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電子報 CYC E-News
彰雲嘉電子報第五期（2010.10~2010.11）
依校名筆劃順序排列
各校活動訊息(各項文藝、藝術、展覽活動)
◆
1.
2.
3.

大同技術學院
餐飲管理系於 99 年 9 月 9~10 舉辦全國第二梯次西餐烹調丙級檢定。
美容造型設計系，於 99 年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舉辦「面具」藝術特展。
餐飲管理系於 99 年 10 月 5 日，與中華民國調酒協會聯合主辦第二屆大同盃
全國調酒大賽。
4. 美容造型設計系，於 99 年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5 日舉辦第二屆巧手彩繪美甲
暨美甲設計商展競賽
5. 大同技術學院創校 47 週年校慶活動,將於 99 年 10 月 24 日(星期日)在嘉義校
區舉行。
6. 餐飲管理系於 2010 年 11 月 05 日至 12 月 18 日舉辦『2010 全世界中華美食
茶餐及茶藝比賽』

◆ 大葉大學
1. 10/20：「宏觀大葉，世界講堂」邀請李家同資政蒞校演講。
2. 10/31~11/12：造形藝術學系段莉芬老師於在設計暨藝術學院二樓藝廊，舉辦
3.
4.
5.
6.

「得意羊羊-羊毛氈創作個展」，歡迎喜歡羊毛氈藝術的朋友，踴躍參觀。
11/2：邀請藝人唐從聖「紅城四季，名人講座」
，演藝明星唐從聖蒞校演講「三
份定一生」
，另類人生哲學鼓勵大葉學子抉擇前途。
即日起至 11/12 學務處學生發展輔導組舉辦「寫一首歌」尋找失落一角徵文
比賽。
11/15 前：為弘揚孝道，藉以提升品德，增進社會安和樂利，藉以敦風勵俗特
舉辦大葉大學暨教育資源合作夥伴學校「大孝獎」選拔活動。
11/18：上午十點三十分彰化縣政府衛生局，在大葉大學舉辦 99 年度「一人
一套大專校院愛滋宣導」。

7. 即日起至 11/19：英美語文學系舉辦「2010 大葉之美競賽活動」，自行找尋
大葉的美麗角落，利用照片或影片的方式來拍攝大葉校園，並以英文方式介
紹，讓國際友人更認識大葉大學。
8. 11/26~11/27：於活動中心演藝廳 M109 舉辦 2010 英美語文學系畢業公演「The
Kite Line”-箏、針、爭線」。
9. 12/13~12/24：於本校校園室內外各空間展出「2010 藝遊未盡校園藝術師生百
人聯展」。
10.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黃銘正老師「2010 第 7 屆台灣國際紀錄片雙年展—大台中記事 3

首映《 時

光 .收 音 機 》」展期 2010 年 10 月 22 日~10 月 31 日，地點：台中國美館。
（2）陳昌銘老師創作展：
1.「公共藝術創作個展」展期 2010 年 12 月 21 日~12 月 27 日，地點：大葉
大學外語大樓 B1 展覽廳。
2.「環境藝術個人創作展」展期 2011 年 1 月 15 日~1 月 28 日，地點：廣東
省汕頭市。
11. 設藝學院「第三屆 原創聖誕樹」展期 2010 年 12 月 3 日（五）~ 2011 年 1
月 2 日（日），地點：勤美 誠品綠園道 手扶梯旁展覽空間。
12. 2010 環化賽（環彰化之單車自我挑戰）於 11 月 14 日(星期日)在彰化縣舉行，
本校運管系同學參與義工行列，協助大會順利進行圓滿成功。

◆ 中州技術學院
1. 蔡崇三老師於 10 月 7 日起至本校藝文中心展出「問茶味-蔡崇三書法篆刻創
作展」
2. 本校邀請 8 位新思維青壯派藝術家，以「蛻變、向上」為主題，為本校打造
人文藝術空間
3. 本校邀請身心障礙鬥士呂立偉先生暢談「樂活人生 120 公分的生活」
4. 本校電影研究中心指導策劃的「從紀錄片《重建未來》看颱風過後的省思與
希望」巡迴影展活動開跑
5. 本校邀請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周金龍教授蒞校演講「日本茶道」
6. 本校邀請文史學家康原老師蒞校演講
7. 本校邀請靜宜大學奚浩教授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電影的蒙太奇，和紀錄
片的發展」
8. 本校邀請大葉大學歐秀慧教授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心智圖與創意思考 廣
告標題創意文案」
9. 本校邀請媒體經驗豐富的空中美語教室老師陳麒元Tedd Chen蒞校演講

◆ 吳鳳科技大學
1. 有你而精彩～本校教學研究特色獲《天下雜誌》專訪報導
http://www.cmu.edu.tw/news_detail.php?id=1207
2. 藝文活動訊息連結
http://arts.cmu.edu.tw/ac_list.php

◆ 吳鳳科技大學
1. 「2010 安全管理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將 2010/11/25~26 於吳鳳科技大學
舉辦，歡迎踴躍參加

2. 「2010 全國安全創意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將於 2010/11/25~26 於吳鳳科技大
學舉辦，歡迎踴躍參加

◆
1.
2.
3.
4.
5.

