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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南台 P1

南台科大校長戴謙致詞

參展同學為戴謙校長(左)介紹參展作品

戴謙校長(右1)等人一同進行發明之塔見證儀式

印尼Prof. Lukman Hakim(中)與銀牌獎得獎合影

由國科會科教處「能源國家型人才培育計

畫」補助以及「亞洲發明協會聯盟總會」授

權，本校於7月10、11日在三連堂舉辦「2010

亞洲青少年能源創新發明展」，這是首度在台

灣舉辦的大型青少年發明展。校長戴謙表示，

本次活動能增進我國國內青少年投入能源

領域創意及發明的動力，並透過來

自世界各國參展團隊的參與，

為我國創意產業及青少

年 發 明 家 建

構同好的交流平台，以提升我國在世界各地發

明領域的能見度與知名度，意義非凡。

校長戴謙表示，如此大規模的發明展能在

台灣舉辦，是台灣的驕傲與榮耀。創意是不分

國界、不分年齡，而我們日常生活周遭所接觸

的皆是創新發明的來源，對於節能減碳與自然

生態保護，台灣皆扮演著重要角色。希望青年

朋友能藉由此平台互相交流學習，激發更多的

發明作品。

本次展覽共計國內外80件能源相關作品展

出，包括我國作品38件以及亞洲各國（馬來西

亞、韓國、印尼、香港）42件作品參與展出。

除授權單位「亞洲發明協會聯盟總會」由會

長 Tan Sri Datuk Dr. Augustine S. H. Ong 與台

灣國科會副主委周景揚親自與會外，更邀請到

印度尼西亞科學研究所（LIPI）新任主席 Prof. 

Lukman Hakim 偕該國學生創作者來台與會，總

計四個國家35人次組團來台參展。本次大會希

望藉此創新發明平台突顯亞洲各國青少年在能

源創新領域的成就，並啟發綠色能源科技的創

新突破，減緩地球暖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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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柏維老師(中)與學生討論課程內容

CAE模具高校產學聯盟捐贈儀式隆重舉行

教育部顧問室補助全國「通識教育課程計劃」，98學年度第1

學期評比結果出爐，本校為獲補助計劃總數最高且表現最優異的學

校，整體評比全國第一。

本次南台獲選績優的課程分別為林柏維老師的「歷史」、馬美

娟、駱育萱老師的「現代小說導讀－小說的地域風情」與郭俊麟老

師的「民主與法治」。

歷史：透過家族史報告　瞭解歷史生命力

林柏維老師「歷史」課程主張生活即歷史的實踐。與其它生

硬的歷史課程不同，教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導引同學瞭解台灣

歷史，特別設計作業的實際演練上，要求學生透過自身「家族史

報告」的歷史實作演練，深刻地體會歷史的生命力，認知歷史與

自我的緊密連結，讓歷史知識與生活相互融合。

民主與法治：培養懂法守法的新公民

郭俊麟老師「民主與法治」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具備民主素養與

法治觀念，以生動活潑的方式來教授學生民主及法學知識，並具備

民主觀念與熟悉法律規範，成為尊重他人、知法守法的現代公民。

現代小說導讀：閱讀小說  培養人文涵養

馬美娟、駱育萱老師的「現代小說導讀－小說的地域風情」課

程，是藉由彰顯「現代小說」中的地域風情來彌補科技大學「語文

藝術」教育之不足，除了擴展學生的文化視野之外，並培養學生對

於不同時空、地域、文化與價值間的包容與欣賞，完全符合通識教

育的「人文」和「博雅」的核心精神。

「通識教育課程計劃」為中綱計劃中最具成效的一項子計劃，

希望透過計劃的輔導與補助，協助教師進一步深化通識課程設計與

執行。校長戴謙表示，學校一直鼓勵老師藉由申請計劃來反省通識

課程的深度和廣度，透過這些課程的執行，將有效地提升南台通識

教育的教學品質與教學成效。

CAE模具高校產學聯盟捐贈儀式暨
CAE_Molding_Conference_2010巡
迴研討會

本校獲贈高額軟體

戴謙校長(右)贈送感謝給捐贈軟體之廠商 科盛公司總經理楊文禮(前排左)及其他知名廠商代表捐贈軟體 科盛公司總經理楊文禮發表專題演講
馬美娟老師授課情形 學生上課討論情形

