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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典範　榮耀臺灣

為鼓勵技職校院師生踴躍參與國際性技藝能競賽，爭取榮譽，本部自 94 年起設置技職

校院最高榮譽—「技職之光」。獎項分為「競賽卓越獎」及「技職傑出獎」二類，競賽卓

越獎主要是肯定在國際競賽表現優異的技職校院師生；技職傑出獎則是表揚在國際創新發

明及專業證照等領域具有傑出表現的學生。本獎項迄今已邁入第 11 年，回首過去，感謝技

職院校師生參與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及其對技職教育的貢獻與付出，103 學年度各校至

《技職風雲榜》登錄資料總計達 2,809 筆，其中符合遴選資格 188 筆，本（104）年共有 23

組獲獎、合計 33 人獲得此殊榮。

技職教育的目的，不僅在知識傳遞，更希望務實致用，讓學子能將抽象創意，轉為具

象的創作，將價值轉為產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政策，與技職教育方向，都以推動適

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性向與興趣，做好投入未來相關社會職場準備為重心。同時也

提供多元進路，以發展學生多元智能，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路。

　　技職之光選出參與國際競賽，包含工業設計、商業設計、餐飲、美容等競賽獲獎豐碩

的師生，以及在技職成長過程中，創造發明、專利及考取專業證照印證學習成果的方式，

可顯示出技職教育在各方面努力的卓越成果，對於未來也將持續普及並深耕全人教育、提

升技專校院教學品質等，希望培育務實致用專業人才。

本部將持續透過「技職之光」選拔，褒揚傑出表現之技職師生，鼓勵更多學生取得專

業證照及踴躍參加國際競賽，站上國際發光發熱，學子能依個人興趣、性向與才能適性學

習發展。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勉勵技職教育夥伴不斷創新與精進，臺灣技職教育邁

向另一個新的高峰。

教育部部長  吳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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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類

美容家政類

推薦學校

推薦學校

得獎者

得獎者

競賽名稱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榮獲獎項

頁碼

頁碼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碩士班

萬能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馬彗娟

程彥彰 

李胤愷 

王志皓

徐邱翊

iF concept award 2015

2014 年 SPC JAPAN 全
日本理美容選手大會

2015 韓 國 IBEA 國 際 美
容大會

2015 OMC 亞洲盃
馬來西亞國際公開賽

2014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
意競賽

2015 UAPP 亞洲專業攝影
聯盟新娘整體造型競賽

telecommunication

Make ＆ Boutique
( メイク&ブティック ) 組

國際組

美容類全場

時尚彩妝組

時尚新娘晚宴髮型組

時尚晚宴造型現場組

創意晚宴化妝組

全場

Bride make-up
新娘化妝

FASHION SHOW MAKE UP 
舞台妝

Bride style 韓式新娘髮型

Ladies Bridal Make-up

Ladies Aesthetics

Ladies Stage Make-up

AWARD WINNER
(EUR 3,750)

金牌

金牌

金牌

金牌

金牌

金牌

銀牌

第一名

第一名

總冠軍 

總冠軍 

冠軍 

冠軍 

冠亞軍

競賽卓越獎得獎名單 (學生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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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設計類

餐飲廚藝類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推薦學校

推薦學校

推薦學校

得獎者

得獎者

得獎者

競賽名稱

競賽名稱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榮獲獎項

榮獲獎項

頁碼

頁碼

頁碼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學士班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西餐廚藝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係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林美秀

嚴上虹

吳昭蓉

洪權宏

姚嘉昇

蘇學羿

陳詩婷

顧勝偉

阮培皓

陳仁傑

陳以琳

蕭珮如

閻青攸

楊巧微

林佑珊

Red Dot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5

2014 盧森堡世界

烹飪大賽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2015 香港國際美

食大獎

Red Dot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5

Red Dot Award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5

Editorial & 
Corporate Publishing

藝術類組

工業電子

門窗木工

服裝創作

西餐烹調

冷凍空調

蔬果雕刻

Poster

Corporate-Desingn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金牌

金牌

金牌

金牌

金牌

金牌

金牌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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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得獎名單（教師組）

推薦學校 得獎者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頁碼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施盈廷 2015 Prix de le Photographie 
Paris(PX3) Professional Nature-
Trees Category First Prize

2014 BigPicture Natural World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Art 
of Nature Category First Place 
Prize

Internat ional  Color  Awards 
Professional Nature Category 
First Prize 2014

2014 The Zebra Awards Professional 
Abstract and Contemporary
Category First Prize

專業組自然 -樹木

成人組自然藝術類

專業組自然類

專業組抽像及當代類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Wonderland

技職傑出獎得獎名單發明獎達人

推薦學校 得獎者 競賽名稱 參賽組別 榮獲獎項 頁碼

高雄市私立中山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

陳羿霖

張恩齊

謝丹婷

熱感應技術結合影像處

理實現電路輸出印製機

具雲端監控功能之垃圾

收集箱

高效能環保指甲彩繪設

備

感測排泄物之尿布

第 43 屆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

第 43 屆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

第 26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金牌獎

金牌獎

金牌獎、

伊朗特別獎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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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達人 (高職組 )

證照達人 (技專校院組 )

推薦學校 得獎者 發照單位 檢定項目 /等級

推薦學校 得獎者 發照單位 檢定項目 /等級 頁碼

頁碼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機械修護科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資訊科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教育研究所

王家慶

謝孟宸

劉俊良

勞動部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勞動部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經濟部

勞動部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華廈訓評有限公司

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

展協會 -CEO 國際認

證中心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茶道解說員乙級

AH&LA 美國飯店業協會

國際證照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City & Guilds)

餐 旅 服 務 業 部 門 訓 練 師 (Hospitality Department 
Trainer)

Level 2 Award-Professional Bartending(Cocktails)
(Chinese)

International Award
Barista Skills(Chinese)

機械加工乙級、氣壓丙級、車床丙級

數位電子乙級、電腦硬體裝修乙級、室內配線 ( 屋

內線路裝修 )乙級、網路架設丙級、工業電子丙級、

工業配線丙級、自來水管配管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丙級、門市服務丙級、重機械操作 (鏟裝機 )丙級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乙級

中餐烹調 ( 素食 ) 乙級、中餐烹調 ( 葷食 ) 乙級、中

式麵食加工 ( 酥油皮、糕漿皮類 ) 乙級、中餐烹調丙

級、中式米食加工 ( 熟粉、一般膨發類 ) 丙級、中式

米食加工(米粒類、米漿型)丙級、中式米食加工(米

粒類、一般漿團)丙級、肉製品加工(調理類)丙級、

肉製品加工 ( 乳化類 ) 丙級、烘焙食品 ( 西點蛋糕 )

