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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南台 P1

Cheers雜誌公布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
本校連續四年榮獲私立技職校院第一名

根據2012年《Cheers》雜誌公布「台灣3000

大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本校再度蟬連為

私立技職校院第一名，連續四年榮獲此殊榮。顯

現企業對本校畢業學生在職場上的表現皆有不錯

的評價；除了專業知識與技術之外，更具有高度

學習的工作態度及團隊合作的能力，是本校學生

在職場上的競爭優勢。

校長戴謙表示，由於，企業對名校的偏好度

很高，常讓許多私校生缺乏自信心。而本校的畢

業生學習力強、可塑性高、具備創新與融會貫通

的能力以及穩定的抗壓性，擁有高度團隊合作精

神，深獲企業的賞識。以上的特質建立，除了在

校期間，積極投入實作專題競賽之外，加上師資

的教學用心與豐富的研發能量，讓學生在外比賽

屢獲佳績，獲得許多產學合作的機會，卓越的表

現才能獲得企業界的重視。

校長戴謙更進一步指出，能獲企業最愛學

生的殊榮，全校師生皆倍感欣慰。在不景氣的

時代，只有不斷的努力，才能在進步中成長。由

於本校鄰近台南科學園區，加上過去產學合作的

成績相當亮麗，已成為培育高科技專業人才的搖

籃。

未來，學校在研發設備會持續積極投資，以

提升更多的研發能量與企業產學合作。學校也鼓

勵學生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培養軟實力，習得責

任感與團隊合作的能力；積極開設學生校外實習

課程，讓學生可從實習過程中培養職場所須的能

力，做為踏入職場前的準備；當然，也鼓勵教師

到企業實習，了解目前職場的現況，並針對大環

境的需求，融入課堂上的教學及輔導，使本校學

生在職場上更具競爭力。



國際南台P2

法國大廚Mr. Marc Bayon介紹今天的餐點

法國大廚Mr. Marc Bayon為餐旅系學生示範法國餐點製作過程

本校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

4.7881億元，每年均利用高額補助款執行各項優質

計畫案。今年餐旅系在學校大力支持與協助下，

特別邀請法國國際著名大廚Mr. Marc Bayon蒞校授

課，學生並辦理法國餐宴，邀請校內外餐旅專家蒞

校享用學習成果。

副校長盧燈茂表示，目前政府積極發展六大新

興產業，餐旅系教學配合國家與國際發展趨勢，不

斷強化教學品質並與國際接軌，增進學生國際觀。

配合政府美食人才培育計畫，近期除持續每年選送

學生前往海外國際連鎖餐旅業實習外，亦不定期邀

請美國、紐西蘭、法國等著名餐旅專家進行授課與

交流。餐旅系學生近2年來在餐旅各方面專業技能

與專業表現均相當優秀，榮獲近30項國內外競賽獎

項，獲各大媒體主動邀約報導，學生表現深獲業界

肯定，畢業生也多於五星級飯店中工作。本次法國

餐宴之活動籌備、規劃與執行過程中，亦為培養學

生專業能力所展現的成果之一，相信學生經由學校

不斷給予充足資源與提供訓練下，將來畢業後必能

展現傑出所學。

法國大廚Mr. Marc Bayon來自於法國普羅旺

斯，具備近20年法國頂級餐廳之行政主廚經驗，包

含法國巴黎鐵塔餐廳及Sofitel、Hermitage等國際連

鎖餐廳行政主廚工作經驗，及擔任巴黎高級廚藝學

校副教授。在歐、美、亞等共12個國家協助法國餐

展現精緻法國餐宴
法國著名大廚Mr. Marc Bayon蒞校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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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開幕、顧問、及辦理各項法國美食之推廣活動。