郭俊麟老師授課情形

本校於7月22日上午在E棟13樓國際會議廳舉

行CAE模具高校產學聯盟捐贈儀式，同時也舉辦

CAE Molding Conference 2010 巡迴研討會。透過

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ACMT) 理事長

張榮語的努力促成，台灣科盛科技、香港智誠科

技、台灣翔沛科技、台灣映通與台灣科大林清安教

授研究室等五家國內最主要的模具設計及模流分析

軟體廠商及技術研發團隊，大手筆捐贈五種各30套

教學業界常用2D及3D模具設計與模流分析軟體，

市場總價值高達新台幣540萬元，大幅提升本校模

具設計與研發能力。

南台科大校長戴謙對於5家公司的熱情捐贈

表示由衷的感謝，未來將以此軟體為基礎，建置

一個與產業界最新技術無縫接軌的模流分析CAE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電腦訓練教室，透

過最新分析工具與技術資訊之運用，提供業界在提

升模具設計與模流分析技術的最新訓練環境。

「CAE Molding Conference 2010 巡迴研討會」

是台灣塑膠產業一年一度的盛會。今年的研討會吸

引將近200位產官學專家熱烈參與，會中並以「最

新精密成型技術與模具設計自動化」為主軸，邀請

Sumitomo、梧濟工業、Dassault Systemes等公司的

產業專家，分享最新精密成型技術與模具設計最新

技術。

科盛科技公司總經理楊文禮在專題演講「模具

設計自動化與設計品管標準化-Moldex3D R10」，

分享使用者開發過程的經驗。楊總經理表示，以往

在傳統產品開發製程中，模具製造者根據產品設計

藍圖，需經過無數次試誤法才能找到最適模具設計

與成型條件。現在，透過Moldex3D創新的真實三

維模流分析技術，強大的實體混合網格技術與高效

能有限體積計算，可幫助使用者精確預測問題與產

品製造可行性，進而優化產品設計，對使用者提供

最佳解決方案。

南台科大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通過補助計劃總數最高 整體評比全國最優!



界遠距溝通(含電話)等功能。

聲 控 式 「 智 慧 型 語 音 飲

水」，讓視障者不必借助別人

就可自行使用，同時兼具安全

及便利性，而最大特點聲控模

式，符合未來智慧型家電的趨

勢，因此不僅適用於視障者，

一般人也可輕鬆使用。

意念感測「腦波翻書機」，主要是藉由既有之

手指按壓、吹氣控制、定時控制裝置皆有其使用限

制，進而研發出腦波意念感測之翻書機,造福相關

病患，提升其生活品質。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生醫電子中心的輔助醫療

器具可以在這麼大型的觀摩賽展示，為學校帶來不

少掌聲。更希望輔助醫療工具可以從台灣出發，進

而推廣至全世界，藉以提升台灣重視身心障礙者生

活品質的國際形象。

本校生醫電子中心團隊
參加2010世界輔助電玩觀摩賽暨
輔助性多代理人系統展示

南台生醫電子中心團隊合影

生醫電子中心團隊研發的醫療輔助作品唇控辨識系統

智慧型語音飲水機

本校日前參加由國立成功大學舉辦國內首創之

2010世界輔助電玩觀摩賽，除了進行多場國內外

少見的輔助電玩大賽外，並由脊椎損傷者閻慶鴻親

自展示陽光科技輔具團隊（含成功大學、南台科技

大學、台南大學、台東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及美國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研發多年的「輔助性多代理人