丙級、烘焙食品(麵包)丙級、烘焙食品(餅乾)丙級、

西餐烹調丙級、餐旅服務丙級、飲料調製丙級

觀光餐旅行銷管理 - 管理師專業級 / 甲級、觀光餐旅

服務管理-管理師專業級/甲級、觀光餐旅數位行銷-

管理師專業級 /甲級、觀光餐旅經營管理 - 管理師專

業級 /甲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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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學校 得獎者 發照單位 檢定項目 /等級 頁碼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所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陳冠廷

黃雅琦

戴睿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勞動部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ETS

財團法人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OS)

Global Standard 3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第一級 233 分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

Office Word 2007 合格

Office Excel 2007 合格

Office PowerPoint 2007 合格

勞動部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CERTiPORT-IC3
計算機綜合能力

全球國際認證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IC3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甲級、空氣汙染防治專責

人員甲級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水質檢驗 )乙級

TOEIC 多益測驗 990 分

TOEFL ITP 測驗 547 分

TOEFL IBT 測驗 100 分

工業配線乙級、室內配線 (屋內線路裝修 )乙級

、升降機裝修乙級、機械停車設備裝修乙級、農

田灌溉排水 ( 設施維護管理機電項 ) 丙級、特定

瓦斯器具裝修丙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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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學校 得獎者 發照單位 檢定項目 /等級 頁碼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黃俊融

張暄

勞動部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經濟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台灣金融研訓院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

業公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業務員

自來水管配管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 機電

設備 ) 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 管渠系統乙

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 水質檢驗 ) 乙級、室

內配線乙級、變壓器裝修乙級、冷凍空調裝修丙

級、重機械修護 ( 引擎 ) 丙級、汽車車體鈑金丙

級、工業儀器丙級、農田灌溉排水 ( 設施維護管

理機電項 ) 丙級、農田灌溉排水 ( 管路灌溉 ) 丙

級、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配管丙級、電器修護丙

級、工業配線丙級、汽車修護丙級、機器腳踏車

修護丙級、氣壓丙級、工業用管配管丙級、氣體

燃料導管配管丙級、用電設備檢驗丙級、變電設

備裝修丙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丙級、網路架設

丙級、室內配線 ( 屋內線路裝修 ) 丙級、業電子

丙級、建築塗裝丙級、機械加工丙級、自來水管

配管 (自來水管 )丙級

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操作丙級、自來水事業技術

人員丙級、自來水管承裝技工、氣體燃料導管裝

管技工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丙級

理財規劃人員、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債權委外

催收人員、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 一般金

融 )、初階授信人員

人身保險業務員

信託業業務人員

企業內部控制、股務人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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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學校 得獎者 發照單位 檢定項目 /等級 頁碼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古文旻

Microsoft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OS)

ETS

Office PowerPonit  2010、Office Outlook  
2010、Office Word  2010Expert、Office 
Excel  2010Expert、Microsoft Office 2010
大師級認證 MASTER

TOEIC 多益測驗 935 分

證券商業務人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古文旻同學參與 2014 德國紅點設

計概念獎榮獲 AWARD WINNER。除工業設計外，

亦對花藝設計非常擅長，2014 年參與「愛與芬芳臺

北國際花藝設計大展」榮獲冠軍。古同學亦曾擔任

44 屆、45 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培訓教練、44 屆全

國技能競賽分區賽花藝職類裁判與 45 屆全國技能競

賽分區賽裁判，現任全國技能競賽花藝職類副裁判

長。

總合表現及其他傑出事蹟

推薦學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得獎者 傑出事蹟 頁碼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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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工業設計類

馬彗娟、程彥彰
李胤愷、王志皓

推薦學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鄭金典、張文智

作品名稱：Blind Guider
得獎競賽：iF concept award 2015

telecommunication    AWARD   WINNER
獲得獎金 3,750 歐元

能夠從上萬件優秀的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感謝評審們對我們作品的肯定。從

沒想過會獲獎，我們就單單只是盡自己的本分，把自己份內的事做好，所以當接到獲全球前八名通知時，

情緒激動地大哭起來，不敢相信會是自己，或許是過去失敗多次，所以收到消息時才會喜極而泣，感謝上

帝給了這麼棒的禮物。但我們警惕自己獲獎並不是告一個段落，而是開始下一個章節，我們將會繼續努力，

讓我們的想法被實踐。

Bl ind  Gu ider是我們碩一時的作品，兩年多來歷經數次失敗，但我們不氣餒，一次一次的修改，終於

在今年獲得前八名的殊榮。我們堅信只要努力，就會有收獲，也相信著「你怎麼對待你的作品，你的作品

會怎麼回報你」，所以我們不放棄。

在一次遛狗時，狗兒驚嚇到視障者，使得視障者迷失了方向而驚慌失措，我們無法想像看不見的世界

到底要怎麼過，所以我們更應該想辦法幫助視障同胞，讓他們至少不用擔心迷路的問題，Blind Guider

就是這樣產生的，我們覺得身為設計師應該要設法透過設計的方式，幫助需要被幫助的人們，來對社會做

有意義的事。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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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美容家政類

徐邱翊

2014 年 SPC JAPAN 全日本理美容選手大會
Make ＆ Boutique( メイク & ブティック ) 組 - 金牌、國際組 - 總冠軍 、
2015 韓國 IBEA 國際美容大會 Bride make-up 新娘化妝 - 金牌、
FASHION SHOW MAKE UP 舞台妝金牌、Bride style 韓式新娘髮型 - 金牌、
美容類全場 - 總冠軍、2015 OMC 亞洲盃馬來西亞國際公開賽 Ladies Bridal 

Make-up - 金牌、Ladies Aesthetics- 金牌、Ladies Stage Make-up- 銀牌、
2014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時尚彩妝組 -第一名、時尚新娘晚宴髮型組
- 第一名、2015 UAPP 亞洲專業攝影聯盟新娘整體造型競賽時尚晚宴造型現
場組 - 冠軍、創意晚宴化妝組 - 冠軍、全場 - 總亞軍

