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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94至 100學年度校內師生獲國內外重要獎項(含競賽)之情形 

(一) 教師部份 

94至 100學年度本校教師共計 149人次獲得 149件獎項（含計畫案補助），分別

為 94 學年度 16 件、95 學年度 18 件、96 學年度 18 件、97 學年度 15 件、98 學年度

21件、99學年度 31件以及 100學年度 30件。例如： 

1. 94 學年度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李香秀老師以紀錄片《南方澳海洋紀事》入圍「2005

年日本山形影展」，法律學系廖義男老師獲得行政院「傑出研究獎特別獎」，新聞學

系陳重生老師亦獲得第十九屆吳舜文新聞獎「新聞深度報導獎」。 

2. 95 學年度體育室李敏玲老師於「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5 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獲得

「最佳指導老師獎」。 

3. 96學年度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吳俊輝老師以作品《諾亞諾亞》榮獲「第 27 屆金穗獎」

「優等影片獎」。 

4. 97學年度口語傳播學系夏春祥老師之作品《在傳播的迷霧中：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印

象與社會記憶》榮獲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新聞學術獎」，企業管理學系洪光宗老師

以「《孫子兵法》與西方策略管理思想之系統性比較」獲得中華民國管科學會 97 年

管理學報論文獎。 

5. 98 學年度中國文學系曾永義老師獲頒「第 52 屆教育部學術獎」殊榮，以及榮獲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6. 99 學年度資訊管理學系陳怡彰老師獲得中華專案管理學會頒發 2009 專案管理認證

大專教師「優等獎」，廣播電視電影學系葉基固老師以《兩蔣身影在台灣》榮獲 2010

台灣電影數位加值應用競賽「優等獎」。 

7.100 學年度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李佳玲老師以《多媒體應用課程數位教材設計》榮獲教

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與數位學習跨校合作計畫(北區)種子教師教材設計優選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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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行政院任職滿十年服務成績優

良之三等服務獎章 
94 老師 1人 羅燦煐 性別研究所 

國科會九十四年度補助研究計

畫案 
94 老師 1人 

陳淑芳／撤銷訴訟之裁判基準

時點 
法律學系 

行政院「傑出研究獎特別獎」 94 老師 1人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注釋研

究系列 
法律學系 

行政院「傑出研究獎特別獎」 94 老師 1人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注釋研

究系列(三)-第二十五條至第四

十九條 

法律學系 

行政院「傑出研究獎特別獎」 94 老師 1人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

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 
法律學系 

行政院優良政府出版品 94 老師 1人 

喻蓉蓉／國史館口述歷史《台

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

訪談錄》 

通識教育中心 

第十九屆吳舜文新聞獎「新聞

深度報導獎」 
94 老師 1人 

陳重生／「體檢公共建設」－

台灣公共建設專題系列 
新聞學系 

Fulbright Senior Scholar 94 老師 1人 吳統雄／People's Selection 資訊管理學系 

The President of India's Prize 94 老師 1人 
劉育津／On Extensibilities of 

Interconncection Networks 
資訊管理學系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行銷放映

補助專案 
94 老師 1人 

李香秀／《南方澳海洋紀事》

紀錄片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05 年日本山形影展（入圍） 94 老師 1人 李香秀／南方澳海洋紀事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4學年度排

球聯賽 
94 老師 1人 王再彬（優秀教練）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4學年度啦

啦啦隊錦標賽 
94 老師 1人 李敏玲（最佳指導老師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4學年度排

球運 
94 老師 1人 施義祥（優秀教練）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4學年度棒

球聯賽 
94 老師 1人 鍾陳偉（教練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4學年度棒

球聯賽 
94 老師 1人 鍾陳偉（優秀教練） 體育室 

新聞局金鼎獎（最佳社會科學

類圖書獎） 
95 老師 1人 殷張依依／世紀老招牌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公關教育 20年突出貢獻個人獎 95 老師 1人 
殷張依依／表彰過去廿年對公

關教育之突出貢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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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科技藝術專案補助計畫徵選 95 老師 1人 
曾鈺涓／「who」系列作品創作

計畫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Java Museuem online exhibition 

國際徵件 
95 老師 1人 曾鈺涓／Fuse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行政院三等服務獎章 95 老師 1人 
蕭湘文／任職滿職十年服務成

績優良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Marquis Who's Who in America 95 老師 1人 
柯瑋妮／Feminism/Feminin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英語學系 

財團法人管理科學學會第十一

屆中小企業研究碩博士論文獎

（博士組－優勝） 

95 老師 1人 
康敏平／組織間不對稱之交易

關係之統治 
傳播管理學系 

參與遠通電收系統建置 協助

系統規劃分析（卓越貢獻獎） 
95 老師 1人 邱孟佑／系統規劃建議書 資訊管理學系 

德國杜賓根大學漢韓學所主辦

「台灣紀錄片電影節」 
95 老師 1人 

李香秀／南方澳海洋紀事（參

加影展，並至海德堡大學及烏

茲堡大學分別進行講座。）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德國杜賓根大學漢韓學所主辦

「台灣紀錄片電影節」 
95 老師 1人 

李香秀／消失的王國－拱樂社

（參加影展，並至海德堡大學

及烏茲堡大學分別進行講座。）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中國童子軍青松獎章 95 老師 1人 王再彬（中國童子軍服務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5學年度排

球聯賽 
95 老師 1人 王再彬（優秀教練）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5學年度啦

啦隊錦標賽 
95 老師 1人 李敏玲（最佳指導老師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5學年度排

球聯賽 
95 老師 1人 施義祥（優秀教練） 體育室 

2006 年國際清晨杯羽球賽（40

歲組男子單打） 
95 老師 1人 歐正明（第一名）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5學年度棒

球聯賽 
95 老師 1人 鍾陳偉（教練獎） 體育室 

台北市大專乙組秋季棒球聯賽 95 老師 1人 鍾陳偉（教練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5學年度棒

球聯賽 
95 老師 1人 鍾陳偉（優秀教練） 體育室 

第 51屆教育部學術獎 96 老師 1人 曾永義 中國文學系 

2007 年度首屆中國公關十位傑

出人 
96 老師 1人 殷張依依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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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TASPAA 第三屆最佳博碩士論

文獎（碩士組佳作指導教授） 
96 老師 1人 

莊文忠／台灣公共行政研究領

域與研究方法之分析—以 1997

至 2006年碩士論文為例 

行政管理學系 

國科會九十六年度補助研究計

畫案 
96 老師 1人 

陳淑芳／國家權力之行使與民

主正當性 
法律學系 

陸委會中華發展基金會／補助

到大陸地區研究 
96 老師 1人 

朱曼妮／收集粵東、閩南地區

語料 
英語學系 

陸委會／大陸地區收集語料 96 老師 1人 
朱曼妮／廈門、龍嚴、潮汕方

言語料收集 
英語學系 

MLA Prize for a First Book, 

Finalist, 2008. 
96 老師 1人 

柯瑋妮／The Cinema of Ang 

Lee: The Other Side of Screen 
英語學系 

2007 思恒獎 96 老師 1人 
林富美／新聞工作者的浪漫與

哀愁 
傳播管理學系 

2007 年陳文賢教授研究傑出紀

念獎 
96 老師 1人 

康敏平／關係專屬投資是一種

負債？台灣代工廠商的個案研

究 

傳播管理學系 

台灣經濟學會最佳碩士論文獎

（佳作） 
96 老師 1人 

謝宜倪／貨幣政策信用管道與

商業授信之實 
經濟學系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Awards for Excellence ( Highly 

Commended Award) 

96 老師 1人 

余顯強／The Study of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Library and Digital Archives 

資訊傳播學系 

中國科學院圖書情報科學雜誌

社（期刊論文優等獎） 
96 老師 1人 

葉乃靜／探索web2.0環境下圖

書館異質知識 
資訊傳播學系 

27 屆金穗獎（優等影片獎） 96 老師 1人 吳俊輝／諾亞諾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07 年度「台灣、港澳及華僑

學生獎學金」 
96 老師 1人 

葉基固（「台灣學生獎學金」

博士三等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6學年度排

球聯賽 
96 老師 1人 王再彬（優秀教練）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6學年度啦

啦啦隊錦標賽 
96 老師 1人 李敏玲（最佳指導老師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6學年度排

球聯賽 
96 老師 1人 施義祥（優秀教練）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6學年度棒

球聯賽 
96 老師 1人 鍾陳偉（教練獎） 體育室 

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新聞學術

獎」 
97 老師 1人 

夏春祥／在傳播的迷霧中： 

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印象與社會

記憶 

口語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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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

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97 老師 1人 曾永義 中國文學系 

第 52屆教育部學術獎 97 老師 1人 曾永義 中國文學系 

中華民國管科學會 97年管理學

報論文獎 
97 老師 1人 

洪光宗／《孫子兵法》與西方

策略管理思想之系統性比較 
企業管理學系 

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到荷蘭

研究 
97 老師 1人 朱曼妮／千里馬計畫 英語學系 

國科會／千里馬計畫 97 老師 1人 
朱曼妮／潮汕地區音變原因初

探 
英語學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

會第五屆企業倫理教師 
97 老師 1人 胡嘉智 傳播管理學系 

2008 年陳文賢教授研究傑出紀

念獎 
97 老師 1人 

康敏平／Why firms make 

unilateral investments specific to 

other firms: The case of OEM 

suppliers 

傳播管理學系 

社大十年優良教師（全國社區

大學優良教師） 
97 老師 1人 余陽洲（教學專業） 新聞學系 

Fulbright Exchange Scholarship 97 老師 1人 

劉慧雯／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A Case Study of Area 

Study Scholars 

新聞學系 

第二十六屆組合數學與計算理

論研討會（Best Paper Award） 
97 老師 1人 

劉嘉傑／The Composition 

Problem 
資訊管理學系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7學年度排

球聯賽 
97 老師 1人 王再彬（優秀教練）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7學年度啦

啦隊錦標賽 
97 老師 1人 李敏玲（最佳指導老師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7學年度排

球聯賽 
97 老師 1人 施義祥（優秀教練） 體育室 

The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mmerce（最

佳論文獎） 

97 老師 1人 

李奇樺／The effects of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of online 

shopping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觀光學系 

第 13屆國家講座主持人獎 98 老師 1人 曾永義 中國文學系 

2009 中國公共關係 100人 98 老師 1人 
殷張依依／表彰 2008-2009 年

度對中國公共關係發展之貢獻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98年「獎

勵跨領域之藝術創作與研究」 
98 老師 1人 曾鈺涓／你在那裡？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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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中華傳播學會 2009年年會論文

（教師組－優秀論文獎） 
98 老師 1人 

楊意菁／企業公民與媒體報

導：一個公民社會的觀點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銘傳大學最佳論文獎（工商心

理組－佳作） 
98 老師 1人 

陳欽雨／M 型社會人口結構、

職場趨勢與員工招募策略之探

討 

企業管理學系 

台灣會議展覽發展學會（最佳

論文獎） 
98 老師 1人 

陳欽雨／台灣發展會展產業策

略及目標定位問題之探討 
企業管理學系 

銘傳大學最佳論文獎（概念發

表組－佳作） 
98 老師 1人 

陳欽雨／企業員工情感及情緒

對組織文化影響關係之探討 
企業管理學系 

明新科技大學（優等論文獎） 98 老師 1人 
陳欽雨／應用 TOC 及 AHP 建

構產銷協調關鍵績效指標 
企業管理學系 

第十六屆東元獎（人文類） 98 老師 1人 
夏曉鵑（社會服務─新住民服

務） 

社會發展研究

所 

國史研究獎助 98 老師 1人 
程玉鳳／光復初期台糖的銷售

問題－十五萬噸敵糖的探討 
通識教育中心 

SCRIPT Visiting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98 老師 1人 

謝國廉／Impact of 

Anti-Monopoly Law on the 

Internet Search Market in China: 

Analysis of the Baidu Case from 

an EU Perspective（反壟斷法對

中國搜尋引擎市場之衝擊－以

歐洲聯盟之觀點評析百度案） 

智慧財產權研

究所 

2009 年台灣人壽論文獎（第二

名） 
98 老師 1人 

李貴惠／多國公司執行區域策

略對子公司的影響：貢獻型子

公司組織角色的改變 

傳播管理學系 

97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

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產業

個案研發計畫執行成果比賽

（優勝第一名） 

98 老師 1人 
許碧芳／老虎牙子品牌行銷創

造有氧飲料新品類 
傳播管理學系 

輔仁大學「傑出校友獎」 98 老師 1人 賴鼎銘 資訊傳播學系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2009 專案

管理認證大專教師） 
98 老師 1人 陳怡彰（優等獎） 資訊管理學系 

2009 年度「台灣、港澳及華僑

學生獎學金」 
98 老師 1人 

葉基固（「台灣學生獎學金」

博士二等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紐約 2010第三屆巴別橡線上影

展-非敘述競賽類(the 2010 

3rdBabelgum Online Film 

Festival-Non Narrative Section) 

98 老師 1人 

齊隆壬／電影－迴錄(Cine 

Reminiscence)（評審團亞軍(the 

Runner-up Jury Award)，唯一得

獎之亞洲影片）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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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8學年度排

球聯賽 
98 老師 1人 王再彬（優秀教練） 體育室 

98 年度運動科學研究及發展

（優等獎） 
98 老師 1人 

何正峰／Effects of consecutive 

7-day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on endurance 

determinants and muscle injury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8學年度啦

啦隊錦標賽男女混合甲組及五

人組 

98 老師 1人 李敏玲（最佳指導老師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7學年度籃

球運動聯賽 
98 老師 1人 楊孫錦（優秀教練） 體育室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夏春祥（C 級獎勵） 口語傳播學系 

大陸中國戲劇文學學會與全國

戲曲文化獎評審委員會（首屆

全國戲劇文化獎） 

99 老師 1人 
曾永義（戲曲理論與創作特別

貢獻獎） 
中國文學系 

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崑

曲特殊貢獻獎） 
99 老師 1人 曾永義／崑曲創作與推廣 中國文學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0 年

度「表演藝術團隊創作科技跨

界作品」徵選計畫 

99 老師 1人 曾鈺涓／露希安娜娜的晚餐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顏幸月（C 級獎勵） 日本語文學系 

