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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日前於行政會議上，表揚100年度簽訂

11件（簽約金$2,720,000元）產學合作技術移轉

案之生技系張春生、機械系張崴縉、機械系陳沛

仲、機械系郭聰源、電子系薛雲太、電子系張文

俊、電機系許毅然、創產系張家誠等8位老師，並

頒發獎狀及60%技轉授權金給予獎勵。

校長戴謙表示，為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實現

「落實優質務實致用技職教育、培育產業專技人

才、強化產業競爭力」的理念，不斷強化跨領域

的研發能量，以「產業應用」為導向發展，透過

院、系、所研究資源的整合與運用，成立15個研

究中心，各中心召集跨系所相關領域之教師，組

成核心團隊，建立核心技術，朝深化技術研發、

致力於產學合作的推動，落實協助提昇企業技術

升級與轉型，及研發成果宣傳，促進最新技術移

轉予廠商，強化企業全球競爭力。

為積極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建立跨領域整合

研究合作機制與模式，以團隊力量執行專案研究

本校100年度產學技術移轉績效亮麗

和產學合作，本校制定諸多獎勵辦法與措施。校

方亦體認智慧財產權的重要，全額經費補助教師

鼓勵專利申請，統計100年度至今已取得450件專

利、尚在審核中之案件計有668件；成功簽訂技

轉案後，更頒發總授權金之60%金額予專利發明

人，勵行促進研發與技術成果移轉、強化產業創

新、創意、創業核心競爭力達到產學攜手、共創

雙贏為目標。

戴謙校長(中)與產學合作技轉案之老師們合影

戴謙校長(右)頒發獎項給機械系郭聰源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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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2nd World Cup of Computer Implemented 
Inventions (CIIs) 3金1銀3銅3特別獎佳績

本校參賽成員，由左至右魏子傑、魏兆煌老師、許毅然老師、陳宥全、陳琬慈、陳念慈、陳慧茹、林柏榕、孟成彥

 2011年2nd World Cup of Computer 

Implemented Inventions (CIIs)於日前在高雄義

守大學舉辦，共有26個國家參展，86件參賽作

品。本校抱回3金1銀3銅3個特別獎，表現亮

眼。

校長戴謙表示，近年來本校參加國際發明

展均榮獲多項獎牌，在國內大專校院位居前

矛，並與國內外發明領域相關單位互動頻繁，

提昇本校師生發明創新的指標能力及競爭力，

力求突顯本校於國內各技專院校間的發展特色

及領先地位，證明本校在創新及研發的結合都

有不錯的表現，更希望能為國家培育出更多創

新與科技兼具的優秀人才

由電機系王啟州老師、趙春棠老師共同指

導電機系泰國籍博士生孟成彥所研發的「多用

戶無線聽診器」，除獲得金牌獎外，同時也獲

得國際發明家聯盟總會創新獎及匈牙利發明協

會特別獎。

許毅然老師及陳宥全、林柏榕同學等研究

團隊共獲得二金一銀二銅一特別獎。金牌獎作

品為「具有人性化介面之投影機上」以及「發

燒篩檢之方法及系統」。「具有人性化介面之

投影機上」同時也獲得泰國特別獎，本產品是

以一般的雷射筆光點作為簡報的指引以及兼做

滑鼠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的發展多點觸控的

技術，以因應Windows 7的熱潮。「發燒篩檢

之方法及系統」是結合紅外線熱影像儀與可見

光攝影機，採用影像處理的技巧，分析紅外線

熱影像儀與可見光攝影機同一點的資訊，當紅

外線熱影像儀發現溫度落在發燒溫度的可疑範

圍內時，比對可見光影像該範圍是否為人體皮

膚的部分，藉以排除非人體發燒而產生的誤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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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參賽成員(由左至右分別為林柏榕、徐家慧、許毅然老師、鄭安茹、陳世全、龔冠瑜、白粲毓、黃熙介)

金牌獎「多用戶無線聽診器」研發成員(由左至右陳念慈、魏兆煌老師、
陳慧茹、魏子傑、陳琬慈)