特別的是，除榮獲多項法國各大廚藝金質獎章外，

獎章中有一項「法國農業貢獻國家騎士獎章」，與

校長戴謙一樣，而能榮獲由法國國家頒發的獎項，

表現肯定相當傑出。

餐旅系黃旭怡主任亦表示，本次法國大廚蒞校

授課課程相當豐富，包含法國菜示範、教學、法國

宴會餐與甜點設計製作、法國飲食藝術講座，並與

本校廚藝相關教師交流，分享兩國飲食文化，經由

腦力激盪研發出中法創意點心。

本次法國大廚蒞校授課，在法國大廚指導下，

學生展現優良學習成果，辦理一場法國餐饗宴，邀

請校內外餐旅學界、業界專家享用餐宴。菜單精緻

可口，包含貝亞恩醬熱蠔開胃菜、蘆筍濃湯附燻鮭

魚、魚子醬溏心蛋、魚菲力排佐普羅旺斯餡料、蜜

汁迷迭香豬排佐馬鈴薯泥、布列塔尼可麗餅加開心

果酥夫里佐巧克力醬。在餐宴進行中並請法國大廚

Marc Bayon先生介紹法國料理。本次邀請法國大廚

來校授課，師生均受益良多，日後學校將持續提供

良好學習環境與進行國際交流活動。而為能持續培

育更多優秀人才，本校餐旅系亦通過教育部核准，

設立餐旅管理研究所，並於今年3月開始招收第一

屆餐旅管理研究所學生，歡迎有興趣的學生報考。

長官及各界貴賓與媒體記者蒞臨法國餐饗宴情形

法國大廚Mr. Marc Bayon為餐旅系學生講解法國餐點製作過程 張信雄董事於餐會時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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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學生榮獲第八屆國家新創獎學生組第三名

電機系碩士班蔡昌佑、何秉修、陳青淵三位同

學組成的團隊，在電機系王啟州、梁治國、洪正瑞

與光電系康智傑、生技系李順來等五位老師所組成

的跨系所團隊指導下，以「新型發酵光電感測器」

作品參加第八屆國家新創獎比賽，從一百多組參賽

者中脫穎而出，獲得第三名，並由衛生署邱文達署

長頒獎。該團隊是第八屆比賽學生組中唯一技專院

校獲獎者；亦為私立大學唯一獲獎者之團隊。

國家新創獎係為了選拔並鼓勵創新之生醫研發

成果，由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生策

會)所推動的活動，同時協助促進產學合作、技術

商化與技術鑑價等實質之助益。第八屆國家創新獎

在150多項技術中，評選出了企業組5項、學術研究

組25項及學生組6名獲獎技術，領域涵蓋新藥、診

斷、機電、食品及農業等。

「新型發酵光電感測器」是著眼在製藥、食品

的發酵過程中，如要掌握有效成份之品質，皆須透

過人工取樣、分析其指標化學物質才能獲知。本技

術針對指標化學物質之光學特性，利用特定波長之

光源及光感測器，可置入發酵槽或光反應器中直接

測得數值。量測結果可經信號線或無線模組送出槽

外供分析，以即時監控發酵之進度與品質。本成果

適合藥廠及食品廠或藻類培植公司使用，並已經透

過生策會媒合與國內某知名健康食品大廠商談產學

合作當中。

由左至右起衛生署邱文達署長、電機所碩二陳青淵同學、電機系王啟州老師、贊助獎學金廠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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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英系三年級學生黃湘晴同學，