2010 年第八屆新世紀優質企業

理念與價值創造研討會（最佳

論文獎） 

99 老師 1人 
張 力／所有權結構、公司治

理與風險承擔關係之研究 
企業管理學系 

開南大學本年度最佳論文 99 老師 1人 

陳欽雨／資訊分享、資源整合

與顧客服務對供應鏈績效之影

響 

企業管理學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吳大猷

先生紀念獎 
99 老師 1人 杜文苓 行政管理學系 

Australian Research Centre for 

Accounting, Finance and 

Economics（Best Paper in 

Finance Track） 

99 老師 1人 
洪綾君／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Stock Market in Taiwan 
行政管理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郭昱瑩（B級獎勵） 行政管理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彭渰雯（B級獎勵） 行政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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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張嘉尹（A級獎勵） 法律學系 

國科會九十九年度補助研究計

畫案 
99 老師 1人 

陳淑芳／德國公務員培訓機構

之研究 
法律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夏曉鵑（A級獎勵） 

社會發展研究

所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師學會

ETA-ROC（Best Paper Award） 
99 老師 1人 

徐國華／Connecting Theory to 

Methodology: Coding Nominal 

Groups using NVivo 8 

英語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王仁宏（C 級獎勵） 財務金融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何宗武（A級獎勵） 財務金融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郭敏華（C 級獎勵） 財務金融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林富美（B級獎勵） 傳播管理學系 

2010 年社區大學優質課程徵選

（學術類優質課程） 
99 老師 1人 

余陽洲／「媒體識讀與公民養

成」課程 
新聞學系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熱心服

務獎」 
99 老師 1人 賴鼎銘 資訊傳播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廖鴻圖（B級獎勵） 資訊管理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羅梅君（C 級獎勵） 資訊管理學系 

2010 台灣電影數位加值應用競

賽（優等獎） 
99 老師 1人 葉基固／兩蔣身影在台灣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甲尚科技／iClone範例教學 99 老師 1人 劉明昆（最佳貢獻獎）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童子軍服務員翠竹獎章 99 老師 1人 王再彬（中國童子軍服務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9學年度排

球聯賽 
99 老師 1人 王再彬（優秀教練）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9學年度啦

啦隊錦標賽男女混合甲組及五

人組 

99 老師 1人 李敏玲（最佳指導老師獎） 體育室 

2011 年世界壯年羽球賽選拔

（45歲組男子單打） 
99 老師 1人 歐正明（第一名）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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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第 15屆中小企業研究碩博士論

文獎（博士組－優勝） 
99 老師 1人 

李奇樺／關係連結對挽回流失

顧客影響之研究 
觀光學系 

國科會 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99 老師 1人 黃淑君（C 級獎勵） 觀光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夏春祥（C 級獎勵） 口語傳播學系 

第五十三屆「榮譽文藝獎章」 100 老師 1人 曾永義（戲劇創作獎） 中國文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蔡樹培（C 級獎勵）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顏宏旭（C 級獎勵） 日本語文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顏幸月（C 級獎勵） 日本語文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莊文忠（C 級獎勵） 行政管理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郭昱瑩（B級獎勵） 行政管理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郭敏華（C 級獎勵） 行政管理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張嘉尹（A級獎勵） 法律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夏曉鵑（A級獎勵） 

社會發展研究

所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黃德北（C 級獎勵） 

社會發展研究

所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何宗武（A級獎勵） 財務金融學系 

國科會 101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郭敏華（C 級獎勵） 財務金融學系 

國科會 101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陳芬英（C 級獎勵） 財務金融學系 

台灣財務金融季刊（最佳論文

獎） 
100 老師 1人 

陳芬英、黃宸浩(財務金融學系

碩專生) ／政策宣告與股價異

常報酬率之研究：台灣股市的

實證分析 

財務金融學系 

2011 管理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

會（擇優論文獎） 
100 老師 1人 

陳芬英／國際間接投資與風險

性資本的探討：理論模型與亞

洲銀行的實証分析 

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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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 學年度 人數 姓名／作品名稱 單位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林富美（B級獎勵） 傳播管理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許碧芳（B級獎勵） 傳播管理學系 

曾虛白先生新聞學術著作獎 100 老師 1人 
黃順星／記者的重量：台灣政

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新聞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廖鴻圖（C 級獎勵） 資訊管理學系 

ERP 証照推廣優良教師獎 100 老師 1人 劉育津 資訊管理學系 

教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

與數位學習跨校合作計畫(北

區)種子教師教材設計優選獎 

100 老師 1人 
李佳玲／多媒體應用課程數位

教材設計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行政院新聞局「99 年度電影短

片輔導金」 
100 老師 1人 

李香秀／《黑熊森林》紀錄片

攝製計畫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七屆「KEEP WALKING 夢

想資助計畫」 
100 老師 1人 

李香秀／《黑熊森林》紀錄片

攝製計畫（獎助金 100萬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0 學年度

排球聯賽 
100 老師 1人 王再彬（優秀教練） 體育室 

2011 台北市大專乙組棒球聯賽 100 老師 1人 鍾陳偉（教練獎） 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0 學年度

棒球聯賽 
100 老師 1人 鍾陳偉（教練獎） 體育室 

2011 第十三屆休閒、遊憩、觀

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傑

出會議論文獎） 

100 老師 1人 

王淑美／以尖點劇變模型探討

旅行業發展電子商務之行銷策

略 

觀光學系 

2012 銘傳觀光研討會（最佳論

文獎、 最佳教師合著論文獎） 
100 老師 1人 

陳建中／數位影像處理技術輔

助智能障礙者從事烘焙業以提

升產品品質 

觀光學系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00 老師 1人 黃淑君（C 級獎勵） 觀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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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部份 

94 至 100 學年度本校學生共計 3,418 人次獲得 547 件獎項，分別為 94 學年度 29

件、95學年度 77件、96學年度 50件、97學年度 87件、98學年度 88件、99學年度

102件以及 100學年度 114件。例如： 

1. 94 學年度獲得各項具有指標性獎項的學生作品共有 29 件，學生獲獎人次達 122 人

次，包括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碩士班徐漢強以作品「第十五伺服器」參加 2005 香港

浸會大學「第三屆大中華地區大學生影視作品節」競賽，獲得最佳實驗片獎，余福

文作品「MOMENT」榮獲劇情片最佳創意獎、劇情片最佳劇作獎，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學生作品獲得「忘憂大募集徵件比賽」忘憂處方箋－解憂短片第一名，行政

管理學系黃子嘉參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獲得大專學

生研究創作獎。 

2. 95 學年度獲得各項具有指標性獎項的學生作品共有 77 件，學生獲獎人次達 375 人

次，包括資訊傳播學系學生參加「2006 RFID 服務業創新應用設計大賽」獲得大專

院校及社會人士組第二名，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學生參加「2006 年第四屆台灣區

VR論劍大賽」勇奪冠軍，新聞學系學生榮獲「2006 富邦學術基金全國大學院校傳

播作品競賽」專題報導獎第一名殊榮，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學生參加「第 4 屆金聲獎」

於 7個獎項中囊括 5 個獎項。 

3. 96 學年度獲得各項具有指標性獎項的學生作品共有 50 件，學生獲獎人次達 320 人

次，包括資訊管理學系學生參加「2007KT 科藝獎」獲得數位遊戲組金獎，公共關

係暨廣告學系學生丁立仁參加「2007年第四屆世界盃啦啦隊錦標賽」榮獲銀牌、公

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學生參加「2008 年廣告主協會 TAA 創意提案競賽」獲得冠軍之

優異表現，中國文學系學生王勝南參加「第 29屆聯合報文學獎」獲得新詩組首獎，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學生參加「2008 大中華 VR盟主選拔賽」奪得遊戲開發組冠軍，

傳播管理學系林政佑參加「外交部 2007 年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問題論文比賽」獲得

大專生組第一名，以及第十四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金本校有 6位學生獲獎。 

4. 97 學年度獲得各項具有指標性獎項的學生作品共有 87 件，學生獲獎人次達 601 人

次，包括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林書宇以作品「九降風」獲得第 45 屆金馬獎最佳原著

劇本獎，另有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學生參加「第 31 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獎暨 97

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獎」獲得最佳美術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學生作品獎、最佳

攝影獎、最佳剪輯獎等 7個獎項，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學生參加「2008 年 4C數位

創作競賽」獲得遊戲創作-PC 組大會金獎與智冠贊助獎，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蔣智

安參加「2009文山論券金融投資模擬競賽」榮獲總冠軍，本校合唱團參加「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獲得混聲合唱「優等」，資訊傳播學系學生參加「IDEAS SHOW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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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校園網路創意競賽」奪得優等獎第一名，以及第十五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金

本校有 7 位學生獲獎。 

5. 98 學年度獲得各項具有指標性獎項的學生作品共有 88 件，學生獲獎人次達 662 人

次，包括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張榕容主演「陽陽」獲得第 53屆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碩士班杜均堂以作品「馬嘎巴海」榮獲 2009 年國際學生金獅獎；

學生作品「匿名遊戲」參加「2009 年國際學生金獅獎」、「2009 雪梨國際奇幻影展」、

「第 15 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分別獲得銅獅獎、最佳短片獎以及 Asian New 

Force 大獎；學生作品「未遂」獲得「2009 年柯達學生短片攝影競賽」亞太區最佳

攝影亞軍與臺灣區首獎，同一作品參加「第 32 屆金穗獎」亦獲得學生作品類優等

學生作品獎與最佳攝影。資訊傳播學系學生參加「2009 青少年關懷愛滋拒絕毒品創

意宣導競賽」獲得創意宣導短片第一名，口語傳播學系碩士班戴育真參加「98年全

國語文競賽臺灣閩南語演說」奪得社會組第一名，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學生參加

「2009台灣觀光『卡』讚！推動台灣觀光校園創意競賽 」獲得第一名。 

6. 99學年度獲得各項具有指標性獎項的學生作品共有 102 件，學生獲獎人次達 627 人

次，包括資訊傳播學系林浩欣獲得「2010 年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第一名，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柯貞年以作品「無名馬」獲得「2010 第十屆南方影展」南方新人

獎，口語傳播學系張正忻與陳際勇參加「2011 年第十屆兩岸大學生辯論賽」，分別

獲得最佳辯士與優秀辯士殊榮；李瑋參加「第 37 屆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國語演講比

賽」獲得優勝，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班張國偉獲得「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管理學報

論文獎」，財務金融學系曾海薇參加「向夢想 say “YES”─ 財務規劃徵文競賽」獲

得第一名，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碩士班杜均堂以作品「馬嘎巴海」，獲得第 47屆金馬

獎最佳創作短片獎。 

7.100 學年度獲得各項具有指標性獎項的學生作品共有 114 件，學生獲獎人次達 711 人

次，包括辯論校隊參加「100年度全國大專盃租稅辯論比賽」勇奪冠軍、參加「2012

年第十一屆兩岸大學生辯論賽」獲得亞軍以及優秀辯士，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學生

參加「2011 無菸生活設計大賞」，分別榮獲創意提案組－金獎與影像組－銀獎，傳

播研究所博士班楊曼芬為臺灣唯一入選 2011 年全球「第一屆張愛玲五年研究計畫」

之文稿人、侯剛本參加「2011 年第八屆全球華文戲劇節」獲得臺灣地區學者傑出論

文，傳播管理學系林家維榮獲「2012 第五屆臺北藝穗節主視覺圖像徵選」第一名，

資訊傳播學系李又宗參加「教育部紫錐廣告設計獎－2011 反毒創意設計競賽」獲得

影片類大專組第一名，資訊管理學系學生參加「2012 第二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

用競賽」獲得網路行銷組第一名，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學生作品「屍禮了!Body 

ceremony」榮獲「2012 亞太創意動畫設計大賽」大專校院組金像獎，同一作品亦獲

得「2012 青春影展」動畫組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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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類別）／作品名稱 學年度 人數 姓名（名次） 學校系所 

2005 國際大專辯論會 94 學生 2人 黃執中、趙怡婷（團體組季軍） 口語傳播學系 

第二屆亞太盃華語辯論賽季軍 94 學生 3人 黃玉麗、楊潔、林啟耀（季軍） 口語傳播學系 

【2005年開車有禮貌運動】 第

二屆原創影片自拍大賽（機車組

自拍）  

94 學生 1人 孔慶輝（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6 年【TAA創意策略提案競

賽】 
94 學生 7人 

伍慧玲、蘇 涵、賴詠宜、黃

韻潔、楊玉君、吳宗樺、謝嘉

屏（第三名）指導老師：陳一

香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合作金庫景美分行獎學金 94 學生 1人 吳雪憶（獎學金 5千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忘憂大募集徵件比賽（忘憂處方

箋－解憂短片）／治聊 
94 學生 4人 

馮雅達、張文盈、徐嘉廉、孔

慶輝（第一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二屆東森優秀在校生獎助學

金 
94 學生 1人 鄭佳玉（獎學金 12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十四屆時報廣告金犢獎（電視

廣告類） 
94 學生 4人 

馮雅達、孔慶輝、張文盈、徐

嘉廉（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陳亦先生公關獎學金 94 學生 1人 李逸晴（獎學金 3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豪園飯店「璀璨銀光婚宴企劃比

賽」／Miss Chic團隊 
94 學生 4人 

陳淑真、李雅娟、胡珮璇、黃

子（冠軍）指導老師：許安琪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Where do u run 創意影片大賞

／馮人隊 
94 學生 1人 

馮雅達、馮裕傑-實踐大學（佳

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實踐

大學 

第十二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4 學生 1人 吳姿嫻（獎學金 3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碩士班 

2005 年板橋市運會（一百公尺

蛙式比賽） 
94 學生 1人 施欣豪（冠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全國大專院校政治盃男子籃球

比賽  
94 學生10人 行管系男籃（冠軍） 行政管理學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大專學

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大學教

學品質提升之研究－學生評鑑

教學制度比較分析 

94 學生 1人 
黃子嘉（大專學生研究創作

獎）指導老師：莊文忠 
行政管理學系 

2005 北財盃女子籃球賽 94 學生12人 財金系女籃（冠軍） 財務金融學系 

第十五屆全國大專院校大財盃

女子籃球賽 
94 學生12人 財金系女籃（亞軍） 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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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 PC 組）／MAXJET –SETO 
94 學生 7人 

陳美霖、李智閔、洪偉哲、吳

育任、邱立婷、呂蓮青、陳亦

威（最佳創作團隊、最佳音效

獎）指導老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2005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行動內容組）／行動數位遊