推薦學校：萬能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林明惠

得獎競賽：

感謝教育部的肯定，讓我能有這個榮幸得到技職之光的殊榮，兩年前我的指導老師林明惠榮獲了第九

屆的教師組技職之光，在當下我告訴自己也要努力拿到學生組的獎項，於是在這一年中，不斷的練習再練

習，我參加許多的國際競賽，深刻體會「惟有付出才能得到肯定」這句話的真諦。感謝我的父母願意支持

我走上美容的行業，還有萬能科技大學妝品系的大力支持及林明惠老師的細心栽培，謝謝你們！因為有你

們的協助及鼓勵才能成就今天的我。

透過競賽的淬鍊，激發我的創作及實作能力，讓我在創作的表達上更加活躍，也讓我更有勇氣的面對

下一場的挑戰。這一年的國際競賽作品中以 2015 OMC亞洲盃馬來西亞國際公開賽，獲得國內外朋友最多

的掌聲，有新娘妝「冰清玉潔」，舞台妝「青鳳于飛」兩個作品，其中青鳳于飛創作以紅綠強烈的對比色

去做整體設計呈現，以特殊布料加入新的設計元素，雕花蕾絲局部縷空，讓曲線更為突出，西方造型融入

中國元素，呈現出中國鳳凰以高貴姿態的樣貌，給人有種不一樣的視覺新感受。

當競賽單位宣布我獲得金牌時，感動的淚水瞬時奪眶而出，上台授獎那一刻，心中充滿了激動與感謝，

能夠為「臺灣」、為「校」爭光是我最大的榮耀！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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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商業設計類

林美秀、嚴上虹
吳昭蓉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Red Dot Award:Communication Design 
2015 
Editorial & Corporate Publishing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推薦學校：樹德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楊裕隆

作品名稱：尋鹿 seek sika
得獎競賽：

一路走來很辛苦，從開始無中生有到現在得國際大獎過程中，有沒日沒夜的趕作品、布展、四處展覽、

各大小比賽，各方批評與指教，也很感謝當初校內展與其他展覽期間，其他同學不分彼此互助合作，這一

年多的時間中我們也成長滿多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同學互相合作與廠商間的接洽等，雖然過程辛苦無

奈沉重的壓力及負擔讓大家身心俱疲，但最終圓滿結束，感謝樹德科大給予我們的資源幫助，謝謝楊裕隆

主任的支持鼓勵，尋鹿團隊感謝大家。

梅花鹿是臺灣最早被掠奪的資源，此作品運用梅花鹿的興衰來引導出臺灣歷史的七個時期，分別是先

住民時期、荷據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民國時期及現今。另外此作品以插畫呈現每一時

期的梅花鹿處境、歷史風俗民情、傳說故事、當代建築及地貌演變。

藉由中國傳統書籍裝幀的手法製作，並運用其便於檢閱及逐頁展現演化的特質，訴說人類與生態之間

的衝突與和解過程，希望帶給讀者更深刻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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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傑、陳以琳
蕭珮如

Red Dot Award:Communication Design 
2015 
Poster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推薦學校：樹德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陳慶鴻

作品名稱：寶島 Life show
得獎競賽：

競賽卓越獎／商業設計類

作品從去年到今年一年來的專題「寶島 L i fe  Show」延伸出來，一路上幫助我們的人很多，也有幫不

上忙但也堅持陪伴我們的夥伴。從一開始資料蒐集接受我們訪問的舞台車相關業者，家人的支持與經費上

的支柱，視傳系 104級同學不分你我的陪伴，組員沒日沒夜努力創作，還有指導老師與系上老師給予指導

與建議才有這樣的作品。

當然更要感謝讓我們作品躍上國際的樹德科大與視傳系支持，不然作品再好也沒這次機會露臉。這一

年，有些不如意，但也因此學到很多，最後成果也是好的。希望一路上幫忙的人，都有獲得更多經驗，對

自己未來人生更有幫助，謝謝大家。

臺灣獨特的文化產業 -舞台車，在臺灣傳統節慶 (婚、喪、喜、慶 )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將四個主題結

合相對應的臺灣傳統代表性符號，重新設計轉化成海報。此外，海報上的雷射貼紙及特有顏色用來強調舞

台車在夜晚是光鮮亮麗而且吸引人的特性。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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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商業設計類

閻青攸、楊巧微
林佑珊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Red Dot Award:Communication Design 
2015 
Corporate-Design
red dot: best of the best

推薦學校：嶺東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涂以仁、宋思明

作品名稱：PURE
得獎競賽：

當我們得知作品得到被譽為「設計界的奧斯卡」獎的那一刻，我們都覺得好像在作夢，這一路來剛開

始的不被看好，遇過種種挫折與成長到現在還歷歷在目，最感謝涂以仁老師，在我們最谷底幾度要放棄的

時候，選擇不放棄我們，反而身兼心靈導師，給予我們鼓勵與方向，讓我們完成了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作

品，還有感謝這過程中，一路幫助我們的朋友，沒有你們，就沒有今天的我們，謝謝大家 !

此次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企業識別類」最佳獎的「粹」是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第 15屆畢業

展的形象小組，引用天工開物一書「撥精而擇粹」的概念，強調回歸設計最純粹的初衷。繳交德國紅點設

計獎比賽的過程，最困難的就是如何透過攝影來呈現作品，因為用了許多透明的特殊材質來作呈現。

而我們的創作理念是：因為用「粹」作為我們大學四年畢業成果展的主題，是因為當一件成品的誕生

是必須經過長期的磨練，我們從純粹的設計思維到創意作品的淬鍊成果，引用天工開物這本書的一句話：

「播精而擇粹」．去蕪存菁，回到事物一切的本質，用以萬物最自然的光影線條變化，來透視我們設計最

深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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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權宏

2014 盧森堡世界烹飪大賽　

藝術類組　金牌

2015 香港國際美食大獎　

蔬果雕刻　金牌

推薦學校：弘光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吳松濂、許凱敦

得獎競賽：

競賽卓越獎／餐旅廚藝類

蔬果雕刻這門藝術由哥哥洪振豪帶領進門的，而另一個身分也是我的師父，若沒有他，或許就沒有今

天的成績。

自從高中就讀餐飲科至今，一路走來有許多貴人及恩師的幫忙與指導，剛開始成績並不好，但經由恩

師吳松濂及許凱敦老師的指點，一步一腳印，過程中真的很辛苦，我每天都秉持「今天的成果就是昨天的

努力，不能被一點小事情就打敗了」。

家人對我也都非常支持與鼓勵，明知廚師這個行業很辛苦，但仍一直為我打氣，爸爸也曾對我說：「做

人就不要怕辛苦」，這句話讓我銘記於心。非常感恩一切，更感謝弘光科技大學，讓我「弘揚國際，光榮

回國」。

準備比賽的過程中常常都沒有睡覺，更曾有三天沒有闔過眼，反反覆覆長達了兩個多月之久，為了只

是完成一件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作品！練習中也很常劃傷自己的手，有一次太累了從早上十點多刻到隔天