作判斷。

銀牌獎作品為「可進行多群組配對之遙控

裝置」，本產品在不改原產品，以單一按鍵結

合自然習慣法則做多種家電的遙控，如開關、

音量大小、頻道改變等。即使是在不同房間，

遙控器也可以判斷所在的位置對不同廠牌同類

型的家電以同樣的動作做出遙控。

銅牌獎作品則為「吵雜環境中整合來電訊

息與視訊畫面之處理裝置」及「應用於投影機

上具有人性化光學鏡片之光學接頭與指向元

件」。「吵雜環境中整合來電訊息與視訊畫面

之處理裝置」作品主要應用於吵雜的場所，提

供一個多人使用的智慧型來電號碼顯示系統。

「應用於投影機上具有人性化光學鏡片之光學

接頭與指向元件」作品主要是應用於投影機上

具有人性化光學鏡片之光學接頭與指向元件，

除了利用硬體技術做影像分析解出雷射光點座

標，以作為滑鼠游標的依據，解析過程中完全

不經過電腦，不佔用電腦資源，且可以在每個

Frame解析出一組座標點，效率高可以增加簡

報的流暢度。

魏兆煌老師研究團隊則獲得一銅牌，作品

為「多功能智慧電源插座」。多功能定時器是

以智慧型裝置作連結，用以設定插座供電之時

間。另外當過熱時，能自動斷電，直到溫度降

低，插座會自動供電並恢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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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A智慧型機器人足球競賽為目前全球規

模最大的機器人賽事之一，今年已邁入第十六

年，並首度移師台灣舉辦，日前於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進行決賽，計有十一國、五十二支隊

伍、三百多名選手以機器人進行足球賽、挑戰

賽及全能賽之競技比賽。

　　今年競賽，本校由機器人中心謝銘原主任

帶領之團隊，累積多年機器人競賽及研究能

量，突破多年來都是韓國隊伍稱霸的智慧型人

形機器人足球賽組（AndroSot），以接近全勝

之戰績，為我國首次奪得該組之世界冠軍。

　　校長戴謙表示，近年來，本校已多次舉辦

全國性機器人競賽及國際邀請賽，吸取許多實

戰經驗，並同時帶動起南台灣機器人學習之風

氣。本校也積極與各級學校合作，積極推廣機

器人課程及活動，相信對未來我國學子於機器

人時代來臨之際，可養成更好的因應能力。

　 　 智 慧 型 人 形 機 器 人 足 球 賽 共 包 括 三 個

挑戰賽及三人制足球賽， Myle s_STUT隊及

MilkLion隊於三人制足球賽中，預賽分組分別

擊敗墨西哥及台灣台北科技大學等隊伍，以分

組前兩名晉級準決賽。於準決賽中，Myles_

STUT隊以3：0擊敗另一分組冠軍中國大陸CUG

隊，並隨後於決賽以5：4力克去年冠軍韓國

Robotics隊，首次將此競賽之世界冠軍留在台

灣。這也是台灣所有科技大學中，第一個榮獲

此世界賽分組總冠軍之學校。

　　機器人中心謝銘原主任已經指導其團隊參

加此競賽多年，去年（2010年）於印度舉行

2010FIRA世界賽中，首次晉級最後四強，雖

然無緣獲得前三名，但已累積豐富經驗。此團

隊今年結合碩士班及大學部學生組成，但所有

成員都是第一次參賽，然而已經畢業的學長及

主要隊員都能策勵熬夜，在整體實驗室新舊傳

承及通力合作下，方能獲得最後殊榮。

本 校 機 器 人 勇 奪 2 0 1 1  F I R A 競 賽
兩 項 世 界 冠 軍

智慧型人型機器人足球賽比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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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寧波工程學院蒞校參訪