戲-Voyage 

94 學生 5人 

呂雅筑、陳威廷、李肇筌、葉

渝評、李怡真（最佳創作團

隊、NAMCO三獎）指導老師：

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中華電信 2005電信加值軟體大

賽（行動數位生活應用組）／行

動數位遊戲-Voyage 

94 學生 5人 

呂雅筑、陳威廷、李肇筌、葉

渝評、李怡真（季軍）指導老

師：陳俊廷、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中華電信 2005電信加值軟體大

賽（行動數位生活應用組）／惑

星之旅（激鬥！外星人要回家） 

94 學生 6人 

莊棨雄、黃昭雄、蔡宗翰、謝

睿帆、陳伊雯、洪錦卿（佳作）

指導老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第七屆「TIC100 科技創新競賽」

（最佳科技創新事業）／智慧型

門禁系統 

94 學生 9人 

王乃毅、郭嘉賓、許世昌、蔡

淑安、粘弼鈞、鄭新川、劉芳

秀、曾璽佳、許凱勛（入選獎、

展示獎、廣告眼光獎）指導老

師：邱孟佑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管理

專題成果競賽」（資訊技術組）

／緊急醫療派遣系統 

94 學生 5人 

林士元、梁丰姿、張勝雄、張

偉玹、黃士珊（佳作）指導老

師：吳瑞堯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管理

專題成果競賽」（資訊技術組）

／Telematics 服務系統建構與應

用 

94 學生 9人 

王乃毅、郭嘉賓、許世昌、蔡

淑安、粘弼鈞、鄭新川、劉芳

秀、曾璽佳、許凱勛（佳作）

指導老師：邱孟佑 

資訊管理學系 

2005 香港浸會大學「第三屆大

中華地區大學生影視作品節」競

賽／MOMENT 

94 學生 1人 
余福文（劇情片最佳創意獎、

劇情片最佳劇作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05 香港浸會大學「第三屆大

中華地區大學生影視作品節」競

賽／第十五伺服器 

94 學生 1人 徐漢強（最佳實驗片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瑞士洛桑地下電影與音樂展競

賽之國際實驗電影競賽項目／

That Day 

94 學生 1人 李明宇（實驗片－入圍）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2006中華電信加值應用大賽（寬

頻數位應用組）／動畫好好玩 
94 學生 6人 

廖宏斌、吳佳益、劉孟儒、林

琬婕、吳仁翔、吳和倫（初審

入圍、獎金 1萬元）指導老師：

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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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屆金犢獎（網路廣告類）

／想獨〝蔬〞一格 
94 學生 1人 

吳心恬（優選）指導老師：張

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台北市國語文競賽朗讀組 95 學生 1人 黃馨平（第五名） 口語傳播學系 

台北市閩南語演講比賽 95 學生 1人 戴育真（第七名） 口語傳播學系 

全國大專國父紀念館國語文競

賽演講比賽 
95 學生 1人 楊鈞宇（第五名） 口語傳播學系 

第十三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5 學生 1人 鄧安純（新台幣 2萬元） 口語傳播學系 

台北市國語文競賽朗讀組 95 學生 1人 王傳文（第二名） 
口語傳播學系

碩士班 

2006 統一麵 創意新食代（創意

行銷組）  
95 學生 4人 

孫志熙、曾惠琦、李俞萱、鐘

悅慈（冠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7 年 廣告主協會 TAA創意

提案競賽 
95 學生 2人 

楊欣茹、林佳霓（第十名）指

導老師：黃蔚軒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7 年 廣告主協會 TAA創意

提案競賽 
95 學生 8人 

林岷勳、徐子庭、魏婉玲、呂

政潔、葉韋杏、羅珮綾、林鼎

淳、劉右鋆（第七名）指導老

師：蕭湘文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7 年第一屆先勢公關提案競

賽／SLIM 小組 
95 學生 5人 

施欣豪、易佳玲、鄭景鴻、彭

康容、蕭佳慧（優勝）指導老

師：黃光玉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 16屆時報金犢獎（個人形象

企劃類）／徵才面相秘笈 
95 學生 4人 

胡嘉宇、周穎琦、陳淑娉、郭

頌恩（銅犢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陳亦先生公關獎學金 95 學生 1人 李靜怡（獎學金 3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95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

賽 
95 學生13人 

女子挑戰 A組（第三名）教

練：王再彬 

世新大學女子

排球校隊 

95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5 學生18人 

女生組第二級（第二名）教

練：楊孫錦 

世新大學女子

籃球校隊 

95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5 學生 1人 
女乙組 400公尺跨欄（第一名）

教練：李麗珍 

世新大學田徑

校隊 

95 學年度大專羽球聯賽 95 學生 6人 
男子團體（第五名）教練：歐

正明 

世新大學羽球

校隊 

95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

賽 
95 學生 9人 

男子挑戰 A組（第五名）教

練：施義祥 

世新大學男子

排球校隊 

95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5 學生17人 

男生組第二級（第一名）教

練：何正峰 

世新大學男子

籃球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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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5 學生25人 

男女混合組（第二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5 學年度大專院校棒球運動聯

賽 
95 學生14人 

乙組一級（第一名）教練：鍾

陳偉 

世新大學棒球

校隊 

95 學年度大專院校東方錶盃網

球排名賽 
95 學生 1人 

女子乙組單打（第一名）教

練：黃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95 學年度大專院校東方錶盃網

球排名賽 
95 學生 2人 

女子乙組雙打（第一名）教

練：黃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95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5 學生 1人 
女子乙組單打（第二名）教

練：黃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2006 北財盃女子籃球賽 95 學生12人 財金系女籃（季軍） 財務金融學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大專學

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用行為

財務學的觀點檢測台灣股市價

量不對稱的關係 

95 學生 1人 
張傳盛（大專學生研究創作

獎）指導老師：曾昭玲 
財務金融學系 

第十三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5 學生 1人 許文宜（新台幣 3萬元） 

傳播研究所博

士班 

2007年全國大專院校大傳盃（女

子排球團體競賽） 
95 學生15人 傳管系女排（冠軍） 傳播管理學系 

2007年全國大專院校大傳盃（女

子籃球團體競賽） 
95 學生20人 傳管系女籃（冠軍） 傳播管理學系 

2007年全國大專院校大傳盃（男

子羽球個人競賽） 
95 學生 1人 游偉強（冠軍） 傳播管理學系 

2007年全國大專院校大傳盃（男

子羽球雙打） 
95 學生 2人 游偉強、薛筱達（冠軍） 傳播管理學系 

2007年全國大專院校大傳盃（男

子桌球個人競賽） 
95 學生 1人 方俊清（亞軍） 傳播管理學系 

2007年全國大專院校大傳盃（男

子桌球個人競賽） 
95 學生 1人 張智恒（季軍） 傳播管理學系 

飛利浦電鬍刀校園徵才「型色大

贏家」活動 
95 學生 1人 許詠妍（行銷顧問獎） 傳播管理學系 

飛利浦電鬍刀校園徵才「型色大

贏家」活動（團體組） 
95 學生 6人 

許詠妍、楊松芳、林平、徐聖

瑋、楊馥菊、朱韻華（第五名） 
傳播管理學系 

第十三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5 學生 1人 劉健祥（新台幣 3萬元） 

傳播管理學系

碩士班 

2006 富邦學術基金全國大學院

校傳播作品競賽（專題報導獎） 
95 學生 2人 郭育瑋、林婉翎（第一名） 新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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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好「媒」人－優良平面兒

少新聞報導獎（學生組採訪報導

獎） 

95 學生 1人 陳如意（佳作） 新聞學系 

第二屆好「媒」人－優良平面兒

少新聞報導獎（學生組攝影獎） 
95 學生 1人 唐紹航（佳作） 新聞學系 

第十三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5 學生 1人 陳胤儒（新台幣 2萬元） 新聞學系 

2006 RFID服務業創新應用設計

大賽（大專院校及社會人士組） 
95 學生 3人 

葉弘達、陳雪珠、盧韋伶（第

二名）指導老師：余顯強 
資訊傳播學系 

2006 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

助論文研討會／3D電腦繪圖之

專利分析 

95 學生 1人 
陳玫吟（學術論文獎、獎金 1

萬元）指導老師：林頌堅 
資訊傳播學系 

2006 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

助論文研討會／我國大學圖書

館館員人格特質與職務選擇相

關性之研究 

95 學生 1人 
高惠莉（期刊論文獎、獎金 1

萬元）指導老師：莊道明 
資訊傳播學系 

2006 北東區影像顯示科技專題

競賽／3-D電子色票的製作與色

彩再現 

95 學生 2人 
彭博俞、張婷婷（第三名）指

導老師：陳鴻興 
資訊管理學系 

2006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 PC 組）／The Soul（封印

之魂） 

95 學生 6人 

陳冠宇、馬瑞強、陳衍璋、王

俊凱、翁智康、劉士弘（智冠

贊助獎）指導老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2006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 PC 組）／幻色 IRIS 
95 學生 6人 

陳俊甫、陳玉玲、葉修平、譚

兆安、陳祖威、陳盈蒨（最佳

美術獎）指導老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2006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 PC 組）／專注力的探索之

空島大冒險 

95 學生 4人 

陳偉恩、林俞岑、羅正威、陳

宗煜（遊戲橘子贊助獎）指導

老師：鄭武堯、陳怡彰 

資訊管理學系 

2006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行動內容組）／Hide & Seek 
95 學生 5人 

蔡亞潔、游雅琳、吳佳蓉、吳

婉綾、蘇穎盈（最佳造型獎、

最佳美術獎、Namco努力獎）

指導老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2006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行動內容組）／I’m Lovin 

Eat 

95 學生 5人 

宋佳音、謝煒銘、施忠佑、蕭

涵宇、官育民（最佳劇情獎、

寶石星球贊助獎）指導老師：

鄭武堯、陳俊廷 

資訊管理學系 

2006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行動內容組）／Run 4 

World 

95 學生 6人 

余侑樺、吳佩璇、陳宇潔、林

容竹、陳思瑾、吳翊暐（評審

團大獎、最佳音效獎）指導老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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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鄭武堯 

2006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提案組）／幻色 IRIS 
95 學生 6人 

陳俊甫、陳玉玲、葉修平、譚

兆安、陳祖威、陳盈蒨（創新

獎）指導老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95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資安技能

金盾獎競賽／山洞三口組 
95 學生 3人 

王德銘、李岳勳、顏志達（佳

作）指導老師：廖鴻圖、范修

維 

資訊管理學系 

95 年度產業電子商務網營運模

式創意競賽／哈密瓜汽水 
95 學生 4人 

胡縉祥、李智閔、高嘉翎、邱

立婷（佳作）指導老師：許素

華 

資訊管理學系 

中華電信 2006電信加值軟體大

賽／Fun-Key 
95 學生 4人 

鄭婷如、廖柔婷、黃珈瑩、林

慧慈（3G行動數位生活－佳

作）指導老師：陳俊廷、鄭武

堯 

資訊管理學系 

第八屆「TIC100 創新事業競賽」

／Lantern tech 聯騰資通:LBS

行車資訊整合服務 

95 學生 7人 

許政傑、張哲彥、邱雅佩、劉

子綺、李懿承、卓盈介、廖思

柔（最佳創新競賽－入選獎）

指導老師：邱孟佑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管

理專題成果競賽」／結合 RFID

之電子投票系統 

95 學生 5人 

林昌谷、陳界榕、賴威宇、林

智洲、高嶼勝（資訊應用組－

第三名）指導老師：吳瑞堯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管

理專題成果競賽」／駿華進銷存

會計資訊系統 

95 學生 5人 

周凡鈞、林建興、張毓倫、賴

孟杰、蔡宗霖（產業實務組－

佳作）指導老師：林金玲 

資訊管理學系 

奧林匹克運動與攝影競賽 95 學生 1人 
陳志源（攝影集/報導組第二

名）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碩

專班 

加拿大溫哥華國際影展／ㄧ年

之初 
95 學生 1人 張榕容（擔任該片女主角）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電視組 

2007 瑞士國際電影節「21st 

Fribourg Intl Film Festival」／

LOVE CONQUERS ALL 

95 學生 1人 黃麗慧（主演該片獲選參展）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電影 

2006年 10月韓國釜山影展／愛

戰勝一切(Love Conquers All) 
95 學生 1人 

黃麗慧（主演該片獲新潮流

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電影組 

2006 音樂影展（音樂MV 獎）

／困惑 
95 學生 1人 鍾士偉（音樂MV優選）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電影組 

2006 音樂影展（音樂MV 獎）

／寶貝我愛你 
95 學生 1人 

鍾偉杰（One Dot Zero 動態影

像創新獎、音樂MV優選）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電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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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07第六屆城市遊牧影展

（Urban Nomad Film Festival 

2007）／一公升的奶精(A Liter 

of Milk) 

95 學生 1人 張岑宇（獲選參展）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電影組 

台灣 2007第六屆城市遊牧影展

（Urban Nomad Film Festival 

2007）／窺(peep) 

95 學生 1人 謝佳璋（獲選參展）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電影組 

2007 年鹿特丹國際影展／請登

入線實 
95 學生 1人 徐漢強（入圍）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2007 英國爆發電影展

( EXPLODING CINEMA )／時

間變奏曲 

95 學生 1人 李明宇（獲選參展）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台灣 2007第六屆城市遊牧影展

（Urban Nomad Film Festival 

2007）／時間變奏曲 

95 學生 1人 李明宇（獲選參展）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法國克萊蒙費朗「2007國際錄

像藝術與新媒體影展」／時間變

奏曲 

95 學生 1人 李明宇（獲選參展）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第五屆北京電影學院國際學生

影視作品展－國內競賽單元／

雄中一天不讀書 

95 學生 1人 
郭宗瑋（中國最佳學生作品

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辦之第 4

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競賽

活動」／台北愛縣－鼓響新莊 

95 學生 5人 
李孟凡、謝倖宜、簡啟哲、楊

宜婷、楊鵑如（社區節目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辦之第 4

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競賽

活動」／交通宣導廣告－走路要

留神，停看小綠人 

95 學生 5人 

劉育妏、陳郁棻、賴佩暄、何

璧妤、雷于典（廣播廣告獎－

非商品廣告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辦之第 4

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競賽

活動」／在家也能知天下 

95 學生 5人 

周依亭、胡嘉芳、張翠麟、林

娜、黃彥庭（廣播廣告獎－教

育電臺形象廣告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辦之第 4

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競賽

活動」／我的生活週記 

95 學生 4人 
何觀慧、陳婷燕、徐禎儀、高

莉蓉（兒童節目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辦之第 4

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競賽

活動」／樂來樂遊趣 

95 學生 5人 

莊佳樺、鄧仁傑、賴威志、謝

珮慈、李芷瑤（非流行音樂節

目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2006 年第四屆台灣區 VR 論劍

大賽（Virtools 多元應用組）／
95 學生 6人 

廖宏斌、吳佳益、劉孟儒、林

琬婕、吳仁翔、吳和倫（冠軍、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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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好好玩 獎金 5萬元）指導老師：劉明

