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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南台 P1

國際青年
交流大使
  
國際舞台

國際志工社國民外交成果豐碩 獲總統接見頒發證書

本校國際志工社聖克里斯多福團隊於今年7月

承接外交部「九十九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至克國協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及文化交流活動成果

豐碩，並受邀至外交部於9月29日在輔仁大學舉辦

的成果發表會，馬英九總統親臨現場，頒發國際大

使證書，本校團隊也再度展現團隊精神與專業水

準，成為活動會場最受矚目的焦點。

成果發表會中，各團隊都有三分鐘的表演時

間。本校團員裝扮穿著克國傳統服裝，將全身塗裝

成當地居民黝黑的膚色，搭配精湛、誇張的肢體

動作展現，舞動出克國面具舞(mask parade)的精

髓。在發表服務感言時，本校陳彥彣同學用英文對

克國贈送價值不斐的傳統舞衣與羽帽表達由衷的謝

意；隨即黃毓蘋同學亦以感性的言語表示，政府力

量有限，青年的力量無窮，南台青年以此作為自我

的期許。

外交部特別邀請馬英九總統蒞臨活動現場，並

頒發國際青年大使證書予各校團員，南台青年大使

團員們以逗趣、假裝親吻總統的生動演出，博得滿

堂歡笑與喝采，亦將整個活動會場的情緒帶到最高

潮。馬總統亦高興地大展笑顏投以回應，並與師生

們合影留念，令其他與會團隊驚羨不已。

代表本校出席活動的吳新興副校長對南台青年

大使完美、亮眼的表現予以嘉勉肯定。

聖可里斯多福青年大使俏皮留影

聖克里斯多福青年大使變裝演出

聖克里斯多福青年大使

成果發表靜態展示佈置完成

聖克里斯多福團隊以黑人造型登場

二名同學在合照時作勢要親吻馬英九總統

輝煌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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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本校榮獲三金三銀三銅

2010台北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易展於日前在台

北世貿一館隆重舉行。其中發明競賽區的部分共有

430家廠商、發明人與學術單位含16個國家參展，

展示超過800項結合智慧生活、綠色節能及生醫保

健3大主題之創新發明與專利技術。本校在發明競

賽區與技術交易區參展12項研發作品，經過嚴格的

評審後，獲得3金3銀3銅相當優異的成績。

此次本校參賽得獎作品分別為金牌作品－「大

尺寸側光式LED平板照明燈具」、「會轉彎的刷

子」、「單細胞型生物晶片於藥物篩檢與癌細胞診

斷」；銀牌作品－「多功能LED時鐘方塊」、「智

慧型健康管理及跌倒警示裝置」、「可進行多群組

配對之遙控裝置」；銅牌作品－「多功能應用之聚

苯胺/PS複合材料」、「製備氧化鋅薄膜之方法」

及「LED路燈控制系統」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本校今年參賽得獎率高達7成5，成績相當優異。

戴謙校長表示，本校向來積極參與各項國際發

明展與國內各項專題實務或創業競賽，得獎成績在

教育部的技職風雲榜中數一數二。不只老師們可以

透過參加競賽獲得產學合作與技術轉移的實質收

益，學生們也可藉由實務的訓練，達到學校一貫的

目標理想 －『畢業即就業』。

本校在2010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榮獲三金、三銀、三銅獎項

金牌作品-大尺寸側光式LED平板照明燈具

輝煌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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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設系與數位內容與動畫設計研究所設計團隊
榮獲OTOP設計大賞