大陸浙江地區寧波工程學院由寧波市陳新副

市長及郭華巍團委書記率領的參訪團，於日前

本校參訪，受到戴謙校長、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博

士、張鴻德教務長、電機系王明賢主任、機械工

程系朱志良主任、會計資訊系洪崇文主任及國際

事務處王永鵬處長等主管的熱烈歡迎。

校長戴謙致詞時表示，寧波工程學院於今年

暑期派有4名老師及22名學生前於本校作「化工

與材料工藝專班」及「行動裝置應用實務專班」

的短期研修，學生對於課程的安排反應相當熱

烈，也對本校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次寧波工程學

院由陳新副市長及郭華巍團委書記率領的參訪團

前來本校，該參訪團在校方的安排下亦參觀電機

工程系的機器人實驗室及電機系生醫中心，對本

校理論和實作結合並進的方式表達高度肯定。並

對首次的暑期成果展現亦表達高度評價，也希望

兩校能持續維持彼此的學術交流。

午餐的交流餐會也在餐旅管理系宴會廳舉

辦，由餐旅系師生製作供餐提供服務，另由該系

獲獎無數的廖乙哲同學現場表演花式調酒，純熟

高湛的技巧，博得全場掌聲，來賓也對本校媲美

飯店精緻可口的菜色，學生貼心的服務留下深刻

的印象。

P5

戴謙校長(右三)、吳新興副校長(右二)及寧波工程學院陳新副市長(中)、郭華巍團委書記(左三)與與會貴賓們合影留念

校長戴謙(前排右)與寧波工程學院簽訂合約

國際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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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僑生、陸生師生座談會

僑陸生座談會學生提問情形

9月28日本校舉辦100學年度「僑生、陸生」

師生座談會，由校長戴謙帶領行政團隊、各學院院

長及系主任，與來自大陸、馬來西亞、印尼、阿根

廷與巴拿馬等僑、陸生共計40位同學一起面對面

座談。活動以溫馨、感恩為主題，歡迎來自境外各

地的同學加入本校的行列，學校希望藉由本次的活

動，讓就讀本校的僑、陸生瞭解學校，並展現學校

對他們的照顧與關懷。

校長戴謙表示每位同學加入本校的大家庭，特

別遠從境外各國來到此地，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

緣，希望每位僑、陸生仍秉持「一日南台、終身南

台」的信念，並期勉每位師長與同學應珍惜此份情

誼。

校長戴謙也表示：本校自創校以來，一直秉持

著以辦理『一流學府』為宗旨，讓同學們在一流師

資及一流設備的環境下學習。學校也會盡力達成學

生的學習期望。

接著在師生座談時，陸生、僑生們也將他們來

到本校就學，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如生病就醫、手

機申辦、證照考試及托福考試等提出，校方也針對

問題由相關人員一一給予解答，整個座談活動在溫

馨快樂的氛圍，師生彼此熱烈的意見交換下進行，

為這些境外遠到的學生營造了一個溫馨友善的校園

與鋪陳一條光明的學習康莊大道，這也更證明本校

認真的辦學態度與決心。

戴謙校長致詞



國際南台 P7

南台科大「創新研發成果展示廳」揭牌

展示廳作品-結合遮簾式太陽能板之汽車降溫裝置

戴謙校長(前排中)、校內主管及與會貴賓參加揭牌儀式」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王水文副局長致詞

友善台灣國際學生接待家庭計畫上課情形

由教育部委託本校承辦之「友善台灣國際學

生接待家庭計畫」與台南市政府於日前在本校舉

辦全國南區接待家庭培訓活動，吸引來自嘉義、

高雄以及屏東等縣市約80位對接待活動有興趣的

熱心家長前來參加，教育部文教處許睿宏副處長

以及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王水文副局長也蒞臨現場

指導，讓整個活動更加圓滿成功。

副校長吳新興表示，台灣是目前世界各國公

認最友善的國家之ㄧ，教育部自98年起規劃推動

「溫馨家庭–外國學生接待家庭計畫」，使國際

學生在台研習期間，可透過與接待家庭生活，豐

富在台灣學習經驗。

接待家庭計畫辦公室每年不定期於北中南舉

辦接待家庭培訓課程，教育部文教處許睿宏副處

長開幕致詞時表示：「建立國際學生的接待家庭

機制是未來台灣在進行國際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

一項活動，當我們出國受到對方友善的回報時，

就會知道在台灣我們給予外國人的接待是非常值

得的，教育部感謝本校的用心，並將全力支持，

也非常感謝接待家庭熱心參與本計畫。」

當天課程內容包含文化差異及跨文化溝通、

接待經驗及心得分享、青少年保護與風險管理以

及接待家庭的職責及認知，課程內容豐富且多

元。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王水文副局長表示：「國

際的教育交流一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相信接

待家庭計畫在教育局及本校的用心辦理下會更完

善，對台灣的國際化將會有更大的助力。」

本校舉辦友善台灣國際學生接待家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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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佳珍同學及蔡宏儒老師與獲獎作品「音樂與舞蹈」之藝術麵包合影