昆 

2007 教育影展教育影片創作競

賽／聯考 
95 學生 1人 

吳心恬（學生組動畫片－入

圍、獎金 2萬元）指導老師：

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 16屆時報金犢獎（網路廣告

類／好帝－食品）／吃我吃我！ 
95 學生 2人 

陳薇如、馬幼虔（佳作、初審

評審團優選獎）指導老師：張

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 26屆新一代設計展／Ctrl+N 95 學生53人 
畢業班全體學生（佳作）指導

老師：徐道義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中天綜合台之「大學生了沒」節

目－「大學生主播－傳播科系生

死鬥」 

96 學生 1人 奚安鴻（第三名） 口語傳播學系 

中天綜合台之「大學生了沒」節

目－「大學生主播－傳播科系生

死鬥」 

96 學生 1人 趙怡婷（第一名） 口語傳播學系 

第十四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6 學生 1人 王育緹（新台幣 2萬元） 口語傳播學系 

臺北市第一屆性教育健康盃大

專校際辯論比賽 
96 學生 2人 許芳瑜、張正忻（季軍） 口語傳播學系 

第十四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6 學生 1人 宋育泰（新台幣 3萬元） 

口語傳播學系

碩士班 

2007 年第 29屆聯合報文學獎 96 學生 1人 王勝南（新詩組首獎） 中國文學系 

2007 年「第四屆世界盃啦啦隊

錦標賽」 
96 學生 1人 丁立仁（銀牌）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7 年大專學生行銷「Teens’ 

幸福 9號」企劃案徵選活動 
96 學生 7人 

邱巾玲、蔡孟純、江孟儒、吳

書維、張瑋純、陳怡君、吳俞

萱（第二名）指導老師：陳一

香老師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7 年大專學生行銷「Teens’ 

幸福 9號」企劃案徵選活動 
96 學生 6人 

黃琡茹、謝維琳、高逸群、孫

家惠、程馨鎂、高于婷（第一

名）指導老師：陳一香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8 年 廣告主協會 TAA創意

提案競賽 
96 學生 5人 

劉瑞祥、宋承達、黃傑、徐偉

峰、范潔儀（冠軍）指導老師：

夏康寧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8 第四屆飛利浦電鬍刀尋找

終極行銷達人／Pur-Dream 
96 學生 3人 

魏幸玉、陳湘之、陳禹廷（第

四名）指導老師：陳一香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二屆台灣廣告節 96 學生21人 公廣系畢籌小組（最佳人氣 公共關係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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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告學系 

陳亦先生公關獎學金 96 學生 1人 連卜慧（獎學金 3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7 年「青年公共參與議題研

究獎助」 
96 學生 3人 

張春炎、卓竑廷、楊昊（評選

為 A級）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碩士班 

外交部舉辦之大專校院學生（含

研究生）國際問題論文比賽  
96 學生 1人 張春炎（第二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碩士班 

96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

賽 
96 學生10人 

女生組特優級（第十名）教

練：王再彬 

世新大學女子

排球校隊 

96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6 學生17人 

女生組第一級（第八名）教

練：楊孫錦 

世新大學女子

籃球校隊 

96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

賽 
96 學生10人 

男生組挑戰 A級（第八名）教

練：施義祥 

世新大學男子

排球校隊 

96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6 學生20人 

男生組第一級（第十一名）教

練：何正峰 

世新大學男子

籃球校隊 

96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6 學生 1人 
女子組個人（第六名）教練：

陳淑滿 

世新大學桌球

校隊 

96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6 學生26人 

男女混合組（第一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6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6 學生 2人 

男女雙人組（第一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6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6 學生 1人 

女生個人組（第二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6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6 學生 1人 

男生個人組（第三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6 學年度大專院校棒球運動聯

賽 
96 學生18人 

乙組一級（第一名）教練：鍾

陳偉 

世新大學棒球

校隊 

2008 TASPAA最佳博碩士論文

獎 
96 學生 1人 吳穎年（碩士組佳作） 

行政管理學系

碩士班 

2008 TASPAA最佳博碩士論文

獎 
96 學生 1人 

謝發慶（碩士在職專班組優

選） 

行政管理學系

碩專班 

2007 北財盃壘球賽 96 學生20人 財金系壘球隊（第四名） 財務金融學系 

第十四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6 學生 1人 許文宜（新台幣 3萬元） 

傳播研究所博

士班 

外交部 2007年大專校院學生國

際問題論文比賽 
96 學生 1人 林政佑（大專生組第一名） 傳播管理學系 

第二屆全國超級盃排球賽（男子 96 學生15人 傳管系球隊排（亞軍） 傳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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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第十四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6 學生 1人 陳玉秋（新台幣 2萬元） 傳播管理學系 

第十四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6 學生 1人 馬振洲（新台幣 3萬元） 

傳播管理學系

碩士班 

第十四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6 學生 1人 蕭玉品（新台幣 2萬元） 新聞學系 

2007KT科藝獎（數位遊戲組）

／茴香傳 
96 學生 5人 

陳萲溦、吳香樺、莊翔宇、岳

筱涵、陳彥凱（金獎）指導老

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2007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組）／凝域 Force Area 
96 學生 7人 

蔣佳育、何耀庭、江夢凡、林

睿楠、林家輝、陳紹任、吳敘

諏（佳作、大宇贊助獎）指導

老師：鄭武堯、陳怡彰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二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暨資訊管理實務專題競

賽」（資訊技術組）／結合語音

辨識之 LBS 行動服務 

96 學生 5人 

郭晟輝、陳新瑋、曾皇斌、吳

岳勳、鄭皓嶸（第三名）指導

老師：邱孟佑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二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暨資訊管理實務專題競

賽」（資訊應用組）／結合 RFID

之導盲輔導系統 

96 學生 6人 

楊學用、蔣孟穎、黃詩琪、傅

娸鈞、陳淑華、陳德融（第三

名）指導老師：吳瑞堯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二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暨資訊管理實務專題競

賽」（電子商務組）／服飾線上

交易管理系統 

96 學生 5人 

歐美智、溫吉俊、滕晏辰、賴

坤彬、方文萱（佳作）指導老

師：林金玲 

資訊管理學系 

第三屆 IPMA全國大學院校專

案管理實作競賽／BUSTOP-公

車導航資訊系統 

96 學生 4人 

張程淵、羅峻忠、莊翔宇、羅

嘉婷（佳作）指導老師：吳瑞

堯 

資訊管理學系 

4A廣告自由創意獎（學生電視

廣告獎） 
96 學生 1人 邱宜佳（佳作）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池上米包裝設計競賽 96 學生 1人 邱語樺（第二名）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文建會 98年度敘事短片攝製獎

助／無名馬 
96 學生 1人 柯貞年（新台幣 50萬元整）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政院新聞局 95年度「優良公用

頻道節目獎勵活動」／RollStar

音樂節目 

96 學生60人 
學生作品（學校及團體組優等

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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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提案組）／無記輪迴 
96 學生 4人 

廖宏斌、吳佳益、劉孟儒、吳

和倫（樂陞贊助獎、獎金 1萬

5千元）指導老師：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8 大中華 VR 盟主選拔賽（遊

戲開發組）／ Regenerator 
96 學生 8人 

林家齊、鄭惠姍、蔡榮恩、劉

崇邦、賴彥丰、蕭裕璋、陳俊

良、林加和（冠軍、獎金 1萬

5千元人民幣）指導老師：劉

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8數位文化創意加值競賽（大

專院校）／不倒翁 
96 學生 3人 

謝宗哲、黃垣毓、郭姿君（第

二名、獎金 1萬元）指導老師：

黃俊榮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96 全國學生創藝作品線上競賽

（電腦動畫創意類）／ High 
96 學生 3人 

林岳鴻、王心恬、柯秀蓁（佳

作、獎金一萬元）指導老師：

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吉祥物及

LOGO設計／2010新世界 
96 學生 1人 

陳逸歆（LOGO設計最佳人氣

獎）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 17屆時報金犢獎（網路廣告

類／牛頭牌沙茶醬項）／沙茶搶

購戰 

96 學生 3人 

李紹謙、莊瑋庭、劉蘊珍（初

審評審團優選）指導老師：張

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十五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7 學生 1人 宋榛穎（新台幣 2萬元） 口語傳播學系 

2008 公關基金會校園公關提案 97 學生 4人 

黃郁嘉、吳俊儒、蔡羽彤、柯

尹喬（優秀隊伍感謝狀）指導

老師：陳一香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8 台灣觀光“卡”讚！推動台

灣觀光校園創意競賽  
97 學生 6人 

黃琡茹、謝維琳、高逸群、孫

家惠、程馨鎂、高于婷（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08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7 學生 6人 

史文妃、黃鈺棻、薛文淑、廖

郁琳、簡瑋儀、曹琇惠（優勝）

指導老師：陳一香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客家電視台（你的故事我的客語 

短片徵選） 
97 學生 1人 胡詮翔（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 18屆時報金犢獎（電視廣告

類／JUST US 飾品品牌形象廣

告項）／撞衫 (女生篇&男生篇) 

97 學生 1人 
鍾福亮（優選獎、初審評審團

優等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一屆 4A Yahoo!創意獎（大學

組－最佳學生平面廣告獎）  
97 學生 4人 

游韻璇、陳佳漢、張家瑜、黃

鈺棻（銀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十五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7 學生 1人 薛文淑（新台幣 2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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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亦先生公關獎學金 97 學生 1人 陳意捷（獎學金 3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二十五回日本航空盃日語演

講比賽 
97 學生 1人 馮郁茹（第三名） 日本語文學系 

第二回住華盃日語演講比賽 97 學生 1人 范丹妮（第五名） 日本語文學系 

97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

賽 
97 學生12人 

女生組挑戰 A級（第三名）教

練：王再彬 

世新大學女子

排球校隊 

97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7 學生17人 

女生組第一級（第七名）教

練：楊孫錦 

世新大學女子

籃球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97 學生53人 合唱團（混聲合唱「優等」） 
世新大學合唱

團 

97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7 學生23人 

男生組第二級（第三名）教

練：何正峰 

世新大學男子

籃球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7 學生 1人 

個人全能男生組（第一名）教

練：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7 學生 1人 

個人全能女生組（第二名）教

練：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7 學生 1人 

混合雙人組（第二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7 學生28人 

男女混合組（第二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7 學生 4人 

混合四人組（第三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7 學生 4人 

創意啦啦組（第三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7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97 學生21人 
公開一級（第十二名）教練：

鍾陳偉 

世新大學棒球

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7 學生 1人 
男子個人單打（第五名）教

練：黃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7 學生 2人 
女子個人雙打（第五名）教

練：黃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7 學生 2人 
男子個人雙打（第五名）教

練：黃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2009 校園合作「新世代網路創

新與創業」課程／「老狗的新把

戲」提案 

97 學生 2人 

蔡承志、陶誠緯（Web2.0 校園

網路創意獎）指導老師：許素

華 

企業管理學系 

2009 校園合作「新世代網路創

新與創業」課程／「寶島少女玩
97 學生 4人 

詹淳卉、李淑瑩、許瑜桑、陳

毓汝（Web2.0 校園網路創意
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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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記」提案 獎）指導老師：許素華 

2008 大專青年性別暨國際事務

培力營 
97 學生 2人 黃淑怡、黃惠如（獲選參加） 性別研究所 

2009年國際地中海型貧血日「預

防地中海型貧血宣導海報製作

比賽」 

97 學生 1人 林書伃（優勝） 性別研究所 

97 年度女警楷模 97 學生 1人 王淑奐 性別研究所 

2008 全國大專院校心理相關系

所籃球錦標賽（心文化運動男子

組） 

97 學生12人 

王柏森、盧建弘、林聖凱、楊

承翰、鄧書亞、丁名庭、江映

彤、盤弋瑞、余允祈、楊已侖、

陳逸軒、張富凱（亞軍） 

社會心理學系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研究生論

文獎助學金獎 
97 學生 1人 蔡薏茹（2萬 5千元） 社會心理學系 

第七屆東閔盃籃球邀請賽女子

組 
97 學生 9人 

張湘苓、張純嘉、林育慧、林

佳靜、程丹美、劉舒謹、賴佳

琪、馮樹筠、王銜薇（季軍） 

社會心理學系 

2009 文山論券金融投資模擬競

賽 
97 學生 1人 蔣智安（總冠軍） 

財務金融學系

碩士班 

台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97 年江

丙坤獎金暨傑出論文獎學金 
97 學生 1人 黃仕明（傑出碩士論文獎） 

財務金融學系

碩士班 

台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97 年江

丙坤獎金暨傑出論文獎學金 
97 學生 1人 尤万豪（傑出碩士論文獎） 

財務金融學系

碩專班 

第十五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7 學生 1人 許文宜（新台幣 3萬元） 

傳播研究所博

士班 

第十五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7 學生 1人 林芳蕾（新台幣 3萬元） 

傳播管理學系

碩士班 

第十五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7 學生 1人 蕭玉品（新台幣 2萬元） 新聞學系 

2009 校園合作「新世代網路創

新與創業」課程／「30年代」

提案 

97 學生 4人 

林韋彰、林守為、鄭安婷、林

家璽（Web2.0 校園網路創意

獎）指導老師：許素華 

新聞學系、傳

播管理學系 

第十五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7 學生 1人 黃國瑋（新台幣 3萬元） 

新聞學系碩士

班 

2009 校園合作「新世代網路創

新與創業」課程／「黑色道路」

提案 

97 學生 2人 

魏啟峻、李京蓉（Web2.0 校園

網路創意獎）指導老師：許素

華 

經濟學系 

2009 校園合作「新世代網路創

新與創業」課程／「創利」提案 
97 學生 4人 

林岳軍、蔡惠玲、葉姿伶、王

惠佳（Web2.0 校園網路創意
資訊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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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指導老師：許素華 