的清晨七點鐘，在那過程中不慎手滑導致大腿受傷，幸好有同學協助包紮，不過這一點小傷是擊不退我對

果雕的熱忱之火的！兩個月內的時間，有朋友的鼓勵還有師長的勉勵，更重要的是來家人的支持，才是使

我一直大步邁向藝術之路的動力。謝謝吳松濂老師讓我有這機會為國爭光，讓全世界都看見臺灣，一個閃

耀的國家。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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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姚嘉昇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工業電子　金牌

推薦學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林淵翔

得獎競賽：

從高二踏上選手之路之後，就知道自己未來的路與其他同年紀的同學們不一樣。國際技能競賽國手的

訓練時間，每天長達 12小時。除了自己不能怠懈外，也是因為有臺科大林裁判長、彰師附工林主任與蔡老

師、歷屆國手學長的教導及訓練與鼓勵，才能有今天這番成就。雖然訓練期間常常被老師及學長挑出許多

毛病，但也因他們的細心與耐心，才能讓我在競爭非常激烈的國際技能競賽中脫穎而出。在頒獎典禮上接

受金牌表揚的那一刻，終於卸下長年累積的壓力，之前的努力沒有白費，也為國家獲得好成績。   

從就讀彰師附工電子科二年級開始踏上選手之路，參加工科賽，再參加全國賽，最後國手選拔賽順利

獲得參加國際技能競賽資格。在競爭激烈的國際技能競賽前必須規劃競賽時的工作安排，掌握賽事節奏。

而競賽中，只要對題目一有疑惑，就要馬上詢問裁判直到自己完全理解為止，千萬不能來不及做完又做錯。

雖在第三天應賽時，因粗心而在「組裝」項目上配線失誤，但仍用最快的時間回穩下來，用心仔細分析題

目，在第四天最後一戰「錯誤檢修與量測」中，拉回分數。終於在閉幕與頒獎典禮上，接受金牌接受對自

己技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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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學羿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門窗木工　金牌

推薦學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賈大慶、陳建男

得獎競賽：

競賽卓越獎／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前陣子遇到我國中同學，他說：你國中時期沒什麼上進心，竟然會想要用比賽上大學。對 !這就是那

時沒有目標、沒有方向的我，但是人生不斷的在變化，你永遠不知道明天等著你的是什麼，所以只要一找

到我的長處，我就加倍努力，不放棄任何一次能改變我未來的機會。

我想現在沒有目標、無所事事又不愛讀書的人應該也不少，但是千萬別因為不讀書，就自我放棄，只

要肯吃苦肯努力，學會一技之長，有一天你也能讓大家為你鼓掌，為你下巴脫臼的。

這次得獎，非常感謝我的裁判長賈大慶、指導老師陳建男及歷屆學長的指導，和一路支持給予鼓勵的

老師、同學、朋友及戰友們，最後當然要感謝我的父母，雖然出生在書香世家，姐姐也很會讀書，卻從不

放棄的我，依然用鼓勵的方式，希望有天我能找到自己的方向，我想這也是我一直沒放棄那個頹廢的我，

依然保有希望的最大原因吧 !

我父親本身是木工相關的老師，國中時常跟著爸爸到跳蚤市場找尋木工工具整修並收藏，從此對木工

產生興趣，高工一年級報名相關競賽，每天放學就是不斷練習至近十點，雖然很累！但是樂在其中，二年

級首次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家具木工類，在老師與學長的帶領及努力不懈，榮獲全國第二，三年級轉換參加

門窗木工類，雖然在練習時不幸被刀具割傷，還好立即接受顯微手術，就算手帶著固定板上場比賽，依然

堅持到底不放棄，如願拿下南區初賽金牌，也順利的摘下全國賽金牌並取得國手資格。

 接受國手訓練過程極為艱辛，因比賽經驗不足的我，訓練師花了相當多的精神與心力，為了造就我

成為國際水準的選手，也請學長指導分享，學習如加工順序、工法、加強工業安全知識與習慣動作、比賽

經驗及克服緊張方式等。就算在訓練過程不如預期目標，但在這一年不斷努力奮鬥及前輩指導之下，終於

拿下臺灣睽違 18年的「第 43屆國際技能競賽」門窗木工職類金牌。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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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陳詩婷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服裝創作　金牌

推薦學校：實踐大學

指導老師：林玫英

得獎競賽：

經過國際技能競賽，明白所學該如何靈活運用，是靠平常經驗累積。競賽時，保持平常心，放下勝負，

相信自己，永不放棄，才能真正享受這難得的競賽。不只是名次的競爭，選手之間也有互動及切磋琢磨，

並在過程學到新知識，選手互相分享的同時也變成朋友。相信不論有沒有獲獎，都收穫良多。而我能有此

佳績，要感謝支撐著我的團隊，不論是心靈或實質層次，他們都是我最重要的能量來源。父母家人，嘉義

家職的每一位老師及職員，實踐大學的老師、揚名新娘禮服公司及卓榮實業公司，勞動部國手培訓小組，

朋友、同學、學長姊及學弟妹等。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成功不是自己厲害，也不是自己單打獨鬥就能辦到。

而是我身邊有這麼多人的愛護與支持。所獲得的一切都是得來不易，因此更加珍惜。也希望這樣的力量能

夠傳承。

Wor ld  Sk i l l s，服裝創作職類試題有 5個模組，有 3題是比賽現場才揭曉的神祕題。選手必須能夠設

計、繪圖、打版（平面打版與立體裁剪）、製作及造型，要通曉流行趨勢、市場定位、色彩與材料特性及

商品企劃流程等，幾乎是全能要求。評分細目 106項、每項最低 0.2分最高 2分，設計美感占分比 50%、

製作技術精緻度 50%，是目前服飾類別最困難的比賽。然而，就在 4天 22小時內現場製作決定成敗與否這

樣的壓力該如何調適，也是競賽的一種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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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勝偉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西餐烹調　金牌

推薦學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指導老師：陳寬定

得獎競賽：

競賽卓越獎／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很高興這次能夠在巴西國際技能競賽中獲得評審們的喜愛與肯定，在西餐烹飪職類中，今天是歷年來

參賽國家中最多的一次，而我是在西餐烹飪職類中第一位得到金牌的選手，現在想起內心還是非常的激動，

這個練習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多麼的辛苦也要撐下去，全部的努力就只是為了要在比賽中，呈現最