受首爾大學推薦申請韓國國際獎學金 

(GKS)並榮獲該項獎學金，消息傳回學

校，全校師生均表欣喜！

校長戴謙對於學生受到肯定深感與

有榮焉地表示，本校一向重視校園國際

化之發展，協助學生邁向世界、開拓眼

界；培養卓越人才一直是本校的使命；

學子也應厚植專業素養並精進語言能

力，努力追求自我突破，讓世界成為自

己的舞台。

韓國國際獎學金(GKS)是由韓國政

府所提供，每學期由前往韓國超過百名

受推薦的交換學生中遴選出六名得主，

此次黃湘晴同學榮獲此獎學金，誠屬

難得，黃同學接獲得獎訊息感到非常雀

躍。黃湘晴在校期間，表現品學兼優，

曾參加國際志工社擔任海外志工、外交

部青年大使及旅行過十多個國家，她極

具國際觀。黃湘晴表示，機會是留給準

備好的人，但是也不用因為還沒準備好

就退卻。她勉勵更多的同學像她一樣勇

於追夢，透過參加學校海外志工社團、

擔任國際學生學伴、了解出國相關資訊並精進自己的語文能力等方式，培養踏出臺灣、認識世界的勇氣，

她將於二月下旬前往韓國姐妹校首爾大學擔任交換學生。

本校每年提供90個免學雜費交換的機會，交換學校遍及歐美日韓等國，讓學生能一圓出國夢，培育更

多優秀的國際青年。

應英系黃湘晴同學榮獲韓國政府獎學金

黃湘晴同學(左)擔任國際志工前往聖克里斯多福協助當地學生學習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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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西基動畫股份有限公司於日前，在經濟

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沈榮津處長等產業先進的見證

之下，與西基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簽訂「3D動畫學產

一貫學程計畫」合作備忘錄，為台灣3D動畫產業開

創深具意義的人才培育新模式！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長期致力於建立「學產合

一」的科技大學特色，而本學程計畫正具體地展現

了產、官、學界三方通力合作，培育高素質產業人

才的典範模式。

西基動畫公司施文祥董事長指出，文創產業在

我國人才培植與重視度仍不足，僅以幾學分來教授

動畫課程，並無法培育企業所需之專業動畫師，西

基動畫希望與本校合作，透過3D動畫學產一貫課程

建立紮實的教育來培植人才，並期許101年為「動

畫教育元年」。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沈榮津處長表示，由

於國內3D動畫產業常遭遇人才質、量均供給不足的

問題，嚴重限制產業發展，根究其原因，乃在於學

P6

本校與西基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3D動畫學產一貫學程」合作備忘錄

戴謙校長(前左3)與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沈榮津處長(前中)以及西基動畫股份有限公司施文祥董事長(前右3)及與會貴賓合影

校體系缺乏完整且能與業界接軌的人才教育模式；

因此，要真正解決產業人才問題，則必須產業與學

界連結，建立師資能量，加上校內課程的配合，直

接移植業界的訓練模式與實務Know-How是消除學

校與產業落差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本學程計畫將由「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自101學年度正式實施執行，預計104學年度後每年

可提供產業界約100位3D動畫的高素質專業人才。

本校與西基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簽定「3D動畫學產一貫學程計畫」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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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畢業校友吳孟融(右)獲頒2011 IIP國際傑出發明家博學博士

畢業校友吳孟融榮獲
2011 IIP國際傑出發明家博學博士

本校EMBA第三屆校友暨前任EMBA校友會理事

長，苑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孟融，秉持30

年的創業精神，致力於新產品的研發，不僅擁有世

界各國150件專利外，也曾獲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

研究獎，本次更以最高分榮獲 IIP評選為國際傑出

發明家博學博士。消息傳回學校，全校師生均感與

有榮焉。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EMBA一直以來都是企業

菁英學習，互動、成長拓展人脈的一個最佳選擇，

相信只要加入本校EMBA，將帶領每一位學員們開

啟新的智慧，將在生涯上再展高峰，卓越群倫，實

現自我的最佳機會。

21世紀是個知識經濟的時代，隨著科技的日新

月異及國際化全球化的潮流下，創新已是企業賴以

生存及建立競爭優勢的條件。開發高附加價值及市

場導向的產品就是企業永續經營創造利基的不二法

門。政府推動發明專利產業化，讓全世界看到台灣

智慧之光，相對的也顯現出臺灣是個民主自由的社

會，創意表現百花齊放，讓所有發明家的發明能量

向上提升。本校校友暨EMBA校友會前理事長吳孟

融榮獲「2011 IIP國際傑出發明家博學博士」，實

乃實至名歸。

EMBA畢業校友吳孟融(左)榮獲2011 IIP國際傑出發明家博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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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區資源中心辦理軍訓教官授課計畫提報

嘉南區資源中心為貫徹執行軍訓教官教學評鑑

工作，精進教學準備、提升教學品質、嚴肅教學紀

律、增進本質學能，特於日前假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辦理101年度期中會員大會暨地區專業研討以及