系統」功能。其中本校生醫電子中心陳世中教授負

責規劃及展出多項作品，例如唇形辨識溝通系統、

智慧型語音飲水機及上肢障者自動穿脫褲系統等，

獲得廣大迴響。

本校陳世中教授表示，此次世界輔助電玩觀摩

賽，主要邀請三位頸椎損傷者—閻慶鴻、黃思綺與

蔡政達，利用本團隊為其個別研發之電腦輔具—嘴

控摩斯碼文書輸入系統(簡稱McTin)來參加示範賽。

「輔助性多代理人系統」能讓頸部以下癱瘓且

因氣切、只能發出微弱氣音的閻慶鴻，能夠藉由嘴

巴控制奶嘴開關，就能達到控制家電、電腦、與外

本校菲律賓國際志工服務團隊於7月12日結束在菲國奧羅拉

省（Aurora）巴勒市（Baler）之志工服務任務，領隊機械系老師

張崴縉表示，此行透過豐富且多元的服務課程活動以及電腦捐

贈，協助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為台灣贏得不少國際友誼，服

務成果豐碩。

2010南台國際志工菲律賓服務團隊在副校長吳新興政策指導

下，由學務長蕭金土督導，機械系張崴縉老師出任領隊，課外組

組長周進源擔任行政支援及管理，師生一行十人於7月3日從高雄

出發飛抵菲律賓，展開為期十天之國際志工服務任務。

周進源組長表示，此次本校國際志工團任務係為持續響應政

府APEC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第二階段計畫(簡稱ADOC 2.0計

畫)，以提升落後國家之資訊應用能力、縮短數位落差為目標，志

工團將多餘不用電腦實施「再生電腦，希望工程」計畫並協助當

地建置電腦教室，以訓練當地教師及學生電腦資訊處理能力。

領隊張崴縉老師也表示，為提昇菲律賓人民對台灣文化之認

識，本次志工課程內容亦朝多元化及活潑化規劃。課程規劃設計

有台灣文化之教學，包含了摺紙藝術、燈籠及造型氣球製作及書

法習作等，也規劃設計有台灣人文風情介紹及搓湯圓等等活動。

副校長吳新興表示，本次志工團在菲國服務工作圓滿完成，

期盼透過此類國民外交推動模式，間接協助我國政府外交事務工

作，並鞏固友邦邦誼及彰顯國際聲望的基石，以善盡國際社會責

任及擴展國際活動空間，也讓「愛心無國界，數位無落差」不再

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志工同學教導菲律賓小朋友製作紙燈籠

南台科大國際志工在菲律賓服務情形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志工團合影

南台科大國際志工團
赴菲傳愛 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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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學生參加南台科大招生說明會與馬來西亞獨立中學簽署合作協議
(左2為馬來西亞獨立中學校長)

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參訪團隊合照

為提升南台科技大學國際化的質與量，以及招

募更多馬來西亞學生來校就讀，本校國際事務長王

永鵬偕同教務處副教務長陳木陽及國際事務處廖東

崑，於日前前往馬來西亞參加2010馬來西亞台灣

高等教育展，並推動本校招收馬國學生事宜。

本校國際事務處長王永鵬表示，南台科技大

學在此次教育展中，獲得許多馬來西亞高中應屆

畢業生的青睞，詢問有關申請入學辦法、獎學金

的提供等諸多學生關切的問題。總計共有二百多

位馬國學生在南台科大攤位上留下聯絡資訊，表

達有意申請留學南台科技大學的意願。國際處同

仁今後將持續與這些馬國學生保持聯繫，期盼能

爭取優秀學生申請來校就讀。

此次台灣共有58所大專校院參加馬來西亞

台灣高等教育展，分別在吉隆坡及檳城各展出二

天。來自台灣各大專校院各級工作同仁共約180

人，堪稱台灣高等教育史上最大規模教育工作人

員的海外移動，目的為了招募更多馬來西亞學

生，充實台灣大專校院外籍學生的質與量，進而

促進校園國際化。

本校也利用機會順道拜訪展場鄰近的獨立中

學並辦理五場招生說明會，吸引多位學生前來聽

取，並於會後踴躍發言及深入詢問有關來台的相

關程序。最後本校共與9家獨立中學校長簽定合作

協議，共同推動各項交流工作，希望吸引更多優

秀學生前來本校就讀。

本校參加2010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

蒙古姐妹校
Global Leadership University蒞校訪問

南台科技大學之蒙古姐妹校Global Leadership University (GLU) 

大學校長兼執行長Mr. Otgonbat Barkhuu、財務長Mrs. Bilguun 

Jargalsaikhan、及電視製播中心主任Mr. Iderkhangai Dorj，於日前拜訪

南台科技大學，受到本校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及國際事務處處長王永鵬

的熱烈歡迎。

副校長吳新興表示，南台科技大學為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招收國

際學生，並積極推動本校校園國際化與世界接軌。吳副校長對於GLU

前來錄製本校之簡介影片，並透過電視節目的播出，讓蒙古共和國的

民眾更加認識台灣，表示感謝與肯定。吳副校長也希望能藉此吸引更

多蒙古的學生前來南台科技大學就讀，以增進學術之交流。

GLU校長Mr. Otgonbat Barkhuu表示，蒙古鄰近蘇俄及中國兩大

國，大部分的物資由兩國進口，台灣雖小且無天然資源，但台灣在科

技產業及3C電子產品之研發與行銷傲視全球，是蒙古極需學習的對

象。Mr. Otgonbat Barkhuu希望藉由本次訪問機會，將台灣之進步與發

展藉由電視節目教育蒙古人民學習求新求變的精神。

南台科大印尼籍學生分享在該校就讀之感想 外籍生與印尼國家科學院代表會後合影

印尼國家科學院（LIPI）新任主席Prof . 

