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校訊NEWSLETTER信 | 義 | 誠 | 實

人 文 思 維 理 念 ‧ 寓 科 技 教 育 實 踐

� 本校榮獲2012經濟部搶鮮大賽季軍

� 臺南冬季熱氣球嘉年華會開跑
戴謙校長登高望遠 親上熱氣球招生

　　　�        本校「寒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育樂營活動」
                                     服務兼具創意  倡導「歧視停一停 男女一樣行」

 �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蒞臨本校簽締姊妹校

2013年2月15日發行

46



NO.

南臺校訊
NEWSLETTER

信 | 義 | 誠 | 實

CONTENTS

46

發 行 人／戴謙 校長　　　　　　　　　發行單位／南臺科技大學 秘書室　　　　　編輯製作／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校　　址／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電　　話／(06)253-3131                         網　　址／http://www.stust.edu.tw

指導老師／葉禾田、洪敏莉　　　　　　 總 編 輯／藍苡禎　　　　　　　　　　　美術編輯／劉亦晴

輝煌南臺
01 / 本校榮獲2012經濟部搶鮮大賽季軍

國際南臺
02 /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蒞臨本校簽締姊妹校 

03 /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教師培訓團蒞臨本校交流

04 / 江西省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蒞臨本校交流

活動傳真
05 / 臺南冬季熱氣球嘉年華會開跑

戴謙校長登高望遠 親上熱氣球招生

06 / 本校退休聯誼會會員大會溫馨感恩關懷倍至

07 / 本校舉辦陸生期末座談交流會

08 / 本校響應『102國家清潔週─清淨家園

全民運動』與永康區尚頂里敲鑼啟動清掃活動

10 / 群創光電「十分堅持」立足台灣群創光電

與本校攜手培育自動化研發人才

冬令傳愛
12 / 本校「寒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育樂營活動」

服務兼具創意 倡導「歧視停一停、男女一樣行」

14 / 本校國際志工社辦理寒假教育優先區

「英PossiBle英語冬令營」，活動圓滿成功！

15 / 本校武術社及布袋戲研習社共同辦理

「武動環保．保護你我」，活動圓滿成功

16 / 本校102年寒假國內志工服務隊斥堠童軍社

舉辦「FUN寒假趣」到復興國小服務深受肯定

17 / 師生榮譽榜

18 / 活動預告



輝煌南臺 01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LETTER

NO.

南臺校訊
NEWSLETTER

信 | 義 | 誠 | 實

CONTENTS

本校榮獲2012經濟部搶鮮大賽季軍

機械系張烔堡老師與企管系蔡宗岳老師共同指導的「Green Tech」團隊獲2012經濟部搶鮮大賽「創意發想類」季軍

經濟部為鼓勵創意發想，擴大科專成果運用

舉辦2012年「搶鮮大賽」活動，參賽隊伍踴躍，

共計355隊報名參加，本校機械系張烔堡老師與企

管系蔡宗岳老師共同指導的「Green Tech」團隊獲

「創意發想類」季軍。獲獎作品係將空調系統中冰

水主機蒸發器改良為四方形噴擊法，讓噴管均勻噴

灑，改善原傳統空調系統之熱傳導功能，體積小型

化卻能將熱傳效率發揮到最大，評審推薦獲獎理由

為內容描述與分析相當完整，兼具理論性及實用

性，節能省電，具商業潛力。

    經濟部技術處自民國100年起舉辦「搶鮮大

賽」活動，分為「系統整合實作」及「創意發想」

二類，以「智慧生活、科技創新」為主題，鼓勵

大專院校學生結合科專成果進行多元創新應用，

帶動智慧生活並與社會大眾共同分享嶄新無限價

值。101年以「智慧節能、智慧交通、智慧網通、

智慧綠建築、智慧匯流、智慧照明」等六大領域為

主題，共計有355隊報名參加。經過公正、嚴謹的

評選作業，本校「Green Tech」團隊獲2012經濟部

搶鮮大賽「創意發想類」季軍，該團隊由企管系學

生劉濬豪、鄭詠歆、方偵銀與林姿君及機械系于利

洋、王日隆與林宗翰同學組成。

校長戴謙表示，在面對未來國際化的高度競爭

下，知識經濟是以「創新」為主流趨勢，透過年輕

學子以腦力激盪方式，充分發揮創意，並透過創新

能力，運用知識，進而創造價值。本校在教學及研

究上向來理論與實務並重，並積極鼓勵學生創新創

意能力之培養，最終轉化成實際產品，並達到提高

個人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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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賈俊禮院長與主管四名

