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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系學生團隊日前參加研教育

部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劃主

辦的『生質能源科技創意國際競賽』獲得

國際組(大專組)亞軍。今年『生質能源科

技創意國際競賽』，來自全國大專院校學

生團隊經過書面初審入圍僅有17組冠軍隊

可代表參加決賽，競爭激烈。由生物科技

系褚俊傑老師指導之團隊，不僅以高分進

入決賽﹐更以優越的現場報告表現，因而

獲得國際組亞軍。

在面臨溫室效應全球暖化、能源短缺

與環境惡化下，能源課題成為本世紀最需

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之一；同時為厚植國

家的軟實力，各國不斷追求及發展知識經

濟，以「創新」為策略，透過鼓勵學習、

培養能力及靈活運用知識，以便創造其新

價值。因此，為培養學生深入了解「生質

能源科技」新興技術，特融入「創新」的

思維，期待透過「生質能源科技創意競

賽」的辦理，促使學生思考如何將永續或

節能的概念應用於生活中，並鼓勵學生發

揮「創思」與「創意」，創造具有價值

之創新作品，同時提升其對「生質能源科

技」的相關知識與興趣，特舉辦此競賽。 

由生技系褚俊傑老師指導的團隊，以

「以微生物降解法開發微藻油脂萃取新技

術」獲國際組組亞軍，團隊成員由生技系

鄭嘉惠同學為隊長組成，成員包括莊雅

涵、盧瑋翎、涂祐銘，「以微生物降解法

開發微藻油脂萃取新技術」，微生物(如真

菌)含有豐富的纖維素酶（如纖維素水解酵

素），利用真菌發酵分泌多種纖維素酶進

而造成微藻破壁之特性，成功開發了一個

微藻油脂萃取之創新技術。

2012生質能源科技創意國際競賽
本校勇奪亞軍

本校學生物科技系學生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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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來校研習團由

謝國珍副院長率團一行19人，於日前來本校研

習及參訪，受到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博士等人熱

烈歡迎。吳新興副校長於交流座談會中致詞表

示，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校地規模廣大、校

園優美，為杭州地區數一數二的學校，令人稱

羨。另外，本校在全台164所高等校院中，學

生總人數排名全國第七，每年學生人數不斷成

長中；本校是台灣優質的科技大學，在教育部

技職風雲榜中總積分總是數一數二，表示學校

推動務實致用之教育極為成功。此外，本校更

於3月20日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同獲7500萬元之最高補

助，為私立科大唯一獲選學校，也希望在日後

可以與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就教師及學生的

部分，展開更深入的交流。

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研習團由謝國珍副

院長也在交流會中表示，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

院前身為創辦於1911年的杭州中等商業學堂。

近百年來，學校秉承“誠、毅、勤、樸”的

校訓，堅持“育人為本，服務社會”的辦學方

針，培養了一大批專業技術人才，湧現出經濟

學家駱耕漠、愛國人士章乃器等著名校友，被

譽為“浙商人才培養的搖籃”。 學校辦學水準

不斷提升，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日益擴大，學

校連續5年一次性就業率在97%以上，用人單

位對畢業生綜合素質的滿意率達到95%以上，

是浙江省 “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優秀單位”，

已成為省內外考生報考熱門的院校。2008年，

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謝國珍副院長率團
蒞校參訪

吳新興副校長與與會貴賓、校內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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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情形

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來校研習團謝國珍副院長致詞

我校65名學生和4位教師榮幸地成為2008北京

奧運會的奧運廚師，是我省唯一選送2008年奧

運會餐飲服務人員的高校。2010年我校118名

學生在上海世博會指定的多家高星級酒店及世

博場館為中外來賓提供接待和餐飲服務， 是我

省為上海世博會派出服務人員最多的高校。近

三年，學生在全國、全省各類比賽中獲獎300余

項，多次榮獲國家和省級特等獎和一等獎。

交流座談會後研習團在國際事務處鄭玫玲

組長及其同仁的陪同解說下，走訪圖書館12

樓、圖書館1樓研發成果展示廳及校史室，對本

校教學環境及辦學績效留下深刻印象，雙方互

動熱絡。

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研習團於研習期間

與本校互動活躍，不僅大大增進師資質能，更

為兩校深度交流開啟歷史新頁，研習團也走訪

了本校特色教室，如Live DVD教室、微縮教學

教室及電腦鼠展示教室等，對本校辦學之質與

量讚譽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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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靈惠學院陳宏濤院長蒞校參訪