餐旅系同學榮獲
第41屆全國技能競賽一銀一銅佳績

本校餐旅管理系學生蔣佳珍、張絲涵，參

加今年行政院勞委會主辦第41屆全國技能「麵

包製作」與「西點製作」職類競賽，勇奪本屆

全國技能競賽麵包製作職類第二名以及西點製

作職類第三名。此競賽為全國技能競賽之年度

大事，更為技職教育相當重視之競賽，每兩年

由兩屆全國競賽獲獎選手中選拔出各職類國際

技能競賽國家代表，出國參加世界最大國際技

能競賽。因此，政府單位相當重視，頒獎典禮

中特別邀請馬英九總統蒞臨頒獎典禮親自頒

獎。

蔣佳珍是本校餐旅二年級學生，曾經獲得

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第一名，不僅在校內輔

導下取得烘焙乙級證照，更具有純熟的麵包製

作經驗，在餐旅系黃旭怡主任、蔡宏儒、施慧

雯老師的鼓勵與指導下參加這次3天的激烈比

賽，展現堅強意志力與努力不懈精神。4天創

作作品包含淘汰賽之起酥類(鬆餅)麵包，決賽4

種鹹味起酥、４種丹麥麵包、４種甜麵包及以

「音樂與舞蹈」為主題的大型藝術麵包創作作

品。

在最後一天的音樂與舞蹈為主題的大型藝

術麵包，更是讓現場觀眾與裁判嘆為觀止，深

獲好評。蔣佳珍提及在上課中，蔡宏儒老師將

過去比賽經驗分享給她，激發她對「音樂與舞

蹈」藝術麵包的歡樂氣氛畫面。3天賽程中製作

各式麵包融入在「音樂與舞蹈」藝術麵包中，

精湛技巧融合藝術美感的製作，令人嘆為觀

止。

餐旅系三年級的張絲涵同學，則曾經獲得

41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第二名，在餐旅系

技能競賽輔導小組黃旭怡主任、蔡宏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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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雯老師、梁仲正老師與蘇曉芬老師的鼓勵

與指導下參加這次3天的激烈比賽，展現堅強意

志力與努力不懈精神。

在最後一天的大型巧克力工藝，更是讓現

場觀眾與裁判嘆為觀止，深獲好評。張絲涵提

及在南區分區賽的作品海中探索，激發她對

「深海寶藏」巧克力工藝的神秘畫面，作品中

構思來源為想將電影中那神奇的海盜船與金碧

輝煌的深海寶藏以巧克力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或許目前並不是億萬富翁，但運用巧克力工

藝，想像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坐擁金山銀山的大

富豪！期盼在巧克力的世界裡，能如魚得水，

挖掘並學習製作出更多「人生寶藏」！

本校在最近一年來共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補助款最高金額8,500萬元。學校利用補助

款，補助與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競賽，在全國技

職風雲榜中成績卓越，由此可見本校辦學相當

用心，深獲肯定。校內提供許多新穎餐旅設備

供學生教學實習，結合餐旅系優秀師資，訓練

與補助學生參加競賽，未來也將繼續培訓餐旅

優秀技術之人才。

蔣佳珍同學全國總決賽麵包製作職類第二名作品

餐旅系張絲涵同學的作品「深海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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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乙哲同學(左)榮獲2011年LUXY世界花式調酒嘉年華比賽冠軍