　台灣OTOP設計競賽大賞獎作品-Bendboo

　本校林文柄(右)與林桓民同學共同榮獲台灣OTOP工藝類設計大賞獎

   本校創意產品設計系王文雄老師指導學生團

隊，日前以設計作品 「Bendboo」參加第四屆台灣

OTOP(One Town One Product)設計競賽，於眾多作

品中脫穎而出，勇奪工藝類設計大賞獎。

   戴謙校長表示，產設系主任王文雄所指導的設

計團隊利用台灣特有竹材結合地方文化，以及創意

設計概念的時尚工藝產品，剛於6月前往日本參加

Lifestyle展，將台灣文創商品推向國際，本次又

再度獲得OTOP工藝設計大賞，對本校師生皆是相當

大的肯定。

   台灣OTOP設計競賽，是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共同舉辦，是以代表台灣形

象並透過優質設計加值地方特色產品，為地方產

品，為地方產業特色注入嶄新生命力的設計競

賽，吸引眾多設計系學生及業界爭相參加。其中

本校得獎作品「Bendboo」燈飾，由本校創意產

品設計系王文雄主任及南投竹工藝大師葉基祥指

導學生林桓民、廖月綾、林文柄同學共同設計創

作。

   王文雄主任表示，「Bendboo」作品是利用台

灣南投特有竹材-麻竹與簡易的弧狀滑軌原理來呈

現作品風貌。透過磁鐵吸附及滑動的變化性使竹

燈可簡易改變光源位置，竹片與燈座相同的弧線

勾勒出最完美的曲度，結合台灣傳統工藝與現代

時尚感，並透過台灣工藝文化將其精神運用於產

品設計開發。

輝煌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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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餐旅管理系三年級張庭綺同學，參加今年

第40屆全國技能「麵包製作」職類競賽暨第41屆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經過4天的激烈淘汰賽、

