30

會資系

31

會資系

32

會資系

請會資系另案專簽，以維學生權益。

33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6,000 元。

34

應日系

35

應日系

36

保金系

37

保金系

38

會資系

39

會資系

40

多設系

41

多設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文
新台幣 3,000 元。
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第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三屆新北市英文菁英盃
新台幣 2,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
2017 正新瑪吉斯第 20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 新台幣 5,000 元。
題競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6,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2017 年全國校際日文創 新台幣 5,000 元。
意行銷活動競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6,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2017 第 12 屆全國技職
新台幣 4,000 元。
保險教育學術研討會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實習心得競賽
新台幣 5,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2017 全國會計實務專題 新台幣 5,000 元。
競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
本案未於賽前參賽核
備，故依規定獎金減半
後，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第 17 屆全國校園電力宣 2,000 元。
導及競賽活動
本案未於賽前參賽核
備，故依規定獎金減半
後，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1,000 元。

42

財金系

2017 大財盃-男子排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賽
新台幣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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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43

企管系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5,000 元。

44

企管系

第 25 屆全國大專校院企 本案未於賽前參賽核
管聯合體育盃賽
備，故依規定獎金減半
後，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2,000 元。

45

財金系

2017 大財盃-女子排球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賽
新台幣 5,000 元。
本案獲學生社團評鑑技
專校院-自治性、綜合性

46

課指組

47

課指組

48

課指組

社團特優，應給予 1 萬
元獎金，惟本項次獲特
優學校計有 10 所，依本
校規定獎勵金額需依獎
勵隊數均分，照案通
過，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1,000 元。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新台幣 1,000 元。
本案獲學生社團評鑑技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專 校 院 - 學 生 會 成 果 競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賽優等獎，應給予 8 千
元獎金，惟本項次獲優
等學校計有 7 所，依本
校規定獎勵金額需依獎
勵隊數均分，照案通
過，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1,142 元。

49

多設系

本案未於賽前參賽核
第七屆國際華文暨教育 備，故依規定獎金減半
盃電子書創作大賽
後，給予獎學金新台幣
2,500 元。

50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

51

行管系

2017 第四屆全國連鎖加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盟創新創意競賽
新台幣 5,000 元。

52

行管系

53

商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5,000 元。
2017CUTE-企管盃全國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 新台幣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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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服務企畫競賽
商管系

54

2017 第四屆德霖盃全國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意
新台幣 5,000 元。
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55

休閒系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單並由
2017 健行好棒盃餐旅技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出納組協助發放獎學金
能全國公開賽
新台幣 4,000 元。

56

商管系

2017 全球創意微電影

照案通過，給予獎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

105 年第二學期計 56 件提案，給予獎學金為新台幣 227,842 元，獲獎名單已由出納
組發放獎學金

貳、主席致詞
一、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共計有 56 案，獎學金為 227,842 元，本次有 88 件提案，請承辦
單位報告時能夠簡略並注意時間，請承辦單位依程序進行今日會議。

參、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為節省紙張及提升開會效率，本次會議提供各委員書面會議資料及相關法規另現
場亦備有申請案件完整書面資料 3 份及相關電子檔，請委員們協助審查並予以學
生鼓勵。
二、本次計有競賽獎學金 85 案。分別為企管系 5 案、休閒系 1 案、多設系 8 案、行管
系 28 案、財金系 5 案、商管系 7 案、國貿系 10 案、資管系 6 案、應日系 4 案、
應英系 10 案、課指組 1 案，另有課指組、進修部、生輔組各 1 案，共計 88 案。
A. 各系所競賽獎學金之件數及建議獎勵金額總計
競賽獎學金
學院
系所/組
件數
獎勵金額
(建議)
獎勵金額
(審查)
差異

決議

商務管理學院

創新設計學院

商貿外語學院

企管系 休閒系 行管系 財金系 多設系 商管系 資管系 國貿系 應日系 應英系
5

1

28

5

8

7

6

10

4

10

課指組

總計

1

85

9,250 5,000 131,000 22,000 28,500 24,200 65,000 52,000 11,000 19,000 4,000

370,950

9,250 5,000 131,000 22,000 28,500 24,200 65,000 46,000 11,000 18,500 4,000

364,450

0
0
0
0
0
0
0 6,000
0
500
0
6,500
提案 25－經事後審視，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依據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要點第五點(申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賽
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給，建議頒發獎
助學金由 1,000 元修正為新台幣 500 元，照案通過。
提案 42－依據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同一競賽，如獲多種獎項，
原則上以分項敘獎(不含人氣獎、總冠軍)」，本案不符現行法規，經委員會討論獎勵金
額由 6,000 元修正為不予敘獎，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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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競賽項目之件數及建議獎勵金額總計
提案