等一行人，前來本校簽締姐妹校，受到學術副校長

盧燈茂博士、工學院邱俊賢副院長與校內相關同仁

的熱烈歡迎。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為大陸「骨幹100學

校」中著名高校，為河北地區提供優秀畢業生，畢

業學生就業率極高，也與河北地區重要集團建立

堅強的產業活動，讓學生在學期間與產業密切接

軌，增加工作經驗，與本校辦學理念強調「務實致

用」，以培育產業應用型人才為教育目標相同。

學術副校長盧燈茂博士於會中致詞時表示本校

為臺灣教育部評選六所典範科大中唯一的私立科

大，長期以來致力發展成為一流學府，以學產一貫

制度培育頂尖應用人才為目標。由於臺灣的少子化

趨勢，陸生勢必成為臺灣高校招收境外學生的主要

來源之一，兩岸教育交流勢必越來越密切。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賈俊禮院長表示，感謝

本校全體師生的熱情接待，久聞本校為臺灣數一數

二的科技大學，並對於本校為民辦大學中生員數可

觀的大學之一，表示高度肯定。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一行人於簽約儀式後參

觀圖書館、工學院的電腦鼠及太陽能車，對於本校

的各項軟硬體設施建置留下深刻印象，並對辦學成

效十分讚揚。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貴賓與盧燈茂副校長合影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蒞臨本校簽締姊妹校

帶領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參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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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學術交流頻繁，日前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

院邵慶祥副院長率十二名教師，前來本校進行教師

培訓交流，受到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博士、陳木陽副

教務長與國際事務處王永鵬處長等全校師生熱烈歡

迎，並參觀本校完整的教學軟硬體設備。

　　本校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博士於會中致詞時表示

兩校交流密切，透過此次的教師培訓能為兩校之教

育合作與師生交流開啟新的紀元。本校為臺灣教育

部評選六所典範科大中唯一的私立科大，長期以來

致力發展成為一流學府，以「務實致用」的辦學理

念培育頂尖應用人才為目標。期望完成培訓的教師

能身為一日南臺人，終生南臺人，並再來南臺交流

情誼。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邵慶祥副院長表示，感謝

本校全體師生的熱情接待，希望此行培訓成果豐

碩，期望能學習到本校優良的教學管理、科學研

究、學生事務管理等，讓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

更進步。也藉此合作平臺，習得學生事務管理、

學生職涯探索及規畫、學生諮商輔導及優良導師

分享會等學生管理課程，以吸取寶貴的南臺經驗。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教師於本校培訓期間，針

對學務、職涯發展及商管學院院務發展等方面進

行交流，對於本校的各項軟硬體教學設施的建置

與辦學成效十分讚揚且留下極佳的印象，對於本

校提供陸生之學習與宿舍環境感到讚賞，表示未

來將推薦優秀的學生前來本校交流。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教師培訓團 蒞臨本校交流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教師培訓團
蒞臨本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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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教育考試院黨委書記萬普海率江西省