決賽共21.5個小時，製作出6類麵包產品，成績優

異，脫穎而出，勇奪本屆全國技能競賽麵包製作職

類銀牌獎。

張庭綺同學在餐旅系蔡宏儒、施慧雯老師與

黃旭怡主任的鼓勵與指導下參加這次4天的激烈比

賽。4天創作作品包含淘汰賽之藝術麵包，製作

「媽媽的化妝箱」為主題、4種鹹味起酥、2種丹麥

麵包、2種甜麵包、6種歐式麵包、及以「夢幻馬戲

團」為主題的大型藝術麵包創作作品。

在最後一天的夢幻馬戲團為主題的大型藝術麵

包，更是讓現場觀眾與裁判嘆為觀止，深獲好評。

作品中敘述小丑、老虎跳火圈及摩天輪歡樂氣氛，

利用法國麵包脆硬之特性設計與製作主要支架，用

各種顏色牛奶棒之麵糰製作小丑，融合藝術美感的

製作，使小丑栩栩如生。

餐旅系張庭綺同學榮獲41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

選拔全國麵包製作總決賽第二名

本校資訊工程系三年級學生李承翰，日前參加

「40屆全國技能競賽」，參賽的選手共21位，並邀

請前幾屆的金、銀、銅選手一同參與角逐國手資

格，而本校李承翰同學最後榮獲網頁設計職類競賽

全國第三名的優異成績。

戴謙校長表示，資工系自91年創系以來，即以

實務教學，貼近業界產業技術發展趨勢為教學主

軸。

本次競賽主題為「商業影城」，參賽選手必須

於16小時的緊迫時間內，一人包辦網站架構規劃、

網頁設計、網頁程式撰寫、資料庫規劃與版面美工

等所有工作，因此難度很高，能夠獲獎實屬不易。

尤其美工分數佔了40%，對於培養兼具程式設計能

力與美感品味之新時代網頁設計師，更具有指標意

義。

資工系李承翰同學表示，由高中時代，對於網

頁設計抱持著無比的熱忱。雖然在前幾次的比賽中

落敗，但仍不放棄任何機會，堅持在哪裡跌倒就在

哪裡爬起來。也時常利用課餘時間練習程式，非常

感謝陳定宏主任、許子衡老師共同指導，經由反覆

練習後，終於獲得甜美果實。

左起蔡宏儒老師、張庭綺同學及黃旭怡主任

資工系李承翰同學榮獲第40屆全國技能競賽網頁設計職類全國第三名

得獎作品魔幻馬戲團，左起張庭綺同學、黃旭怡主任、蔡宏儒老師及施慧雯老師

40屆全國技能競賽頒獎典禮

資工系李承翰同學榮獲第40屆
全國技能競賽網頁設計類第三名

輝煌南台



研發產學 P5

產學合作大躍進

2010專利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合作聯合簽約

　　本校於10月6日舉辦「專利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合作聯合簽約

儀式」。特別邀請工研院南分院蔡新源執行長、南科管理局副局長

林威呈、鳳記國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燦文與成功大學葉貿

榮教授等產官學界貴賓蒞臨開幕剪綵。

　　戴謙校長表示，本次簽約儀式是與12家知名企業合作，將本校

的研發、創新及培育人才的量能與企業結合，發揮產學合作的能

量，使學生能畢業即就業。近一年本校在海外參加各國國際發明展

成果豐碩，特別在成果展中設置「揚名國際 金光閃閃」國際發明

展得獎專區，有分別來自美國匹茲堡、瑞士日內瓦、韓國、馬來西

亞、台北等國際發明競賽展獲獎的作品，及剛獲得「龍騰微笑創業

大賽」大獎等殊榮作品共26件。

　　現場除成果展示活動外，當日還邀請奇美醫院、直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志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工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一

書局等12家知名合作廠商參加產學合作聯合簽約儀式。

   今年活動蒐集194件專利、75件研發成果，編纂精美手冊以推動

技轉，並展出60餘件專利與國科會研發成果作品。特別展示在不同

領域之豐碩研究成果，內容涵蓋政府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範疇。

　　研發處處長黃永慈表示，本校為將研發成果擴散到產業界，除

制訂相關的激勵措施、鼓勵師生專題研究外，並訂有完備的專利申

請補助與技轉推廣的相關機制。

　　本校為促進產學交流與合作，每年定期舉辦專利與研發成果

展，促使本校在深化學術研究能力的同時，也能夠將已有具體研發

成果之技術推廣至業界，真正落實產學接軌、企業與學界雙贏策略

之目標。

戴謙校長(中)與合作廠商進行產學合作聯合簽約儀式

廠商(右)對學生的專利作品非常感興趣

專利作品-記憶海棉座椅

戴謙校長(中)及與會貴賓為活動剪綵並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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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師範科技大學經濟學院蒞校參訪

　　越南胡志明師範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Dr. 

Tran Dang Thinh及推廣教育中心主任Mr. Quang 

Thanh Hai於10月4日至10月7日至本校參訪並進

行學術交流。

　　戴謙校長表示，本校與越南胡志明師範科技

大學兩校已於去年九月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未

來兩校將積極推動教師與學生互訪、合作研究計

畫與合作學術研討會等交流活動，建立兩校密切

的合作關係。Dr. Tran Dang Thinh院長則對於

校的各項發展十分讚揚且留下極佳的印象，未來

將會推薦更多優秀的學生前來就讀。　　

　　越南國立大學經濟學院此行的主要目的，除

了與商管學院討論開設「境外專班」的可能性

外，近年來越南經濟發展快速，急需借重台灣過

去一、二十年來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經驗，因此希

望與本校商管學院未來在此領域能密切合作與交

流。

　　國際友校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

(Binghamton Univers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學術副校長Dr. Bahgat Sammakia及工學

院院長Dr. Hari Srihari二人於10月21日參訪本

校。

　　工學院院長郭聰源表示，能源與機械是未來

科技產業發展的主軸，本校目前正朝開發新能源

與改良封裝技術的目標邁進，若能與Binghamton 

University的工學院建立合作發展關係，對於強化

兩校之研發能量與拓展師生國際視野，必有加乘作

用。雙方期許在不久的未來，兩校將透過各種可能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參訪本校

戴謙校長(右)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學術副校長Dr.Bahgat Sammakia討論兩校
學術交流事宜

美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參訪團前來參訪本校

　　學術交流座談會中，兩校對於課程合作與師生

交換充分表達想法意見。商管學院院長賴明材，對

於Binghamton University數度受邀前來本校參與

國際研討會表示感謝，並希望明年能夠持續邀請

Binghamton University來台短期授課，深化兩校

的學術交流關係。

　　會後，Binghamton University副校長及工學

院院長二人在本校施主任及國際事務處人員的陪同

解說下，實地走訪工學院奈米中心、光電半導體中

心、生醫電子中心等研究中心，對於本校的設備，

讚賞有加。

 Dr. Tran Dang Thinh院長(左3)與Mr. Quang Thanh Hai(左2)拜會戴謙校長(右3)

