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會議紀錄
日期：107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12：20
地點：忠孝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立 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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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決議

1

企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2

企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3

多設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8,000 元。

4

多設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5

多設系

執行情形

8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算
多設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
多設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海峽兩岸賽(北京賽)
商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200 元。

9

商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10

資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11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12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13

企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14

企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15

多設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16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17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18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19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22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
單並由出納組協助
2017 第七屆大學生計算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發放獎學金
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海峽兩岸賽(台北賽)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23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24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25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 元。

26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 元。

27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28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29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30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31
32

行管系 2017 年 MOS 世界盃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行管系 腦應用技能競賽-北區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33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34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35

行管系

36

行管系

6
7

20
21

2017 年 MOS 世界盃電
腦應用技能競賽-全國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 2

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37

多設系

38
40

多設系 2017 年新北市專業英文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依決議公告獲獎名
資管系 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第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單並由出納組協助
應英系 三屆新北市英文菁英盃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發放獎學金

41

應英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42

國貿系

照案通過，不予敘獎。

43

國貿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44

國貿系

39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46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2017 兩岸校際國際貿易
國貿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模擬商展競賽
國貿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47

國貿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48

國貿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49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50
51

行管系 2017 第四屆全國連鎖加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國貿系 盟創新創業競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52

國貿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53

財金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54
55

財金系 106 年 WinthePRIDE 用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財金系 指標說故事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56

財金系

57

應日系

45

58
59
60
61
62
63
64

照案通過，不予敘獎。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2017 年北區技專校院暨
應日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依決議公告獲獎名
高中職日語朗讀比賽
應日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單並由出納組協助
發放獎學金
2017COOL 酷酷比-城市
商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盃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
職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
商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競賽
行管系

2017ICDL 國際數位資
行管系
訊能力挑戰賽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66

企管系 智慧商業藍圖邀你共創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250 元。
行管系 －創新團隊選拔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67

行管系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第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七屆

68

行管系

TopMarketingandSales
國際行銷企劃競賽

69

行管系 2017 亞洲會展青年競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0 元。

70

行管系

71

行管系

65

2017 亞洲會展青年競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0 元。
照案通過，不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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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

決議

執行情形

72

行管系

73

「創造不可能，絕對有
可能」2017 決戰社企，
行管系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8,000 元。
拚創意-社會創新創業提
案競賽

74

資管系

2017 年第 28 屆馬來西亞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0 元。
ITEX 國際發明展

75

資管系

2017 第三十一屆日本東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0 元。
京創新天才國際發明展

76

資管系

77

資管系

78

商管系

競賽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2017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賽
健行科大微型創業競賽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單並由出納組協助
發放獎學金

79

商管系

80

2017 第四屆德霖盃全國
商管系 大專院校暨大專組創意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81

應日系

2017 致理盃全國英日語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廣播劇比賽

82

休閒系

2017 第二屆觀光霞客盃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遊程設計創意競賽

83

2017 第一屆中堃窯業全
財金系 國大專院校系際排球聯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合錦標賽

84

課指組

第二屆全國學生盃暨樂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活分齡劍道錦標賽

85

國貿系

2017 高苑盃全國創業暨
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創意行銷競賽

決賽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

106 年第一學期計 85 件提案，給予獎學金為新台幣 364,450 元，獲獎名單已由出納
組發放獎學金

貳、主席致詞
每年的獎助學金審查，校長都非常重視，還是有非常多的得獎名次，有的競賽含金量也
很高，在座各系和各委員可以繼續鼓勵同學得到個好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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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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份及相關電子檔，請委員們協助審查並予以學
生鼓勵。
二、本次競賽獎學金各系所申請，分別為休閒系 2 案、行管系 12 案、財金系 3 案、保
金系 1 案、會資系 1 案、應日系 1 案、應英系 13 案、資管系 8 案、多設系 5 案、
商管系 14 案，課指組 1 案，共計 61 案。
A. 各系所競賽獎學金之件數及建議獎勵金額總計
學院
商務管理學院
商貿外語學院
創新設計學院
課指組 總計
系所/組 休閒系 行管系 財金系 保金系 會資系 應日系 應英系 資管系 多設系 商管系
件數
2
12
3
1
1
1
13
8
5
14
1
61
獎勵金額
9,000 38,500 11,667 5,000 6,000 4,000 34,250 10,500 11,800 55,251 2,667 188,635
(建議)
獎勵金額
9,000 38,500 11,667 5,000 6,000 4,000 34,250 11,334 11,800 46,751 2,667 180,969
(審查)
差異
0
0
0
0
0
0
0
834
0 8,500
0
9,334
提案 6－經事後審視，本案依選拔類別銀質獎獲獎隊伍由 9 隊更正為 3 隊，獎金由 8,000 元
/3，故為 2,667 元，此案未於競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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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給，故獎助學金修正為新台幣 1,334 元，照案通過。
提案 7－經本次會議決議，於下次會議重新提案
提案 60－依現行法規建議獎勵金額為 6,000 元，本次會議決議改由商管系自行專案上簽
提案 61－依現行法規建議獎勵金額為 2,500 元，本次會議決議改由商管系自行專案上簽