教育考試院考察團一行人，前來本校進行交流參

訪，參訪團受到本校副校長吳新興博士、教學發

展中心林祥和主任與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王永鵬處

長等主管熱烈歡迎，並參觀本校優質的辦學環境。

本校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博士於會中致詞時表

示兩岸教育政策開放步伐變大，將陸續鬆綁陸生

來台就讀的諸多限制，以促進兩岸學術交流與台

灣高等教育的良性發展。希望藉此機會與江西省

教育界先進交流後，從此與江西省地區的高校開

始熱絡地往來。

江西省教育考試院萬普海團長表示，感謝本

校全體師生的熱情接待，此行是首次訪臺，而前

來本校更是來臺訪視的必經之處，久聞本校為民

辦學校的翹楚，此行親訪果然名不虛傳。

江西省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蒞臨本校交流

4

江西省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對於本校的教育理

念「務實致用」極為讚賞，交流座談會上對教

務、師資專業能力等方面熱烈交流，並對於本校

的各項軟硬體教學設施的建置與辦學成效十分讚

揚且留下極佳的印象，此外，對於本校提供陸生

之學習與生活環境感到讚揚，表示未來將推薦優

秀的學生前來本校交流。

江西省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蒞臨南臺科技大學交流

江西省教育國際交流協會來訪參觀圖書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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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冬季熱氣球嘉年華會開跑
戴謙校長登高望遠 親上熱氣球招生

熱氣球在臺灣帶起的熱潮持續加溫，今年跨年

夜臺灣天后阿妹搭乘熱氣球高歌，是第一個站上熱

氣球為臺灣跨年倒數的歌手；1/19日臺南冬季嘉年

華則有本校校長戴謙帶領同仁登上熱氣球齊為學校

招生宣傳。此次活動主辦單位特與本校「媒體與設

計研究發展中心」簽訂產學合作，進行活動所有的

主視覺設計，包含門票、旗幟、宣傳海報、球體等

設計，更特別的是在法國的熱氣球球體上加上本校

的標幟，充分展現出南臺灣之在地文化特色，帶給

參觀民眾難忘的熱氣球昇空體驗。

臺南冬季熱氣球嘉年華會1月19日開幕，此次

活動為台灣最大規模的熱氣球嘉年華，結合了亞洲

三大熱氣球嘉年華的主辦單位，提供了他們30年

以上的策辦經驗與資源，熱氣球的飛行技師更囊括

了美國、法國、印度及斯洛維尼亞等。熱氣球的豐

富色彩帶給民眾陽光、愉快的休閒享受，此次全部

視覺設計皆由本校媒體與設計研究發展中心規劃，

期望以草原、藍天、熱氣球的三大要素讓民眾可以

「登高望遠」，更可以在新的一年展望未來，校長

戴謙更親上熱氣球與民眾致意，歡迎大家一起成為

本校的夥伴，成為全台灣第一個登上熱氣球招生的

大學校長。

本校在2012年是全國典範科大之一，與臺科

大、北科大、雲科大齊名，更是全國唯一典範私立

科大，本校研究所為造福更多廣大學子，從102學

年度開始，研究所等同國立收費，讓更多優秀青年

學子可以輕鬆學習、成功進入職場，真正落實學習

與就業無縫接軌之理想。

閉幕當天現場情況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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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退休聯誼會會員大會溫馨感恩關懷倍至

本校退休聯誼會於102年1月4日辦理102年年度

大會，該聯誼會隨時慰問關懷會員，每月寄發會員

生日卡。每年辦理了4次會員自強聯誼活動；最難能

可貴是張信雄顧問(前校長)照顧退休教職員每人宴

請餐敘，讓舊同僚能多見面相聚，讓彼此能了解近

況。

退休聯誼會成立迄今己邁入第三年，退休聯誼

會除會員自繳會費外也獲得校友會、EMBA、老闆娘

協會的贊助，本年度員大會也戴校長也非常照顧退

休人員每年春節尾牙、畢業典禮、校慶等活動均會

主動邀請返回本校，也開放學校圖書館及優活館給

退休人員借閱及使用。

退休聯誼會會員大會上，吳新興副校長代表校

長致歡迎感謝詞，感謝與會的退休教職員對學校努

力奉獻，也告知學校未來的發展計劃，包括向教育

部爭取自審及各大樓預定新建的規劃，讓與會退休

師長頗感欣慰，與有榮焉。

該聯誼會目前有前張信雄校長、中華醫事科大

前林壽宏校長及本校黃源典教授等三位擔任顧問，

52位會員，將持續熱烈召集新會員，聯誼會成立幹

事部，共計有蔡明彥會長等9人，每月第二個週二固

定於本校舉辦會議，不但提供寶貴的經驗傳承與交

流，同時可以讓學校同仁在退休後積極參與校方所

舉辦之各項活動。

南臺科技大學黃德明教官、洪博昭前總務長、高文民前主任祕書合影留念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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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陸生期末座談交流會 