明道大學
圖書館「電影讀書會」開演
志工大會師 明道不缺席
第二屆全國有機農業日暨有機生活記者會
IOIA研討會學員體驗植樹樂
明道國際觀光市集開幕

◆ 南華大學
1. 災害重建、創傷療癒與災害福利論壇
2. 視障團體表演唱到南華師生心坎裡

◆ 建國科技大學
1. 霧江泛舟 林隆達書法展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運動管理學系擬於 99 年 12 月 26 日假嘉義市耐斯松屋一樓水幕廣場辦理
「99 年臺體聖舞祭」歡迎喜好街舞活動的學生同台尬舞。

◆ 虎尾科技大學
1. 「三十而立、如虎添翼」校慶三十週年活動週
http://student.nfu.edu.tw/stact/30/index.html
2. 2010 台灣國際女性影展
http://www.nfu.edu.tw/adplay/adplay.php?Sn=255
3. 英語文競賽週
http://www.nfu.edu.tw/Announcements2/news_one.php?Sn=1977
4. 第二屆經典閱讀心得競賽網路投票
http://cge.nfu.edu.tw/main.php
5. 教學卓越演講活動「在IT實戰之中不斷自我學習與成長」
http://www.nfu.edu.tw/Announcements2/news_one.php?Sn=2003
6. 人與自然間的和諧關係
http://www.nfu.edu.tw/Announcements2/news_one.php?Sn=1963
7. 第五屆虎尾溪文學獎

http://student.nfu.edu.tw/huweisi/index.php?inner=news
8. 挑戰健康管理高手
http://student.nfu.edu.tw/health/news_show.php?num=3086
9. 心理健康週圖卡設計比賽
http://www.nfu.edu.tw/Announcements2/news_one.php?Sn=1986

◆ 雲林科技大學
1.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20 週年校慶系列活動
2. 校慶特展活動

◆ 嘉義大學
1. 12 月 4 日舉辦教學卓越計畫嘉南平原通識 Bus「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活動，
歡迎各校師生踴躍參加。
2. 12 月 4 日舉辦教學卓越計畫嘉南平原通識 Bus「生活與園藝」活動，歡迎各
校師生踴躍參加。
3. 國立嘉義大學 2010「真情流露與生命之美」學術研討會邀請您參加

◆ 彰化師範大學
1. 教育部吳部長清基蒞臨彰化師範大學導師知能研討會闡述當前教育施政理念
與政策發展
2. 外交部中部辦事處-盛處長建南 9 月 20 日蒞臨本校主講「外交政策-活路外交
之理念及作為」
http://www.nc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campusnews20101014&Rc
g=9
3.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第十六屆系展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財經法律學系執行教育部委辦的『嘉義縣市 14 校法治教育宣導』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71005
2. 研究發展處開辦「業界雇主經驗分享與傳承」系列講座
(11.4)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70924
3. 休閑遊憩與旅運管理學系參訪走馬瀨休閒農場 學習休閒農業經營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70654
4.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舉辦免費電腦圍棋教學
(10.6-10.22)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70517
5. 諮商心理學系舉辦「亞斯伯格」演講
(11.4)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70571

6. 應用外語學系舉辦『網路全民英檢監考教師』研習
(10.25)www.language.toko.edu.tw.
7. 幼兒教育學系舉辦『2010 稻江幼教系服務學習─故事魔法師』
(10.21)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69803
8. 幼兒教育學系舉辦職場接軌研習
(10.13)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69049
9.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舉辦「漫遊諸羅文化體驗營」
(10.30-11.7)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08&d
ocid=101327653

◆ 環球科技大學
1. 2010 環球國際週
2. 「尊重智慧財產權」四格漫畫

研發訊息分享(計畫申請訊息、成果發表訊息等)
◆ 大同技術學院
1. 本校於 99 年 10 月 2 日舉辦，99 年度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
源管理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示範觀摩會。
2. 本校餐飲管理系與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共同舉辦 2010 年 Mozart 莫札特巧
克力酒研討會,時間： 2010 年 12 月 10 日(週五)