Dr. Tran Dang Thinh院長(左)與Mr. Quang Thanh Hai(中)參觀校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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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國營石油公司Petronas訪問團來訪

   馬來西亞國營石油公司佩托那斯(Petronas)由團長

Mrs. Luqmahani Mustafa Kamal、及兩位團員在成功大

學資深行政副校長馮達旋的助理陪同下，於10月19日上

午前來參訪本校，訪問團一行人受到戴謙校長、國際事

務處長王永鵬及研發處副處長陳世中等人熱烈歡迎。對

於醫電子中心的研發作品充滿興趣，對於本校的研發量

能相當驚訝。

　　戴謙校長表示，本校在研發產學方面，與國內企業

間保有密切的產學合作關係。而為配合政府政策，積極

招收外籍生，促進技職校院國際化，並開創與國際接軌

的道路，不遺餘力。

   Petronas訪問團是因應成功大學的邀請前來台灣拜

訪，經由成功大學馮副校長的推薦，得知本校校長戴謙

與產業界的產學合作有很密切的關係，並且是台南科學

園區由甘蔗田變成科學園區的幕後靈魂人物，因此該參

訪團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前來本校參訪。

   國際事務處除了安排播放本校的簡介外，教發中心林

祥和主任特別針對E-Map系統向來賓作解釋，來賓們均感

到相當濃厚的興趣。另外，研發處副處長陳世中也針對

本校的產學合作、專利技轉、及育成中心的運作向來賓

作簡報。

馬來西亞國營石油Petronas參訪團對「智慧型語音飲水機」充滿興趣

馬來西亞國營石油公司Petronas團長Mrs. Luqmahani Mustafa Kamal(右)

與本校國際長王永鵬對談

戴謙校長(右4)及校內主管與馬來西亞國營石油Petronas參訪團合影留念



P8 服務學習

社會服務 關懷弱勢 服務學習超有fu

本校155位學生獲得內政部核發志工紀錄冊

本校於10月9日至10月10日舉辦99學年度志願

服務特殊訓練，全校各學系的155位學生通過24小

時完整的志願服務訓練課程，是歷年來內政部核發

志工紀錄冊人數最多的一次。

訓練課程邀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董旭英老

師、聲暉聯合會莫素娟理事長、世界和平會楊詩婷

社工及台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邱靖文秘書及成功

大學學生輔導中心饒夢霞主任以活潑、幽默的方式

授課，讓同學了解透過志工服務，快樂學習成長。

餐旅系師生服務學習之旅

去年八八水災，造成位處於新化、左鎮丘陵區

屬於西拉雅山村的筍作遭遇風雨侵害，筍園嚴重損

毀。為了重振筍農信心，提升在地農產價值，增進

社區凝聚力，活絡社群交流，因此餐旅系萬金生老

師與台南縣平埔族西拉雅文化協會共同籌劃「好味

西拉雅」活動。所有活動在本校餐旅系志工的引導

下大功告成。

校園安全志工研習營開訓

本校於10月13日舉辦「校園安全志工研習」活

動，邀請永康分局偵查隊副隊長丁志宏蒞校專題演

講，說明防竊、反詐騙、防盜要領，藉此培養學生

智能以為日後擔任校園安全防護種子隊，協力校園

安全工作。

戴謙校長表示，在推動校園安全的維護工作

上，要有正確的認知，校園安全是屬於全體師生共

同的責任，所以應動員學生的力量維護校園安全，

提供一個安全又溫馨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本活動在蕭學務長的指導規劃下，結合服務學

習，進行招募學生擔任「校園安全志工」，也稱之

「安全小天使」，於研習後配合學校校安中心實施

校園巡查工作10小時，結合軍訓教官（校安人員）

校園巡查工作，形成綿密的安全防護網絡，並適時

提供校園安全防護的缺失，據以修正調整，給每位

本校的師生一個既安全又溫馨的校園。

成大教育研究所董旭英老師(左)以幽默方式演講

軍訓教官與志工同學組成的-安全小天使

餐旅系一乙導師萬金生(中)帶領學生參加服務學習之旅

推動本校服務學習教學，培育具人文關懷的學生為目的，希望學生能應用課堂所學知識，

來參與社會服務，關懷弱勢。為落實服務學習課程目標，本校全校總動員，各類型活動依序推

動，並透過自我反思檢討與經驗分享，使學生具有正確的人生觀以及了解多元文化差異，從而

促成學生關心社會議題，及培養公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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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大志工團與永康尚頂里共同舉辦社區清掃