好的東西，展現最好的自己，

努力到今天，有技職之光的肯定，我想感謝我的母親，從來沒有阻擋我所有的想法，一路以來一直支

持著我給予我鼓勵，及最感謝也最辛苦教導我的陳寬定老師，競賽前不斷地培育我，栽培著我，費盡心思

訓練我，並帶著我去拜拜，保佑我比賽一切順心，在競賽過程中，每晚都忙到很晚，回到飯店還要幫我開

會，提醒著我要注意的事項，總是緊張著我一切的比賽，在每一天的競賽前，都給予我鼓勵與支持，一切

的一切都感謝著老師，老師謝謝您，您辛苦了。

競賽中，不止考驗選手的技巧，還考驗著選手的應變能力及臨場反應，在前兩天的競賽中，我因為神

秘的食材及心裡的壓力導致水準比在學校練習時還低，感謝那時有老師的提醒，讓我開始轉換想法，告訴

自己我做的到，這是屬於自己的舞臺，以平常心，將自己練習時的成品完整地呈現出來，也因為這樣讓我

從原本落後的名次，在最後一天的競賽中將成績給拉回來，比賽能不能脫穎而出，最終的對手還是自己，

突破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要克服自己的恐懼，比過這麼多比賽，我覺得能夠認識到世界各地的選手，互相

交流廚藝的意見，才是比賽真正的重點。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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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卓越獎／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阮培皓

心得感言：

競賽歷程：

推薦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卓清松、林謙育

得獎競賽：

　“默默耕耘了四年，夢想終於得以實現”在四年的訓練當中，終於有幸能代表國家參加第四十三屆國

際技能競賽，並且為國家拿下第一面冷凍空調職類得金牌，現在想到公布成績的那一刻，淚水還是無法自

拔，自開賽 16年來第一面金牌得來不易，長達四年的選手生涯，為的是儲備自己的能力，第一次選拔賽當

中落敗，給自己是一個警惕，”機會是由自己把握的”是我的老師時時體醒我的話，還記得比賽的前兩天

我的表現沒有這麼理想，不過我並沒有氣餒，在最後的一個模組拿到滿分的成績，不到最後一刻不要輕言

放棄，謝謝支持我幫助我的各位，金牌真的得來不易但是沒有學校與國家的支持，也沒辦法有今天的成就，

金牌是一時的態度是一輩子的，我會用我現在的態度繼續朝著我人生的下一個夢想前進，並為臺灣冷凍空

調產業界盡一份心力

比賽期間面臨每天 6小時的長時間賽程，從銅管的加工焊接及從零件開始組裝機器，到空調機的故障

排除。超長的比賽時間，不但需要體力及專注力，更是一場高壓下的耐力賽。從剛開始比賽項目的落後，

靠著沉著冷靜、把握每個機會、堅持自己夢想的高心理素質與扎實的技術訓練；再加上一點好運，在最後

一項別國選手的失誤，讓我得以脫穎而出，摘下金牌的榮耀。

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冷凍空調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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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盈廷

2015 Prix de le Photographie Paris(PX3) Professional 
Nature-Trees Category First Prize
專業組自然 - 樹木  第一名 (作品：Pearl)

2014 BigPicture Natural World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Art 
of Nature Category First Place Prize
成人組自然藝術類   第一名  ( 作品：Pearl)

International Color Awards Professional Nature Category 
First Prize2014
專業組自然類   第一名  ( 作品：Aquarium)

2014 The Zebra Awards Professional Abstract and 
Contemporary Category First Prize
專業組抽像及當代類  Wonderland  ( 作品：Pearl)

推薦學校：中國科技大學

得獎競賽：

競賽卓越獎／教師組

雖然過去幾年已陸續在國內外獲得許多獎項，但每一年總是期望自己能夠在攝影創作上，有更好的表

現。繼去年在法國 PX3中獲得三座金獎後，今年又接連在六個不同的國際競賽中獲得金獎。我想，能夠有

這些成績，除了自身努力外，更重要的當然是來自身邊的各種支持，包含學校在過去幾年間，對我在國際

競賽上的鼓勵和獎勵，與我在攝影上教學相長的學生們，總是包容我的親友們，以及我最愛，也最愛我的

家人們，感謝他們讓我有一直向前走的力量。

自進入大學任教後，便開始教授攝影相關課程，為鼓勵學生參賽，決定以身作則。一開始，我嘗試參

與國內競賽，從 2009年到 2013年，總計在 50餘個國內競賽中獲獎，包含金獎 3座、銀獎 3座及銅獎 6座

等。後來，我希望更上一層樓，所以將目標從國內轉向國際，從 2011年迄今，已在全球 50餘個專業競賽

中獲獎，得獎作品兩百餘件，包含九件金獎。對我而言，攝影是對生活世界的開創性揭露 (a creative 

revelation of life world)，未來，我也期望能在專業、教學和學生輔導上，為攝影作出更多貢獻。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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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陳羿霖、張恩齊

心得感言：

競賽歷程：

第 43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熱感應技術結合影像處理實現電路輸出印

製機 -金牌獎

具雲端監控功能之垃圾收集箱 -金牌獎

推薦學校：高雄市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指導老師：宋由禮、楊鎮澤

得獎競賽：

進入中山工商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中山工商彷彿是開啟我唸書的那一扇窗，來到一個常規要求極

嚴的環境，讓我有全新不同的感受。中山工商的老師要求雖然嚴格，卻讓我有著一視同仁的存在感。老師

以身作則的態度，使我從內心真的服氣，或許因為如此，也改變了我對讀書的態度。在高二下學期與學長，

跟隨宋主任及楊老師代表學校到瑞士日內瓦參加「國際日內瓦發明展」，更是給我全新不同的視野與體驗。

這次的參展其實我真的抱著學習新知的心情去的，但是態度卻是認真嚴謹的，或許是這樣的態度，我與學

長都榮獲金牌凱旋而歸，領獎的剎那心情是複雜不可言喻的，這段時間的苦練學習總算是沒有白費，也沒

有辜負楊老師的辛苦教導，這一切感謝其實我都默默放在心中。我感恩中山工商對我的栽培，希望日後也

能有機會可以回饋母校。

我們製作時遇到了許多問題，為了將紙電路的功能做到符合傳統電路板的功能，我們總共花了一年多

的時間研究電路和機器的架構，而我們都利用放學後及假日的時間製作和研究。我們的產品有別傳統電路

製作必須使用印刷電路板並搭配高溫焊接過程，除了造成廢料回收困難，高溫熔接過程也容易造成燒燙傷

的危險。本產品以紙張為基底，將 LAYOUT完成的電路印製於上，可輕鬆將銅箔印製於紙上，顛覆以往的

製作模式，並可搭配導電黏膠，將元件黏貼於銅箔上，同時達到快速、安全及環保之目的，是一創新性的

小型電路印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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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丹婷