B. 各競賽項目之件數及建議獎勵金額總計
提案

競賽項目

級別

參賽校隊數

件數

建議獎勵金
額

1~2

106 年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

國際級 B 類

16 校/17 隊/17 件作品

2

10,000

3

2017 第十三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國際級 B 類

27 國/350 件作品

1

1170 人

1

20,000
重新提案

61 件作品

1

500

67 件作品

1

4~7

105 學年度教育部資訊志工數位關懷大賽

全國級

500
72 隊
1 500→1,334
提案 6－經事後審視，本案依選拔類別銀質獎獲獎隊伍由 9 隊更正為 3 隊，獎金由 8,000 元/3，故為 2,667 元，
此案未於競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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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獎助學金修正為新台幣 1,334 元，照案通過。
提案 7－經本次會議決議，於下次會議重新提案
106 年「電出你的行動通信創意」創意短
全國級
107 件作品
8
1
800
片與廣播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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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級別

參賽校隊數

9

106 年「青銀交流‧世代共融」全國青年
提案競賽

全國級

165 隊/165 件作品

1

6,000

10

106 年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隊競賽

全國級

35 校/58 隊/58 件作品

1

2,667

11

106 年度租稅達人王等你來挑戰

全國級

18 校/83 隊

1

6,000

12

「稅創意超有 fu」租稅短片創作競賽

國內專業級

19 件作品

1

667

13

106 年度全國創業計畫書競賽

國內專業級

12 校/34 件作品

1

6,000

14

106 學年度中北部大專院校英語相關科系
校際排球邀請賽

國內專業級

15 校/15 隊

1

4,000

國內專業級

6 校/10 隊/10 件作品

1

4,000

2017 第三屆德明盃全國技專校院行動商
務創意競賽

國內專業級

9 校/48 隊/48 件作品

4

12,000

2017 全國跨域創新技能競賽

國內專業級

4 校/27 隊

1

5,000

21~22

2017 年北區技專校院暨高中職英語朗讀
比賽

國內專業級

8 校/30 隊

2

7,000

23~41

2017 年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
─[北二區]區域賽

國內專業級

7 校/241 隊

19

36,000

國內專業級

10 校/138 隊

2

11,000

15
16~19
20

42~43

2017 年東吳大學・日本宮崎大學旅遊行
程設計日語競賽

2017 年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分
析與微電影競賽

件數

建議獎勵金
額

提案

2017 年第二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意
創新創業企畫競賽

國內專業級 75 校/716 隊/716 件作品

4

7,501

48

2017 致理盃英日語廣播劇競賽全國賽

國內專業級

13 校/17 隊/17 件作品

1

6,000

49

2017 致理盃國際商貿英語簡報全國賽

國內專業級

12 校/19 隊/19 件作品

1

4,000

國內專業級

31 隊

2

11,000

國內專業級

117 件作品

2

6,000

44~47

50~51 2017 第七屆全國財富管理競賽
52~53 中央存款保險宣導短片徵件活動
54

主題遊意思‧獎勵玩臺灣
2017 遊程設計觀摩競賽

國內專業級

5 校/14 隊/14 件作品

1

3,000

55

全國服務學習成果競賽

國內專業級

3 校/17 隊/17 件作品

1

2,500

56

第五屆全國大專保單健檢暨保險規劃大賽 國內專業級

13 校/76 隊

1

5,000

57~58

2017 海洋盃全國大專校院樂活健康促進
國內專業級
產業行銷競賽暨創新創意創業實務研討會

36 校 164 隊 164 件

2

2,500

國內專業級
7 校/73 隊/69 件作品
8,500→0
59~61 2017 年千里馬盃模擬創業競賽
3
提案 60－依現行法規建議獎勵金額為 6,000 元，因考量本競賽之難易度，故本次會議決議改由商管系自行專
案上簽
提案 61－依現行法規建議獎勵金額為 2,500 元，因考量本競賽之難易度，故本次會議決議改由商管系自行專
案上簽
總計