社區好鄰居 OPEN好生活，感動社區父老

本校於10月9日結合台南縣永康市尚頂里社區

共同辦理「社區好鄰居 OPEN好生活」社區清掃學

習活動。來自全校各學系及尚頂里社區200名熱情

志工在本校學務長蕭金土及尚頂里里長周三貴的帶

領下，分成五大區隊在正南一街、鹽信街、南台街

及實踐街等社區馬路進行徹底的清掃及環境保護宣

導活動。周三貴里長也代表社區居民感謝本校的學

生志工團犧牲假期協助整個社區環境清潔打掃，對

本校每學期的敦親睦鄰活動更感到佩服。

應英系師生服務獲好評!

本校四技應英一乙導師李政達帶領全班，於10

月23日在台南市政府二樓中庭協助「台南市第55屆

集團結婚」之61對新人完成結婚儀式，深獲台南市

政府及民眾嘉許。台南市市長許添財表示，對於本

校熱心的志工同學願意犧牲個人假期，協助市政府

辦理規模龐大之集團結婚給予最大的肯定；對於本

校長期以來配合市政府各類活動熱烈的參與及表現

更是敬佩。

學生社團活動結合服務學習開跑

本校於10月15日至16日在本校L008會議室及高

雄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99學年度第一學期「學

生社團結合服務學習」幹部訓練活動，計有學生

社團及系學會負責人等134位幹部報名參加此次活

動。

活動中分別邀請成功大學課外組長韓世偉、大

仁科技大學課外組長邱政鋒演講，並有企劃書撰寫

與實地訓練等課程，使同學們獲益良多。

志工同學協助家屬準備喜宴事宜

本校志工學生團清掃尚頂里環境

大仁科大課外組長邱政鋒(左)以親切的方式為學生演講

本校志工學生團清掃尚頂里環境志工團與永康市尚頂里民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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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學生能了解政府對中國大陸政策與作為，

以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對產業的影響，本校國

際企業系特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趙建

民以「ECFA簽署對兩岸關係之影響」為題，對全校

超過二百餘位師生發表專題演講。

趙副主委在演講中首先以東京影展台灣代表團

事件，說明政府對兩岸事務，是從務實的態度來解

決兩岸的歧見。趙副主委講演內容除以客觀數據陳

述大陸市場規模外，也宣導二年來兩岸達成之十四

項協議與共識外，並深入淺出剖析相關協議對兩岸

產業之連動影響。

趙建民副主委引述「亞洲開發銀行」資料，強

調因應全球經濟區域性快速整合的趨勢，兩岸經濟

協議簽定對亞洲地區產業競爭力具有正負影響。

講演結束後，開放現場師生進行問題交流，與

會師生分別就兩岸經濟協議是否為包著糖衣的毒

藥，吸引著台灣經濟更依附中國大陸；WTO架構即

可規範相關智財權，政府是否仍需要另簽訂兩岸經

濟協議；中國大陸學歷承認與工作權的保障等三大

主軸問題，提出疑問。趙副主委以歐洲共同體及美

國為例，一一說明台灣在兩岸經濟合作發展上可借

鏡之處。

行政院陸委會趙建民副主委蒞校演講，本校聽講師生受益良多

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蒞校演講吳新興副校長(右)誠擎邀歡迎趙建民副主委蒞校演講

深入剖析ECFA對兩岸關係影響 
行政院陸委會趙建民副主委蒞校演講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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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陸委會趙建民副主委蒞校演講，本校聽講師生受益良多

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蒞校演講

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人　　

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隆重登場

由教育部主辦、本校承辦之「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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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月2日本校三連堂盛大舉行。同時，有來自新加