100學年度第2學期軍訓教官授課計畫提報。

嘉南區資源中心主任周禮順將軍表示，他去年

8月1日接任資源中心主任以來，感謝各校軍訓教官

的支持，使得資源中心各項業務能夠順利推動，特

別針對目前軍訓工作三大主軸「軍訓教學」、「生

活輔導」以及「校園安全」進行說明，期許所有嘉

南區全體教官謹守本分，以專業、熱情及耐心，全

力做好軍訓工作，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另對

軍訓工作繁雜，如何方能創造幸福優質、愉悅快樂

的工作環境，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標，也期許各軍訓

教官能夠在學校開創屬於自己的幸福工作環境。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許立人校長在致詞中亦表

示，他自接任校長以來學校歷經兩次水災，在軍訓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主任蔡長鈞博士專題講演

嘉南區全體教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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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同仁們全力支持下，火速完成救災復原工作，使

校務得以快速恢復正常運作，對於軍訓教官的積極

付出，點滴在心頭。

在精進教學方面，特別邀請環球科技大學通識

中心主任蔡長鈞博士，實施專題講演，講演主題是

「當一個快樂的開罐器」，蔡教授的演講方式別樹

一格，幽默風趣，自小故事中闡述人生哲理，讓聽

眾透過輕鬆愉快、開懷大笑中體會人生的真理，並

能作自我的省思與正向的成長。蔡教授談到「心態

決定態度，態度決定未來高度」，教官在學校的作

為，採取怎樣的心態，會決定教官在學校的價值；

而在教學上，「格局影響佈局，佈局決定結局」這

是蔡教授對教官的勉勵，有怎樣的格局將決定結

局，在教學上亦是如此。

另外，針對全民國防教育授課，邀請嘉南藥理

科技大學莊恩浩上校以及護理教師吳健綾老師進行

教學演示，莊教官分享個人如何準備授課教材以及

如何強化軍訓教學知能。

與會成員分成9個小組實施軍訓教官授課計畫

提報以及教學演示活動，邀請東方設計學院軍訓室

主任蔣遠平將軍擔任評審長，各組均安排各校軍訓

主任以及學有專長的軍訓教官擔任評審。每位教官

授課計畫提報20分鐘，其中包含學生特質分析、教

學目標、教學構想及綱要、教學方法、課程配當時

間、成績評量及參考資料等項目，隨後由各分組評

審以抽籤方式抽取比例人員，針對其指定課程章節

實施教學演示10至15分鐘，各教官準備充分，展

現出專業與自信。

最後由本校嘉南區資源中心主任周禮順將軍實

施總評，周禮順將軍表示，軍訓教學是教官的本

務，看到此次教官的表現，展現出應有的水準，顯

現教官在授課方面，努力耕耘的成果與績效，充分

發揮教官的本質與學能。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莊恩浩上校實施教學演示 軍訓教官授課計畫提報情形

軍訓室主任周禮順將軍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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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系「樂齡大學」開學囉！

P10

全球經濟風暴頻繁化，青年失業率全球齊步走

高，提升「就業力」成為國家擬定青年政策及學校

建構課程的重要考量之一。本校為提升畢業生就業

競爭力，近年來大力推動「校外實習課程」作為四

年一貫之重要環節。本校更規劃至104年將有1500

位學生參與校外實習，佔應屆畢業生比率達50%以

上。實施校外實習乃落實「做中學，學中做」，同

時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以縮短步入職場所需時間，

更冀望達到「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手」之目的。

校長戴謙表示，為顧及學生權益，本校成立校

級之「校外實習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更包含校內主管、企業代表及學生代表等13人組

成，並由教務處及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分別統籌與

訂定校外實習相關作業要點，再由各系訂定符合系

所之「系級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讓整個制度由學

術單位各系主動積極参與，行政單位充分配合與協

助，藉由全校總動員，希望能促使整個實習制度更

臻完善。戴校長強調，倘若本校獲得教育部典範科

技大學計畫之贊助，更將全面補貼學生實習津貼，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本校除依教育部規定退還雜費