餐旅管理系學生廖乙哲同學榮獲LUXY世界
花式調酒嘉年華比賽冠軍

本校餐旅管理系學生廖乙哲同學日前參加

2011年LUXY世界花式調酒嘉年華總決賽「LUXY 

WORLD FLAIR CARNIVAL 2011」，榮獲冠軍最高

殊榮。廖乙哲同學為台灣花式調酒高手，對花式調

酒有濃厚興趣，曾經參加過西班牙、越南、美國、

日本等國際花式調酒競賽，屢獲大獎，已成為餐旅

系之光。本次競賽由世界花式調酒協會(WFA)在台

灣舉辦難得一見的國際花式調酒比賽，共有來自台

灣、日本、馬來西亞、韓國和新加坡等14位各國菁

英國家代表參賽。廖乙哲同學再次發揮精湛花式調

酒技藝，榮獲最高殊榮，所有本校師生均為廖乙哲

喝采。

廖乙哲同學在參賽中，除了製作大會指定酒

Bacardi調酒外, 另一杯則使用近年來世界上最受歡

迎的薄荷酒漠西多(Mojito)，搭配100%日本大分縣

日田市所生產的「日田梨」梨園的梨子香甜酒、增

加免疫力的藍莓和富有鐵質的蔓越莓汁製作創意調

酒，調製成酸甜適中、尾韻風味富含新鮮藍莓微酸

甜，取名為「Never Die」的作品；廖乙哲同學再

次展現純熟精湛的調酒技巧，在各項分數裡鶴立雞

群，獲得壓倒性的高分，贏得國內外觀眾的讚賞，

並獲得冠軍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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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乙哲同學(左)榮獲2011年LUXY世界花式調酒嘉年華比賽冠軍 教育部長吳清基(左四)與本校獲第一名的張晉嘉(右二)、第二名的陳宇竣(右三)及第四名的陳奕廷(左三)合影留念

電子系參加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
暨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表現亮眼

本校電子系於日前參加在龍華科技大學舉行之

「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人國內及國

際邀請賽」成績表現優異。本競賽由教育部主辦，

是目前國內水準最高、參加人數最多之人工智慧單

晶片競賽，今年共有技專校院及高中職的師生共

300餘隊、國際及國內參加選手逾1000人次參與。

在激烈的競爭下，本校電子系脫穎而出，由張晉嘉

同學榮獲電腦走迷宮競賽第一名及國際賽第四名，

陳宇竣同學榮獲第二名及陳奕廷同學榮獲第四名，

技壓群鼠，令全場觀眾驚艷不已。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在教育部技職司的指導

下，自2005年開始研發電腦鼠技術，並舉辦多次

電腦鼠走迷宮競賽，透過親自動手設計及實作，以

寓教於樂的方式，激勵學生發揮創意，並達到積極

學習與思考創新之教育目標。經過六年的努力，目

前該校電腦鼠的製作技術已達到國際一流水準。除

連續包辦國內2屆電腦鼠比賽冠軍外，去年也榮獲

全中國電腦鼠比賽冠軍及全日本電腦鼠競賽迷你電

腦鼠第4名的優異成績。

電子系也將電腦鼠的技術研發成果轉為教材，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教導同學學習機電整合實務，獲

致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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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幽夢之聲遊戲畫面