菲律賓優質華僑學校-基督教靈惠學院院

長陳宏濤博士於日前帶領洪玉瓊老師前來本校

訪問，受到南臺科技大學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博

士、國際事務處王永鵬處長與電子工程系余兆

堂教授等人熱烈歡迎，雙方針對兩校未來合作

達成具體共識。

基督教靈惠學院為菲律賓優質華僑學校，

在院長陳宏濤博士的帶領下，建立優良校風，

培育高素質人才，教師教學認真，並堅持一貫

的華文教學，延續中華文化教育精髓，在異國

環境下，其辦學精神著實令人感佩。

吳新興副校長於會談中提及本校今年3月榮

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不僅為

六所獲選科技大學中唯一一所私校，且獲得最

高額新台幣7,500萬補助款，靈惠學院陳宏濤院

長不僅對本校之辦學理念表達高度認同，也對

其成效極為讚揚。陳院長也主動提及本校國際

志工團連續四年深入菲律賓偏鄉進行資訊種子

教師育苗任務，致力於縮短數位落差學習，本

校所做之努力足為各校模範。

最後，兩校對於學生交流、教師交流與合

作辦學等多項合作議題達成具體共識。

吳新興副校長與與會貴賓、校內長官合影留念

吳新興副校長贈送南台科大之紀念品給陳宏濤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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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系國際志工再深耕印尼虹恩三語學校
之華語教學

吳新興副校長贈送南台科大之紀念品給陳宏濤院長

本校師生與雅加達虹恩老師們合照

近年來印尼政府開放華語文，華語教學極

為受到重視。幼保系師生共四人，日前二度完

成於印尼首都雅加達虹恩三語學校(PELANGI 

KASIH)華語教學志工服務，表現突出，深獲肯

定。

虹恩三語學校成立於西元1996年。華語

學習是該校之重點學習目標。該校幼稚園園長 

(Santy Darmadjie)及國小校長 (Oksje Rumagit)均

提及，雖然印尼華語教學已實行多年，但礙於

網路資訊落後、運輸及經費問題，兒童華語教

學教材資源及培訓仍然不足。

三位幼保系學姐妹組成之精英團隊，善用

各單位經費補助提供之資源，分別在該校幼稚

園及國小部低年級進行兩週次華語教學。幼

保系同學們秉持「服務學習、學習服務」之精

神；不畏懼語言障礙，發揮遊戲活動設計、音

樂律動及故事說演等教學技巧，精采活潑的教

學方式讓當地師生及家長們大為讚賞。

配合當地幼童華語程度及推廣台灣文化為

目標，團隊成員以「好朋友」及「童玩」兩大

主題，延伸設計出許多有趣的互動遊戲及自編

故事，來達到「遊戲中學習華語」的目的。

周末期間，張秋霞老師亦熱心帶領師生到

鄰近教會及華語學校拜訪，讓團隊師生們更加

了解印尼學校及社區機構對華語學習之重視。

台灣政府應整合台灣之成功教育經驗，徵召更

多華語志工一同來推廣華語教學。當地華僑更

建議政府可以與當地華人社區合作舉辦華語競

賽及針對幼童華語教師進行培訓，相信不僅能

讓台灣幼教更加發光發熱，也同時促進兩國之

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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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炎炎夏日，8月19日至31日，日本國學