外，學校亦將提撥實習津貼，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校外實習。此外，針對至產學合作企業實習之優秀

學生，也計畫另外給予每月生活津貼補助。

本校辦學績效有口皆碑，在教學卓越計畫支持

下，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機制，也使畢業生深獲企

業肯定。校長戴謙再次表示，本校深耕校外實習之

成功，應歸功於有明確之實習推動機制，因而可縮

短學校與就業市場需求之落差，提升畢業生之實作

力、就業力及競爭力，造就優質專業人力俾貢獻於

社會。

「在校生校外實習期末成果展」活動盛況

本校實施校外實習模式　成果足堪學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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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幹部集訓　　為守護校園環境努力

本校於日前在管科大樓S104舉行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勞作教育幹部研習，5個區隊的區隊長及各

區隊小組長共92人參加研習，透過各區隊經驗分

享傳承、工作任務重點強調、網頁系統操作說明及

廁所死角清掃實習、性別教育輔導及綜合座談等課

程，為新學期的勞作教育課程作萬全準備，繼續為

維護乾淨、美麗的校園努力!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勞作教育行之有年，各項

法規制度完整，實施13年以來廣泛受到師生、家長

及社會各界肯定；在全校各單位攜手努力之下，近

3年之成果更獲得「教育部100年度全國技專校院

辦理具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績優學校及個

人甄選」勞作教育全國第1名績優老師及勞作教育

績優學生獎，且早已成為其他大專校院爭相參訪觀

摩之重點及環保署環境保護校園措施一大特色。

活動首先由學務長蕭金土頒發100學年度第一

學期資源回收優良小組長獎。蕭學務長除感謝勞作

教育組全體人員及勞作教育小組長能長年堅守岡

位，犧牲奉獻，帶給全體師生清新、乾淨的上學、

上班環境之外，也為該校之生活教育提供最佳的體

驗方式，希望各區域之小組長能在優良的傳統下，

再接再厲，為貫徹該校全面推動「勞作教育與服務

學習」政策繼續努力!

接著為使勞作教育幹部對性別平等教育有更進

一步之了解，主辦單位特別邀請本校學務處諮商輔

導組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推廣專業教師-幼保系楊淑

娥助理教授進行性別平等教育重點輔導。最後進行

綜合座談，全場幹部發言踴躍，對新任幹部有很好

的傳承效用，對新學期之勞作教育推動有良好的開

端。

學生參加勞作教育幹部集訓合影



活動傳真P12

服務學習中心舉辦
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種子教師研習

副教務長陳木陽致詞

日前於行政大樓L008會議室辦理100年度第二

學期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種子教師研習，四技ㄧ年

級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必修課程指導教師及融滲式

服務學習專業課程指導教師共78人參加，在本校勞

作教育與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及服務學習中心的精

心策劃下，透過精彩之績優教師課程分享及綜合座

談，與會教師表示能更清楚課程運作之要領，明瞭

校外服務行程暨品質掌握之重點；而對於未來之展

望也有更進一步之探討與共識，在一片感動與期盼

聲中完成所有研習課程。

校長戴謙表示，為貫徹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

程之推動，該校自100學年度開始，在缺乏教育部

經費補助之下，每學期期初仍然安排嚴謹的課程教

師研習，希望教師在開學前作最完善的準備，帶領

學生深入社會各階層，遇見更多元的生命價值體

驗，並能將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推展到淋漓盡

致之境界，樹立本校特有的新形象，真正成為科技

大學新的典範!