IDEAS SHOW 2009全國校園網

路創意競賽／「噗通網」提案 
97 學生 4人 

林岳軍、蔡惠玲、王惠佳、葉

姿伶（IDEAS SHOW 校園網路

創意優等獎第一名）指導老

師：許素華 

資訊傳播學系 

2008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行動內容組－大會金獎

/NAMCO BANDAI贊助獎）／

夜市雪克達人 

97 學生 6人 

黃于玲、陳冠榮、黃薰葳、洪

御紋、楊婉瓔、洪惠婷（金石

贊助獎）指導老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2008 高雄市數位創意設計大賽

（行動生活內容組）／Shaking 2 
97 學生 6人 

黃于玲、陳冠榮、黃薰葳、洪

御紋、楊婉瓔、洪惠婷（季軍）

指導老師：鄭武堯 

資訊管理學系 

2008電子商務創意行銷 PYCRY

競賽（永慶房屋競賽組）／世界

之新隊 

97 學生 1人 
蔡明哲（佳作）指導老師：王

美雅 
資訊管理學系 

2009 校園合作「新世代網路創

新與創業」課程／「Go to fun」

提案 

97 學生 1人 
黃祐謙（Web2.0 校園網路創意

獎）指導老師：許素華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三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產業實務組）／

SUBWAY網路點餐與線上整合

管理系統 

97 學生 3人 
李元溥、張雅雯、劉偉霖（第

二名）指導老師：張緯良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三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資訊應用組）／

EVO 警勤系統 

97 學生 4人 

施柏全、黃毅豪、蔡明哲、林

昱丞（佳作）指導老師：吳瑞

堯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三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智慧型股票配置

系統 

97 學生 4人 

謝明翰、鄭遠威、江昀娣、邱

垂鴻（產業實務組－佳作）指

導老師：黃玉菁 

資訊管理學系 

第四屆華佗盃網路解疑技能大

賽 
97 學生 2人 

賴致豪、李元溥（第三名）指

導老師：范修維 
資訊管理學系 

中華民國第 20屆統計圖競賽

（社會組）／“消”失在哪裡－消

費券使用民調統計 

97 學生 2人 
鄭靖亭、陳慧欣（第三名）指

導老師：王和慶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中華民國第 20屆統計圖競賽

（社會組）／公私立？還是好視

力？－公私立高中生裸視近視

不良率（原：學生體育健康統計） 

97 學生 2人 
王鴻菁、程雪兒（佳作）指導

老師：王和慶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第十五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97 學生 1人 王羨珺（新台幣 2萬元） 圖文傳播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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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位出版學系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 LOGO設計徵選競賽 
97 學生 1人 

曾卉宇（佳作）指導老師：王

和慶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 LOGO設計徵選競賽 
97 學生 1人 

陳介人(佳作、網路人氣獎) 指

導老師：王和慶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碩

專班 

第 31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

獎暨 97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獎／百獄 

97 學生 1人 

王威迪（學生作品個人單項最

佳美術獎，獎金新台幣 5 萬

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 31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

獎暨 97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獎／百獄 

97 學生60人 

游智涵等（學生作品個人單項

最佳導演獎，獎金新台幣 5 

萬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 31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

獎暨 97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獎／百獄 

97 學生60人 
游智涵等（最佳學生作品獎，

獎金新台幣 20 萬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 45屆金馬獎／九降風 97 學生 1人 林書宇（最佳原著劇本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 31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

獎暨 97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獎／匿名遊戲 

97 學生55人 
廣電系碩士班徐漢強及大學

部學生等人（獎金 10萬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所） 

98 年影像行銷台北市農業特色

紀錄短片甄選 
97 學生 1人 楊凱諺（新台幣 10萬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98 年影像行銷台北市農業特色

紀錄短片甄選 
97 學生 1人 蘇明彥（新台幣 10萬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第 31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

獎暨 97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獎／百獄 

97 學生 1人 

高顥中（學生作品個人單項最

佳攝影獎，獎金新台幣 5 萬

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第 31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

獎暨 97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獎／動物私語 

97 學生 1人 

江淑婷（一般作品－得獎個人

單項最佳剪輯獎，獎金新台幣 

5 萬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第 31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

獎暨 97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獎／雞尾酒 

97 學生 1人 
李俊宏（優等學生作品獎，獎

金新台幣 15 萬元）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2008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

創作-PC 組）／Regenerator 
97 學生 8人 

林家齊、鄭惠姍、蔡榮恩、劉

崇邦、賴彥丰、蕭裕璋、陳俊

良、林加和（大會金獎、智冠

贊助獎、獎金 11萬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8 年數位優勢競賽（數位動 97 學生 4人 陳建銘、吳貞儀、陳麗月、宋數位多媒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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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LIVEEVIL 賢斌（佳作） 計學系 

2008 年數位優勢競賽（數位動

畫）／豆腐籃球 
97 學生 1人 王錦冰（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8 年數位優勢競賽（數位動

畫）／菸歿 
97 學生 1人 陳建宇（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8 年數位優勢競賽（數位動

畫）／樂不思蜀 
97 學生 4人 

陳立偉、鍾墉、陳育誠、李忠

恕（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8 年數位優勢競賽（數位遊

戲）／Regenerator 
97 學生 8人 

林家齊、鄭惠姍、蔡榮恩、劉

崇邦、賴彥丰、蕭裕璋、陳俊

良、林加和（學會獎）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大中華 VR 盟主選拔賽（遊

戲開發組）／鬥鬥鍋 
97 學生 5人 

葉銘揚、陳子朋、周雅筑、黃

意淳、周姿吟（台灣區網路票

選最佳人氣、季軍、獎金 5千

元人民幣）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社教館所內容創意設計競

賽（動畫設計組） 
97 學生 3人 

謝舒涵、張雅宣、許瑋玲（優

選）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金甘蔗獎／青墨社作品回

家的條件 
97 學生 1人 

楊承翰（最佳美術獎最佳音效

獎）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新一代設計展（空間設計

大賽）／Anyway新一代展場設

計 

97 學生57人 
畢業班全體學生（佳作）指導

老師：黃俊榮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97 全國學生創藝作品線上競賽

（電腦動畫創意類）／Aery sky 
97 學生 3人 

莊瑋庭、李劭謙、劉蘊珍（佳

作、獎金 1萬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K.T科技與人文藝術創意競賽

（數位遊戲）／復甦者

Regenerator 

97 學生 8人 

林家齊、鄭惠姍、蔡榮恩、劉

崇邦、賴彥丰、蕭裕璋、陳俊

良、林加和（金獎、獎金 7萬

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台灣故事拼圖比賽（動畫組）／

來去逛夜市 
97 學生 5人 

吳翰林、張元婷、林晨筑、楊

淑妃、袁嘉謙（金獎、獎金 6

萬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台灣故事拼圖比賽（動畫組）／

泰雅公主 
97 學生 8人 

吳翰林、袁嘉謙、張以欣、張

元婷、林晨筑、楊淑妃、王欣

儀、林海文（優選、獎金 3千

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海峽兩岸武夷山國際創意大賽

（動漫核心產品類）／未來家庭 
97 學生 1人 

陳彥霖（最佳人氣獎）指導老

師：張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海峽兩岸武夷山國際創意大賽

（動漫核心產品類）／來去逛夜
97 學生 5人 

吳翰林、張元婷、林晨筑、楊

淑妃、袁嘉謙（年度創意獎、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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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最佳專業獎、5千元人民幣） 

第 18屆時報金犢獎（CF製作技

術項／旺旺公益廣告項）／打擊

菸害 

97 學生 1人 
鄭為澤（初審評審團優等獎）

指導老師：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 18屆時報金犢獎（電視廣告

類／旺旺公益廣告項）／Turn 

off 

97 學生 4人 

馬幼虔、陳薇如、陳筱雯、胡

厚恬（初審評審團優等獎）指

導老師：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 18屆時報金犢獎（電視廣告

類／臺北城市意象廣告項）／傳

單富文化 

97 學生 4人 

楊柏隆、張瓈文、林岳鴻、蔡

茜雯（優選獎、初審評審團優

勝獎）指導老師：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 18屆時報金犢獎（網路廣告

類／臺北城市意象廣告項）／傳

單富文化 

97 學生 4人 

楊柏隆、張瓈文、林岳鴻、蔡

茜雯（初審評審團優等獎）指

導老師：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0 年第九屆海峽兩岸大學生

辯論賽 
98 學生 1人 張正忻（最佳辯士） 口語傳播學系 

2010 年第九屆海峽兩岸大學生

辯論賽 
98 學生 5人 辯論校隊（亞軍） 口語傳播學系 

98 年全國語文競賽臺灣閩南語

演說 
98 學生 1人 戴育真（社會組第一名） 

口語傳播學系

碩士班 

2009 台灣觀光『卡』讚！推動

台灣觀光校園創意競賽  
98 學生 8人 

王慈憶、吳思霈、吳玳瑩、吳

家瑋、易佳玲、洪雅愉、康宸

瑋、喬宗凡（第一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0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8 學生 6人 

金詩怡、李沛彤、張婕汝、江

真儀、張箴怡、黃俐雯（協辦

企業獎）指導老師：黃光玉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0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8 學生 6人 
郭筱淇、謝瑤、劉芳君、陳佩

君、王盈雅、傅嘉昌（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0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8 學生 6人 

陳奕方、施竺雅、林靜妍、陳

德慧、賴昶安、吳淑莉（第一

名）指導老師：黃光玉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0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8 學生 5人 
湯淀惠、劉蘊諄、蕭舒婷、游

蕙嘉、游文詳（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0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8 學生 5人 
蘇靖雯、張皓雯、曾尹眉、何

品萱、林尚燕（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TAA校園創意策略提案競賽  98 學生 4人 
宮保婷、王玉環、羅筱筑、王

庭薇（佳作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張君雅小妹妹創意大搜羅－全

國大專學生及社會人士廣告腳
98 學生 2人 

鍾福亮、柯汶利（廣告腳本及

影片製作競賽第三名&最佳人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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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影片製作 氣獎） 

第 19屆時報廣告金犢獎 （行銷

企劃類） 
98 學生 7人 

林采葳、許嫚芸、曹耀文、簡

暉恩、林思穎、胡筠瑩、曹桑

澤（初審優等&行銷企劃類佳

作）指導老師：張依依、陳一

香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十六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8 學生 1人 曾詩婷（新台幣 2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十六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8 學生 1人 葉雅馨（新台幣 2萬元）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全國大學生日語配音比賽 98 學生 1人 陳薇宇（第九名） 日本語文學系 

98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

賽 
98 學生13人 

女生組第一級（第十名）教

練：王再彬 

世新大學女子

排球校隊 

98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8 學生16人 

女生組第一級（第九名）教

練：楊孫錦 

世新大學女子

籃球校隊 

98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98 學生50人 
合唱團（團體項目混聲合唱大

專團體 B組獲得優等） 

世新大學合唱

團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8 學生 8人 
公開男子組（第七名）教練：

歐正明 

世新大學羽球

校隊 

98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8 學生23人 

男生組第二級（第一名）教

練：何正峰 

世新大學男子

籃球校隊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8 學生31人 

男女混合組（第一名）教練：

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8 學生 5人 

全能混合五人甲組（第一名）

教練：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8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98 學生50人 

國樂社（團體項目，絲竹室內

樂合奏─絲竹樂大專團體 B組

獲得優等） 

世新大學國樂

社 

98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98 學生25人 
公開一級（第十四名）教練：

鍾陳偉 

世新大學棒球

校隊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8 學生11人 
女子雙打（第二名）教練：黃

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8 學生11人 
女子雙打（第五名）教練：黃

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專利申

請」／旋轉方塊棋 

 

98 學生 2人 吳雨恩、王子健（通過） 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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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文山論券金融投資模擬競

賽 
98 學生 2人 陳思帆、關雅穎（總冠軍） 行政管理學系 

2009 電子治理研究博碩士論文

獎助活動／我國地方行政主管

對電子化參與之認知與行為：計

畫行為理論觀點的檢證 

98 學生 1人 
張鐙文（碩士組佳作）指導教

授：莊文忠 

行政管理學系

碩士班 

2009 電子治理研究博碩士論文

獎助活動／官僚對傳統及電子

化參與之態度差異與影響因

素：以行政院環保署為例 

98 學生 1人 
楊仁鈐（碩士組優等）指導教

授：胡龍騰 

行政管理學系

碩士班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電子治理種

子培育營「全民 e起來參與」活

動 

98 學生 6人 

黃榮志、喬立穎、賴鈺文、林

冠豪、羅宜敬、林依瑾（第二

名） 

行政管理學系

碩士班 

2009 性別議題研究論文獎助 98 學生 1人 李秉叡（碩士論文佳作） 性別研究所 

第 33屆金鼎獎／「川流台灣」

系列 
98 學生 1人 

田哲榮（台灣最佳專題報導

獎） 
性別研究所 

98 年度全國運動會射擊錦標賽

女子十公尺空氣步槍 
98 學生 1人 劉依函（個人組第二名） 社會心理學系 

98 年度全國運動會射擊錦標賽

女子十公尺空氣步槍 
98 學生 1人 劉依函（團體組第三名） 社會心理學系 

救國團 99年度全國大專優秀青

年 
98 學生 1人 陳志維 社會心理學系 

交通大學證券研習社「第一屆全

國校園股神模擬投資競賽─誰

是下一個巴菲特」 

98 學生 1人 邱川維（投資績效組季軍） 財務金融學系 

第 19屆時報金犢獎（行銷企劃

類）／愛來新北市 I LIKE 新北

市 

98 學生 6人 

倪千涵、林恩瑾、林瑞津、陳

玟卉、陳峙中、陳喭圳（銀犢

獎，獎學金 2萬元） 

傳播管理學系 

第二屆 Anycall dreamers 

Samsung摘星計畫 
98 學生 1人 

黃一峰（平均 4次 mission 總

成績第一名） 
傳播管理學系 

第十六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8 學生 1人 戴慧瑀（新台幣 2萬元） 新聞學系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99年研究獎 98 學生 1人 趙曼筑 經濟學系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屆統計專題

分析競賽 
98 學生 1人 蔣國成（大專校院組佳作） 經濟學系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屆統計專題

分析競賽 
98 學生 2人 

黃歆瑜、詹婷婷（專校院組佳

作）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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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研