院大學師生一共12人前來本校參加日本語言文

化夏令營，與本校學生共聚一堂，展開一場日

本語言文化的交流之旅。

由諸星美智直教授帶領11位碩士生及大學

生，於8月19日前來台南，進行為期約二週的日

本語言文化夏令營。本校66位同學報名參加這

次由應用日語系主辦的活動。活動內容除了日

語的學習，也包括日本文化體驗如日本象棋、

遊戲(釣水球等活動)、浴衣體驗等等，豐富且多

樣。

校長戴謙特別於28日上午接見國學院大學

全體師生，親自主持一場交流會。對於遠道前

來表示感謝之外，也對於布拉萬颱風對日本沖

繩造成重大災害一事表示慰問之意。會議在輕

鬆的交談氣氛中進行，戴校長並聽取國學院實

習生此行的心得與感想。日本學生都異口同聲

表示對本校學生及台南人的親切熱情留下深刻

印象。其中，國學院大學赤間元香、更用中文

簡短發表個人心得，她表示這次是第二次參加

夏令營活動，第一次前來參加活動時，對台灣

留下深刻的印象，對於這種和台灣學生交流的

教育實習活動覺得非常有意義，對於日語教育

更具信心與喜愛，因此在今年進入該校研究所

就讀，今年再度前來本校。相澤洋一郎與浮海 

愛在來台期間恰巧碰上他們的生日，台灣學生

幫他們慶生，覺得台灣人非常親切，本校的學

生非常用功，有機會能夠前來，對於今後擔任

日語教師的工作有很大的助益。

這次夏令營活動預定於8月31日結束，國

學院大學師生隨即準備返回日本，為這次交流

留下完美的句點。

日本國學院大學參加本校日語夏令營

日本國學院大學參加南台科大日語夏令營活動情形

戴謙校長(前左二)與日本國學院大學學生合影留念



國際南台 07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LETTER

院系傳真

本校機械系參賽同學合影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舉辦第4屆「全民國防

教育自力環保造筏飆英雄」創意水上活動賽，

日前於高雄市蓮池潭登場，由機械系學生所組

成的「好無奈」榮獲企業機關團體組第三名，

在機械系蕭瑞陽老師的指導下，創下不錯的佳

績。

為響應活動主題，學生利用了回收的廢水

桶、繩子及竹子，透過繩結固定的方式打造了

一艘環保筏，競賽活動看似輕鬆，但參賽同學

們為了求得好成績，委由軍訓室向消防局商

借救生衣及船槳，於安平區的水景公園進行練

船，剛開始練習時大家還不是很協調，每個人

都是各划各的，但在老師及學長的指導下才漸

漸上手，讓同學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練習剛

好遇到颱風來襲，但因運送時間都排定了所以

只好硬著頭皮上場，剛開始天氣還很穩定但後

來風浪逐漸大了起來，同學個個出盡了全身的

力氣才划的動，可說是吃足了苦頭，不過也許

是因為這樣的歷練，讓同學們在正式比賽時，

於企業組中以最快的時間2分14秒划到終點。

比賽當天各隊的選手實力非凡，又加上當

天的天氣炎熱讓同學們吃足了苦頭，但是參賽

同學並沒有因此放棄比賽，當輪到本校選手比

賽之時，參賽的同學各個躍躍欲試迫不及待的

想要試試特訓的成果，當比賽的哨音響起，參

賽同學展現出平常練習時的默契動作一致的用

力向前划，一出發就領先其他參賽隊伍，當參

賽同學繞過第一個彎準備返回終點時，全場都

在討論參賽選手的團隊默契跟動作一致性，在

歡呼聲中參賽的同學第一個划到終點贏得比

賽。

自力環保造筏飆英雄 機械系勇奪全國第三名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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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企系學生日前參加研華文教基金會