南台科大新出爐的第八屆親善大使

數位設計學院榮獲2011年數位內容
系列競賽「4C數位創作」競賽多項大獎

一年一度數位設計大賽「4C數位創作競賽」

的得獎名單終於在日前揭曉，本校團隊在全國眾

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成果豐碩，其中數位設計學

院共獲得一金、一銀、一銅、二優、以及六個廠

商特別所提供的贊助獎。主辦單位預計將在10月

28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辦理頒獎典禮，並

辦理國際大師見面交流會。

校長戴謙除對得獎的師生團隊道賀之外並表

示，學校不惜投注大筆資金，擘畫與引進最新的

技術及設備，提供學生最佳的學習環境，校方一

直很重視學生實際創作的經驗，並以實際行動

支持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比賽，因此課程安

排上，更著重於結合設計、科技、人文藝術等內

涵，以務實的態度培養國內數位設計之專業人

才，並強化與業界之合作關係。此次得獎的眾多

作品，即是本校師生努力經營與規劃成功之鐵

証。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黃信夫老師所指導

的「組合超激鬥」以及「幽夢之聲」在4C競賽中

分別勇奪遊戲提案組金獎、遊戲創作組銅獎及優

選獎，且兩組同學亦獲得4C產業新星組奇銳獎之

肯定，總計這兩組同學共囊括5個獎項。

「4C數位創作競賽」是經濟部工業局為促進

台灣數位內容產業蓬勃發展並鼓勵國內優秀人才

投入數位創作行列，每年定期舉辦的「4C數位

創作競賽」。藉由競賽的推動，不僅讓國內業者

發掘好的創作題材及人才外，同時也能在社會中

遍灑希望的種子，讓數位內容創作在台灣蔚為風

氣，進而提昇國內產業的競爭力。

得獎作品-幽夢之聲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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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典禮推動積極又正向的「友善校園」 

本校於100年9月14日在三連堂舉行開學典

禮，並配合教育部推動開學第一週為「友善校園

週」，利用開學典禮召集全校各系學生時，宣導

「防制校園霸凌」、「防制黑幫入校」、「防制藥

物濫用」等三項議題，同時針對學生交通安全事件

以實際案例及學生親身經驗宣導「防衛駕駛」之觀

念；本校也非常重視學生的品格養成，積極推動品

德教育深耕計畫，藉由系列性的活動向師生宣揚與

培育本校的每位學子都能成為一個有「品」味的南

台人。

典禮的序幕在師長的諄諄教誨下展開，期望學

生能尊重「自我價值」，創造生命燦爛的火花與編

織絢麗的美好前景。校長戴謙博士於會中期勉每位

同學應該培養「尊重」的態度，懂得對「人」的尊

重，行為就不會偏移，懂得對「生命」的尊重，就

會降低意外事件，凡事都能抱持「尊重」的謙卑態

度，就是一個有品有格的南台優良青年。

校長戴謙也表示，近年來本校的各項績效卓

著，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這些都是全校師生努力

付出的成果。今年更不同凡響，在爭取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再度蟬聯全國科大第一。

此外本校在各項教學活動績效也均有亮眼的表現，

正說明本校是一所頂尖的學府。  

校長戴謙期勉與會師生要秉持這種精神繼續在

各個角落發揚光大。更希望師生能擔負起社群責

任，積極配合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的政策使命下，

規劃學生社團結合中小學教學優先區的活動，前往

各級學校協助推動相關議題的宣導活動，教導中、

小學生能具備正確的認識與防制觀念。

典禮過程進行順利，會場氣氛縈繞在學生正氣

凜然的宣誓聲與歡唱校歌之歌聲中圓滿結束。

戴謙校長於開學典禮中致詞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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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0學年度為期三天的新生訓練課程相當

多元有趣，特別安排了品格戲劇體驗及校歌暨創意

演唱比賽活動，希望運用較活潑有趣的方式來默化

學生，於日前安排「品德之夜」活動課程，由今年

獲得教育部「慶祝建國百年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

育全國戲劇競賽」大專組第一名的管資系師生及台

灣戲劇表演家演出，透過戲劇的演出反射，讓學生

體會「孝親感恩」的即時重要，重新檢視自己的生

活態度，原來把自己的角色扮演稱職是為人處事的

基本道理也再平凡不過了。

9月9日校歌暨創意演唱比賽，始業式前分兩梯

次抽出八個班先行準備二天除校歌外，另準備自選

曲:唸妳！朋友！唱一首天上的歌！，有班級突發

奇想唱「國歌」，新生展現創意唱作俱佳，歡樂中

將校歌熟悉！也快速聯繫了班上的感情。

本校今年獲得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

深耕推廣學校補助及南區學務中心推薦品德教育績

優大專院校，對品德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除服務

學習課程的推廣，志工觀念的強化，辦理一系列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典範學習邀請名人講座及