61

188,635→
18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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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
提案單位
案

1

2

3

4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建議
獎勵金額

一、行管系、應英系、國貿系、多設系代表學校參加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6 校/17
隊/17 件作品，榮獲英文簡報獎佳作，本競賽經審
106 年國際院校
查委員會認列為第四名等同優選(依 106 學年度第 1
行管系 會展城市行銷競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助學金會議審查委員會決議，將 5,000
賽，提請審查。
國際級競賽第四名認列為優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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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行管系、應英系、國貿系、多設系代表學校參加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6 校/17
隊/17 件作品，榮獲展覽行銷獎佳作，本競賽經審
106 年國際院校
查委員會認列為第四名等同優選(依 106 學年度第 1
行管系 會展城市行銷競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助學金會議審查委員會決議，將 5,000
賽，提請審查。
國際級競賽第四名認列為優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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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商四 A、商三 A 代表學校參加中華創新發明學會主
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27 國/350 件作品，榮獲團
2017 第十三屆烏
體組銀牌等同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商管系 克蘭國際發明
20,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展，提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際級競賽 B 類」，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0,000 元。
一、資管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競賽，參賽
隊數計 67 件作品，榮獲數位關懷大賽-攝影組優
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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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教育
專業技能性競賽－全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
部資訊志工數位
資管系
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10,000 元，以資鼓勵。
500
關懷大賽，提請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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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優選計有 12 隊，故
獎金為 10,000 元除以 12 為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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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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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提案單位
案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鼓勵，故
建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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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 元。
一、資管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競賽，參賽
隊數計 61 件作品，榮獲數位關懷大賽-在地生活‧
數位關懷組優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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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
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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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教育
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優選計有 15 隊，故
部資訊志工數位
獎金為 10,000 元除以 15 為 667 元，惟依據 105 學
資管系
關懷大賽，提請
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獎勵金
5
審查。
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鼓勵，故
建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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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 元。
一、資管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競賽，參賽
隊數計 72 隊，榮獲傑出資訊志工團隊服務跨面向
銀質獎等同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105 學年度教育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部資訊志工數位
資管系
專業技能性競賽－全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
6
關懷大賽，提請
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8,000 元，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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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銀質獎計有 3 隊，故

建議
獎勵金額

500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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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提案單位
案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建議
獎勵金額

獎金為 8,000 元除以 3 為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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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334 元。
一、資三 C-謝○薇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競
105 學年度教育
賽，參賽人數計 1170 人，榮獲志工獎，資料如附
部資訊志工數位
件。
資管系
退件
關懷大賽，提請 二、依現行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
7
審查。
七點，其志工獎非屬競賽性質，本案不適用本法規
獎勵競賽精神，故予以退回。
決議：志工獎之審查過程，經指導老師說明此獎項為競賽性質，故於下次會議重新提案
一、多設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
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07 件作品，榮獲短片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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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
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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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電出你的
要點第七點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
行動通信創意」
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二等獎計有 5 隊，故
多設系 創意短片與廣播
800
獎金為 8,000 元除以 5 為 1,600 元，故本案獎勵金
8
劇競賽，提請審
額為 1,600 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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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元，
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800 元。
一、休閒系代表學校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
106 年「青銀交
花金馬分署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65 隊/165 件
流‧世代共融」
休閒系
作品，榮獲映畫製作組團體組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6,000
9
全國青年提案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賽，提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全國級」，如獲通過，建議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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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提案單位
案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服務性社團-豔陽國際志工社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
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35 校/58 隊/58 件作品，
榮獲團體組銀獎等同第二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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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青年海外
專業技能性競賽－全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
課指組 和平工作團隊競
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8,000 元，以資鼓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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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銀獎計有 3 隊，故獎
金為 8,000 元除以 3 為 2,667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為 2,667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667 元。
一、會資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主辦
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8 校/83 隊，榮獲團體組第三
106 年度租稅達
名，資料如附件。
會資系 人王等你來挑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11
戰，提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全國級競賽」，如獲通過，建議
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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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代表學校參加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主辦
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9 件作品，榮獲團體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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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參賽作品低於
50 件，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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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創意超有
要點第七點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
fu」租稅短片創作
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12 財金系
競賽，提請審
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3 為 1,333 元，故本案獎勵金
查。
額為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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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元，
以資鼓勵。