競賽項目

件數 獎勵金額

1~12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賽)

12

33,200

16

20,500

6

16,000

35~36 2017 年 MOS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國賽

2

4,000

37~41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第三屆新北市英文菁英盃
42~48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易模擬商展競賽

5

16,000

7

32,000

13~28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賽)
補充說明：原建議總金額加總為 21,000 元，因提案 25，故予以修正為 20,500 元。
提案 25－經事後審視，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故依本校規定，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由 1,000 元修正為新台幣 500 元，照案通過。
29~34 2017 年 MOS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北區賽

補充說明：原建議總金額加總為 38,000 元，因提案 42，故予以修正為 32,000 元。
提案 42－依據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同一競賽，如獲多種

獎項，原則上以分項敘獎(不含人氣獎、總冠軍)」，本案不符現行法規，經委員
會討論獎勵金額由 6,000 元修正為不予敘獎，照案通過。
49~52 2017 第四屆全國連鎖加盟創新創業競賽
53~54 106 年 WinthePRIDE 用指標說故事-海報獎

4

18,000

2

11,000

55~56 106 年 WinthePRIDE 用指標說故事-文稿獎
57~59 2017 年北區技專校院暨高中職日語朗讀比賽

2

5,000

3

9,000

60~61 2017COOL 酷酷比-城市盃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賽

2

7,000

62~64 2017ICDL 國際數位資訊能力挑戰賽
65~66 智慧商業藍圖邀你共創－創新團隊選拔

3

4,500

2

3,250

67~68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第七屆 TopMarketingandSales 國際行銷企劃競賽

2

10,000

69~71 2017 亞洲會展青年競賽
72 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

3

50,000

1

20,000

73

「創造不可能，絕對有可能」2017 決戰社企，拚創意-社會創新創業提案競賽

1

8,000

74

2017 年第 28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1

20,000

75

2017 第三十一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國際發明展

1

30,000

2

10,000

76~77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78

2017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賽

1

5,000

79

健行科大微型創業競賽決賽

1

5,000

80

2017 第四屆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大專組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1

5,000

81

2017 致理盃全國英日語廣播劇比賽

1

2,000

82

2017 第二屆觀光霞客盃遊程設計創意競賽

1

5,000

83

2017 第一屆中堃窯業全國大專院校系際排球聯合錦標賽

1

6,000

84

第二屆全國學生盃暨樂活分齡劍道錦標賽

1

4,000

85

2017 高苑盃全國創業暨創意行銷競賽

1

5,000

總計

85 36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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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歷年各競賽彙整
競賽項目

級別
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國際級-B 類
亞洲會展青年競賽(AFECA MICE Youth Challenge)
國際級-B 類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國際級-B 類
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
國際級-B 類
「青銀交流‧世代共融」全國青年提案競賽
全國級
「創造不可能，絕對有可能」決戰社企，拚創意
全國級
全民運動會民俗體育
全國級
全民運動會飛盤競賽
全國級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全國級
全國大學生計算機應用能力與信息素養大賽-兩岸賽北京場
全國級
智慧商業藍圖 邀你共創－創新團隊選拔
全國級
AIT 商業寫作競賽
國內專業級
CEO 國際電子商務盃競賽
國內專業級
COOL 酷酷比-城市盃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 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賽 國內專業級
CUTE 企管盃-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國內專業級
ICDL 國際數位資訊能力挑戰賽
國內專業級
MOS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北區賽
國內專業級
MOS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國賽
國內專業級
Win the PRIDE 用指標說故事
國內專業級
大財盃
國內專業級
中國科技大學日本香川縣之旅行程設計日語競賽
國內專業級
北財盃
國內專業級
北區大專校院企管聯合體育盃賽(北企盃)
國內專業級
北區技專校院暨高中職日語朗讀比賽
國內專業級
北部大專院校會計相關學系運動盃
國內專業級
台江盃創意遊程競賽-主題遊程篇
國內專業級
正新瑪吉斯全國經營管理實務
國內專業級
全國大英盃排球競賽
國內專業級
全國大專保單健診與保險規劃大賽
國內專業級
全國大專校院 TOP Marketing and Sales 國際行銷企劃競賽
國內專業級
全國大專校院企管聯合體育盃賽(大企盃)
國內專業級
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創業網路行銷企劃競賽
國內專業級
全國大專院校國際貿易學系大貿盃
國內專業級
全國大專院校會計盃
國內專業級
全國技專校院英文繪本故事朗讀比賽
國內專業級
全國技專校院職場情境英語對話比賽
國內專業級
全國技專院校英文寫作比賽
國內專業級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 9