南台青年選拔活動、創意品格戲劇研習營、校園禮

貌天使的推薦推動問早道好、校園教育有愛發掘、

品德教育宣導手冊的編撰、讀書有品、生活法律的

建立及監獄參訪等，都希望學生們除了學習專業

技能外，更具人文關懷及品格涵養，才能獲業界喜

愛。

新生訓練「品戲劇、唱校歌」感動新生

品德之夜台灣戲劇表演家演出-龍兄虎弟 品德之夜台灣戲劇表演家演出-龍兄虎弟 品德之夜管資系師生演出-老奶奶的秘密抽屜

品德之夜台灣戲劇表演家演出-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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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教師節，本校商管學院EMBA第八、九

屆在校生結合校友會。在商管學院賴明材院長、

EMBA校友會季孝緯理事長暨本校校友總會魏子

夏理事長領銜下，於9月24日晚上在桂田酒店舉

辦一場別開生面的「拗師卡SUPERSTAR」敬師晚

會。節目內容全部由在校生傾力排練演出，在校

生中不乏有董事長級人物，卻都不惜放下身段撩

落去，使出渾身解數，令人感動，EMBA的學生們

以本校為榮的向心力以及同學們彼此間高度的凝

聚力，充分展露無遺。

校長戴謙表示，教師節即將到來，難得EMBA

校友及在校生們，如此有心策劃教師節活動，老

師們更應秉持有教無類的精神，用心教導每位學

生，使學生可以從中獲得學習以及師長們的關

心，藉由教師節活動讓師生們共同參與，使師生

關係更加緊密。

EMBA校友會理事長季孝緯表示，本校自戴

謙校長接任後，已連續三年榮獲2011年Cheers雜

誌公布1000大企業最愛私立技職校院第一，更榮

獲100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全國最高補助金額8,500

萬，治學成績十分亮眼。在歡慶教師節的來臨之

際，謹代表EMBA全體校友及在校生向戴謙校長及

全校教師們致上最誠摯的敬意。

活動節目在在校生們煞費苦心的精心策劃

下，包羅萬象，有歌、舞、奉束脩、拔智慧毛、

師長歌唱PK賽等，內容豐富精采。

本次經費，除支付各項開銷外，其結餘款部

分款項將以「南台EMBA校友會」名義捐助弱勢

團體，以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另一部分將捐獻給

EMBA校友會。希望活動之餘，能為社會做些更

具正面意義的事，此舉如能廣獲認同與支持，甚

或拋磚引玉，得到更大的迴響，將此善念義舉延

續、傳承、發揚光大，則不負良苦用心與策劃之

初衷。

EMBA舉辦敬師晚會歡慶教師節

EMBA校友們及學生們拔智慧毛



活動傳真P16

你還記得2009年莫拉克颱風曾經橫掃台灣嗎？

當時莫拉克造成近50年來最嚴重的水災，死亡人數

達600多人，為此教育部發起「大專院校協助莫拉

克風災災後社區重建計劃」，結合學校資源扶植災

區成長，鼓勵師生發揮社會責任，從事社會服務，

協助災後社區重建。

由本校資訊傳播系師生發起「翻滾吧!巷心力」

莫拉克風災關懷活動，不但要拉近每個角落的急難

家庭，更要讓關懷更具行動力，陪伴受災戶災後的

心靈重建。在歷經一年的青年社區行動參與後，

資傳系師生於9月21日在學校人文藝術中心舉辦

「Open your eyes攝影展」，這次攝影展的主題是希

望可以藉由影像傳遞關懷與愛，並深入社會的每一

個角落，將需要關懷的人、事、物傳遞給更多願意

伸出援手的朋友！希望藉由全台各地溫馨祥和的照

片，讓重建區居民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而不孤單。

目前已順利完成五社區災後重建計劃，「Open 

your eyes攝影展」於9月21日擴大舉辦災後重建映

像展，展出內容包含這次活動的攝影展以及紀錄片

放映，現場還有大型裝飾藝術和祈福天燈等學生創

意，希望讓更多民眾給予災區居民祝福與關懷。此

次攝影展主要是由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提供所有攝

影展照片以及周邊設計的經費，同時透過本校藝文

中心的展覽場地展出，使得所有得獎作品在優質的

展覽空間中，更顯現出這次攝影展「關懷與愛」的

主題風格。此次展覽時間共有三個星期之久，從9

月21日到10月5日，歡迎對影像有興趣的觀眾可以

前往參觀。

Open your eyes攝影展開幕 傳遞愛與關懷

P16

全球災難大事記

全體工作人員與師生一起歡迎您「open your eyes」



活動傳真 P17校友聯誼南台科大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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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9/07 餐旅系 第41屆全國技能競賽 麵包製作-第二名
梁仲正、施慧
雯、蔡宏儒