討會／「資訊視域」概念探討在

職碩士生學習歷程中的資訊尋

求行為 

98 學生 1人 
江明柏（學位論文計畫書獎－

1萬元）指導老師：葉乃靜 
資訊傳播學系 

2009 年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研

討會／台灣專利分析研究之發

展趨勢 

98 學生 1人 
夏安姍（學位論文計畫書佳

作）指導老師：阮明淑 
資訊傳播學系 

2009 青少年關懷愛滋拒絕毒品

創意宣導競賽／宅男的僥倖 
98 學生 4人 

李又宗、潘宗翰、郭宗達、劉

倖（創意宣導短片第一名）指

導老師：蔡順慈 

資訊傳播學系 

2009 青少年關懷愛滋拒絕毒品

創意宣導競賽／沒有危險"性

"、就沒有"危險性" 

98 學生 1人 李又宗（創意流行金句佳作） 資訊傳播學系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聰明消費新

選擇-Smart Pay秀」創意短片競

賽 

98 學生 1人 李又宗（最佳動畫獎第一名） 資訊傳播學系 

老牛皮國際公司「PALAYA 貪

玩的鞋在找貪玩的人」貪玩計畫

最終戰 

98 學生 1人 
李又宗（貪玩影片決選第三

名，大衛廣告導演最愛獎） 
資訊傳播學系 

第十四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實務應用組）／

RFID 輔助教學系統 

98 學生 6人 

張瑋城、張晉嘉、蔡漢賢、高

子薇、郭晏禎、杜奕賢（佳作）

指導老師：郭明煌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四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i-Farm 3G 
98 學生 7人 

蔡宏恩、張家豐、王正杰、邱

聖文、李政錡、王彥翔、陳韋

旭（產業實務組－第二名）指

導老師：陳怡彰 

資訊管理學系 

第三屆海峽盃計算機軟件設計

大賽／宇宏 Heigh-ho 整合網 
98 學生 3人 

謝宜真、吳姿穎、陳依清（最

佳組織獎）指導老師：吳瑞堯 
資訊管理學系 

中華民國建國 100年暨中華民

國童軍創始 100年慶祝圖案

(LOGO)設計比賽 

98 學生 1人 郭家和（第一名）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第十四屆桃城美展 98 學生 1人 余信賢（平面影像獎入選）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碩

專班 

2009 年柯達學生短片攝影競賽

／未遂 
98 學生32人 

黃丹琪、江佩倫、高子皓、楊

宗憲等 32人（亞太區最佳攝

影亞軍、臺灣區首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99 年度行政院文建會敘事短片

／台北跑跑 
98 學生 1人 顏維音（攝製獎助）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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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屆金穗獎學生作品類／未

遂 
98 學生32人 

黃丹琪、江佩倫、高子皓、楊

宗憲等 32人（優等學生作品

獎、最佳攝影）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 53屆亞太影展／陽陽 98 學生 1人 張榕容（最佳女主角）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09 年國際學生金獅獎／匿名

遊戲 
98 學生55人 

廣電系碩士班徐漢強及大學

部學生等人（銅獅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所） 

2009 雪梨國際奇幻影展

（Fantastic Planet Film Festival）

／匿名遊戲 

98 學生55人 

廣電系碩士班徐漢強及大學

部學生等人（最佳短片獎

BEST SHORT FILM）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所） 

第 15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

賽 Asian New Force／匿名遊戲 
98 學生55人 

廣電系碩士班徐漢強及大學

部學生等人（大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所） 

2009 年國際學生金獅獎／馬嘎

巴海 
98 學生 1人 杜均堂（金獅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2009 年國際學生金獅獎／新年

快樂 
98 學生 1人 吳昱錡（評審團特別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98 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下落

村的來電 
98 學生 1人 王威人（獲選補助）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98 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阿公

の時光機 
98 學生 1人 吳昱錡（獲選補助）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99 年度行政院文建會敘事短片

／下落村的來電 
98 學生 1人 王威人（攝製獎助）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99 年度行政院文建會敘事短片

／庭院 
98 學生 1人 詹嘉文（攝製獎助）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第 32屆金穗獎學生作品類／新

年快樂 
98 學生 1人 吳昱錡（優等學生作品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第七屆金聲

獎」／大地戀漆，行腳豐原 
98 學生 4人 

陳淑貞、黃昱哲、張永政、洪

素鳳（藝術文化節目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第七屆金聲

獎」／在大樹的懷抱裡追憶妳 
98 學生 7人 

沈宜憲、連柏翰、林依榕、梅

先妤、盧漢威、周玟樺、林善

霓（非商品廣播廣告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第七屆金聲

獎」／非關雌雄 
98 學生 7人 

沈宜憲、連柏翰、林依榕、梅

先妤、盧漢威、周玟樺、林善

霓（社會關懷節目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第七屆金聲

獎」／溝通無礙 
98 學生 3人 

李依冰、申喬希、王晴（教育

電台形象廣告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第七屆金聲

獎」／職業特攻隊 
98 學生 4人 

楊欣蓉、甘庭峰、曾泓鈞、余

姿瑩（兒童節目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廣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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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數位優勢─數位媒體設計

競賽（數位遊戲組）／鬥鬥鍋 
98 學生 5人 

葉銘揚、陳子朋、黃意淳、周

雅筑、周姿吟（學會獎）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數位優勢─數位媒體設計

競賽／ Who is the beast 
98 學生 3人 

羅詩詠、林懷一、鄭為澤（數

位遊戲組－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數位優勢─數位媒體設計

競賽／My fair Lady 
98 學生 1人 陳逸歆（數位動畫組－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數位優勢─數位媒體設計

競賽／The house 
98 學生 1人 陳彥霖（數位動畫組－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數位優勢─數位媒體設計

競賽／The signs 
98 學生 1人 俞文浩（數位動畫組－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數位優勢─數位媒體設計

競賽／幻境 
98 學生 1人 王雪芃（數位遊戲組－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數位優勢─數位媒體設計

競賽／金要售 
98 學生 4人 

吳美姍、簡偉如、謝侑瓴、吳

思瑤（數位動畫組－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09 數位優勢─數位媒體設計

競賽／重逢。Reunion 
98 學生 1人 楊惟筑（數位動畫組－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0 大中華 VR 盟主選拔賽（遊

戲開發組）／FRENEMY誰當鬼 
98 學生 5人 

黃自浩、周欣怡、周書伃、李

建緯、林恩如（台灣區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4AYahoo!創意獎／刺激消費方

案，彈珠台錢滾錢篇 
98 學生 2人 

楊惟筑、高佩汝（最佳學生網

路廣告獎－佳作）指導老師：

張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濫用影片徵

選／拒做來路不明的藥罐 
98 學生 1人 

劉享珮（拒買來路不明藥(產)

品－佳作、禮卷 5千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茶山房雪雯枝仔冰網路廣告影

片徵選活動／茶山房雪雯枝仔

冰 

98 學生 1人 薛敬翰（最佳導演銀獎）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十九屆時報金犢獎（ ECFA

特別類「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廣告宣傳／立體類）／

ECFA－攜手行動 

98 學生 4人 
呂嘉、裴迪、李琳、莊騰傑（佳

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十九屆時報金犢獎（電視廣告

類藝文台北／台北好 YOUNG

藝術祭廣告設計類）／台北無處

不飛花 

98 學生 5人 
高婕恩、鄭喬、張明蓉、王琦、

劉筱婷（佳作）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四屆 K.T科技與人文藝術創

意競賽（遊戲類）／鬥鬥鍋 
98 學生 5人 

葉銘揚、陳子朋、黃意淳、周

雅筑、周姿吟（銅獎、獎金 2

萬元整）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 年第十屆兩岸大學生辯論

賽 
99 學生 1人 張正忻（最佳辯士） 口語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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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十屆兩岸大學生辯論

賽 
99 學生 1人 陳際勇（優秀辯士） 口語傳播學系 

2011 年第十屆兩岸大學生辯論

賽 
99 學生 5人 辯論校隊（第五名） 口語傳播學系 

99 年度全國大專盃租稅辯論比

賽 
99 學生 1人 陳際勇（最佳辯士） 口語傳播學系 

99 年度全國大專盃租稅辯論比

賽 
99 學生 4人 辯論校隊（季軍） 口語傳播學系 

99年第 37屆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國語演講比賽 
99 學生 1人 李 瑋（優勝） 口語傳播學系 

2010 專案企劃達人夢想培育競

賽 
99 學生 5人 

李香萱、雷遠芳、余至捷、胡

珉瑋、吳其錄（銀牌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大廣盃 99 學生12人 公廣系女子排球隊（冠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大廣盃 99 學生12人 公廣系男子籃球隊（冠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9 學生 6人 

吳怡萱、吳辰羚、林藝芳、胡

珉瑋、項靖涵、雷遠芳（優勝）

指導老師：陳一香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9 學生 6人 

張盛傑、張宇翔、林敏怡、許

韶倫、詹正瑜、戴致洋（佳作

獎）指導老師：黃光玉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9 學生 6人 

莊宛榛、柯宜秀、林家卉、趙

莉萍、詹喬閔、林采薇（佳作

獎）指導老師：黃光玉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99 學生 6人 

詹宜穎、江俞娟、洪琳期、管

書涵、王玉環、黃惠昕（佳作

獎）指導老師：黃光玉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校園創意策略提案競賽／

桂冠劈頭四 
99 學生 4人 

張盛傑、詹正瑜、許明婷、李

家欣（佳作獎）指導老師：許

安琪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Love Hair Story 短片創作大賞 99 學生 1人 
王紹宇（評審人氣大賞第三

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99 學生 5人 

黃毓琁、張敏涵、楊欣哲、洪

漫格、林子馨（初賽佳作獎）

指導老師：曾鈺涓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中華電信 2010電信應用大賽-整

合行銷組 
99 學生10人 

車鵬元、陸俋辰、丁肇九、周

婷婷（冠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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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開麥拉 第五屆創意短

片大賽 
99 學生 1人 胡詮翔（汽車安全組創作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三屆 Conti盃排球錦標賽競賽

規程 
99 學生 6人 

林子馨、李佳如、朱睿涵、李

侑穎、林怡君、郭芷伶（季軍）

教練：黃惠昕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中華民國青年救國團第 32 屆訪

日研習團選拔 
99 學生 1人 瞿  琦 日本語文學系 

私立大學校院臺日第二次交流

獎學金 
99 學生 2人 

黃雅莉、黃婉菁（新台幣 12

萬元/學期） 
日本語文學系 

99 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

賽 
99 學生13人 

女生組第二級（第五名）教

練：王再彬 

世新大學女子

排球校隊 

99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9 學生16人 

女生組第一級（第八名）教

練：楊孫錦 

世新大學女子

籃球校隊 

99 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99 學生24人 

男生組第一級（第十名）教

練：何正峰 

世新大學男子

籃球校隊 

99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9 學生30人 

全能混合五人甲組（第一名）

教練：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9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99 學生30人 

男女混合甲組（第一名）教

練：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99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99 學生27人 
公開一級（第十五名）教練：

鍾陳偉 

世新大學棒球

校隊 

99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99 學生12人 
女子雙打（第二名）教練：黃

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99 學年度東方錶盃全國大專網

球賽 
99 學生 2人 

男子一般組雙打（第五名）教

練：黃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第二十六屆全國大專院校公共

行政體育盃賽排球男子組 
99 學生 6人 行管系排球隊（季軍） 行政管理學系 

第二十六屆全國大專院校公共

行政體育盃賽籃球男子組 
99 學生10人 行管系籃球隊（殿軍） 行政管理學系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管理學

報論文獎 
99 學生 1人 張國偉 

行政管理學系

博士班 

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

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預算

赤字攸關嗎?台灣預算赤字之政

經分析 

99 學生 1人 蔡馨芳 
行政管理學系

博士班 

2010 全國大心盃排球賽女子組 99 學生 8人 社心系排球隊（亞軍） 社會心理學系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意 ing, 就

業不NG ─99年電子商務行銷創
99 學生 3人 

財務金融學系與資訊傳播學

系學生組成「yes4what」（第

財金系與資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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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競賽」 1名） 

99 學年度大財盃女子籃球競賽 99 學生12人 

林若雅、廖幗馨、林筱涵、范

恆安、張怡琳、黃妍瑜、陳潔

英、林韋淳、楊欣璉、賴薇如、

林姵葶、卓莞菊（季軍） 

財務金融學系 

99 學年度大財盃男子籃球競賽 99 學生14人 

李聽耘、黃志祥        、黃博

群、蔡盛中、 陳祈宏、賴陳譽、

何國彰、宋泊澔、陳威麟、李

哲宇、楊允中、陳聖凱、周政

宇、林欣民（冠軍） 

財務金融學系 

99 學年度北財盃男子籃球競賽 99 學生19人 

賴陳譽、李聽耘、黃博羣、陳

雨辰、蔡盛中、宋泊澔、陳胤

嘉、洪郁傑、楊允中、顏崇軒、

王世興、陳祈宏、林欣民、黃

志祥、李昌祐、張益豪、李哲

宇、周政宇、陳聖凱（冠軍） 

財務金融學系 

花旗基金會、財金智慧教育推廣

協會「向夢想 say“YES”─ 財務

規劃徵文競賽」 

99 學生 1人 曾海薇（第 1名） 財務金融學系 

第十七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99 學生 1人 邱慧仙（新台幣 3萬元） 

傳播研究所博

士班 

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

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國家

與市場間的夾縫力量：中國傳媒

的公民社會力量與公共性論述 

99 學生 1人 蔡秀芬 
傳播研究所博

士班 

2010 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人大

賽 
99 學生 1人 張立蓁（季軍） 

傳播管理研究

所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意行銷類） 
99 學生 1人 范雅婷（佳作）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意行銷類） 
99 學生 1人 黃一峰（佳作）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意行銷類） 
99 學生 1人 黃信泰（佳作）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意行銷類） 
99 學生 6人 

盧芝螢、解詠涵、劉怡廷、曾

澧玟、陳玫蓉、楊涵喩（亞軍）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新產品類） 
99 學生 3人 

楊于萱、莊涵瑜、王詩皓（亞

軍）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99 學生 4人 李綺文、林君蕙、李育軒、張傳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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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競賽（創新產品類） 家哲（佳作）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新產品類） 
99 學生 5人 