Lukman Hakim 及主任Dr. Deddy Setia Permana於7

月9日抵達本校參訪。南台科技大學行政副校長

吳新興、國際事務處處長王永鵬及工學院副院長

郭聰源等人親自接待，熱情歡迎來訪。

本校吳新興副校長表示，對於印尼國家科學

院在科學研發上的貢獻與成就感到敬佩，並肯定

印尼籍學生在本校課業與生活上的表現。吳副校

長期望藉由此次的訪談，能讓兩國學生與教師間

之交流越來越熱絡，進而促進擴大雙方學術研究

之合作。

兩位印尼貴賓同時也在國際事務處人員的陪

同下，參訪台南科學園區，瞭解園區的研發技術

與人才資源，並與管理局局長陳俊偉等人進行交

流座談。此外，Prof. Lukman Hakim對於園區內

的考古文物陳列室展示內容感到興趣，包含飲

食、生計工具、埋葬風俗等項目，在博物館員鉅

細靡遺的解說下，使印尼代表團成員獲益良多。

印尼國家科學院蒞臨南台訪問
促進雙方學術研究合作

吳新興副校長(左)與 Otgonbat Barkhuu校長(右)交換紀念品

GLU參訪團隊與即將就讀南台之蒙古籍學生(左1)
留念合影

吳新興副校長(左)與_Prof.Lukman_Hakim(右)交換紀念品



日本明治大學、新潟大學及白鷗大學蒞校參訪

中國江蘇淮海工學院副院長劉永強、海洋資源研究院院長李樹安

參訪團一行六人，於15日下午到本校參訪，受到本校副校長吳新興、

工學院副院長郭聰源、教務處註冊組長張乃仁及國際事務處同仁熱烈

歡迎。

吳新興副校長首先介紹南台科技大學辦學績效與特色，他也希望

藉由這次兩校校際會議的舉辦，讓江蘇淮海工學院對本校在教學與辦

學方面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竭誠歡迎淮海工學院未來能推薦第一批

交換留學生前來南台科大就讀，以增加大陸學生來台留學的機會並加

強兩岸學術的交流。

淮海工學院副院長劉永強參訪後表示，透過此次參訪見識到南台

科技大學豐碩的辦學績效，他相信此次行程中所吸取的寶貴經驗，對

於淮海工學院的辦學具有啟發性。

本校於23日歡迎三所日本名校明治大學、新潟

大學及白鷗大學到校訪問，由南台科技大學副校長吳

新興親自接待，並就南台科大今後如何和日本各大學

進行交流，充份交換意見。

南台長年致力推動國際化，目前已與全球海外大

學共計96所簽訂協定姊妹校合約，其中日本的姊妹

校有24所，南台科大每年也派送學生至日本姊妹校

研習。吳副校長表示，希望透過校際交流協議，雙方

學生可以彼此享有免學雜費的優惠，更期待南台科大

與三所日本知名大學的合作關係更加密切與友好。

明治大學副校長山泉先生表示，明治大學在教學

品質與教學師資方面，都已受到高度的評價，此次明

治大學到南台科大訪問，希望能透過學術合作及學生

交換協定，更提升明治大學的國際地位，並期許兩校

能於近期內正式締結為姊妹校。

新潟大學與白鷗大學兩校代表也表示，之前對南

台科大的優良辦學績效留下深刻印象，希望也在未來

能促使雙方派遣交換學生往對方學校進行留學，尤其

南台科大所舉辦的華語體驗營，應能吸引更多日本學

生前來就讀。

南台科大副校長吳新興(前排左2)熱情接待

日本新潟大學貴賓參訪南台科技大學

副校長吳新興(中)親自接待日本明治大學貴賓

江蘇淮海工學院一行人會後合影

南台科大副校長吳新興致詞 明治大學副校長山泉致詞

中國江蘇淮海工學院來校參訪 
期待加強兩校合作關係

2010生物科技大展在7月22至25日於台北市世

貿一館熱烈展開。本校生技保健產品開發聯合技術

發展中心，結合夥伴學校弘光科大、中華醫事科大

及產學合作廠商共12個攤位共襄盛舉，除可提高參

展廠商在展場聚焦效果並增進業者間交流，也期望

為與本校產學合作的廠商創造出更多商機。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生技研發中心一直以來皆

以食藥用菇菌類及益生菌保健食品為研發主軸。此

外，為讓民眾更了解本校這幾年在推動生技產業之

努力與成果，本校也於22日下午舉辦「台南地區生

技產業暨生技保健產品開發聯合技術發展中心成果

發表會」，本校由張春生主任帶領之牛樟芝研發團

隊成員吳定峰教授發表「由樟芝菌絲體分離可影響

五種癌症相關基因之表達的天然物」。該研究結果

已發表在歐洲2010民族藥理學期刊。

本校獲教育部通過所成立之「生技保健產品開

發聯合技術發展中心」，其成立宗旨在於鼓勵技專

校院運用既有技術成果進行產學合作，並將研發成

果反饋教學，以落實務實致用特色。該中心也積極

跨校整合研發基礎等資源，以發展符合當前產業發

展需求之技術。

生技保健產品開發聯合技術發展中心共整合南

台科技大學「生技產品技術研發中心」、弘光科技

大學「產業應用生物技術研發中心」及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機能性益生菌研究發展中心」三個技術研