學務長蕭金土以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指導委員

會委員身分，感謝所有課程教師過去一學期來熱心

的協助與奉獻，本校也因而能在「教育部100年度全

國技專校院辦理具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績

優學校及個人甄選」中脫穎而出，榮獲績優學校、

勞作教育指導老師報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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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傳系黃瓊儀老師進行主題宣導及經驗分享

學務長蕭金土上台致詞情況 機械系林聰益老師進行醫療輔具研發課程之講解

績優勞作教育老師及績優勞作教育學生等3個大

獎，並勉勵所有教師持續以愛心、耐心及信心帶領

學生，創造更多的精彩與感動。

活動由必修課程指導教師-企管系汪世義老師以

中小學生生命教育系列服務規劃進行第一場經驗分

享，在了解課程規劃、學習單設計、職務分配、服

務行程安排及培訓、執行、反思、成果彙整等完整

而紮實之過程後，老師們感動不已，並紛紛詢問相

關細節方法，期望對新學期之課程運作有所幫助。

融滲式服務學習課程由資傳系黃瓊儀老師以近

年個人帶領學生深入社區進行主題宣導及社區關懷

進行經驗分享，尤其是在88風災5個災區進行之社

區生命關懷-「早點回家」影片製作方案，提供與會

教師更精彩的分享，讓在場教師更是感佩有加，也

體會到只要有心，任何形式都可以是最佳的服務學

習課程融入模式。

接著，由機械系林聰益老師說明如何在醫療輔

具研發課程中，透過人體復健協助之過程體會生命

健康維護之重要性，同時將科技創新導向智慧生活

領域，引發與會教師高度之興致，紛紛於會後向林

老師詢問相關細節，尋求課程合作之可行性。

最後進行綜合座談，服務學習中心副主任陳木

陽副教務長向與會教師報告該校101學年度勞作教

育與服務學習課程之創新方案及各項獎勵制度，期

望全體教師再接再勵，共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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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台語社」利用101年1月18、19、20日的寒徦，在

台南市「海佃國民小學」展開為期三天的「科學小博士愛地

球」冬令營活動，活動主要的對象為以一至六年級的小朋友

們。三天的活動內容都是由台語社的成員們一同精心準備、設

計規劃，他們希望藉由這次的活動讓小朋友們學習到對環保的

正確觀念及如何做好資源回收、分類和養成節約能源的好習

慣，也希望他們在活動過程中展現熱忱與樂趣。

指導老師李侑宗及海佃國小林義順主任於致詞中同時表

示，利用此次的活動規劃，讓學童們發揮創造力，利用廢棄資

源及回收資源製作水火箭，此外搭配一些團康遊戲，增加活動

的趣味性，藉由這些課程加強小朋友對環保的正確觀念，以及

如何愛護地球，將環保意識化為行動應用於生活，而不只是空

喊口號。

這次活動除了智育(科學環保)、體育(早操)、美育(動動小

手)、能育(在團體內溝通的能力)外，更是群育的培養，讓小朋

友成為一位五育俱全的小孩，也能讓他們在這個活動中激發潛

能，在學習的路上不再只是乏味無趣。

台語社舉辦「科學小博士愛地球」冬令營
台語社的志工同學與小朋友們互動情形

李侑宗(右)老師與海佃國小林義順(右)主任頒獎合影

台語社志工同學與參與冬令營的小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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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社舉辦
「異想異想亮晶晶英語育樂」冬令營

本校一向積極鼓勵學生走出校園服務社會，培

養團隊合作，樂觀奉獻的精神。此次本校國際志工

社配合行政院青輔會之教育優先區活動，於寒假期

間前往鹽水、岸內國小舉辦為期三天的「異想異想

亮晶晶英語育樂冬令營」活動，共有195位小朋友

參與，志工人數49人，參加人員相當踴躍，整個活

動不僅增加本校國際志工社學員們的服務經驗，也

散播了他們奉獻之精神。

「Oyster Omelet是什麼？答案就是我們常吃的

蚵仔煎。」當外國朋友來台灣想吃道地的夜市美食

卻無法介紹，最熟悉的台灣夜市小吃此時此刻卻成

為最陌生的東西，而這次在英語育樂冬令營，讓小

朋友認識生活周遭基本英語，讓英語融入生活，藉

由遊戲來讓小朋友們加深並熟記英文單字，讓英語

教學不再只是填鴨式教育，死背就多分，讓小朋友

大膽說英語、快樂的學習英語。

此外，此次活動也加入了隊牌設計之課程，讓

小朋友們發揮想像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共同完成屬

於該隊的隊牌。隊牌設計課程能讓小朋友學習到團

結合作力量大，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五十根筷子折

不斷的道理。

小朋友們開心的參與活動

國際志工社與小朋友一起互動情形 國際志工社與小朋友一起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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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向鼓勵學生積極走出校園，從事社會志