楊于萱、李旻柔、黃詩琇、呂

宜伶、李佳（佳作）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新產品類） 
99 學生 5人 

廖欣怜、周寫柔、賴潔如、陳

慈宜、詹倪佩（佳作）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新產品類） 
99 學生 5人 

劉子瑄、劉安婷、遊君為、吳

佩瑾、蘇容楨（佳作）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業企劃類） 
99 學生 5人 

楊厚全、林孟頡、陳怡婷、黃

庭英、易皇凱（佳作）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創業企劃類） 
99 學生 5人 

劉智瑋、陳添福、曾靜瑜、連

融融、陳慧真（佳作） 
傳播管理學系 

文化大學主辦，中央社以及

NOWnews 協辦之「2011校園主

播爭霸戰」 

99 學生 1人 王嘉琳（第二名）    新聞學系 

文化大學主辦，中央社以及

NOWnews 協辦之「2011校園主

播爭霸戰」 

99 學生 1人 呂文娟（最佳台風獎） 新聞學系 

文化大學主辦，中央社以及

NOWnews 協辦之「2011校園主

播爭霸戰」 

99 學生 1人 林思妤（最佳口語清晰獎）  新聞學系 

第五屆 TVBS 大學新聞獎 99 學生 1人 洪婉蒨（主播獎優勝） 新聞學系 

內政部營建署「住宅分析 e把

罩—資料庫應用有獎徵文比賽」 
99 學生 2人 

洪舉榮、蔣國成（大專院校組

佳作） 
經濟學系 

2010大同電鍋 50週年徵件比賽

／大同私房菜 
99 學生 1人 李又宗（銅獎） 資訊傳播學系 

2010 年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

獎助／知識管理系統導入的知

識主張研究－以軟體公司顧問

師為例 

99 學生 1人 
林浩欣（優秀學位論文獎助第

一名）指導老師：阮明淑 
資訊傳播學系 

中華電信 2010電信奧斯卡（花

博應用組）／Go in! 花木覽 
99 學生 6人 

周敬家、何思澄、葉展志、陳

昱麟、劉易昇、林韋志（亞軍）

指導老師：陳怡彰、陳俊廷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五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產業實務組）／

CSI 3C 商品銷售管理系統 

99 學生 2人 
黃珮怡、李敏綺（佳作）指導

老師：吳瑞堯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五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電子發票實務應

用組）／Phone起雲湧-MeIS 

99 學生 6人 

邱愉翔、黃詩婷、黃鈺雯、蘇

文玲、謝筱援、石佳恩（第三

名）指導老師：陳俊廷、林宏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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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第十五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社區保全影像辨

識應用 

99 學生 5人 

谷秉倫、王國仲、詹世羽、黃

子庭、高緯龍（資訊技術組第

－第三名）指導老師：邱孟佑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五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蜥剋 
99 學生 5人 

謝采凌、林建宏、蔡佳樺、林

雨湘、蔡忠詠（資訊技術組－

佳作）指導老師：鄭武堯、陳

怡彰 

資訊管理學系 

2011 年郎靜山攝影與動畫展比

賽 
99 學生 1人 

鄭文婷（佳作）指導老師：陳

學聖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第二屆桌曆創新設計大賞得獎 99 學生10人 

魏盈甄、林怡慶、顏芮羚、廖

婉婷、羅婉滋、黃金龍、陳奕

彤、周怡孜、鄭雯、李柔（設

計入選獎）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第二屆桌曆創新設計大賞得獎 99 學生 1人 彭于齡（設計銀賞獎）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第二屆桌曆創新設計大賞得獎 99 學生 1人 廖紫蘋（設計金賞獎）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第二屆桌曆創新設計大賞得獎 99 學生 7人 

王瑋庭、廖玉宣、黃仲義、林

子睿、呂佳欣、黃昭蓉、姜寒

瀞（設計佳作獎）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2010 臺北縣電影藝術節國際學

生影展國際學生電影金獅獎／

在路上 

99 學生25人 
蔡介銘等 25人（臺灣組評審

團特別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10 臺北縣電影藝術節國際學

生影展國際學生電影金獅獎／

焉知水粉 

99 學生32人 
張騰元等 32位（國際組評審

團特別獎、臺灣組銀獅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10 年柯達學生短片攝影競賽

／在路上 
99 學生25人 蔡介銘等 25人(臺灣區首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10 第十屆南方影展／無名馬 99 學生 1人 柯貞年（南方新人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PeoPo校園採訪中心校際影片觀

摩／世新電視台(SHTV)節目

「Livin the Dream」－《景美女

中拔河隊》 

99 學生 5人 
陳彥翰、呂宛妤、許雅涵、劉

貴瑛、林怡萍（首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行政院新聞局 99年度優良公用

頻道節目獎勵活動／世新電視

台學生自製音樂節目「RollStar」

99 學生 5人 

黃汶琳、羅文秀、古永平、劉

慧君、陳威宇（學生組－大學

(含研究所)組－佳作）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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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音樂》 

杰德創意影音主辦「第一屆

WOWtv 娛樂萬花筒學生畢製獎

助活動」／母愛專賣 

99 學生15人 

林姵君、韓定芳、鄧雅芝、何

佳真、何佩儒、李宛容、曾邱

民、楊雅竹、唐愛淳、楊雅文、

鄭文凱、吳婷娟、李婷婷、方

曉薇、朱垣勳（貳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杰德創意影音主辦「第一屆

WOWtv 娛樂萬花筒學生畢製獎

助活動」／再演一齣戲‧Encore 

99 學生 4人 
練健輝、王詩蓓、陳雅麗、黃

靖茹（參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杰德創意影音主辦「第一屆

WOWtv 娛樂萬花筒學生畢製獎

助活動」／聽見 

99 學生 4人 
林勇丞、周書伊、周 延、簡荐

凱（佳作）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

之「2010台灣電影數位加值應

用競賽」／西ㄍㄨㄟ LIVE 

NEWS 

99 學生 8人 

陳昭文、邱靖、沈欣怡、吳孟

洵、陳以琳、曾宴明、鄭雅文

及校際生王曉雯（優等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

之「2010台灣電影數位加值應

用競賽」／思念 

99 學生 1人 黃軒珮（網路票選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

之「2010台灣電影數位加值應

用競賽」／思念 

99 學生 1人 黃軒珮（優等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

之「2010台灣電影數位加值應

用競賽」／說唱童謠 

99 學生 1人 陳柔伊（優等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八屆金聲獎／台北塗鴉

Graffiti」 
99 學生 7人 

蘇肇樸、黃鈺潔、林郁臻、許

嵐婷、李俞廣、張至寧、郭千

茵（藝術文化節目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八屆金聲獎／更新人生 99 學生 7人 

蘇肇樸、黃鈺潔、林郁臻、許

嵐婷、李俞廣、張至寧、郭千

茵（社會關懷節目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八屆金聲獎／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陪伴你走過每一段人生旅

程 

99 學生 5人 

謝勁程、包芬恩、孫子媚、吳

文胜、譚伊涵（教育電台形象

廣告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八屆金聲獎／寵物 3+3 99 學生 1人 包芬恩（評審團主持人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10 高雄電影節【愛世代】短

片競賽／雨 
99 學生 1人 胥昌浩（評審團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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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

之「2010台灣電影數位加值應

用競賽」／可見之城 

99 學生 1人 應政儒（最佳視覺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

之「2010台灣電影數位加值應

用競賽」／解夢者 

99 學生 1人 蔡利成（最佳聽覺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第 47屆金馬獎／馬嘎巴海 99 學生 1人 
杜均堂（最佳創作短片獎）指

導老師：齊隆壬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2011i3D心動台灣 iClone動畫大

賽／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99 學生10人 

廖佩嫻、何育郡、周群、呂佳

芳、蔡文懷、張侶蓮、李俊賢、

張亦凱、葉禹廷、賴柏祐（最

佳技術獎）指導老師：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i3D心動台灣 iClone動畫大

賽／中正紀念堂 
99 學生 6人 

袁門雋、潘冠宇、寧震宇、陳

彥瑋、陸品翰、李家豪（佳作

獎）指導老師：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i3D心動台灣 iClone動畫大

賽／北投溫泉博物館 
99 學生10人 

陳逸勳、陳以軒、楊昀慈、許

涵茹、余欣穎、余雅涵、林新

造、陳宏霖、謝樹德、蘇偉中

（最佳 iClone表現獎、獎金 3

萬元）指導老師：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i3D心動台灣 iClone動畫大

賽／台北故事館 
99 學生 1人 

陳玄剛（佳作獎）指導老師：

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i3D心動台灣 iClone動畫大

賽／西門－紅樓 
99 學生 4人 

邱嘉葆、林正敏、陳泊辰、王

楷睿（最佳人氣獎）指導老

師：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大中華VR盟主選拔賽（PC

遊戲組）／搖滾芙侖特 
99 學生 4人 

吳時瑩、江乾鼎、吳宛瑩、許

汎嘉（優選獎）指導老師：劉

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 文化數位創意加值競賽／

鄙較 
99 學生 5人 

張雅宣、馮安安、許瑋玲、陳

利寧、洪郁茹（動畫－佳作）

指導老師：林國芳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 創新桌曆設計大賞／食尚

國父百分百 
99 學生 1人 謝舒涵（佳作、1萬元獎金）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中國學院獎首屆遊戲設計大赛

／Regenerator 
99 學生 8人 

林家齊、鄭惠姍、蔡榮恩、劉

崇邦、賴彥丰、蕭裕璋、陳俊

良、林加和（3維類一等獎）

指導老師：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中國學院獎首屆遊戲設計大赛

／鬥鬥鍋 
99 學生 5人 

葉銘揚、陳子朋、周雅筑、黃

意淳、周姿吟（優秀獎）指導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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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劉明昆 

台北市寫真講古短片創意大賽

（校園 A組）／綠、台北 
99 學生 1人 

官彥沂（第二名、3萬元提貨

券）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100年度全國大專盃租稅辯論比

賽 
100 學生 4人 辯論校隊（冠軍） 口語傳播學系 

2012 年第十一屆兩岸大學生辯

論賽 
100 學生 1人 陳際勇（優秀辯士） 口語傳播學系 

2012 年第十一屆兩岸大學生辯

論賽 
100 學生 5人 辯論校隊（亞軍） 口語傳播學系 

2011 無菸生活設計大賞（創意

提案組）／菸革 Smoking 

Revolution 

100 學生 6人 
李佳樺、許多、藍珦瑀、陳俊

元、戈偉成、王奕仁（金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無菸生活設計大賞（影像

組）／菸就是一級違禁品 
100 學生 2人 洪子如、曾昱善（銀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新北市市民紀錄片徵件活

動「全民攝手－生活點滴 All In 

One」（5分鐘短紀錄片組）／

這些人，那些事 

100 學生 1人 徐雲生（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號角響起 尋找今夏犀利活

動達人 
100 學生 2人 鄭伊雯、何螢玲（第三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號角響起 尋找今夏犀利活

動達人 
100 學生 2人 張玉靜、黃慧文（第一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號角響起 尋找今夏犀利活

動達人 
100 學生 4人 

許宗偉、張俐婷、邱品諭、蔡

柏瑄（第二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電信創新應用大賽 100 學生 6人 

洪易、邱右霖、劉行寬、曾子

彥、劉俊廷、洪成安、吳其錄

（優選）指導老師：黃增隆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電信創新應用大賽（整合

行銷組－校園組）／1288 行動

小秘書 

100 學生 5人 
黃大豪、賴亮羽、蔡 安、林

妍蓁、吳靜惠（季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電信創新應用大賽（整合

行銷組－校園組）／Hami 萬花

筒，探索繽紛生活 

100 學生 6人 
雷遠芳、李香萱、余至捷、林

源培、胡珉瑋、歐先矞（冠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電信創新應用大賽（整合

行銷組－校園組）／HiNet KOD

新世界 

100 學生 4人 
宮保婷、羅筱筑、王玉環、王

庭薇（優選）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電信創新應用大賽（整合

行銷組－校園組）／知影恁ㄟ牽
100 學生 6人 

邱芷宣、劉萱、江俞娟、洪琳

琪、陳怡安、林怡秀（優選）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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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 

2011 電信創新應用大賽（整合

行銷組－校園組）／美食

KiDoWi 你就是米其林 

100 學生 8人 

李冠慶、洪易、邱右霖、劉行

寬、曾子彥、劉俊廷、洪成安、

吳其祿（優選）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2TAA校園創意策略提案競

賽 
100 學生 3人 

曾丹琦、曾馨儀、潘虹伃（佳

作）指導老師：黃增隆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2TAA校園創意策略提案競

賽 
100 學生 4人 

邱若語、涂珮琦、陳志維、陳

映慈（第三名）指導老師：許

安琪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2TAA校園創意策略提案競

賽 
100 學生 6人 

張 藟、翁 靖、莊晴佳、曲

邦彥、蔡馨慧、陳可璇（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2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100 學生 5人 

邱敏芝、張玉靜、尤佩婧、陳

雨薇、呂雲聲（第三名）指導

老師：蕭湘文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2 廣告流行語金句獎（學生

組） 
100 學生 1人 楊量鈞（佳作、企業特別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2 廣告流行語金句獎（學生

組） 
100 學生 2人 陳志維、涂珮琦（企業特別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Touch Your Dream 100 學生 1人 韓偉凡（國際首獎）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六屆 GATSBY學生廣告創作

比賽／眉目秀麗 
100 學生 1人 邱若語（獎勵賞）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第六屆廣告節「百年風華，花招

百出」園遊會／聲勢王 
100 學生11人 公廣系畢籌小組（第三名）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2011 數位媒體行銷提案競賽  100 學生 1人 林博涵（優選）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碩士班 

2011 數位媒體行銷提案競賽  100 學生 6人 
黃俞儒、邱瓘旋、曾婉婷、黃

元志、何念雅、萬庭德（佳作）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碩士班 

私立大學校院臺日第二次交流

獎學金 
100 學生 1人 瞿  琦（新台幣 12萬元/學期） 日本語文學系 

第十九屆全國大專院校日語相

關科系盃賽「大日盃」 
100 學生 6人 日文系排球隊（男排亞軍） 日本語文學系 

100學年度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

賽 
100 學生13人 

女生組第二級（第六名）教

練：王再彬 

世新大學女子

排球校隊 

100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100 學生14人 

女生組第一級（第八名）教

練：楊孫錦 

世新大學女子

籃球校隊 

101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觀
100 學生49人 

合唱團（大專校院組－體能

性、康樂性優等獎） 

世新大學合唱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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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活動 