競賽項目
全國技職保險教育學術研討會
全國青少年飛盤錦標賽
全國計算機與多媒體綜合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大賽(北一區)
全國校園電力宣導及競賽活動
全國校際日文創意行銷活動競賽
全國高中生英語簡報比賽
全國健康資訊創意應用競賽
全國連鎖加盟創新創業競賽
全國創業計畫書競賽
全國智慧流通創新應用競賽
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
全國會計實務專題競賽
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賽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兩岸大專生「國際貿易與商務」專題競賽
兩岸校際國際貿易模擬商展競賽
社會企業創新議題發想競賽
青銀族代間銀髮族服務與產品創新創業競賽
英文創意設計 APP 競賽
夏季全國大日盃
海洋盃全國大專校院 「樂活養生」創新創業企劃書競賽
健行好棒盃餐旅技能全國公開賽
國際華文暨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能力大賽(全國賽)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能力大賽(區域賽)
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英語歌唱大賽
景文盃北區技專院校暨高中職日語朗讀比賽
景文盃北區技專院校暨高中職英語朗讀比賽
新北市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新北市英文菁英盃
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資訊月資訊應用競賽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龍華盃北區技專校院英語朗讀比賽
觀光霞客盃遊程設計創意競賽
中堃窯業全國大專院校系際排球聯合錦標賽
全國學生盃暨樂活分齡劍道錦標賽

級別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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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級別
國內專業級
國內專業級
其他級
其他級
其他級

致理盃全國英日語廣播劇比賽
高苑盃全國創業暨創意行銷競賽
大學生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賽)
大學生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賽)
全國計算機與多媒體綜合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大賽(北京賽)
三、105 學年度辦理學生就學獎補助執行成效(會計室)
致理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辦理學生就學獎補助執行成效表
收

收入事項

金額

以前年度累計未執行數額(A)

0

入 本(105)全學年度學雜費收入應執行數(B)
合計全學年度共可支用數( C )=A+B
執 105全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總額(D)
行
105學年度已發放數額(E)
情
形 105學年度執行%(F)=E/B
累計全學年度可支用數執行比例( G )=E/C
區分
類別
獎補助事項
急難救助金
清寒學生助學金(助學方案)
工讀助學金
助學金 生活學習獎助學金
住宿優惠助學金

支
出

小 計
各年級前三名獎學金
各項競賽學生獎勵金(演
講、創作及科系活動等比
賽優異)
生活榮譽及整潔競賽獎勵
金
學生熱心公益表現優良獎
勵金
獎學金
學生參加各項證照檢定表
現優異獎勵金
其他獎學金(外籍生及本地
生入學獎學金)

小
總計

計

25,417,799

提撥比例%

3%

25,417,799
847,259,968
39,637,335

佔本學年度學雜費比例%

4.68%

155.94%
155.94%
金

額(E)

實際執行數額
人 數

執行比%(F)

成長比例

277,000

24

0.70%

113.08%

12,086,625

982

30.49%

-11.78%

15,931,821

2,002 (人計算)

(本學年度由補助款支應)

40.19%

37.48%

0.00%

-100.00%
-2.66%

369,317

34

0.93%

28,664,763

3,042

72.32%

1,193

7.52%

-0.15%

1,243 (人次計算)

4.07%

38.98%

63 (班級計算)

0.27%

59.12%

65

0.82%

-86.25%

1,333 (人次計算)

7.20%

26.92%

346 (人次計算)

7.80%

2,979,000
1,614,775

109,000

325,000
2,854,914

3,089,883

10,972,572

4,243

39,637,335

7,285

#DIV/0!

27.68%
0

100%

11.74%

備註:上欄「支出」數請就學校應執行提撥學生就學補助總額，發放各類獎助學金項目填列。成長比例係與104學年度統計數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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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一、企二 A 吳○穎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中
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office
商務應用能力(BAP) 項目大學本科
組個人賽一等獎等同第二名，資料如
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企管系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1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
賽) ，提請審查。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
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定，獲
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
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3 位，故
獎金為 6,000 元除以 3 為 2,000 元，故
本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二企 1 李○潔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中
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office
商務應用能力(BAP) 項目大學本科
組個人賽二等獎等同第三名，資料如
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2 企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以資鼓勵。
賽) ，提請審查。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7 位，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7 為 571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鼓