坡世界電腦鼠比賽冠軍—Beng Kiat Ng教授、全日

本電腦鼠冠軍—Yusuke Kato、人形機器人世界競

賽主席Jacky Baltes教授等舉世聞名的專家與會。

現場有迷你電腦鼠走迷宮表演賽，吸引現場觀眾圍

觀，顯現本競賽已達國際頂尖水準，比賽過程相當

激烈，可謂精彩絕倫。

戴謙校長表示，台灣早在1986年就有電腦鼠比

賽，可惜自1998年停賽後，電腦鼠的製作技術從此

停頓。直到2005年本校在教育部委託下又恢復電腦

鼠競賽。由於國內電腦鼠競賽中斷8年，以至於只

有一隻電腦鼠完成迷宮搜尋，且速度相當緩慢。近

幾年，透過此競賽吸引許多學生投入電腦鼠的研究

與製作行列，電腦鼠的製作技術以大幅提升。

除了傳統的電腦鼠走迷宮競賽外，今年還將首

度舉辦迷你電腦鼠走迷宮表演賽。迷你電腦鼠的尺

寸只有傳統電腦鼠的四分之一，卻同樣能搜尋迷宮

並找出最佳路徑，目前全世界能順利製作出迷你電

腦鼠的隊伍屈指可數。其中更是由本校率先製作出

迷你電腦鼠，並邀請世界級的電腦鼠高手共同分享

最新的研究成果，為提升國內電腦鼠的製作能力盡

一份心力。

人形機器人探索挑戰賽

戴謙校長致詞 

戴謙校長及校內主管與

國內外貴賓合影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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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Solidworks Innovation Day 　
2010設計創新日

本校與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10月06日在

本校圖資大樓13樓國際會議廳，共同合作主辦

「Solidworks Innovation Day 2010設計創新

日」。本校與實威國際合作開設Solidworks全球認

證的CSWA與CSWP證照，培訓學生考取國際認證。來

自各領域產業界研發設計先進與本校師生共250位

參與本場活動，場面盛況空前，是南台灣的設計軟

體發表會之盛事。

戴謙校長表示，本校規定畢業前每位學生必須

考取一張以上的證照，此次本校與實威國際合作開

設Solidworks全球認證的CSWA與CSWP證照，學生可

藉此機會來考取國際認證，以增進自我的專業設計

研發能力。

本校Solidworks教學發展中心經過一年多的

運作，已培育出逾百人次通過Solidworks CSWA與

CSWP國際認證，為產業界提供堅實實力又深具創意

能力的優秀研發設計人才。希望未來雙方能繼續合

作，相輔相成，為台灣培育兼具創意與實務性的工

程人才。

實威國際工程部彭聖介協理致詞

來自各領域產業界研發設計先進與本校師生參與此盛事

戴謙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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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反毒影片特映會暨推廣活動
建構無毒安全校園  培養健康活潑學生
　　本校於10月26日舉辦校園反毒影片特映會

暨教育推廣活動，除特別邀請軍訓處二科科

長許文娟蒞會之外，並邀請多所大專校院學務

長、學輔中心主任以及軍訓室主任與軍訓教

官、學校師生等共同觀賞影片及探討。

影片男主角蔡天勝現身說法

反毒宣導影片特映會暨推廣活動 吳新興副校長致詞

　　吳新興副校長於特映會開幕致詞時表示，

依據教育部校安中心校園事件統計，97年涉嫌

及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計248件；98年則為

389件，大幅增加141件。另外，台南縣警察局

在前陣子也破獲一件大學生販毒案，利用毒品

吸收、控制青少年，再販毒給其他的青少年或

學生，顯現毒品在校園氾濫的情形已不容忽

視。

　　座談會所觀賞的影片「破浪而出」，是由

慈濟大愛電視台改編拍攝，描述主角蔡天勝從

被判無期徒刑的煙毒犯，最後找回自己。蔡天

勝說：「要怎樣才能真正幫助更生人，讓他們

可以重新回到社會，讓社會接受，是非常重要

的，這也是我今後最大的志業。」

   許文娟科長於座談會中談到，政府資源有

限、民間力量無窮」，教育部除持續推動反

毒教育工作外，今年與法務部結合民間社福團

體，藉由真人故事改編之反毒影片達到宣導，

杜絕毒品進入校園。

　　本次座談會請到劇中當事人現身說法，強

化宣導功效。透過蔡天勝訴說毒品的可怕以及

不要輕易嘗試，更能感動人心，撼動生命，期

盼青少年不要因為毒品而誤入歧途，造成個人

及家庭一輩子的遺憾。藉由反毒教育來幫助學

生不要迷失方向，讓失落的學生找回希望，獲

得重生，透過反毒影片的教育宣導，建構一個

無毒安全的校園及健康活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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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七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