究中心，以整合保健食品之兩大主流食藥用菇菌及

益生菌核心技術為現行重點。南台科技大學現有1

噸級發酵槽及下游製程等試量產設備，結合弘光科

技大學之TAF與衛生署認證實驗室及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的劑型設計及安定性技術，可提供生技廠商開

發保健食品過程（包括菌種篩選鑑定、功能性評估

認證與產品量產等）的完全解決方案。

生技研發中心結合夥伴學校與合作廠商
共同參加2010台灣生技月

　　南台科技大學「生技產品試量產暨產品功

能性評估技術研發中心」 (Research Center of 

Biotechnology)於民國93年成立，以食藥用菇蕈

菌真菌方面之保健食品研究開發為主要特色。

「生技產品技術研發中心」可提供業界很好的

育成平台，提供廠商生技產品全方面研發生產

服務。至今已執行超過一億三千萬元之產官學

相關計畫案，協助超過30家以上生技廠商進行

產品開發及建廠諮詢。

生技產品試量產暨產品功能性
評估技術研發中心

校長戴謙(右3)與台南縣長蘇煥智(左3)及參訪團隊合照

小 檔 案

國際南台P8 研發產學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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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電機系與美國錢百敦博士
共同開發可攜型非侵入式新陳代謝狀態量測儀

本校研發能力再次獲得肯定！本校電機系微控

制器產學聯盟實驗室的洪正瑞教授與國際級大師錢

百敦博士（Dr. Britton Chance）合作的可攜型非侵

入式新陳代謝狀態量測儀的研究，現已研發完成原

型機種。錢百敦博士表示，這種新陳代謝量測儀將

可以使照護科技產生革命性的變化，對於醫學研究

有極大助益，他也對南台研發團隊的優異表現表示

肯定。

錢百敦博士與本校的研發團隊所共同開發的新

陳代謝儀是世界上第一台可攜型且用非侵入式方法

來量測細胞能量狀態的儀器，它可以測量到人體細

胞中具有最大自由能量的分子成分，因此從這些分

子成分的變化就可以知道許多人體內部的狀況。現

在研發團隊已經開始準備與奇美醫院及成大醫院進

行動物實驗、口腔病變實驗以及新生兒代謝狀態實

驗。並準備在短期內致力於將之應用在新陳代謝相

關疾病、癌症檢測以及血糖代謝狀態檢測等方面。

以中長期的應用而言，這個儀器確實可以使照護科

技產生革命性的變化。

錢百敦博士為國際知名的傳奇大師級人士，在

世界上首創以非侵入式的光學方式來測量人體生理

訊號，有「生物醫學領域的光子學之父」之稱。錢

博士一生皆奉獻給科學研究，現為美國國家科學研

究院院士，英國皇家科學研究院外籍院士及瑞典國

家科學研究院外籍院士，美國賓州大學榮譽教授，

並與世界許多國家都有密切的合作研究關係的傳奇

人士。

此次的合作證

明了南台在研究方

面有能力與國際級

大 師 作 密 切 的 合

作，也使得本校能

夠往國際化再跨出

一大步。

「可攜型非侵入式新陳代謝狀態量測儀」之研究團隊合影「可攜型非侵入式新陳代謝狀態量測儀」使用方式示範

戴謙校長（左）與錢百敦博士 合影

可攜型非侵入式
新陳代謝狀態量測儀

南台夏令營 讓你孩子充實一
為了讓孩子有個快樂且充實的暑假，南台科技

大學進修部從今年開始推出南台暑期夏令營，提供

不同種類的課程給孩子們提昇知識、了解科學其中

的奧妙，讓青少年與小學生的暑假變得快樂豐收。

青少年國際文化學習營是以15~18歲的青少年

為主，課程設計讓年輕學子們能有機會學習異國文

化，增廣見聞、提升語言能力且對具教育意義的國

際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進而提升自身語言能力

為自己的未來生涯鋪路。

節能減碳為目前最新的時代潮流。為了讓小朋

友能清楚了解其重要性和實用性，暑期綠色能源夏

令營利用系列綠色能源玩具（經由太陽能驅動與風

力驅動的各式小玩具）來介紹如何運用綠色能源，

一方面可以了解綠色能源在未來的發展性，另一方

面可以達到節能減碳的觀念推廣。

為了滿足小朋友對汽車如何轉動的好奇心，機

械動力科學先修營經由參訪、瞭解簡易理論、實做

的順序，先將大自然的能源化為動力，了解原理並

運用，以自己動手操作實驗，深刻體會實驗成果來

加深印象，同時從競賽的方式讓小朋友培養責任心

與榮譽感，也能夠體會到團結合作的精神，最後透

過實際參訪汽車展場與太陽能車的方式，讓小朋友

印象更為深刻。

南台夏令營相關資訊

請上網http://night.stut.edu.tw/summer/查詢或
電洽06-2535019、06-2533131#2401~2403。 

勇往直前

網球營

機器
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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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數位設計學院於99學年度新增設「創新