獎勵金額

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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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設一 A 李○翰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專業英文詞彙非計算機類(PVQC)項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目大學本科組數字多媒體設計類個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多設系
人賽冠軍，資料如附件。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3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8,0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8,000 元。
一、設二 B 葉○蓁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專業英文詞彙非計算機類(PVQC)項
目大學本科組商管類個人賽二等獎
等同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多設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以資鼓勵。
4
賽) ，提請審查。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8 位，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8 為 500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鼓
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5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一、設二 B 葉○蓁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多設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賽) ，提請審查。
專業英文對話(聽寫能力)(PELC)項

獎勵金額

8,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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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目大學本科組個人賽二等獎等同第
三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4 位，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4 為 1,0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設二 A 林○儀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專業英文詞彙非計算機類(PVQC)數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位多媒體設計類組個人賽二等獎等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多設系
同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6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設一 A 林○欣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專業英文詞彙非計算機類(PVQC)項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目大學本科組數字多媒體設計類一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多設系
等獎等同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7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8 商管系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一、商一 B 林○妮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獎勵金額

4,000

6,0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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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計算機基礎類大學本科組一等獎等
同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5 位，故獎金為 6,000 元除以 5 為 1,2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2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200 元。
一、商一 A 鍾○浩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計算機基礎類大學本科組個人賽二
等獎等同於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商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9
賽) ，提請審查。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4 位，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4 為 1,0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資二 A 黃○綺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10 資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專業英文詞彙計算機類(PVQC)大學
賽) ，提請審查。
本科組個人賽一等獎等同第二名，資
料如附件。

獎勵金額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賽) ，提請審查。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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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9 位，故獎金為 6,000 元除以 9 為 667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英一 B 崔○汶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專業英文詞彙非計算機類(PVQC)項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目大學科組商管類個人賽一等獎等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應英系
同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11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英三 C 朱○蓉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中央民族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
專業英文對話(聽寫能力)(PELC)大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學本科組個人賽二等獎等同第三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名，資料如附件。
12 應英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北京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獎勵金額

6,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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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5 位，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5 為 800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三企一李○潔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計算機應用賽項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BAP 商務專業應用能力項目冠軍等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同於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企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13
賽)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企三 A 吳○穎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計算機應用賽項
-BAP 商務專業應用能力項目一等獎
等同於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以資鼓勵。
14 企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賽) ，提請審查。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22 位，故獎金為 3,000 元除以 22 為
136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
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
以資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獎勵金額

4,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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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設三 B 葉○蓁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專業英文賽項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商管類項
目一等獎等同於第二名，資料如附
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多設系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15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賽) ，提請審查。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2 位，故獎金為 3,000 元除以 2 為 1,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一、行三 A 林○婕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ELC
專業英文聽力一等獎等同於第二
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行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16
賽) ，提請審查。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2 位，故獎金為 3,000 元除以 2 為 1,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一、行三 B 劉○浤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17 行管系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獎勵金額

1,500

1,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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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ELC
專業英文聽力二等獎等同於第三
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4 位，故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4 為 500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行二 B 童○勛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BAP
商務專業應用能力一等獎等同於第
二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以資鼓勵。
行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18
賽) ，提請審查。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22 位，故獎金為 3,000 元除以 22 為
136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
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
以資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獎勵金額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賽) ，提請審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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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一、行三 B 劉○慈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BAP
商務專業應用能力一等獎等同於第
二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以資鼓勵。
行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19
賽) ，提請審查。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22 位，故獎金為 3,000 元除以 22 為
136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
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
以資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行三 A 鄭○穎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ICT
計算機綜合能力一等獎等同於第二
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20 行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以資鼓勵。
賽) ，提請審查。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4 位，故獎金為 3,000 元除以 4 為 750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獎勵金額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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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行二 B 吳○儀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計算機二等獎等
同於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行管系
以資鼓勵。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21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賽) ，提請審查。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6 位，故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6 為 333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行二 B 陳○孜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計算機類二等獎
等同於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22 行管系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以資鼓勵。
賽) ，提請審查。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6 位，故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6 為 333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獎勵金額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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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英二 B 崔○汶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商管類冠軍等同
於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應英系
以資鼓勵。
2,000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23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
賽) ，提請審查。
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
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
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
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
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
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五英二朱○縈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商管類一等獎等
同於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24 應英系
1,500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賽) ，提請審查。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一等獎計有
2 位，故獎金為 3,000 元除以 2 為 1,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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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一、四英二廖○頡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商管類二等獎等
同於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應英系
500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賽) ，提請審查。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25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2 位，故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2 為 1,0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事後審視此案，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依本校規定，
獎助學金由 1,000 元修正為新台幣 500 元，照案通過。
補充說明：
本案獎勵金額原為 1,000 元，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故因而減半為 500 元。
經委員會討論，此案獎勵金額已達 1,000 元，故不適用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
一、三英一黃○瑄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商管類二等獎等
同於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26 應英系
500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賽) ，提請審查。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2 位，故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2 為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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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四、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
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
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
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
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
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
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5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 元。
補充說明：
本案獎勵金額原為 1,000 元，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故因而減半為 500 元。
經委員會討論，此案獎勵金額已達 1,000 元，故不適用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
一、五英一郭○葳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餐飲類二等獎等
同於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應英系
1,000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27
賽) ，提請審查。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2 位，故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2 為 1,0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英四 C 朱○蓉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美
國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
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學本科組 PELC
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
專業英文聽力二等獎等同於第三
28 應英系
1,000
英文海峽兩岸賽(台北
名，資料如附件。
賽) ，提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其
他級競賽」不得高過全國級，如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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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過，建議頒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4 位，故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4 為 500
元，惟依據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行三 B 林○怡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
北資訊整合協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Word 2013 Expert 個人組第一名，資
2017 年 MOS 世界盃
料如附件。
行管系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北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9
區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行一 B 張○暄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
北資訊整合協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Word 2013 Expert 個人組第二名，資
2017 年 MOS 世界盃
料如附件。
行管系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北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30
區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一、行一 B 王○涵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
北資訊整合協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Excel 2013 Expert 個人組第三名，資
2017 年 MOS 世界盃
料如附件。
行管系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北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31
區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獎勵金額