主辦的『TiC100創新商業模式競賽』獲得校園

創業組亞軍。來自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團隊經過

書面初審入圍，再分南﹑北區分組初賽，僅有

各組冠軍隊可代表參加六大領域之決賽，競爭

激烈。由國際企業系楊維珍老師及創新產品設

計系林佳駿老師共同指導之『Leben』團隊，

不僅初賽以高分獲得南區決賽代表權，更以優

越的現場簡報表現，獲得校園創業組亞軍。

國際企業系『Leben』團隊，以設計學院

林佳駿老師指導設計之商品Lin～☆k Hanger、

Sphere holder&slicer、及獲得世界工業設計大

獎德國紅點設計獎之作品Rocking buffalo turns 

into a chair，作為創業企劃之主要商品。從開

發產品、尋找製造商、推銷到銷售商品，設計

了一套完整的文創設計商品行銷流程、參展

模式。『Leben』團隊之創業計劃以短、中、

長期完整的呈現5年半的行銷策略與財務規劃。

評審之一的頑石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的林芳吟總經

理表示：「南台科技大學『Leben』團隊之創業

企劃，內容完整成熟，相當具有可執行性。」

Face600k創意網路行銷公司彭冠今董事長，亦對

『Leben』團隊的創新行銷手法、簡報表現能力與

團隊精神給予高度的評價。

創業已是大學企管教育重點學習方向之一，

本校致力於推動創新創意活動，鼓勵學生們參與

校內、外創業創意競賽。為讓有興趣的同學即早

瞭解創業管理的內涵，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每年亦

會舉辦『南台科技大學校園創業競賽』，並配合

『校園創業競賽說明會及創業計畫財務規劃撰寫

指導培訓課程』等，以激發學生創業與創意之實

作能理，並尋求理想之創業模式，培育學生在創

業基礎上的概念與能力。

Leben團隊(右)金子揚﹑毛琬婷﹑蔡心慈﹑薛凱文等四位成員

國際企業系學生榮獲「2012 TiC100創新
商業模式競賽校園創業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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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Leben學生團隊榮獲「2013 TiC
Mongolia國際綠色創業競賽」參賽權

國際企業系『Leben』學生團隊，日前

受邀參加由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主辦的

『2012TiC Taiwan Award』國際競賽參賽

權之選拔賽，脫穎而出，取得『2013 TiC 

Mongolia』台灣區代表權。『TiC Taiwan 

Award』由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舉辦，其目

的為了能讓台灣長期醞釀培育創業家精神，

在「教育部、青輔會、經濟部、勞委會、外交

部」等跨部會的政策支持下，結合各學校、育

成中心的推動，協助台灣青年、大專院校，以

及各公司單位與非營利事業組織，共同參與、

齊聚一堂，互相分享企業家精神與創業家經

驗。

本 校 將 代 表 台 灣 參 加 之 『 2 0 1 3  T i C 

Mongolia 國際綠色環保創業競賽』﹐是有超

過三十餘國參與的國際性創業競賽平台，與各國

優秀團隊來切磋。希望藉由競賽的方式促進年輕

人對於“綠色經濟發展”主動且創造性的想法，

進而增加工作機會和經濟發展，特別是對環境友

善的科技和企業，形成獨特的綠色經濟，成為一

社會企業家(ecopreneur)，迎合世界潮流，更影響

下一代的學子和地球環保。

創業已是大學企管教育重點學習方向之一，

本校致力於推動創新創意活動，鼓勵學生們參與

校內、外創業創意競賽。本校『Leben』團隊，為

能代表台灣在『2013TiC Mongolia』爭取佳績，

將整合商管學院國際企業系與GMBA研究所及數

位設計學院創新產品設計系與資訊傳播系的師

生，跨學院結合，期待在國際舞台上為國爭光。

本校國企系同學與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秘書長蔡適陽合影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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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體驗書法

2012華語暨台灣文化體驗營

本校第六屆華語暨台灣文化體驗營於日前圓

滿落幕，今年共有來自3個國家，分別來自日本、

韓國及奧地利，共48位學員及1位帶隊老師參與，

經過為期2週的華語及台灣文化體驗課程，每位學

員均對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學員們於閉幕典禮

中發表中文歌唱及中國武術表演，其表現令人刮

目相看。

戴校長謙表示與會學員經過兩星期之華語及

台灣文化體驗，相信學員們的華語皆有相當程度

的成長，同時對於台灣文化亦有初步體認，也稱

讚學員們能於短短兩星期內學會唱中文歌與中國

武術，希望大家參與本活動後都擁有珍貴及難忘

的回憶。

學員中大部分的日本和韓國學生對於台灣文

化略之一二，但能夠在台灣體驗當地文化，學生

們都顯得相當開心，而唯一來自奧地利的學員，

對於中華文化很有興趣，因此覺得每項活動都很

新鮮。體驗營活動中除了華語課程外，也安排了

多項與中華文化相關活動，例如：原住民串珠課

程，學員們利用琉璃串成項鍊、手鍊，亦試穿排

灣族傳統服飾，相當受到學員們的喜愛；而在客

家藍染課程上，讓學員們學習客家文化藍染技術

之奧妙，並發揮獨特創意，設計出獨一無二之作

品；此外，活動中也安排外籍生學習台灣料理烹

國際學生製作中國童玩國際學生體驗中國武術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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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新興副校長(前右五)與校內師長、國際學學生合影留念