產品設計系」，該系之教育目標為建立「創新價

值」，以「人本思考」為核心及「產品設計」為媒

介，希望協助產業界在產品研發過程中，提供創新

價值產品的思維，對於一般產品，亦可探討提升該

產品本身附加價值的可能性。

擺脫工業設計著重硬體　創新產品設計強調科技應用

創新產品設計系培養學生把產品與人文思考相

互整合，成為產品創新價值的依據。過去的工業設

計太著重於產品硬體的單向設計與規劃，導致傳統

的工業設計教育逐漸無法滿足實體產品在軟體上的

使用經驗，因此創新產品設計系未來將整合產品與

界面的關係，培養學生著重人際與科技和諧發展之

設計理念，讓創意、創新與創業的思維引領創新產

品設計系走向未來新世界的發展。

以創新為基石　跨領域延伸創意與設計

未來社會是一個追求高感度設計與高體驗創意

的年代。在此高度競爭的發展下，希望將設計與創

意透過跨領域整合的方式延伸，讓學生有更多機

會，投入任何商品化的設計品輸出，並以「創新」

為核心基石， 讓創意與設計變成提升生活品質的

精神食糧。

課程發展以業界需求為主

創新產品設計系課程設計分類為軸心課程及

延伸課程二大方向。軸心課程內容包括美感表

達、產品表現以及設計管理等，以業界所需知能

為導向，規劃整體課程架構與內容，配合學生既

有之技術基礎，融合理論與技術。除著重實習課

程外，同時加強創新思考、電腦應用、美學素養

等專業設計訓練。

產品設計系專用教室學學獎 / 德國IF「設計概念獎」 / 台灣國際設計比賽

本校新設創新產品設計系
培養產品設計專業人才

由工豐企業委託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主辦的

「工豐盃創意手工具箱改造競賽」，7月12日圓滿

落幕。參賽作品的設計重點在於結合工具箱與造明

設備。此次競賽共有57件作品參與，經過評審嚴

格評選下，由林信宏同學設計的狗型工具箱「DOG 

BOX」奪得第一名的殊榮。

狗型工具箱「DOG BOX」以簡潔線條勾勒出來

的狗狗外型，不但令人會心一笑，也改變了工具箱

傳統中規中矩的形象。值得玩味的是，狗狗最愛的

骨頭，居然就是在「DOG BOX」的嘴邊的手電筒，

可在軌道上滑行或固定，還可以多角度照明，照亮

視線的死角，逗趣的外型與實用的機能，不但吻合

設計目標，也深得評審的喜愛，在眾多競爭者中榮

獲第一名佳績。

王明宏同學的作品「多功能工具箱」獲得第二

名。「多功能工具箱」外型就像個行李箱，像兔子

又像老鼠，照明設備也採用滑軌式設計，不用時還

可以收到蓋子內側固定，整個工具箱圓滑的曲線讓

人無法想像眼前的這個東西，居然是個手工具箱，

令人嘖嘖稱奇。

第 三 名 則 由 吳 麒 佑 同 學 的 作 品 「 M e t a l 

Cookie」勝出，該作品也是所有參賽作品中造型最

簡捷的。其照明設備就直接設計在工具箱上，簡單

大膽的設計得到眾多評審的肯定。

工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國內著名手工具產業

公司，以外銷手工具為主。正豐企業胡正德董事長

表示，使用的時機或地點，常遇到光線不足或光線

死角。雖然市面上已有類似產品可改善此情況，但

效果都不理想，胡董事長也表示，本次參賽同學的

設計創意令人驚喜，美觀、創意與實用兼具，將其

商業化的可行性極高。

工豐盃創意手工具箱改造競賽
發揮創意打造手工具箱新氣象

胡正德董事長、王明宏同學及戴謙校長合影留念胡正德董事長、林信宏同學及戴謙校長合影留念 胡正德董事長、、吳麒佑同學及戴謙校長合影留念

「DOG BOX」 「多功能工具箱」 「Metal Cookie」

戴謙校長贈送禮品給胡正德董事長

特色系所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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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資訊傳播系學生組隊參加第三屆全國大

專盃創業競賽，成績斐然。無底動動腦隊以「MR.