4,000

3,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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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32

33

34

35

36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一、行一 B 童○勛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
北資訊整合協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Word 2013 Expert 個人組第三名，資
2017 年 MOS 世界盃
料如附件。
行管系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北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區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行二 B 劉○慈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
北資訊整合協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Powerpoint 個人組第三名，資料如附
2017 年 MOS 世界盃
件。
行管系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北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區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行二 B 黃○祺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
北資訊整合協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Powerpoint 個人組第二名，資料如附
2017 年 MOS 世界盃
件。
行管系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北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區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一、行二 B 劉○慈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
北資訊整合協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Powerpoint 個人組第三名，資料如附
2017 年 MOS 世界盃
件。
行管系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國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2017 年 MOS 世界盃 一、行三 B 林○怡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
行管系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
北資訊整合協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國賽，提請審查。
Word 2013 expert 個人組第三名，資

獎勵金額

2,000

2,000

3,000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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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37

38

39

40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設一 A 林○儀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委由三重商工主辦
之競賽，榮獲大學專業組英文組-數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
位多媒體設計詞彙職類冠軍，資料如
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
多設系
附件。
賽-第三屆新北市英文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菁英盃，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設一 A 林○欣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委由三重商工主辦
之競賽，榮獲大學專業組英文組-數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
位多媒體設計詞彙職類亞軍，資料如
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
多設系
附件。
賽-第三屆新北市英文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菁英盃，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一、資二 A 黃○綺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委由三重商工主辦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
之競賽，榮獲大學專業英文詞彙組資
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
訊詞彙類冠軍，資料如附件。
資管系
賽-第三屆新北市英文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菁英盃，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 一、四英二朱○縈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新
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
北市政府教育局委由三重商工主辦
應英系
賽-第三屆新北市英文
之競賽，榮獲本案獲大學專業英文詞
菁英盃，提請審查。
彙組-商業與管理詞彙類亞軍，資料

獎勵金額

4,000

3,000

4,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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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一、英三 B 彭○伶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委由三重商工主辦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
之競賽，榮獲大學外語類系生專業英
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
文詞彙組季軍，資料如附件。
應英系
2,000
賽-第三屆新北市英文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41
菁英盃，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國貿系-30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
經貿學會主辦之競賽，榮獲總名次團
體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國貿系 易模擬商展競賽，提
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不予敘獎
請審查。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技藝
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
42
「同一競賽，如獲多種獎項，原則上
以分項敘獎(不含人氣獎、總冠軍)」，
故本案不符現行法規，故建議不予敘
獎。
決議：依照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同一競賽，
，如獲多種獎項，原則上以分項敘獎(不含人氣獎、總冠軍)」，
故本案不符現行法規，經委員會討論獎勵金額由 6,000 元修正為不予敘獎，
照案通過。
一、國三 A、日三 A-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
加中華經貿學會主辦之競賽，榮獲展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
位商品陳列競賽團體組第一名，資料
如附件。
43 國貿系 易模擬商展競賽，提
6,000
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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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44