煮，包含素料粄條、菜脯蛋以及五味中卷，學員

皆對台灣家常料理相當讚賞；中國童玩課中，老

師教導如何利用黏土製作出以粽子為主題的招福

吊飾，希望學員能藉由此吊飾招來好運，亦藉此

瞭解端午節的由來；而在中國武術課中，看到

老師示範的動作結合了武術的力與美，學員驚呼

聲連連；書法課中，學員們先從簡單的國字一至

十、進階至春聯的書寫，學員們書寫的字體乍看

之下，很難令人相信是外籍生的作品。除了校內

課程，亦舉辦校外的文化教學，例如：參觀古

蹟，對於台南文化古蹟及廟宇建築宏偉；同時也

安排台中二天一夜的文化之旅，除了帶領學生到

台中集集火車站感受台灣古早味的車站，瞭解歷

史的演進，同時也前往臺灣中部最著名的景觀之

一—日月潭，觀賞午後美麗湖光景色，了解邵族

文化並欣賞獨特山水風光，接著體驗台中最著名

之逢甲夜市，品嘗當地特有小吃，隔天學員們體

驗太陽餅DIY，而最後則於鹿港老街為這次的中部

之旅畫下完美句點，學員們紛紛對台灣之美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校長戴謙表示辦理華語暨台灣文化體驗營

活動，讓外籍學生透過短期的體驗可以激起學習

華語的興趣同時也能夠對台灣有更深一層了解，

也期盼今後學員有機會再度來台造訪或是來校精

進華語、或進修碩博士課程。希望學員回國後能

將台灣之美與生活體驗分享給親朋好友，將台灣

文化推廣散播至世界各地。

院系傳真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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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謙校長致詞

教育部自95年度起大力推動「獎勵科技大學

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至101年度已連續推

動二期，對提升技職校院教學品質、彰顯技職教

育特色，績效顯著成果豐碩獲各界肯定。

為擴散「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成果及凝聚未

來發展方針，教育部技職司委由本校辦理「100-

101年度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

計畫主管聯席會議」，邀請全國技職校院執行教

學卓越計畫主管共聚一堂，彼此分享執行經驗及

心得，及為未來之發展集思廣益，供各校推展教

學卓越計畫及教育部規劃後續發展策略之參考。

會議主持人校長戴謙表示此次主管聯席會

議，共有來自91所技職及高教之大專校院184位主

管參加，其中有多位校長及副校長親自出席，更

顯現教學卓越計畫對教育發展之重要性。

會議活動分上、下午場次，上午第一場活動

教學卓越計畫主管聯席會議

由教育部張惠雯科長介紹技職教育之發展政策，

第二場次由今年甫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

學計畫」補助學校中之三所：台北科大、雲林科

大及本校之教務長介紹「從教學卓越邁向典範科

大」，提供出席者了解這三所學校如何在教學卓

越計畫之基礎上發展成為典範科大。

教學卓越計畫主管聯席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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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張惠雯科長致詞

學戴謙校長(左)接見屏東科技大學古源光校長(右)

中午時段本校特別安排參觀該校新建置的特

色教學設施，其中一項是為提升師生體適能所建

置之優活館，另一項是為推展英語教學變革所建

置之Live DVD英語學習系統與情境教學教室。

下午有3場論壇，主題分別為：「教師實務

能力精進」、「實務課程與實習」及「學習品保

與輔導」，分別邀請不同學校分享該校之執行經

驗，包含高雄第一科大沈志隆主任分享教師赴公

民營企業研習推動機制、本校許毅然教授分享技

術升等經驗、明志科大王海處長分享推動學生實

習制度經驗、正修科大郭柏立教務長分享提升學

生就業競爭力「千人業師」經驗、朝陽科大鄭道

明副校長介紹朝陽教學品保制度及樹德科大顏世

慧學務長分享學生職涯輔導經驗。

會議最後為綜合座談，由本校戴謙校長及教

育部謝麗君視察共同主持，與會來賓紛紛對會議

的內容提出討論議題，同時也對明年度要實施的

第三期教學卓越內涵提問，教育部謝視察皆一一

回應，讓各校更明瞭未來教學卓越計畫之工作重

點，及各校如何經由教學卓越計畫展現學校之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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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署長謝立功與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都