100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

賽 
100 學生23人 

男生組第一級（第十二名）教

練：何正峰 

世新大學男子

籃球校隊 

101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觀

摩活動 

100 學生47人 
社會服務團（大專校院組－服

務性優等獎） 

世新大學社會

服務團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100 學生30人 

男女混合甲組（第一名）教

練：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100 學生 5人 

全能混合五人甲組（第一名）

教練：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競技啦

啦錦標賽 
100 學生 5人 

全能女生五人甲組（第二名）

教練：李敏玲 

世新大學啦啦

校隊 

100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100 學生26人 
公開二級（第一名）教練：鍾

陳偉 

世新大學棒球

校隊 

100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100 學生 5人 
女子一般組雙打（第六名）教

練：黃俊發 

世新大學網球

校隊 

第六屆北區大專院校政治盃混

合壘球賽 
100 學生12人 行管系壘球隊（季軍） 行政管理學系 

2012 TASPAA（台灣公共行政與

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最佳博士

學位論文獎 

100 學生 1人 蔡馨芳（佳作） 
行政管理學系

博士班 

101年度世界青年橋藝錦標賽國

家代表隊 
100 學生 1人 繆萱 性別研究所 

2011 全國大心盃排球賽女子組 100 學生 8人 

許瓊之、邱靜玟、黃主蕙、陳

逸寧、周芝吟、黃詩婷、賴思

羽、林楀蕎（冠軍） 

社會心理學系 

2011 全國大心盃排球賽男子組 100 學生12人 

許丰譯、賴陳偉、劉鎧嘉、楊

睿宇、盧仕康、顏志豪、盧建

弘、何育齊、邱信豪、陳韋儒、

沈子翔、鄭吉村（第四名） 

社會心理學系 

100 學年度北財盃女子籃球賽 100 學生13人 

林韋淳、賴薇如、林若雅、楊

欣璉、陳潔英、林筱涵、范恆

安、黃妍瑜、張怡琳、詹雅荃、

何雨柔、陳嫈琪、李宜佳（季

軍） 

財務金融學系 

新光金控「第七屆新光理財王」

（最多人參加獎） 
100 

學生 104

人 

財務金融學系 104名學生（第

八名） 
財務金融學系 

經濟日報「2011第一屆全國大 100 學生15人 財金系共 5組參賽得獎，一般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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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財富管理競賽」 生 14人外加 1位大陸交換生

（佳作） 

2011 年全球「第一屆張愛玲五

年研究計畫」／矛盾的愉悦——

張愛玲上海 10年地理景觀 

100 學生 1人 
楊曼芬（入選臺灣唯一文稿

人） 

傳播研究所博

士班 

2011 年第八屆全球華文戲劇節

／〝存/廢之際：豫劇教育在台

灣 又一段關於認同政治的歷史

課題〞 

100 學生 1人 
侯剛本（臺灣地區學者傑出論

文） 

傳播研究所博

士班 

蒙大拿國際影展（Montana CIN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司

馬庫斯》紀錄片 

100 學生 1人 

曹琬凌（參與拍攝該片獲最佳

原住民紀錄片獎 ( Best 

Indigenous and Native Peoples 

Documentary & Honorable 

Mention for Educational 

Value )） 

傳播研究所博

士班 

第十八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100 學生 1人 傅琬婷（新台幣 2萬元） 傳播管系學系 

2011 電新創新應用大賽（應用

創意組）／我的夢想導演 Make 

My Dream Life 

100 學生 1人 張睿廷（優勝） 傳播管理學系 

2012 第五屆臺北藝穗節主視覺

圖像徵選 
100 學生 1人 林家維（第一名） 傳播管理學系 

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第六十

一屆獎學金 
100 學生 1人 郭慶昀（獎學金 10萬元） 傳播管理學系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100 學生 1人 孔裕婕（全國第 1名）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全國 My NewMedia 未來

媒體應用競賽（新聞專題影音

組） 

100 學生 4人 
江鈺鈴、曾意評、尹巧方、傅

宜柔（第三名）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全國 My NewMedia 未來

媒體應用競賽（應用競賽組） 
100 學生 2人 林子睿、彭于齡（第一名）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全國 My NewMedia 未來

媒體應用競賽（應用競賽組） 
100 學生 4人 

章可潔、李冠樺、賴靜如、李

景皓（第二名） 
傳播管理學系 

第一屆雲端策展大賽／魔幻方

程式 
100 學生 5人 

魏淑慧、李汪隆、王瑞穎、陳

姿含、范一凡（觀摩組特別企

劃獎，獎金 3千元） 

傳播管理學系 

第二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

劃競賽（商品行銷組） 
100 學生 6人 

黃馨賢、蔡欣芳、鍾妮吟、莊

沛紜、李懿涵、邱筱茜（第二

名） 

傳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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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100 學生 1人 李奕賢（新台幣 2萬元） 傳播管理學系 

「世界基金會」獎學金 100 學生 1人 王慧慈（獎學金 5萬元） 新聞學系 

「華視文化基金會」獎學金 100 學生 1人 歐美妙（獎學金 5千元） 新聞學系 

2011 第六屆 TVBS 大學新聞獎 100 學生 2人 谷庭、任中豪（大學新聞獎） 新聞學系 

2011 第六屆 TVBS 大學新聞獎 100 學生 2人 
楊駿宗、蕭涵（大學新聞獎、

udn特別獎） 
新聞學系 

2011 第六屆 TVBS 大學新聞獎 100 學生 3人 
黃逸君、陳尹柔、汪仲傑（大

學新聞獎） 
新聞學系 

公視 Peopo 校園採訪中心總編

輯會議觀摩影片競賽 
100 學生 5人 

朱思穎、段松秀、鍾俞如、邱

奕鈞、諶昱靜（第一名） 
新聞學系 

公視 Peopo 校園採訪中心總編

輯會議觀摩影片競賽 
100 學生 6人 

蔡心怡、袁紹堂、郭芊圻、黃

逸君、陳尹柔、汪仲傑（第一

名） 

新聞學系 

第十八屆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

金 
100 學生 1人 鄭安茹（新台幣 3萬元） 

新聞學系碩士

班 

教育部紫錐廣告設計獎－2011

反毒創意設計競賽／最後一通

電話 

100 學生 1人 
李又宗（影片類大專組第一

名） 
資訊傳播學系 

2012 第二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

應用競賽（網路行銷組）／綠野

大冒險 

100 學生 4人 

陳巧雯、羅禹婷、陳香凝、林

昀瑾（第一名）指導老師：周

聖鈞 

資訊管理學系 

App+ Call for Ideas 社群商務

App創意徵選活動／壘's Play 
100 學生 5人 

丁宣與、蘇裕翔、鄭竹君、賴

怡伶、王鈞俞（冠軍）指導老

師：陳俊廷、黃玉菁榮獲「指

導老師特別獎」 

資訊管理學系 

第九屆育秀盃創意競賽（軟體應

用類）／E-Story走走。繪本 
100 學生 6人 

陳志豪、刁于宸、陳盈如、呂

亞珊、周芯瑋、謝秉航（佳作）

指導老師：黃玉菁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六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知識達人」

Vitls/K 實務應用組）／莎必斯 

100 學生 6人 

鄭雁予、黃奕晨、林昀瑾、陳

建文、陳香凝、陳巧雯（第三

名）指導老師：陳怡彰、陳俊

廷 

資訊管理學系 

第十六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產學合作組）／

Good！愛點兒 

100 學生 5人 

宋岡諺、曾奐章、林逸喬、陳

健發、周敬家（第二名）指導

老師：陳怡彰、陳俊廷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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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百年搶鮮大賽（系統整合實

作類）／KooBook行動數位電子

書城 

100 學生 4人 

李家汶、羅禹婷、蔡逸懷、鍾

鎧駿（佳作）指導老師：陳怡

彰 

資訊管理學系 

飆創意 瘋台北-2011台北數位

創作競賽（手機加值應用創作

組）／SaBiSu D+ 

100 學生 6人 

鄭雁予、黃奕晨、林昀瑾、陳

建文、陳香凝、陳巧雯（金獎）

指導老師：陳怡彰、陳俊廷 

資訊管理學系 

2012 巨像獎攝影比賽 100 學生 3人 
劉欣平、陳逸潔、吳子奇（佳

作）指導老師：陳學聖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第 21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平面廣告類大專組／

NISSAN New MARCH 特仕車

產品宣傳廣告設計）／夢想

much much March ! 

100 學生 4人 

林書寧、鄭宇廷、許恒豪、殷

婉婷（優選）指導老師：陳秀

真 

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 

2011 第四屆炫光計畫／明仁街

正義殺人事件 
100 學生 1人 

張桓瑋（光之翼獎）指導老

師：吳俊輝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11 第四屆炫光計畫／海馬蝕

刻 
100 學生 1人 張桓瑋（光之翼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北京電影學院「第十屆國際學生

影視作品展」／鐵馬 
100 學生11人 

陳立珊、謝昀儒、古永平、吳

秉鴻、羅文秀、甘秉鑫、彭皓

雯、顧文琳  徐楨皓、吳禎倫、

陳佩涵（亞洲優秀學生作品

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九屆金聲獎／永生樹 100 學生 6人 

沈思吟、蔡牧潔、李芸、陳薇

伊、莊珮欣、朱美如（社會關

懷節目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九屆金聲獎／風箏有意思 100 學生 6人 

蘇肇樸、張為潔、徐鈺惠、許

安如、蕭承平、鄭諺鴻（藝術

文化節目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九屆金聲獎／馬可波羅東遊

記沒說的事 
100 學生 6人 

謝欣、許篥楹、胡維方、張鈞、

覃玉、林沂樺（教育電臺形象

廣告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第九屆金聲獎／夢想奇航 100 學生 6人 

陳怡均、曹家瑜、陳文懿、林

家瑋、李宛庭、林哲甫（兒童

節目類）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 

2011 國際學生影展金獅獎／下

落村的來電 
100 學生 1人 

王威人（國際競賽評審團特別

獎、台灣競賽金獅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2011 國際學生影展金獅獎／雨 100 學生 1人 胥昌皓（台灣競賽銅獅獎） 
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碩士班 



世新大學師生獲獎榮譽榜                        第 48 頁，共 49 頁  

獎項名稱（類別）／作品名稱 學年度 人數 姓名（名次） 學校系所 

20114C 數位創作競賽（行動內

容應用組）／ColorStains 
100 學生 2人 

徐晧恩、魏語醇（大會銅獎、

獎金 1萬元）指導老師：施保

旭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 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大專組）／你微笑，我就大笑 
100 學生 1人 鄭妍榆（佳作、獎金 1千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 Nature'sRevenge

反撲 

100 學生 1人 
翁庭瑜（佳作）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Cleaner 
100 學生 5人 

陳家凌、王于瑄、蔡瑄庭、陳

思妤、江譯驊（佳作）指導老

師：林國芳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Record 
100 學生 5人 

盧麗因、許宏揚、董克讓、謝

均、蔡文築（佳作）指導老師：

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RUNAWAY 
100 學生 3人 

吳錦杰、張晉嘉、吳宇琁（佳

作）指導老師：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The Man 
100 學生 1人 

張 欽（佳作）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The Sheep Without 

Hair 

100 學生 1人 
陳穎慧（佳作）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Turn On 
100 學生 2人 

黃文軒、張志華（佳作）指導

老師：黃俊榮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小青蛙與壞兔子 
100 學生 1人 

李婉君（佳作）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自畫像 
100 學生 1人 

劉享姵（佳作）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征服藍星 
100 學生 1人 

鍾亞朕（佳作）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酒興 
100 學生 1人 

黃資涵（佳作）指導老師：張

裕幸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博登 Broaden 
100 學生 4人 

林怡君、陳美璇、蘇雅蕓、廖

珮君（第三名）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搖滾芙侖特 
100 學生 4人 

吳時瑩、江乾鼎、吳宛瑩、許

汎嘉（佳作）指導老師：劉明

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1數位優勢創意設計大賽（數

位動畫組）／墨 
100 學生 1人 

藍子懿（佳作）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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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ACG創作大賽」（遊戲

組）／8-Bit Dodge 
100 學生 2人 

洪執宇、陳亭宇（銅賞、獎金 

1 萬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2亞太創意動畫設計大賽（大

專校院組）／屍禮了!Body 

ceremony 

100 學生 3人 

萬琦、吳采凌、李易璁（金像

獎、 ViewSonic ViewPad 10

平板電腦乙台）指導老師：張

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2012 青春影展（動畫組）／屍

禮了!Body ceremony 
100 學生 3人 

萬琦、吳采凌、李易璁（優選）

指導老師：張白苓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ShiVa3D 手機遊戲設計競賽／

Rushing 
100 學生 4人 

蔡方文、楊嘉瑋、楊國瑜、洪

偉強（優選、網路票選第一

名、獎金 5千元）指導老師：

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兩岸校園動畫大賽（3D組）／

LOVE 
100 學生 9人 

陳芸軒、李佳倫、童承頎、王

文劭、洪子淳、蔡昀臻、陳禹

志、林志樺、林志翔（3D 動

畫新秀獎）指導老師：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國網 3D動畫全國大賽／恐鋸 100 學生 1人 
馮安安（季軍、特殊技術獎）

指導老師：蘇懷旭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 21屆時報金犢獎（特別項／

旺旺集團微電影特別項）／那些

年我們憶起吃 QQ糖－打不怕

得好滋味 

100 學生 6人 

張欽、鍾亞朕、蕭涵宇、張品

逸、林瑋亭、沈富霖（銀犢獎）

指導老師：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 21屆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

類／動畫廣告類／旺旺集團公

益廣告設計）／水面 

100 學生 5人 

鄔顯蓉、林祺峰、萬琦、劉惠

惠、李易聰（佳作）指導老師：

張恩光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一屆行動數位媒體競賽／

Record 
100 學生 5人 

盧麗因、許宏揚、董克讓、謝

均、蔡文築（第二名、獎金 2

萬元）指導老師：劉明昆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六屆 K.T.科技與人文科技藝

術創意競賽（數位遊戲組）／色

戰 

100 學生 3人 

王錦冰、許展翔、謝舒涵（金

獎、獎金 7萬元）指導老師：

張純良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第一屆大台南 39小時拍片競賽

／弦外知音 
100 學生 9人 

張 欽、劉享姵、沈富霖、易

馬丁、徐雲生、王 霖、王彩

臻、蘇尤莉、李又宗（最佳劇

情獎、獎金 2萬元）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公共

關係暨廣告學

系、廣播電視

電影學系、資

訊傳播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