100/09/07 餐旅系 第41屆全國技能競賽 西點製作-第三名
梁仲正、施慧
雯、蔡宏儒

100/09/25 電機系
第七屆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

器人國內及國外邀請賽
電腦鼠及機器人創意
設計競賽組第一名

陳文耀

100/09/27 多樂系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PC遊戲創作

組
大會銀獎/雷爵贊助獎 張華城

100/09/27 多樂系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PC遊戲創作

組
大會銅獎/優選 黃信夫

100/09/27 多樂系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PC遊戲提案

組
大會金獎 黃信夫

100/09/27 多樂系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PC遊戲提案

組
優選 楊政達

100/09/27 多樂系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4C產業新星

組
Unity奇銳獎*2組 黃信夫

100/09/27 多樂系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4C產業新星

組
Unity奇銳獎 謝承勳

100/09/27 多樂系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4C產業新星

組
Unity奇銳獎 張華城

100/09/27 視傳系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動畫組 漢光贊助獎 陳竜偉

100/09/27 本校 2011 4C數位創作競賽
最佳團體表現獎

(獲頒獎金最高學校)

100/09/25
電子工
程系

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
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作品-吐司蝙

蝠

國內賽大專組-人工智
慧古典電腦鼠走迷宮

競賽第一名
黎靖、謝文哲

100/09/25
電子工
程系

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
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作品-愛的電

吉他

國內賽大專組-人工智
慧古典電腦鼠走迷宮

競賽第二名
黎靖、余兆棠

100/09/25
電子工
程系

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
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作品-宏哥現

榨檸檬

國內賽大專組-人工智
慧古典電腦鼠走迷宮

競賽第四名
謝文哲、黎靖

100/09/25
電子工
程系

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
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作品-吐司蝙

蝠

國際邀請賽-人工智慧
古典電腦鼠走迷宮競

賽 第四名
黎靖、謝文哲

100/09/28
電子工
程系

萬潤2011創新創意競賽 
作品-智慧型觸控式廚房助理器

電機資訊類 最佳創新
潛力獎

楊金良、席家
年

100/09/28
電子工
程系

萬潤2011創新創意競賽 
作品-與GSM簡訊結合之廣告看板

電機資訊類 優選獎 唐經洲

南台師生榮譽榜



青年社區行動參與

教育通識大師講座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借用本校E棟13樓辦理2011-12 

年度推動青年文化教育工作論壇 

餐飲衛生講習 

專利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合作

聯合簽約儀式 

議會第二次常會(行前會)

100學年度教職員身心健康專題演講--

認識心血管疾病與維護心血管健康

100-1學生交通安全

教育才藝競賽活動 

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

永續發展會議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工程認證實地訪評 

第一屆海峽兩岸麻醉安全研討會

暨2011年中華民國麻醉安全保障

協會年會

太陽能產業發展趨勢研討會 

2011 /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00-1學生宿舍座談會 

100年節約能源績優獎

成果分享暨觀摩會

勞作教育第一次檢討會

期中系會長會議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100-1春暉志工培訓活動 

商管學院全院教師

AACSB推動說明會 

2011台灣國際設計博覽會-

設計新銳區 

100-1校園安全志工培訓研習 

鄰近中小學、社區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海峽兩岸綜合活動課程

學術交流與展望研討會 

進修部學生自治幹部研習營 

100-1優良班級機車騎士選拔活動 

資源教室始業式 

2011新世代設計工作營 

10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 

心肺復甦研習 

期中社團負責人會議 
「產學策進會」會議

2011 遊戲設計互動創作國際研討會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

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從消費看臺灣~從空中看地球III

校園講座&通識教育大師講座&

大家愛地球影片欣賞系列活動

南台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