第 43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高效能環保指甲彩繪設備 -　

金牌獎、伊朗特別獎

第 26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感測排泄物之尿布 -金牌獎

推薦學校：遠東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丁永強

得獎競賽：

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在就讀大學至碩士的 6年期間參加了許多比賽，不管是發明競賽還是美容競賽，過程中其實很辛苦，

因為要邊讀書邊利用額外的時間來發想、做實驗或練習，不過在這過程可以跟老師和伙伴一起討論，其實

收穫良多。在這我很謝謝陪伴在我身邊家人、師長和朋友，他們是我成長的動力，我也很感謝學校讓我有

機會可以代表學校去參加國外還是國內的發明展，每次參賽會因為會遇到不同形形色色的人，在交流間都

會增加不少的知識，也可以切磋一下技術，這真的讓我成長不少。

進了遠東科技大學大學部 (妝管系 )至碩士班 (創新系所 )，從 2012到 2015年參加了大大小小的發明

展和美容類的比賽，也榮獲了不錯的獎項，另外在就學期間中也與老師一同研發出 7項產品，每個都有專

利證書。大學時期的作品中參與了多次發明展，像是馬來西亞發明展、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德國紐倫堡發

明展及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等賽事，作品以高效率環保指甲彩繪設備、具有警示功能之行李箱束帶及展感

測排泄物之尿布等為代表作品，在這其中總共榮獲了 5面金牌獎、3面銀牌獎、1面波瀾特別獎、1面伊朗

特別獎及 1面卡達特別獎，其中也參加過國外韓國發明展及德國紐倫堡發明展，並且在臺灣參加過台北發

明展。

心得感言：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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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 (高職組 )

王家慶

心得感言：

競賽歷程：

機械加工乙級、氣壓丙級、車床丙級

等 3 張證照

推薦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指導老師：徐原贊

專業證照：

很高興我能獲獎，感謝指導過我的老師以及同學，還有讓我在教育中自由發揮的父母。在技職體系中，

我所接受的教育學程是 -實用技能學程。在這學程中，與一般學程不同之處在於：實習課多於學科課堂數，

所注重的是實作能力的養成，以至於自己所接觸到的考照機會多過於非實用技能學程的班級。

目前，立定了自己未來的目標，那就是成為一位工程師，而不同於一般工程師在於 -能夠有著一定的

影響力。並且與他人合作繼續為技職教育做出貢獻，攜手改變臺灣的未來，讓後代能夠加以學習效仿，甚

至超越，達成卓越之舉。

以上給予參與著技職教育的各位共勉。

起初，沒想到會參與科學展覽研究，直到二年級，機械科同學，也就是夥伴邀請自己，這才踏入到科

學展覽研究的領域。而對於研究的內容要求彼此之間都要深入了解，接著透過每場比賽來精益求精，與夥

伴間相互勉勵及肯定來超越自我，造就非凡的意義。

對於新的領域，在學習與實作上，自己是屬於慢條斯理型，因此動作會顯得比同班同學要來的緩慢。

但我仍然選擇相信自己，畢竟久了便能熟能生巧，且有著屬於自己的一套工作 SOP流程。而動作緩慢的背

後，給予的附加價值是：零件的精密度，與所花費的時間成正比。也能伺機養成細心沉穩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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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 (高職組 )

謝孟宸

數位電子乙級、電腦硬體裝修乙級、室內配線

( 屋內線路裝修 ) 乙級、網路架設丙級、工業

電子丙級、工業配線丙級、自來水管配管丙級、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門市服務丙級、重機械操

作 ( 鏟裝機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等 11 張

證照

推薦學校：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指導老師：謝天來

專業證照：

我很平凡，並不突出，對自己能得獎深感意外。所以此次得獎要感謝學校師長的栽培及校長對金門地

區技職教育的重視，尤其對技能檢定場地更是不遺餘力的推動，廣設考場，並取得金門縣政府的支持，爭

取經費來充實檢定場設備。才讓金門人不用離鄉背景，遠赴臺灣考照。而學校更能配合每年三梯次的全國

技術士檢能檢定與即測即評及發證的辦理，讓想考照的同學，只要把握檢定時程，充分利用時間練習，配

合學校老師的專精訓練輔導，全力以赴，相信每位同學皆可以跟我一樣。所以希望能藉此給學弟學妹正面

的鼓舞，盼未來學校會越來越好，而同學也能把握機會考取更多的證照。

國中，我參加了國中技藝班，讓我對技藝教育產生了興趣，年滿 15歲，我報考了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

術士，那是我的第一張證照，令我雀躍不已，也讓我知道只要把握時間，理解熟練，那就會有所收穫，也

是對自己的肯定。國中畢業，我選擇了技職教育，而學校提供了各職類的檢定場，讓我能充分的把握每個

學習階段，配合各檢定時程，利用晚上及寒暑假時間全力以赴。「把握每個機會，只要堅持到底，不放棄

就有希望」，這是我的座右銘。尤其乙級必須先通過丙級後才能以在校生最高年級的資格報考，在這三個

月的時間，我充分利用時間，堅持到底，終於陸續考取了電機電子群科的三張乙級專業證照，平時我也嘗

試不同領域的證照，希望能為自己未來前進職場累積實力。

心得感言：

考照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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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 (技專校院組 )

劉俊良

心得感言：

考照過程：

中餐烹調 ( 素食 ) 乙級、中餐烹調 ( 葷食 ) 乙級、中式麵食加工

( 酥油皮、糕漿皮類 ) 乙級、中餐烹調丙級、中式米食加工 ( 熟

粉、一般膨發類 ) 丙級、中式米食加工 ( 米粒類、米漿型 ) 丙級、

中式米食加工 ( 米粒類、一般漿團 ) 丙級、肉製品加工 ( 調理類 )

丙級、肉製品加工 ( 乳化類 ) 丙級、烘焙食品 ( 西點蛋糕 ) 丙級、

烘焙食品 ( 麵包 ) 丙級、烘焙食品 ( 餅乾 ) 丙級、西餐烹調丙級、

餐旅服務丙級、飲料調製丙級、餐旅服務業部門訓練師 (Hospitality 
Department Trainer)、Professional Bartending(Cocktails)
(Chinese)、Barista Skills(Chinese)、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茶道解