會於10月15日在本校商管大樓7樓國際會議廳舉

辦。邀請義大世界天悅飯店總經理王俊典與高

雄師範大學學務長譚大純進行與談，並頒發傑

出經理人獎項給福貹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蕭肇陽

總經理及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莫素娟理事長。

  2010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2010年第七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福貹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蕭肇陽(中)及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理事長莫素娟(中左)獲頒「傑出經理人」獎項

本校資工系舉辦「2010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教育部主辦之技專校院國際技藝競賽，於

10月30日在本校盛大舉行。共有來自21所大專

校院共81隊報名，63隊入圍決賽，爭取「軟體

系統應用組」、「硬體系統整合組」、「影音

訊號處理組」與「行動裝置應用組」等四組獎

項。

   本活動在本校資工系的縝密規劃下，規模日

益擴大，在國內科技大學電資領域科系中，已

經建立優良口碑，吸引不少國內外隊伍參賽。

   本屆得獎的隊伍，可參加於11月19日於本校

舉行的國際賽，與來自新加坡、韓國、美國、

戴謙校長表示，商管學院需要與企業促成更多的

產學合作，培育更多商管人才。中華服務管理協會理

事長張信雄表示，台灣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導經濟型

態。目前服務業產值約占GDP70%，服務創新將成為經

濟成長之主要驅動引擎。

日本、紐西蘭與越南等國際團隊同場競技，提升國內

DSP競賽水準。

   只要是數位訊號處理領域，不管實現方式、平台

均可報名參與。本次競賽以數位訊號處理技術為發展

主軸，完成特定演算法(Algorithm)之相關技術及其

應用，須滿足二大主旨：「系統實現」與「創意」。

使用軟體、硬體、韌體三大實現方式均可，但需將完

成雛型系統展示。系統展示方式可在四大平台上來做

實現：系統晶片、一般電腦系統、行動裝置系統、嵌

入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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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福建廣電總局主辦，中華演藝總工會合

作協辦之「2010年全球閩南與歌曲創作演唱大

賽」，於10月11日在本校N棟音樂廳隆重舉行。

盧燈茂副校長表示，在這個「素人出頭天」

的時代，歌唱比賽除了能抒解學生課業壓力，也

能完成年輕學子站上舞台一圓星夢的夢想。盧燈

茂副校長致詞後，更以台語天后江蕙的「無言

花」為比賽揭開序曲。

當天比賽共有70位歌唱高手報名參加，邀

請名製作人陳宏佳先生擔任比賽評審，並在每

位參賽者表演完後給予講評與建議。歷經四個

小時的比賽，最後選出五位優勝選手及二位候

補選手，入選至10月31日的台灣區決賽。

中華演藝總工會表示，台灣區將從決賽中選

出前10名優勝者，於12月初代表台灣赴福建省福

州參加全球總決賽，一爭歌王寶座及新台幣12 

萬元的高額獎金。特別的是，所有出國比賽費用

都由大會負責，選手只要參賽，就有機會完成歌

唱夢想。

2010年全球閩南與歌曲創作演唱大賽熱情開唱               

參賽同學賣力演唱，同學盡情伴舞名製作人陳宏佳評審為參賽者講評與建議

盧燈茂副校長展現好歌喉並高歌一曲

參加同學華麗的服飾為歌唱比賽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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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邀請教育部技職司蕭玉真專門委員蒞校演講，