曾獲獎為十大傑出青年，對國家進步的推動不遺

餘力，但分別於不同部門服務，兩人因緣際會再

度聚首，暢談國家人口政策及吸引人才留臺。

8月29日移民署與本校簽訂「策略聯盟合作

協議書」。希望能結合校園資源培育服務社工、

通譯、資訊科技等人才，藉由資源共享、人才培

訓、專題講座、案件申辦等交流合作，建立正向

互惠關係。

移民署近年來致力擴展新移民服務資源，積

極走訪各大專院校，希望鼓勵對移民服務有熱忱

的學生們走出校園至各地服務站或國際機場實

習，讓移民服務更多元，由點而線至面，理論與

實務一旦結合，將更能貼近民眾需求。此外，也

藉由機動服務來推動創新作為，將來如果合作學

校有需要，客製化「行動服務列車」也能到校受

理案件，提升政府行政部門的效率、免除其舟車

勞頓之苦，營造出國際友善環境。另學校有特殊

貢獻之外籍教授，或邀請來臺之傑出國際人士，

可透過校方向移民署申請學術與商務旅行卡或梅

花卡，移民署日前即頒發學商卡給2006年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彰顯我國對於

傑出國際人士之歡迎與尊崇。

移民署署長謝立功表示，本協議除了鼓勵學

生至服務站學習外，也與國境事務大隊高雄機場

隊合作，對國境線上旅客服務有興趣者，也可至

國際機場體驗作業流程、擔任服務志工或翻譯人

員。期望在未來與本校師生的合作下能擦出不一

樣的火花，提升學生競爭力的同時也提升國家競

爭力。

移民署與本校簽訂策略聯盟十大傑出青年
再度聚首並攜手合作

移民署謝立功署長致詞

戴謙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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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鼓勵學生走出校園參與社會志工服務，斥

堠童軍社的志工前往台南市復興國小替小朋友們舉

辦「FUN暑假趣」的活動，同時也受到當校師生的肯

定及熱情的參與。

帶隊老師李侑宗老師表示，這次的暑期活動及

課程都是由斥堠童軍社的各位精心安排，活動內容

的自然小實驗讓小朋友學習科學的奧妙，飛機和風

車的製作學習化腐朽為神奇，最後不忘運動大會、

大地遊戲及RPG，活動中不只單純的上課，讓小朋友

在課程中以玩樂的心情去學習，教導他們平時在課

堂中學習不到的事物，讓這次參與活動的小朋友收

穫豐富。

台南市復興國小黃文鐘校長感謝本校的志工們

志工學生與小朋友合影留念 本校志工與小朋友互動情形

國內志工服務隊斥堠童軍社舉辦「FUN暑假
趣」到復興國小服務深肯定

本校斥堠童軍社社員與復興國小學童合影留念

可以在暑假時能到復興國小參加服務工作，斥堠童

軍社的各位犧牲了寶貴的假期，在事前活動的精心

安排，活動中的帶領與教導，事後的檢討與改進都

做的面面俱到，也成功替小朋友建立學習好榜樣，

他們不只為自己經驗學習付出，也替小朋友上了三

天不同於平日課程的體驗。

這次活動的總召周琦翔表示，活動終於圓滿落

幕，各位志工的付出都得到相對的回報，雖然過程

十分艱辛，在放假時間也不遲辛勞的開會準備，一

切的辛苦付出在看到各位小朋友的笑容後已不在疲

憊，活動的過程不單只小朋友在學習，工作人員學

習困難克服，相信每個人也都有所成長，也期望下

次的活動能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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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光青年服務社、手語社以及國際標準舞