45

46

47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英四 A、四英二、國三 A、國三 C-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經貿學會
主辦之競賽，榮獲產品發表會之全英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
文簡報競賽團體組第一名，資料如附
國貿系 易模擬商展競賽，提
件。
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國四 C、夜技國四 E、英三 B、英三
C-5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經貿學
會主辦之競賽，榮獲展場商務溝通模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
擬之全英文 QA 競賽團體組第一名，
國貿系 易模擬商展競賽，提
資料如附件。
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國四 C、夜技國四 E、英三 B、英三
C-5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經貿學
會主辦之競賽，榮獲展場商務溝通模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
擬之國貿知識 QA 競賽團體組第二
國貿系 易模擬商展競賽，提
名，資料如附件。
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國四 C、國三 C、國三 A、國二 B-7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經貿學會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
主辦之競賽，榮獲參展企劃書競賽團
國貿系 易模擬商展競賽，提
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獎勵金額

6,000

6,00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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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48

49

50

51

52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國三 A、日三 A-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
加中華經貿學會主辦之競賽，榮獲展
位裝飾設計競賽團體組第三名，資料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
如附件。
國貿系 易模擬商展競賽，提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行三 B-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企劃案
2017 第四屆全國連鎖
A 組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行管系 加盟創新創業競賽，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行三 B-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企劃案
2017 第四屆全國連鎖
A 組團體組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行管系 加盟創新創業競賽，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四國一-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
財經科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企劃
2017 第四屆全國連鎖
案 C 組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國貿系 加盟創新創業競賽，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四國一-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
2017 第四屆全國連鎖
財經科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企劃
國貿系 加盟創新創業競賽，
案 B 組團體組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提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獎勵金額

4,000

5,000

4,000

5,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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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53

54

55

56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金三 C-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
資訊中心主辦之競賽，榮獲海報獎大
106 年 WinthePRIDE
學生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財金系 用指標說故事-海報
6,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獎，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金三 C-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
資訊中心主辦之競賽，榮獲海報獎大
106 年 WinthePRIDE
學生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財金系 用指標說故事-海報
5,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獎，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金三 C-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
資訊中心主辦之競賽，榮獲文稿獎大
學生組優等獎，本競賽有特優獎項，
106 年 WinthePRIDE
故優等獎認列為第二名，資料如附
財金系 用指標說故事-文稿
5,000
件。
獎，提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金三 C-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
106 年 WinthePRIDE
資訊中心主辦之競賽，榮獲文稿獎大
財金系 用指標說故事-文稿
不予敘獎
學生組佳作，資料如附件。
獎，提請審查。
二、依現行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
勵實施要點佳作未在獎勵範圍，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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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案不符現行法規，故建議不予敘獎。
決議：照案通過，不予敘獎。

57

58

59

60

61

一、日一 B 黃○涵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景
文科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日語朗
2017 年北區技專校院
讀比賽大專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應日系 暨高中職日語朗讀比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日三 A 唐○蓮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景
文科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日語朗
2017 年北區技專校院
讀比賽大專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應日系 暨高中職日語朗讀比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一、日三 A 廖○晴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景
文科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日語朗
2017 年北區技專校院
讀比賽大專組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應日系 暨高中職日語朗讀比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商三 A、商三 B-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
加臺北城市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大
2017COOL 酷酷比-城
專校院創意行銷影片組亞軍，資料如
市盃全國大專校院暨
附件。
商管系 高中職創新創業及創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意行銷競賽，提請審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查。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2017COOL 酷酷比-城 一、商二 A、商二 B-5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
市盃全國大專校院暨
加臺北城市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大
商管系
高中職創新創業及創
專校院創意行銷影片組季軍，資料如
意行銷競賽，提請審
附件。

4,000

3,000

2,000

5,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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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
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
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
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
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
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
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行二 B 劉○慈同學代表學校參加
ICDL、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主
辦之競賽，榮獲 WordProcessing 文
書處理賽個人賽第一名，資料如附
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2017ICDL 國際數位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行管系 資訊能力挑戰賽，提
2,000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
62
請審查。
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
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
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
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
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
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行三 B 林○怡同學代表學校參加
ICDL、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主
2017ICDL 國際數位
辦之競賽，榮獲綜合競賽個人賽第二
63 行管系 資訊能力挑戰賽，提
1,500
名，資料如附件。
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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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
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
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
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
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
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
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1,5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一、行一 B 童○勛同學代表學校參加
ICDL、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主
辦之競賽，榮獲 WordProcessing 文
書處理賽個人賽第三名，資料如附
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2017ICDL 國際數位
發獎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行管系 資訊能力挑戰賽，提
1,000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
64
請審查。
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
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
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
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
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
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1,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企四 A-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經濟部
商業司主辦之競賽，榮獲優等獎等同
團體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智慧商業藍圖邀你共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65 企管系 創－創新團隊選拔，
1,250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提請審查。
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
金新台幣 10,000 元，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 34