工與教育志工服務，光鹽唱詩社與崇德青年社的服

務志工們於日前前往台南市西港區成功國小與林鳳

國小，展開為期五天的「好寶寶‧品格教育營」與

「人文素養成長營」冬令營活動，獲得成功國小與

林鳳國小師生們的熱烈參與及肯定！

此次參加的光鹽唱詩社與崇德青年社志工，冬

令營中的所有課程及活動皆是由社團志工團隊們所

精心設計，其中有教導小朋友禮貌的性格課程；培

養小朋友喜歡自己動手實作能力的勞作DIY；需要

小朋友們同心協力的大地遊戲；還有雙語兒童歌曲

的帶動唱，不同的活動或是課程背後所隱含的目的

都是為了讓小朋友不僅從上課中學習，即使是在

遊戲時也能夠有所領悟，所以小朋友們不僅玩得開

心，也在過程中無形學習到了不少禮貌與態度。

帶隊老師陳水品與光鹽唱詩社社長陳建樺與崇

德青年社社長陳柏源共同表示，感謝兩校提供這麼

優雅的校園給本校寒假冬令營志工服務的機會，大

家犧牲了自己寶貴的假期，參與如此有意義的活

動，並讓小朋友在活動中享受學習的樂趣。雖然從

活動的策劃需要彼此討論、共同配搭每一項課程及

活動，可能每個人所分配到的工作都不同，但藉由

彼此的相互協助就能成功地執行這次的活動，培養

團隊合作的精神，也因為在這次活動中志工們雖然

辛苦卻獲益良多，覺得有參與這樣的活動是個美好

的經驗。

光鹽唱詩社與崇德青年服務社志工服務

志工們與參加冬令營的小朋友合影留念



活動傳真 P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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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06 電機系 2012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第三名 陳培展

101/02/06 電子系 2012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3C電子創意組 第

五名
余兆棠

101/02/06
會計資訊

系
10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記帳士考試 全國榜首 李品陞

101/02/07
應用英語

系
Global Korean Scholarship (GKS) 獎學金得主 沈添鉦

101/02/16-
18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金牌

陳昭綾、方信普、
張文俊

101/02/16-
18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金牌

林永春、嚴考豐、
張文俊

101/02/16-
18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銀牌

陳昭綾、方信普、
張文俊

101/02/16-
18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李憲文、李世偉、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李憲文、李世偉、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郭金城、李世偉、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郭金城、李憲文、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李世偉、李憲文、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李世偉、李憲文、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方信普、陳昭綾、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方信普、陳昭綾、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陳昭綾、方信普、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謝文哲、田子坤、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郭金城、林永春、
張文俊

101/02/16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銅牌 張文俊

南台師生榮譽榜光鹽唱詩社與崇德青年服務社志工服務



青春劇場 

第39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臺泰教育論壇參訪團來訪 

超級偶像徵選會 

100學年第二學期校園安全志工研習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 

史瓦濟蘭教育部長來訪 

100學年第二學期學生宿舍休閒健康

活動-白色情人節及點燈活動 

勞作教育第一次檢討會 

101研究所考試入學 

100學年度志工特殊訓練 

白鷗大學師生來訪 

2012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國際研討會 

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通識大師講座 

奈米分散技術研討會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2012供應鏈金融資產證券化研習會 

CPR研習 

鄰近中小學及社區交通安全教育

宣導活動 

校園路跑  

100學年第二學期宿舍

防震防災演練活動  

校外實習委員會  

統一企業辦理徵才說明會 

餐飲衛生講習 

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2011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

設計競賽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

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議 

2012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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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地區大專校院交通

安全教育座談會 

南台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