◆ 大葉大學
1. 99 年 11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於本校行政大樓 3 樓會議室舉行「大葉
大學與為升企業產學合作交流意願書簽署活動。
2. 99 學年度大葉大學教師近期(99/10/1~99/11/10)專業技能競賽得獎一覽表

◆ 中州技術學院
1. 本校將於明、後年舉辦「第 15、16 屆ＴＤＫ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
競賽」，競賽主題為「機器人百果山運動會」
2. 由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所做的世界大學網路排名調查，本校躍進為全國技
專校院第 32 名
3. 本校以｢教學卓越、術德兼備｣及｢創新發展、教研相長｣兩大主軸參與教卓計
畫聯合成果展，展區現高人氣
4. 生技系「中州 Pioneer 1 號 簡易微生物培養槽」獲選參加「2010 年台北國際
發明暨技術交易展－教育部館」展出
5. 本校電機工程系康有評助理教授以「High Efficiency Translation to Rotational
Motion Strength Saving Mechanism」作品參加「2010 國際創新發明大會」的
海報競賽，榮獲銀牌獎

◆ 吳鳳科技大學
1. 吳鳳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暨嘉友電子 2011 年產品發表會

◆ 明道大學
1. 「太陽能人工浮島」，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國立虎尾科技大
學，獲優等獎（明道大學專利）。
2. 「可除臭的馬桶」
，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獲優等獎。
3. 「感光溫變色之馬賽克、面磚」
，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國立虎
尾科技大學，獲優等獎。

4. 「風能浮氣式安全帽」
，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國立虎尾科技大
學，獲佳作獎（明道大學專利）。
5. 「太陽能小型動力自走式微氣泡增氧裝置」
，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
會，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獲佳作獎。
6. 「可收納之組合式生態圍籬及其圍籬組件」
，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
會，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獲佳作獎。
7. 「水岸兩棲廊道生態工程裝置」
，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國立虎
尾科技大學，獲佳作獎（明道大學專利）。
8. 「濕式除臭除塵過濾口罩」
，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國立虎尾科
技大學，獲佳作獎。
9. 「感應烘腳機」
，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獲
佳作獎。
10. 明道之光！2010 國際創新發明大會金牌得主

◆ 南華大學
1. 南華大學出版所與工研院合作成立聯盟
2. 資管系研發個人行動導覽系統

◆ 建國科技大學
1.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成果展學界科技關懷計畫的尖兵～建國科技
大學成果豐碩
2. 本校通過ISO 27001 國際資安認證

◆ 中正大學
1. 各類計畫徵求訊息，由此進入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運動管理學系於 11 月 1 日上午 10 時假嘉義校區辦理 99 學年度運動管理
實務實習成果展。

◆ 雲林科技大學
1.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產學研發成果發表訊息如下：
11.16 ~ 11.21：產學研發成果展－產學展新意 YunTech 創高峰
參考網址：

http://as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00&
Itemid=547&from=News

◆ 嘉義大學
1. TAF認可嘉大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中心食品檢驗組為合格認證實驗室

◆
1.
2.
3.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就業學程訊息，由此進入
國科會專案計畫，由此進入
其他計畫案，由此進入

◆ 環球科技大學
1. 2010 台越技職教育國際產學合作策略論壇
2. 2010 中區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大論壇暨研發成果展

推廣訊息(各校開班、訓練課程訊息)
◆
1.
2.
3.

大葉大學
管理學院碩士學分班-管理專題研討 3 學分－11 月初開課。
設計學院碩士學分班-中國書畫藝術專題 3 學分－預計 12 月 12 日開課。
設計學院學士學分班-西洋藝術史 2 學分－預計 1 月 8 日開課。

◆ 中州技術學院
1. 100 年度食品檢驗分析丙級技術士術科輔導班，開始招生~

◆ 吳鳳科技大學
1. 吳鳳技術學院推廣教育中心近期開設下列課程：
安全產業人才訓練班：99 年 11 月 10 日報名截止，本課程為 99 年度失業者
職前訓練課程【勞委會補助 80%~100%】
上有其他相關課程資訊可供參考，歡迎參訪吳鳳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網
址：http://www.wfc.edu.tw/group_popularize/
或撥洽詢專線 05-2267125 轉 21941 由專人為您解答

◆
1.
2.
3.
4.