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優等獎計有
4 位，故獎金為 10,000 元除以 4 為
2,500 元。
四、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
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
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
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
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
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
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1,25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250 元。
一、行四延、行四 D-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
加經濟部商業司主辦之競賽，榮獲潛
力獎，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智慧商業藍圖邀你共
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
行管系 創－創新團隊選拔，
金新台幣 8,000 元，以資鼓勵。
2,000
66
提請審查。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
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備註規
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
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潛力獎計有
4 位，故獎金為 8,000 元除以 4 為 2,0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行三 D-7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民
國外銷企業協進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
國際行銷企劃冠軍，資料如附件。
第七屆
行管系 TopMarketingandSales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6,000
67
國際行銷企劃競賽，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提請審查。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 一、行二 A-7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民
68 行管系
4,000
第七屆
國外銷企業協進會主辦之競賽，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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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TopMarketingandSales
國際行銷企劃季軍，資料如附件。
國際行銷企劃競賽，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行三 B、英三 B、四英二、英二 C、
行三 A、行二 B、國三 A-13 位同學
代表學校參加亞洲展覽會議協會聯
盟主辦之競賽，榮獲冠軍，資料如附
2017 亞洲會展青年競
行管系
件。
30,000
賽，提請審查。
69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0 元。
一、四英二林○妤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亞
洲展覽會議協會聯盟主辦之競賽，榮
獲個人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2017 亞洲會展青年競
行管系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20,000
賽，提請審查。
70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0 元。
一、行三 B、英三 B、四英二、英二 C、
行三 A、行二 B、國三 A-13 位同學
代表學校參加亞洲展覽會議協會聯
盟主辦之競賽，榮獲最佳人氣獎，資
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2017 亞洲會展青年競
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建議頒 不予敘獎
71 行管系
賽，提請審查。
發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技藝
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
「同一競賽，如獲多種獎項，原則上
以分項敘獎(不含人氣獎、總冠軍)」，
故本案不符現行法規，故建議不予敘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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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決議：照案通過，不予敘獎。

72

73

74

75

一、行三 B、四英二、英二 C、英一 C、
行二 A、行二 B、國三 A、國二 A、
設一 A、英三 B、英三 C、行三 A、
國三 A、設三 A-27 同學代表學校參
加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之競賽，榮
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
行管系
獲中文行銷簡報獎亞軍，資料如附
20,000
銷競賽，提請審查。
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0 元。
補充說明：
行管系系主任提出此競賽辦法愈來愈困難，建議名次「第四名」納入等同國際級競賽
「優選」
，以資鼓勵學生，經決議通過。
一、行四 A、行三 D-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
加勞動部勞力發展屬中彰分署主辦
「創造不可能，絕對
之競賽，榮獲創新創業組第二名，資
有可能」2017 決戰社
料如附件。
行管系 企，拚創意-社會創新
8,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創業提案競賽，提請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全
審查。
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
金新台幣 8,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8,000 元。
一、資三 C-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馬來西
亞政府科技創新部主辦之競賽，榮獲
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第 28 屆馬來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資管系 西亞 ITEX 國際發明
20,000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展，提請審查。
國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建議
頒發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以資鼓
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0 元。
一、資四 C-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創
2017 第三十一屆日本
新發明學會、台灣國際發明得獎協會
資管系 東京創新天才國際發
主辦之競賽，榮獲團體組金牌，資料 30,000
明展，提請審查。
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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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76

77

78

79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0 元。
一、資二 A-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國工
業職業教育學會等單位主辦之競
賽，榮獲大專院校組-A 組組機器人相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
撲項目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資管系
賽，提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資四 B-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國工
業職業教育學會等單位主辦之競
賽，榮獲大專校院組-實務專體競賽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
不分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資管系
賽，提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商三 A-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總決賽
亞軍，資料如附件。
2017 全球創意微電影
商管系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競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商一 B-5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健行科
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大專創新服
務與商品組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
健行科大微型創業競
件。
商管系
賽決賽，提請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獎勵金額

5,000

5,00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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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80

81

82

83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一、商一 A-2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霖技
術學院主辦之競賽，榮獲決賽團體組
2017 第四屆德霖盃全
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國大專院校暨大專組
商管系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賽，提請審查。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應日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致理科技
大學教務處語言中心、應用日語系主
辦之競賽，榮獲大專日語組第三名，
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2017 致理盃全國英日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應日系 語廣播劇比賽，提請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
審查。
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
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出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單位同意，給予參
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
申請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
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10 天提出申請，
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休二 A-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大仁科
技大學主辦之競賽，榮獲團體組第二
2017 第二屆觀光霞客
名，資料如附件。
休閒系 盃遊程設計創意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財金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桃園市體
2017 第一屆中堃窯業
育會排球委員會主辦之競賽，榮獲團
全國大專院校系際排
財金系
體組冠軍，資料如附件。
球聯合錦標賽，提請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獎勵金額