建議
獎勵金額

2,667

6,00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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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案
獎勵金額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67 元。
一、商三 B 代表學校參加東南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主
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2 校/34 件作品，榮獲團體
106 年度全國創
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商管系 業計畫書競賽，
6,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13
提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應英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
106 學年度中北
學系女子排球隊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5 校/15
部大專院校英語
隊，榮獲團體組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應英系 相關科系校際排
4,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14
球邀請賽，提請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審查。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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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東吳大學日本宮崎大學
2017 年東吳大學
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6 校/10 隊/10 件作品，榮
・日本宮崎大學
獲團體組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應日系 旅遊行程設計日
4,000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15
語競賽，提請審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查。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商管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
學院&企業管理系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9 校/48
2017 第三屆德明
隊/48 件作品，榮獲 APP 行動創業服務類別-冠軍，
盃全國技專校院
商管系
資料如附件。
6,000
行動商務創意競
16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賽，提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商管系、應英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9 校/48 隊/48 件作品，榮獲 APP 行動創業服務類別
2017 第三屆德明
-亞軍，資料如附件。
盃全國技專校院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2,500
17 商管系
行動商務創意競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賽，提請審查。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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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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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
案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亞軍計有 2 隊，故獎
金為 5,000 元除以 2 為 2,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為 2,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500 元。
一、商管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
學院&企業管理系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9 校/48
隊/48 件作品，榮獲 APP 行動創業商品類別-季軍，
資料如附件。
2017 第三屆德明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盃全國技專校院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商管系
行動商務創意競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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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季軍計有 4 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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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
學院&企業管理系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9 校/48
隊/48 件作品，榮獲 APP 行動創業服務類別-亞軍，
資料如附件。
2017 第三屆德明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盃全國技專校院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商管系
行動商務創意競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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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亞軍計有 2 隊，故獎
金為 5,000 元除以 2 為 2,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為 2,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500 元。
一、資管系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學資源
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4 校/27 隊，榮獲團
2017 全國跨域創
體賽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資管系 新技能競賽，提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20
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建議
獎勵金額

1,000

2,5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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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一、四英二-陳○郁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景文科技大學教
2017 年北區技專
學資源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8 校/30 隊，
校院暨高中職英
榮獲個人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應英系
語朗讀比賽，提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四英二-張○君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景文科技大學教
2017 年北區技專
學資源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8 校/30 隊，
校院暨高中職英
榮獲個人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應英系
語朗讀比賽，提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一、設三 B-葉○蓁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2017 年專業英日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文詞彙與聽力能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數位多媒體設計類科第
多設系 力大賽─[北二區]
一名，資料如附件。
區域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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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李○霈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數位多媒體設計類科第
三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多設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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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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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建議
獎勵金額

4,000

3,000

4,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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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二 B-吳○儀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2017 年專業英日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文詞彙與聽力能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商業與管理類科第一
行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名，資料如附件。
25
區域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行二 B-陳○孜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商業與管理類科第三
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行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26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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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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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行一 B-簡○瑩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2017 年專業英日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文詞彙與聽力能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資訊(計算機)類科第一
行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名，資料如附件。
27
區域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建議
獎勵金額

4,000

1,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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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一 B-吳○瑜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資訊(計算機)類科第三
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行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28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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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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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行二 B-李○媚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資訊(計算機)類科第三
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行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29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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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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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行二 B-邱○玹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2017 年專業英日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文詞彙與聽力能
隊，榮獲專業英文聽力組-職場與生活英文類科第
30 行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一名，資料如附件。
區域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建議
獎勵金額