社聯手辦理「101年暑假教育優先區帶動中小

學育樂營活動」，於暑假期間至台南市仁德區

依仁國小辦理「夏令營之歡樂手語教學營」，

活動圓滿結束。

課外活動組領隊老師李侑宗先生和蕭啟賢

先生共同表示，本次活動主要有行政院青年輔

導委員會以及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單位贊助，炬光青年服務社、手語社以及國際

標準舞社的成員非常熱心志願參加營隊活動，

帶給小朋友歡笑達到幫助他人目的，並且在期

間成長學習，活動非常地有意義！

總召葉佳勇同學表示，本次夏令營為期三

天，參加的成員大都利用自己放假時間來練習

以及設計課程，讓小朋友們在夏令營活動中

體驗多樣化的活動以及學習手語、國標舞等課

程，在各位大哥哥大姐姐的帶領下，讓小朋友

們暑假有更美好的回憶。

台南市依仁國小王光宗校長亦表示，非常

感謝本校的學生們來辦理夏令營活動，讓學童

們能夠在暑假還能夠學到更多東西，也能夠於

暑假中有更好的回憶。

炬光青服社、手語社以及國標舞社聯手辦理
「夏令營之手語教學營」圓滿落幕

活動結業式本校同學與依仁國小學童大合照

炬光青年服務社、手語社以及國際標準舞社同學與依仁國小學童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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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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3

國際企業
系

創新產品
設計系

2012 TiC Taiwan Award
『2013 TiC Mongolia』

台灣區代表權
楊維珍老師
林佳駿老師

101/8/4
機械工程

系
第4屆「全民國防教育自力環保造筏

飆英雄」創意水上活動賽
企業機關團體組第三名 蕭瑞陽

101/8/6 餐旅系 第42屆全國技能競賽
胡高傑同學

西點製作第二名

蔡宏儒、黃旭
怡、施慧雯、

梁仲正

101/8/6 餐旅系 第42屆全國技能競賽
陳品吟同學

麵包製作第五名

蔡宏儒、黃旭
怡、施慧雯、

梁仲正

101/8/9
生物科技

系

教育部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
中心計劃-生質能源科技創意國際競

賽
亞軍 褚俊傑

101/8/11 電機系
第三屆全國生醫電子與資訊專題

實務競賽
第二名 陳文耀

101/8/16
生物科技

系
2012第三屆國際創新發明大會-

創新發明海報競賽
環境組銀牌獎 褚俊傑

比賽日期
101/1/16~8/1

頒獎典禮
101/10/19

創新產品
設計系

視覺傳達
設計系

2012 Reddot Design Award Design concept
陳重任
童鼎鈞

比賽日期
101/1/16~8/1

頒獎典禮
101/10/19

創新產品
設計系

國際企業
系

2012 red dot design award(德國紅點
設計獎)

design concept winner
林佳駿
楊維珍

101/8/21 軍訓室 101年國防教育 傑出貢獻獎
周禮順

副學務長

101/8/27
光電工程

系
2012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人文獎、獎金2萬元整、
每人獎狀乙紙、獎盃一

座
康智傑

比賽日期
101/7/17
得獎日期
101/9/6

學務處
勞作教育

組

101年臺南市機關、學校惜用資源顧
地球評比

特優 沈湘錤組長

101/9/7
機械工程

系
2012半導體光電製程設備零組件與

系統設計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第二名 林克默

南台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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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活動預告

浙江醫學高等專科學院參訪 

101年度秋季班老闆娘學院開訓典禮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

2012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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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學年度親師座談會 進修部期初導師會議 

101學年新生交通安全宣導教育

100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導師會議

101學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導師

會議）活動  

進修部新生始業式 

101學年第一學班級交通安全教育

宣導種子人員研習 

綠色能源科技創意應用競賽及展示

會 - 展前記者會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勞作小組長研習 

「產學合作之全球佈局-芬蘭經驗分享」講座 

新唐科技公司捐贈設備儀式 

101年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深耕計劃-

生活教育系列活動開始

2012年校園創業競賽培訓課程_創業

計畫書撰寫之事業規劃篇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2012WRO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台灣區選拔賽總決賽』 

綠色能源科技創意應用競賽及展示會

2012年校園創業競賽說明會&培訓課程_

創業計畫書撰寫之財務規劃篇  

101學年度教師節「敬師感恩」活動 

2012年校園創業競賽培訓課程_創業

甘苦談之創業分享

2012第一屆大牙家族創意商品設計競賽

學生社團招生 

越南姐妹校農林大學校長來訪

宿舍防災避難演練

101學年度親師座談會

101學年度校歌暨創意演唱比賽活動

101學年新生始業式品德教育之夜-

戲劇微笑活動

2012世界清潔日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