5,000

2,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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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84

85

86

87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財金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民國
縣市體育會聯合總會、台灣體育總會
主辦之競賽，榮獲團體得分賽第三
第二屆全國學生盃暨
名，資料如附件。
課指組 樂活分齡劍道錦標
4,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賽，提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財金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高苑科技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辦公室主辦之
競賽，榮獲創業組團體組第二名，資
2017 高苑盃全國創業
料如附件。
國貿系 暨創意行銷競賽，提
5,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
請審查。
「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性競賽－國
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頒
發獎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本學期熱心公益獎金，計有 37 人提出申請，四
年制學生計 29 人申請，五年制學生計 8 人申
請，二年制學生無人申請；合計通過初審人數
106 年學年度第 1 學
21 人。
期日間部熱心公益獎
課指組
二、依年度預算分配名額，四年制名額 20 名、二年
金審查案，提請審
制名額 1 名、五年制名額 5 名共計 26 名，每人
查。
可獲得獎金新台幣 5,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三、依評分績分表分別評定積分，如審查名冊所
載，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一、學期進修部熱心公益獎金依年度預算分配名
額，四年制名額 9 名，二年制名額 1 名，共計
106 年學年度第 1 學
10 名。
期進修部熱心公益獎 二、本次計有四年制學生 7 人提出申請，7 人通過初
進修部
金審查案，提請審
審；二年制學生無人申請。
查。
三、四年制通過初審前 7 名，審查通過後，同學每
人可獲得新台幣 5000 元及獎狀乙紙。
四、依評分績分表分別評定積分，如審查名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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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勵金額

載，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7 日臺教安通
字第 1060088722 號函修正之「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第二項第四點生活助學金實施原
則。
二、修正重點：
(一)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第四項：為配合教育部
「住宿優惠」之規定，特訂定本校「弱勢學
生住宿優惠實施要點」新增於獎助類別項
目，本要點申請資格、方式及相關規定，將
擬修正本校弱勢學生
符合教育部政策之規定。(如附件一)
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
(二) 生活助學金要點五：助學金金額及遴選方式
生輔組 暨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家庭收入較低且學生家庭現況困難者，補助
補助資格追認乙案，提
名額由生活輔導組依當年度預算額度訂定，
88
請審查。
每次申請以 1 學期為限，每學期四個月，每
週 10 小時為原則，每月補助新台幣 6,000 元，
修正服務學習時數為每週 8 小時為原則。(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三、本(106)年度經費預算名額為每學期各 50 名，本
學期生活助學金計有 44 位符合家庭年收入較低
且家庭現況困難者為優先核給資格，上述學生
擬會請獎助學金委員會追認補給資格，如審查
名冊所載。
決議：部分條例通過。
1. 修正重點第一項撤案，目前此項目為草案，待各單位研討後在重新提案
2. 修正重點第二項及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助資格追認乙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指(裁)示
一、請承辦單位於會議資料詳載比賽項目之子項目，以利未來複閱資料更清楚明瞭。
二、部分同學未於競賽 10 日前完成參賽核備相關事宜，因而發生敘獎獎金減半之情形，
協請各系及參與會議之同學協助加強宣導，而避免同學權益受損。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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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86~87-熱心公益獎金審查通過名單
序號
1

日間部
學生姓名
設四 B-林○靜

序號
1

進修部
學生姓名
夜企四 B-許○硯

2

國三 A-陳○蓁

2

夜金三 B-陳○亘

3

英四 B-陳○祈

3

夜國三 A-陳○嬪

4

國四 A-林○婕

4

夜資三 A-許○豪

5

英三 B-葉○萍

5

夜行四 B-謝○霖

6

日四 A-李○楨

6

夜金四 A-邱○媛

7

會三 B-張○慈

7

夜國四 A-王○德

8

英二 C-譚○嘉

9

英四 C-陳○璇

10

資三 C-曾○雅

11

企三 C-蘇○尹

12

國四 B-陳○伶

13

英三 A-黃○雅

14

金四 A-曾○怡

15

英二 B-林○伶

16
17

英三 B-游○慧
五會一-賴○庭

18

五企一-劉○妤

19

四金一-李○榕

20

四英一-林○榆

21

五會一-胡○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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