JASON（節省先生）」榮獲生活創意組第二名；

藍色香蕉隊則以「EZsearch」榮獲生活創意組管理

學院EMBA特別獎。

指導老師資傳系梁丹青老師表示，全國大專

盃創業競賽今年是第三年舉辦，該競賽已成為國

內重要的創業競賽之一。今年創業競賽以「New 

Biz」為主題，分成「社會關懷」及「生活創意」

二大方向，可依據這二個主題去發揮。藉由創業

精神來關懷照顧社會，讓學生將創意融入生活，

培養創新思考、 創意開發及經營管理之能力。

乾濕分離垃圾桶 小創意 生活好Easy

榮獲生活創意組亞軍之作品「MR.JASON（節

省先生）」，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改善衛浴設備

的不便，以及現今市面上的垃圾桶所沒有的創意

功能。當初在發想產品時，早已了解到科技來自

人性，創意給予便利，所以挑選了家中最頭痛的

地方：廁所，成為發想的起源點，它味道很糟，

濕濕黏黏的，因此以乾濕分離好清洗、環境芳香

好清新、節省空間好EASY為創意概念。

找機車 一指搞定

榮獲生活創意組管理學院EMBA特別獎之作品

「EZsearch」，主要是參考車子的感應器，如同車

子的感應器一般，將感應器的操控器設計為鑰匙

圈，跟鑰匙結合，方便收藏，多變的造型讓操控

器兼為裝飾品，透過搖控器輕輕一按便可節省你

找車子的時間，讓你的生活更快速、簡便又充滿

設計感。

資傳系競賽團隊合照

競賽時簡報提案實景

第三屆全國大專盃創業競賽
資傳系 MR.JASON 榮獲亞軍，EZsearch勇奪EMBA特別獎 南台科技大學化材中心為整合校內專精於塑膠

製造設計工程相關師資，2日與化材系、機械系與

視傳系共同舉辦「綠色塑膠製造設計工程技術研討

會」。研討會塑膠產品概念設計、塑料選擇、模具

製造、模流分析、元件分析等相關技術做系列介

紹，也邀請業界先進與該領域之專家一同討論。

副校長盧燈茂表示，塑膠在早期是非常稀有的

物品，如今塑膠已被大量開發與使用，過度的使用

塑膠也製造不少環保問題。盧副校長表示，透過專

家學者在產品設計、塑膠材料之應用、光學塑膠元

件分析、塑膠加工等概念解說，對於未來在產品製

造及發展有深刻的啟發。

從高科技零件到民生玩具等大量生活塑膠製品

加工，都必須經由概念設計、功能賦予、材料選

擇、模流分析、模具製造到塑膠加工等一系列過

程。研討會就以此流程出發，邀請視傳系、機械

系、化材系等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與會專家學者與

業界先進都表示這是一場針對塑膠產品由概念創意

設計至加工製造的成功研討會，提供學術界與產業

界的最佳交流機會，也奠定共同研發關鍵性核心技

術之互信基礎及技術合作契機。

南台科大副校長盧燈茂致詞 南台科大化材系舉辦綠色塑膠製造設計工程技術研討會

機械系林聰益教授專題演講

化材系舉辦綠色塑膠製造設計工程技術研討會

          比賽日期

 得獎日期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指導老師

99.07.06 資傳系 第三屆全國大專盃創業競賽 生活創意組-第二名 梁丹青

99.07.06 資傳系 第三屆全國大專盃創業競賽 生活創意組-EMBA特別獎 梁丹青

99.07.19 餐旅系
2010 SKYY Vodka Global Flair Challenge 

台灣區資格賽
冠軍 黃旭怡 施慧雯

99.07.19 餐旅系
第二屆夜戰國際調酒大賽

國際花式調酒對戰組
冠軍 黃旭怡 施慧雯

南台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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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專業知識及尋找具創意的專利產品，