1,000

1,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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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金額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行四 B-詹○德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作品，榮獲專業英文聽力組-職場與生活英文類
2017 年專業英日
科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文詞彙與聽力能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行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1,500
31
區域賽，提請審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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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二名計有 2 隊，獎
金為 3,000 元除以 2 為 1,500 元，故建議本案獎勵
金額為 1,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一、行二 B-張○榕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榮獲專業英文聽力組-職場與生活英文類科第
三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行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1,000
32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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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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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資一 A-鍾○涵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2017 年專業英日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文詞彙與聽力能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資訊(計算機)類科第二
名，資料如附件。
33 資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1,500
區域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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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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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
案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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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二名計有 2 隊，獎
金為 3,000 元除以 2 為 1,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建議為 1,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一、資一 B-鄭○庭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資訊(計算機)類科第二
2017 年專業英日
名，資料如附件。
文詞彙與聽力能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資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34
區域賽，提請審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3,000 元，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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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二名計有 2 隊，獎
金為 3,000 元除以 2 為 1,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建議為 1,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一、資一 B-江○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與
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資訊(計算機)類科第三
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資管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35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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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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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建議
獎勵金額

1,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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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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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英一-黃○瑄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作品，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教育類科第三名，
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應英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36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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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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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三英一-黃○叡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作品，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教育類科第三名，
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應英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37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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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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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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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2017 年專業英日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文詞彙與聽力能
隊作品，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教育類科第一名，
38 應英系 力大賽─[北二區]
資料如附件。
區域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建議
獎勵金額

1,000

1,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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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獎勵金額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英二 B-崔○汶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作品，榮獲專業英文聽力組-職場與生活英文類
科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應英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1,000
39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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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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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四英二-廖○頡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作品，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商業與管理類科第
三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專業英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文詞彙與聽力能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應英系 力大賽─[北二區]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資鼓勵。
1,000
40
區域賽，提請審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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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三名計有 3 隊，故
獎金為 2,000 元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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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英四 B-蕭○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
2017 年專業英日
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美國 GLAD 全球學習
文詞彙與聽力能
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241
隊作品，榮獲專業英文詞彙組-教育類科第二名，
41 應英系 力大賽─[北二區]
1,500
區域賽，提請審
資料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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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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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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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二名計有 2 隊，獎
金為 3,000 元除以 2 為 1,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建議為 1,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一、行管系、多設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社團法人中華企
2017 年第七屆全
業倫理教育協進會、長榮大學、財團法人信義文化
國大專院校倫理
基金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0 校/138 隊，榮
行管系 個案分析與微電
獲微電影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42
影競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行管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社團法人中華企業倫理
2017 年第七屆全
教育協進會、長榮大學、財團法人信義文化基金會
國大專院校倫理
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0 校/138 隊，榮獲微電
行管系 個案分析與微電
影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43
影競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商管系、財金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團法人中華文
化基金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5 校/716 隊/716
件作品，榮獲英文簡報組亞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第二屆新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創盃全國大專校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商管系 院創意創新創業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44
企畫競賽，提請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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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亞軍計有 3 隊，故獎
金為 5,000 元除以 3 為 1,667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為 1,667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667 元。

建議
獎勵金額

6,000

5,000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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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案由

審核單位意見

一、商管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
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5 校/716 隊/716 件作
品，榮獲手談趣活動企劃組亞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第二屆新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創盃全國大專校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商管系 院創意創新創業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企畫競賽，提請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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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亞軍計有 2 隊，故獎
金為 5,000 元除以 2 為 2,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為 2,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500 元。
一、商三 B 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
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5 校/716 隊/716 件作
品，榮獲英文簡報組亞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第二屆新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創盃全國大專校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商管系 院創意創新創業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企畫競賽，提請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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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亞軍計有 3 隊，故獎
金為 5,000 元除以 3 為 1,667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為 1,667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667 元。
一、商管系、應英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財團法人中華文
化基金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5 校/716 隊/716
件作品，榮獲中文簡報組亞軍，資料如附件。
2017 年第二屆新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創盃全國大專校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商管系 院創意創新創業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企畫競賽，提請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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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亞軍計有 3 隊，故獎
金為 5,000 元除以 3 為 1,667 元，故本案獎勵金額
為 1,667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667 元。
2017 致理盃英日 一、三英二代表學校參加致理科技大學教務處語言中
語廣播劇競賽全
心、應用日語系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3 校/17
應英系
國賽，提請審
隊/17 件作品，榮獲團體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建議
獎勵金額