明道大學
"最夯的國際證照：MTA國際認證"
人文學院院長盃「中、英、日作文比賽」開始評選嘍!
華語師資進階班說明會，學生分享實習成果
生物動力農法研討會暨國際有機驗證稽核員訓練課程

◆ 南華大學
1. 民雄稽徵所感謝南華學生協助報稅
2. 南華大學千位師生服務學習

◆ 建國科技大學
1. 本校 99 年第 3 期超值課程現正開放報名中～

◆ 中正大學
1. 研究方法－
質性資料分析方法—主題分析法實務第 16 期
結構方程模式『SEM』與系統動力學之運用第 2 期

報名專線： 05-2722030

網址：lll.adm.ccu.edu.tw

◆ 臺灣體育學院
1. 100 學年度運動管理學系碩士班甄試開始囉，於民國 99 年 11 月 15 日(星期一)
起至 11 月 19 日(星期五)止受理報名，一律採通訊報名（郵戳為憑）
。報名表
格請至 www.ntcpe.edu.tw 下載填寫。甄試日期為 99 年 12 月 11 日（星期六）
。
預計招收一般生 2 名，及運動績優生 2 名。

◆ 虎尾科技大學
1. 本校獲教育部通過核定為雲林縣「樂齡大學」辦理學校

◆ 雲林科技大學
1.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班課程訊息

◆ 嘉義大學
1. 嘉義大學樂齡學習班 歡迎銀髮族報名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推廣部開班訊息http://cee.toko.edu.tw/
陶砭養生禪(99-10~11-05)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1022
人氣點心創意班(99-10-18~99-11-19)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1019
環保手工皂創業班(99-10-18~99-11-19)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1018
2. 校本部
稻江承辦嘉義縣社區大學，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http://cycc.cyc.edu.tw/

◆
1.
2.
3.

環球科技大學
【A2 舉辦卓越教學工作坊】千變萬化的PowerPoint
環球科技大學ESP Cafe課程開課囉!
【D3 協助教師發展多元教材】..數位內容，只要「1、2、3」就是這麼簡單
─串流大師實務研習
4. < D5 建置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平台>【用創意打造你的部落格】

人物訊息(各校是否有老師或學生等風雲人物介紹)
◆ 大同技術學院
1. 本校企業管理系 97 年畢業系友林芸汝，獲職訓局最佳服務獎。
2. 本校多媒體設計系助理教授陳怡潔老師將在 2010 年 11 月 6 日~2010 年 12 月
1 日舉辦個展『關鍵影格』。
3. 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高從晏教授將在 2010/11/12(五)~2011/01/07(五)舉辦『數
位山水畫展』。
4. 本校餐飲管理系同學參加第 2 屆『馬偕盃全國有機輕食大賽』榮獲 3 金 1 銅
創意菜餚組(帶隊教師-蔡安鎮老師)---(1)郭雅惠-金牌 (2)林孟呈-銅牌
烘焙點心組(帶隊老師-王穎愷老師)---(1)蕭文賢-金牌 (2)徐筱琪-金牌

◆ 大葉大學
1.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張舜長老師及林保超同學研發實力展神威，分獲 2010
國際發明獎金牌暨國家發明創作獎銀牌殊榮。
2. 環境工程學系李清華老師開發廢棄 LCD 處理新技術年創三億元回收產值，再
度獲得 2010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競賽頒發銀牌獎項。
3.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何文福老師指導大四陳建佑、呂芳慶同學榮獲德國紅點
設計概念獎，台灣輕金屬創意揚威國際，開創非設計領域專才得獎先河。相
關資訊。
4. 本校壘球隊榮獲 99 年第 8 屆總統盃慢速壘球錦標賽全國總決賽大專男女混合
組冠軍暨達成三連霸任務。
5. 本校運管系陳永輝同學及陳永焜同學，榮獲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金牌及銅
牌。
6. 本校第四屆傑出校友計 6 名及優秀校友 4 名，名單及具體事蹟。

◆ 中州技術學院
1. 本校視訊傳播系陳宏銘老師所拍攝製作的「阿嬤的古厝」紀錄片，榮獲「99
年度全國中小學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暨優良教育影片作品徵集」優良影片
獎
2. 本校推展體育不遺餘力，榮獲「99 年度教育部獎勵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
之績優學校大專組獎
3. 校友柯富騰榮獲 99 年度敬軍模範，於軍人節慶祝活動中接受馬英九總統公開
頒獎表揚
◆ 明道大學
1. 湯振鶴董事長親率明道招生團隊，出動囉！
2. 彩韻墨緣~謝美玲書畫展

◆
1.
2.
3.
4.