崑山科技大學與萬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辦「萬潤

2010創新創意競賽」，此次比賽吸引全國36所大

專校院220支隊伍報名參加，南台科技大學機械系

團隊榮獲1創新創意獎與1優選獎之優異成績。

創新創意獎：高效率之內部噴擊型殼管式蒸發器

榮獲創新創意獎之作品「高效率之內部噴擊型殼

管式蒸發器」，是由機械系張烔堡教授研究團隊設計

製作完成。張烔堡教授研究團隊致力於提升大型空調

系統熱交換性能之研究，相關學術研究成果也發表於

國際優良SCI期刊，並榮獲2010年台灣冷凍空調學會

工程論文獎。高效率之內部噴擊型殼管式蒸發器勇奪

2010年萬潤創新創意競賽之創新創意獎，更加證實南

台科大整合學術與實務的卓越功力。

優選獎：光學式水平儀

榮獲「萬潤2010創新創意競賽」優選獎的

「光學式水平儀」，是由機械系朱志良教授的研究

團隊設計製作完成，此作品是以尼龍細線連接鋼珠

球，作為擺錘之功用，並整合自行研發的2D光學

角度感測器，成功地設計出低成本、高精度的光學

式水平儀。整體水平儀系統從結構設計、感測系

統、電路製作與量測軟體等皆自行研製，所需成

本低廉、組裝容易且產品實用性高，極具市場競爭

力。值得一提的是，朱教授的研究團隊，去年也以

「以網路攝影機即時觀測之三次元量測探頭」榮獲

上屆萬潤競賽的創新創意獎，顯現機械系師生在產

品創意設計上的卓越表現。

南台科大朱志良教授(左1)與帶領的學生團隊榮獲優選獎，
展示得獎作品「光學式水平儀」南台科大張炯堡教授(左1)榮獲「冷凍空調學會工程論文獎」

機械系張烔堡教授帶領的學生團隊榮獲「萬潤創新創意競賽」-創新創意獎創新創意獎作品-「高效率之內部噴擊型殼管式蒸發器」

萬潤2010創新創意競賽
南台機械系團隊榮獲創新創意獎及優選獎

師資培育中心師生效法史懷哲
前往學東國小傳播愛與歡笑

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規劃的「史懷哲精神教育

服務成長夏令營」，暑假期間到台南市學東國小辦

理為期20天的活動。此次夏令營以電腦教學資訊應

用課程、高年級英語戲劇演出，以及低年級英語歌

謠為主，搭配團康、美勞及科學遊戲的營隊活動，

帶給學東國小的學童們在暑假期間擁有多元豐富的

假期活動，同時培育未來的教師具有史懷哲般無私

奉獻的高尚情操。

南台科大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丁文生表示，對於

許多低收入戶家庭、外籍配偶家庭的子女來說，家

中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讓孩子參加課輔或夏令營活

動。「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成長夏令營」是由教育

部補助的活動，主旨是希望透過大學的教育資源和

師培學生的教學活力，讓這些弱勢學童也能擁有一

個收穫滿載的暑假。

此次本校帶團王明傑教授表示，學東國小報名

非常踴躍佔全校近六成的學童參加。活動分成中高

年級與低年級兩組，由南台科大師培育中心黃于凡

同學與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陳渟宜同學二位擔任

營隊小隊長。課程包含網路概念、美術活動與團康

活動等課程，其中還舉辦中文打字比賽，讓學生們

增進對鍵盤的熟悉度，小朋友在南台科大師培師生

帶領下，都過著充實歡樂的知性暑期生活。

藉由此次活動，希望引起學童的學習興趣，教

導正確的電腦使用觀念及使用技巧，提升弱勢學童

電腦資訊能力，縮短城鄉數位落差。同時鼓勵教育

領導所與師培中心學生能秉持史懷哲服務精神來貢

獻所學，並期望師培所學生能從服務的過程中，培

養正確的工作態度及人生觀。

南台師生與學東國小學童合影留念

南台科大志工同學教導學童英文戲劇 南台科大志工同學教導學童製作剪紙才藝 學童練習英文戲劇



機械動力科學先修營(第四梯)

地　　點　南台專業教室及戶外場地

活動日期　2010.08.14 ~ 2010.08.15

招生對象　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

報名截止日期　2010.08.07
2010暑期青少年國際文化學習營

地　　點　南台科技大學校區

               黃金海岸、桂田中信飯店

活動日期　2010.08.16 ~ 2010.08.18

招生對象　高中職學生（15歲～18歲）

報名截止日期　2010.08.09

「電台DJ vs變形金剛」暑期夏令營

(第二梯次)

地　　點　南台校內一般教室

活動日期　2010.08.23 ~ 2010.08.27

招生對象　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

報名截止日期　2010.08.16

機械動力科學先修營(第六梯)

地　　點　南台專業教室及戶外場地

活動日期　2010.09.11 ~ 2010.09.12

招生對象　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

報名截止日期　201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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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天空‧神乎其技-航空魔幻營

(第三梯)

地　　點　南台科技大學專業教室

               黃金海岸、桂田中信飯店

活動日期　2010.08.16 ~ 2010.08.20

招生對象　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

報名截止日期　2010.08.09

機械動力科學先修營(第五梯) 

地　　點　南台專業教室及戶外場地

活動日期　2010.08.28 ~ 2010.08.29

招生對象　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

報名截止日期　2010.08.21

南台夏令營活動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