分享開設校外實習課程的經驗。今年度本校有12個系，

110名學生分別至47家企業參與暑期校外實習，學生將實

習的心得集結成冊。

蕭玉真專門委員表示，職涯發展的型態呈現多元化及

彈性化，政府規劃推動「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所擬定的10

項策略中，「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即是提升畢業生未

來就業力的方法之一。

本活動由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主辦，商管學院管理與資

訊系協辦，結合學校服務學習及品格教育為主要宣導宗

旨，邀請青竹瓦社藝術總監張雅鈴老師、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黃潮岳老師及融合設計工作室蔣文正先生蒞臨，教導大

家如何編導、演戲及佈景與道具設計等技巧。

本校在20日下午舉辦防震防災避難演練活動，讓學

生與師長熟悉防災的常識與逃生的本能。活動邀請台南

縣鹽行消防分隊賴盈瑞及林顯仲小隊長，教導同學如何

操作消防器具、自衛與逃生的正確觀念。

2010留學博覽會於27日在本校E棟展覽廳登場，由日

本及印尼外籍生帶來歌舞表演，為活動揭開序幕。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趙建民副主任委員應邀致詞時表

示，國際化已經成為國際趨勢，每一位大學生都應該在大

學期間，把握機會到國外學習，了解國外情形，並增加自

己的知識廣度進而提高競爭力。

為了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參與「非正式課程」學

習-社團活動。藉由學校主動提供學生們表（展）演舞

台，從一開始活動企劃，至登台演出的一連串綿密過程

中，訓練學生溝通、協調與領導、膽識能力，「青春劇

場」正式開幕登場。

活動於27日在行政大樓玄關，先由資傳、視傳、多

樂、會資、企管及電子等六個系學會學生所組成「舞動

青春．活力南台」的熱舞表演，為整場活動揭開序幕。

建立全校性在校生校外實習輔導工作坊

   防震防災避難演練活動

  2010留學博覽會

  創意品格戲劇研習營

學生社團「青春劇場」開幕式

校外實習報告成果展之獲獎同學

本校管樂社精彩的吹奏演出

 消防隊隊員教導住宿生使用滅火器

校外實習報告成果展之獲獎同學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趙建民副主任委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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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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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0.3 餐旅系
第40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41屆國際

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全國麵包製作總決賽

第二名

黃旭怡

蔡宏儒

施慧雯

99.10.4 視傳系 「2009-2010裕隆日產汽車創新風雲賞」 優選 王文雄

99.10.4 視傳系 2010 台灣OTOP設計大賞 生活工藝組設計大賞獎 王文雄

99.10.4 視傳系
「2010文建會社區及地方文化館

主題展」
優等 王文雄

99.10.4 視傳系
「2010文建會社區及地方文化館

主題展」
甲等 王文雄

99.10.15 電子系 99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研究所組第三名 黎靖

99.10.15 電子系 99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研究所組第三名 余兆棠

99.10.15 電子系 99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大專組佳作 余兆棠

99.10.15 電子系 99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大專組佳作 楊榮林

99.10.23 餐旅系 西班牙2010 SKYY全球花式調酒菁英賽 世界盃第二名
黃旭怡

施慧雯

99.10.30 資工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軟體系統應用組第二名 席家年

99.10.30 資工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軟體系統應用組第三名 顏國郎

99.10.30 資工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軟體系統應用組佳作 林志鴻

99.10.30 電機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硬體系統整合組第一名 龔應時

99.10.30 電機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硬體系統整合組第三名 侯春茹

99.10.30 資工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硬體系統整合組第四名 吳建中

99.10.30 電機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硬體系統整合組佳作 梁治國

99.10.30 電機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硬體系統整合組佳作 王明賢

99.10.30 電機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影音訊號處理組第二名 簡聰富

99.10.30 電機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影音訊號處理組第三名 陳彥廷

99.10.30 電機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影音訊號處理組第四名 陳培展

99.10.30 資工系 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內賽
行動裝置平台應用組

第二名
林榮三

南台科大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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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
近現代中國城市道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秘書室-
董事會議 

資工系-
2010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際賽 

秘書室-
技職司林騰蛟司長蒞校演講 

國際事務處-
越南姐妹校河內電力大學來訪 

工學院-
能源局歐嘉瑞局長專題演講 

商管學院-
99年老闆娘學院結訓典禮 

研發處-
「2010南台科技大學校園創業競

機械系-2011南台汽車大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