南華大學
巴紐外交官員前來南華大學唸碩士
日本山口修教授受聘南華大學民族音樂學系教授
去美國卅年的蔣欣怡 返鄉前來南華探生死
南華大學新生獲高額入學獎學金

◆ 建國科技大學
1. ＜建國之光＞本校發明五虎將參加 2010 國際創新發明大會榮獲 2 金 1 銀 1
銅
2. ＜建國之光＞商設系馮文君老師榮獲最高榮譽「IF傳達設計獎」
3. ＜建國學子之光＞空設系學生參加「高雄聚焦型場域整建維護創意競賽」榮
獲特優
4. ＜建國學子之光＞2010 健康促進動畫徵選活動，本校數媒系 10 位同學分別
拿下 2D/3D動畫組銅獎與佳作

◆ 中正大學
1. 資工系教授郭峻因 榮獲「99 年度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2. 法律研究所洪詩倩 「寫真講古」以「彩虹橋的流金歲月」奪冠
3. 跨出你的界線 中正國際志工在柬埔寨LOVE出新國家
4. 中正定向越野麻辣師 運競系陳俊民老師獲體育績優個人「活動奉獻獎」
5. 提昇國際觀 全民拼外交 中正戰略所林芳慧外交論文獲獎
6. 抽象代數輕鬆學 余文卿、張守德教授新書發表會
7. 天使望故鄉－從社運脈絡看陳俊志的同志三部曲
8. 從好萊塢電影出發 由孫隆基教授為您剖析美國 20 世紀「殺母」文化
9. 新兵報到 中正闖關行透透 肌萎生林宏禮樂當新生代表
10. 創意魔法師曾光華 暢談教科書寫作樂趣

◆ 虎尾科技大學
1. 本校參加第六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榮獲雙料
冠軍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97
2. 飛機系學生見義勇為救助女機車騎士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96
3. 本校機械設計系陳家偉同學參加第十二屆全國創新機構設計比賽榮獲銀牌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95
4. 本校參加 2010 第六屆數位訊號處理創思設計競賽榮獲第二名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94

5. 本校參加第三屆上銀智慧機器手競賽榮獲優勝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93
6. 本校參加 99 年智慧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榮獲亞軍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92
7. 本校參加 2010 德國紐倫堡國際發明展抱回一金一銀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90
8. 本校參加 2010 世界盃太極拳錦標賽榮獲男子金牌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88
9. 多媒體設計系李國榮同學榮獲第 40 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 41 屆國際技能競賽
國手選拔賽銀牌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86
10. 本校參加「2010 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榮獲 8 金、1 銀、6 銅佳績
http://www.nfu.edu.tw/news2/news.php?Sn=187

◆ 雲林科技大學
1. 國立雲林科大學勇奪 62 屆德國紐倫堡國際發明展 1 金 1 銀 2 銅

◆ 嘉義大學
1. 本校電機工程系謝宏毅助理教授參加虎科大舉辦「太陽能與綠色科技研發成
果發表會」，成果優異。
2. 國立嘉義大學管理學院行銷與運籌研究所董維副教授榮獲信義文化基金會
「第六屆企業倫理教育紮根計畫」企業倫理教師。
3. 嘉大農藝系系友會會員大會 頒贈獎學金嘉惠年輕學子
4. 師資培育中心獲教育部「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

◆ 彰化師範大學
1. 台鐵百年一見女司機員邱千芳，彰師校慶回娘家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旅系師生赴韓參加大韓長今盃國際飲食養生大賽，打敗 10 多國 170 多隊，勇
奪七面金牌(10.13-10.19)
http://news.chinatimes.com/society/0,5247,11050303x112010102800447,00.html
2. 稻江餐旅系呂哲維老師受邀平埔族公廨教授傳統美食的研發(11.2)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5/5945532.shtml
3. 稻江動遊系應屆畢業生吳克祥成為「索尼育成中心」高雄駁二特區第一批進
駐的工程師(10.21)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6/5923464.shtml
4. 稻江餐旅系劉瑋如同學被系上師生譽為擅長拿金牌的「金牌仔」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70795

◆ 環球科技大學
1. 本校商品設計系蔡佳君、李婕伶、林雅惠、陳欣瑜及丘妍妍等同學獲得「2010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產品設計類」銅獎。
2. 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孫維晟、易家巂、王怡雯、陳珮宜等同學作品「討艷」
動畫作品入圍「26 屆德國柏林國際短片影展國際競賽片類獎項」。
3. 本校商品設計系包軒銘、王世權、李沿錚、卓益誠等同學獲得「2010 運動科
技創新設計獎」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