說員乙級、觀光餐旅行銷管理管理師專業級 / 甲級、觀光餐旅服務

管理管理師專業級/甲級、觀光餐旅數位行銷管理師專業級/甲級、

觀光餐旅經營管理管理師專業級 /甲級等 24 張證照

推薦學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指導老師：陳嘉謨

專業證照：

對餐飲的熱忱始一如始終，就像考取一張張的證照，一步步的在學習，在學習中找樂趣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樣才會做的更好。同時，我的學校高雄餐旅大學是栽培學生擁有一技之長的學校，很感謝指導老師

的鼓勵與教導，因為去年學校推薦我，但是落榜了，老師一直督促著我要堅持到底，不要輕易的放棄，今

年一定要更努力規劃考取證照，明年再試看看。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如今我真的做到了，謝謝老師沒有

放棄我，也感謝家人一直默默的支持我，我會好好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榮耀，也會把我的學習經驗感染更

多有熱忱的人。

家裡父母親也是從事餐飲工作方面，在環境的引導和學習中，漸漸培養學習熱忱與興趣。也促使我想

要學習更多的技術和知識，所以就一頭栽進餐飲證照中，全心全力的學習與練習。在練習過程中，產品失

敗很多次，但很多師長和同儕都會來幫忙和協助，讓我感覺很窩心，也給我持續的動力，一也想要拿出自

已最好的表現來回饋他們，因為我堅信，要成功，必定要從失敗中成長，我也給自已一個座右銘：「別人

沒有我要有，別人已有我要優，別人已優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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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 (技專校院組 )

陳冠廷

從以前到現在得獎並不是我常常能做到的一件事，這次能因為老師的提名得到這個獎項，真的非常開

心，感謝老師在我求學期間細心的指導與鼓勵，因為老師的指導我才能夠清楚理解考試中的各個重點，並

順利取得這些證照，非常感謝老師們以及家人一路上的栽培，還有同儕們之間的鼓勵與幫助，讓我能夠從

各種方面充實自己，並且有機會可以取得這次的獎項，相信努力取得這些證照以及取得這獎項對往後的我

會是一種非常大的幫助和鼓勵，我一定會更加倍的充實自己，讓我能獲得更多榮譽。

這些證照的取得真的都不是很容易，在考取證照之前都必須先認真聆聽每一堂課程，並記錄課程中的

每一項重點，每張證照都有大約 10多本書籍，必須熟讀與融會貫通才能在考試中取得合格的分數，又或者

有各種檢測方法必須要不斷的反覆練習，讓自己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在熟讀與練習過後，更需要測驗練

習題以及壓縮實驗完成時間，幫助自己克服在考試過程中緊張與時間上的掌控，非常感謝老師以及同儕在

這些期間幫助我解決不會的題目和實驗項目，讓我能順利取得這些證照。

心得感言：

考照過程：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甲級、氣汙染防治專責人員

甲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 水質檢驗 ) 乙級

等 3 張證照

推薦學校：崑山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周信賢

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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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 (技專校院組 )

黃雅琦

心得感言：

考照過程：

TOEIC 多益測驗 990 分、TOEFL ITP 測驗 547
分、TOEFL IBT 測驗 100 分、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第一

級 233 分、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 
2007 等 8 張證照

推薦學校：致理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賀忠正

專業證照：

四年前，我選擇了致理科技大學的五專部，因為技職體系能讓我精進我的興趣和專長。這四年多來，

我全方位加強自己的實力，積極的參與全國競賽及報考各種國際證照，包括英語、西班牙語、電腦及金融

證照等。過程固然艱辛，但是我樂在其中，擇其所愛，事半功倍。我享受征服困難的成就感，考取高分證

照就像是我突破層層關卡的獎勵，而今天無比榮幸代表學校獲得技職之光，這帶來的肯定更是無可言喻。

非常感謝家人一路上的支持及致理老師們專業的教導，期許我在未來能接受更困難的挑戰，豐富我的人生，

增加競爭優勢。

在學校的輔導下，我先考取了 Mic roso f t  O f f i ce  Spec ia l i s t -Word證照，之後又依序考取 Excel及

P o w e r P o i n t證照。因為希望能夠多方位的學習，我在老師的鼓勵下考了實用的金融證照。同時，我也不

斷加強英語能力，先是通過了全民英檢中高級，在自學後也參加了托福 IBT測驗，考取 100分的成績。至

於多益測驗，在經過不停的磨練後，得到了 990滿分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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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 (技專校院組 )

戴睿彣

工業配線乙級、室內配線 ( 屋內線路裝修 ) 乙

級、升降機裝修乙級、機械停車設備裝修乙級、

農田灌溉排水 ( 設施維護管理機電項 ) 丙級、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丙級、IC3 Global Standard 3
等 7 張證照

推薦學校：高苑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張榮芳

專業證照：

能夠入選技職之光，並代表高苑科技大學電機系授獎，著實感到無比的欣喜與榮幸。這次獲獎要感謝

很多人，首先要感謝爸媽精神上的支持和金錢上的支助，也要感謝系上在大一開學時舉辦有關證照考試的

講座，讓我在高職時就已展開的考照生涯得以繼續。決定考證照後，我便過著沒有寒暑假的生活，連下課

也是孜孜不倦、不斷的練習，我將「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當成座右銘，時時鼓勵、鞭策自己。每當遇到

挫折想要放棄時，我就會告訴自己，現在做的都是替未來鋪路，再怎麼苦也要撐下去。如今雖然稍有一點

成績，但以後我仍會以此座右銘繼續奮鬥下去。

就讀高職上實習課時，我的啟蒙老師：林永豐老師帶領我走進考證照的大門，進入高苑科技大學電機

系後，仍持續報考證照並向乙級證照邁進。以前在檢定考練習時常會因為一些小細節而失敗，此時我便會

想起證照輔導老師說的：「在做完成品後，必須用你檢查別人的眼光再三地去檢核自己的成品」，這句話

讓我受益良多，造就我在大學期間考的證照幾乎都是一次就通過的佳績。但偶而沒考過時，我也告訴自己

「沒過是因為準備不夠周全，下次考試前一定要練到熟能生巧且要融會貫通」。現在這兩句話成了我的座

右銘，讓我在做任何事時都能認真且細膩的完成。

心得感言：

考照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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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 (技專校院組 )