2,500

1,667

1,667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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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四英二代表學校參加致理科技大學教務處語言中
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2 校/19 隊/19 件作品，
2017 致理盃國際
榮獲高中職組季軍等同團體組第三名，資料如附
商貿英語簡報全
應英系
件。
國賽，提請審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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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社團法人台灣財富管理
規劃發展協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31 隊，榮
2017 第七屆全國
獲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財金系 財富管理競賽，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提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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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社團法人台灣財富管理
規劃發展協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31 隊，榮
2017 第七屆全國
獲團體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財金系 財富管理競賽，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提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設二 A-黃○瑄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央存款保險公
司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17 件作品，榮獲短片
類校園個人組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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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中央存款保險宣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多設系 導短片徵件活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
動，提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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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獎勵金額

4,000

5,000

6,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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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設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主辦
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17 件作品，榮獲短片類校園
中央存款保險宣
團體組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多設系 導短片徵件活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動，提請審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休二 B、設三 B 代表學校參加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
憩管理系、中華會展教育學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
數計 5 校/14 隊/14 件作品，榮獲團體組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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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遊意思‧獎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勵玩臺灣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休閒系 2017 遊程設計觀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
摩競賽，提請審
勵實施要點第五點(申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提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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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3,000 元。
一、國貿系、會計系、應英系代表學校參加板橋北區扶
輪社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3 校/17 隊/17 件作
品，榮獲團體賽第二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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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全國服務學習成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應英系 果競賽，提請審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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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元，以資鼓勵。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2,500 元。
第五屆全國大專 一、保金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太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
保單健檢暨保險
限公司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13 校/76 隊，榮獲
保金系
規劃大賽，提請
北區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審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建議
獎勵金額

4,000

3,000

2,5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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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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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商四 B 代表學校參加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36
校 164 隊 164 件作品，榮獲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
2017 海洋盃全國
附件。
大專校院樂活健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康促進產業行銷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商管系
競賽暨創新創意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創業實務研討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會，提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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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第二名計有 4 隊，故
獎金為 5,000 元除以 4 為 1,250 元，故本案獎勵金
額為 1,25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250 元。
一、應英系代表學校參加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中華商務
職能發展協會主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36 校 164
隊 164 件作品，榮獲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2017 海洋盃全國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
大專校院樂活健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康促進產業行銷
應英系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競賽暨創新創意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創業實務研討
要點第七點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
會，提請審查。
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本案獲第二名計有 4 隊，故
獎金為 5,000 元除以 4 為 1,250 元，故本案獎勵金
額為 1,250 元。
決議：照案通過，給予獎勵金額為 1,250 元。
一、商三 B 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中央大學主辦之競
賽，參賽隊數計 7 校/73 隊/69 件作品，榮獲創新創
2017 年千里馬盃
業類-文創設計組佳作，資料如附件。
商管系 模擬創業競賽，
二、依現行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
提請審查。
七點佳作未在獎勵範圍，本案不符現行法規，故予
以退回。
決議：照案通過。
一、商三 B 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中央大學主辦之競
2017 年千里馬盃
賽，參賽隊數計 7 校/73 隊/69 件作品，榮獲主題式
商管系 模擬創業競賽，
創業類-智慧生活及永續環境組金獎等同第一名，
提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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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獎勵金額

1,250

1,250

退件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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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獎勵金額

專業技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如獲通過，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樊祖燁老師補充說明：
千里馬已辦了十屆，是台灣最早也是歷史最悠久的比賽，原以為 7 校參與，後查證為 25 校參
與此競賽。期望能以「全國級」認列此獎項。
決議：由商管系自行專案上簽
一、商管系、應英系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中央大學主
辦之競賽，參賽隊數計 7 校/73 隊/69 件作品，榮獲
國際生特別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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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專業級競賽」，依現行法規
2017 年千里馬盃
未有特別獎項目，比賽單位給予此獎項 30,000 元，
商管系 模擬創業競賽，
等同銀獎，故建議比照銀獎給予獎金，如獲通過， 2,500
提請審查。
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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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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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獲特別獎計有 2 隊，故
獎金為 5,000 元除以 2 為 2,500 元，故本案獎勵金
額為 2,500 元。
樊祖燁老師補充說明：
千里馬已辦了十屆，是台灣最早也是歷史最悠久的比賽，原以為 7 校參與，後查證為 25 校參
與此競賽。期望能以「全國級」認列此獎項。
決議：由商管系自行專案上簽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指(裁)示
會議速度很快(13:30)，很感謝各位委員依照承辦單位之建議給予支持，當然經過這麼多
次會議，承辦單位可以好好思考有沒有更好的調整，可以讓每個競賽既符合法規，又可以不
失師生之努力。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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