黃俊融

心得感言：

考照過程：

自來水管配管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 機電設備 ) 乙級、下水道

設施操作維護 ( 管渠系統 ) 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 水質檢驗 )

乙級、室內配線乙級、變壓器裝修乙級、冷凍空調裝修丙級、重機械

修護 ( 引擎 ) 丙級、汽車車體鈑金丙級、工業儀器丙級、農田灌溉排

水 ( 設施維護管理機電項 ) 丙級、農田灌溉排水 ( 管路灌溉 ) 丙級、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配管丙級、電器修護丙級、工業配線丙級、汽車

修護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丙級、氣壓丙級、工業用管配管丙級、氣

體燃料導管配管丙級、用電設備檢驗丙級、變電設備裝修丙級、特定

瓦斯器具裝修丙級、網路架設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丙級、

工業電子丙級、建築塗裝丙級、機械加工丙級、自來水管配管 ( 自來

水管 ) 丙級、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操作丙級、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化

驗丙級、自來水管承裝技工、氣體燃料導管裝管技工、毒性化學物質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丙級等 34 張證照

推薦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李達生、陳清祺、鄭鴻斌

專業證照：

技能，若能經過長期的磨練即可有所收穫，而且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做到的，但是參加考試時，除了專

業技能外，考試心態、練習的扎實度與否等均會影響到考試成績。惟有透過不斷反覆的練習、積極的態度

與考前模擬測試，方能增加及格率，也能在考前找到錯誤，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我的座右銘 :「鳥飛魚

游各有所長，天生我才必有用。天不出無用之人，地不長無根枝草。努力在右手、機會在左手、命運在雙

手」。成功就是逐步實現預先的決策，有價值的個人目標，努力不一定成功，成功一定要努力，努力才是

邁向成功開始的第一步。

就讀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研究所期間，指導老師李達生教授特別強調技職體系的大學有別於高教體系

的大學，除了理論的研究外，專業技能與動手實作的能力更是技職體系學生必備的技能，此時我更認識到

除了畢業證書外還需要有些專業的證照，碩一期間課業研究之餘考取了乙級證照，大學至今共計取得了 6

張乙級證照與 30張丙級證照等，其中又以乙級室內配線、乙級自來水管配管及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

機電設備最具挑戰性。我很開心能和學校指導老師的關係從師生轉變成益友，能獲得教育部技職之光的肯

定，學生備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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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 (技專校院組 )

張暄

理財規劃人員、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債權委

外催收人員、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 一般

金融 ) 、初階授信人員、人身保險業務員、

信託業業務人員、企業內部控制、股務人員、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業務員、

證券商業務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Offi ce 
PowerPonit、Outlook 2010、Office Word、
Excel 2010 Expert、Microsoft Offi ce 2010 大師

級認證、TOEIC 多益測驗 935 分等 18 張證照

推薦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專業證照：

很榮幸能夠獲得第十一屆技職之光，再次證明了選擇技職體系就讀是正確的。國中畢業後也曾困惑到

底該走第一志願的台南女中或是台南高商？在明白職校能夠提供更多與就業相關的技能後，毅然決然選擇

了後者。我認為自己是相當幸運的人，一路走來，受到了許多師長與同儕的幫助，才有現在的我。如今在

成大就讀研究所遇到了相當多普通大學體系上來的學生，我們所擁有的許多技能是他們沒有且羨慕的，因

此技職的學生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只要找出自己的專長，將可有一片天！

一開始考照並不是相當順利，抓不到準備的要領，但在多次嘗試後，慢慢找出屬於自己的步調。我喜

歡在考前一個月開始準備，如此才有充足的時間理解內容與做考古題。或許有人會說自己都在考前一星期

才開始衝刺準備，因為印象才比較深刻，但我認為不要盲目跟從，找出適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除

此之外，考證照的速度可以以倍數成長，因為範圍有許多都是重複的，所以會發現準備時間會愈來愈短，

取得證照頻率愈來愈高。我認為萬事起頭難，但只要有恆心，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心得感言：

考照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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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傑出獎／其他傑出事蹟

古文旻

心得感言：

考照過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古文旻同學參與 2014 德國紅點設計

概念獎榮獲 AWARD WINNER。除工業設計外，亦對花

藝設計非常擅長，2014 年參與「愛與芬芳臺北國際花

藝設計大展」榮獲冠軍。古同學亦曾擔任 44 屆、45 屆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培訓教練、44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

花藝職類裁判與 45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裁判，現任

全國技能競賽花藝職類副裁判長。

推薦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張景旭 游元良

傑出事蹟：

花藝，是我人生中接觸的第一項技能，因為花藝我能夠從農校進入雲科工設，在設計系裡我開了眼界，

從學校老師們的嚴厲訓練，學習到設計的方法與模式。因此開啟了我對花藝設計的另外一項詮釋，我將工

業設計的方法與花藝設計相互結合，美學的概念既是相通也是相輔，這樣的機會，讓我在 2014年拿到了

愛與芬芳國際花藝大賽冠軍，面對世界各國的精英高手，我用自己獨創一格的花藝設計手法，包含了工藝

包含了設計，讓我一舉奪冠。

同時，也讓我與同學的專題作品拿到了 2014年德國紅點設計概念獎 -紅點獎，我們的作品是 -植生系

統 (Garden system)這項作品是一個顛覆現有植生牆的概念，結合了外觀、功能及植物，三位一體的創

新設計，我想說的是面對 21世紀資訊爆炸的時代，最重要的就是跨界合作，當一項技術與另一項技術相互

結合產生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

面對競賽的過程，很辛苦，很難熬，然而支撐著我繼續努力動力除了是家人的支持，更是對創作的熱

誠，面對花藝、工業設計都一樣，對我來說，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我用工業設計幫助花藝創造出新的視覺

感官，也用花藝讓工業設計更感性。這就是我設計的成長過程。面對競賽，我競賽的過程，喜歡挑戰新事

物，縱然再辛苦，我也會堅持自己初衷，技術不是一朝一夕，是日月累積而成，扎實的基本工是我創作過

程中解決問題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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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之光 LOGO 設計理念：

技職教育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

的優質人力，為社會進步繁榮做出了重大

貢獻，也不斷的在思考探索，並且勇於試

驗及創新，技職之光不僅代表著個人成就，

也象徵著技職之進步。

因此，在形象設計上，以手之型態延

伸出光輝，以象徵技職之成就，向上延伸

之形體，也代表著創新及不斷探索之精神，

整體視覺設計已穩重大方之圖像表達出國

際化及技職卓越向上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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