南臺科大舉辦陸生期末座談交流會

兩岸教育交流頻繁，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共有

58位大陸研修生前來本校研修，分別來自北京化工

大學、浙江科技學院、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浙

江萬里學院、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金華職業技

術學院、浙江農林大學及長春師範學院等，專業領

域則是分佈在商管學院、數位設計學院、工學院及

人文藝術學院的各科系。

校長戴謙於會中致詞時表示，本校為陸生聯招

會承辦學校，戴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為推動兩岸教

育交流不遺餘力，未來仍將持續努力擴展更多元的

師生交流管道，此次交流座談會，邀請本校大陸研

修生就生活上、學習上、社團參與等面向提出經驗

分享與建議，做為未來接待陸生改進的借鏡，戴校

長更期勉所有研修同學「一日南臺人，終身南臺校

友」！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金純潔同學表示兩岸教學方

式迥異，臺灣的教育在教學上較為活潑，多以報告

代替考試，對於陸生來說是一項挑戰；班上的同學

都熱情，常帶她遊山玩水，十分愉快，也歡迎台灣

同學到大陸去找她遊玩；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的

朱紅同學表示學校宿舍服務學生十分周到，，感到

很窩心；對於課業上雖報告很多，但感謝老師給予

機會。

座談會中，陸生皆對於本校提供之學習環境十

分讚揚，也非常感謝校長及全體教職員對陸生的妥

善安排與照顧，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再度前來。

座談交流會情形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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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謝世傑及永康區尚頂里周三貴里長一起敲響啟動鑼

本校響應『102國家清潔週─清淨家園全民
運動』與永康區尚頂里敲鑼啟動清掃活動

本校為響應環保署於每年除夕前一週推動之

『國家清潔週』─清淨家園全民運動，於102年1

月11日由該校學務長謝世傑及永康區尚頂里周三貴

里長一起敲響啟動鑼，展開二階段之『清潔週』活

動，該活動將持續至102年2月6日止。

清掃活動第一階段由99志工團及社區志工聯

手進行校園室外及社區週邊之清掃，第二階段由全

校各大樓辦公室教職人員進行大樓辦公廳舍裝置清

掃、盆栽積水清理、病媒蚊、蟲鼠清除等，準備以

乾淨清新之校園迎接嶄新的一年。

學務長謝世傑表示，農曆春節到了，民間習俗

有除舊佈新、年終大掃除的習慣。環保署每年在

除夕前一週推動「國家清潔週」-清淨家園全民運

動，希望全國民眾能利用這一週時間徹底清掃家

園，清除病媒蚊孳生源及蟲鼠等環境害蟲，以清新

亮麗之家園迎接新的一年。

本校在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之下，透過勞作教育

課程安排，每天由學生分組進行徹底之室內外打

掃，讓師生都能擁有一個健康快樂的工作及學習環境。

尚頂里在周里長熱情奔走帶領下，屢獲環保局

評定為環境清潔優良村里，博得社區居民之肯定。

希望該校能與社區更進一步合作，共同為社區環境

永續發展開拓更美好之願景。

環境清潔狀況

08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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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世傑學務長與負責同學合影

謝世傑學務長對所有師生能在學期結束忙碌

之餘撥空參加國家清潔週活動給予最高的肯定，

對於社區志工能犧牲自己時間，共同為美好的社

區環境攜手努力更給予鼓勵，希望能與社區更緊

密合作，使該校及尚頂里成為典範之學校及社區。

謝世傑學務長頒發『國家清潔週』大隊證書

給校園辦公廳週邊負責大隊，並由各區隊負責幹

部─第1區隊大隊長馬佩君，第2 區隊大隊長劉建

宏、第3區隊大隊長陳怡如、第4區隊大隊長邱瓊

儀及第5區隊大隊長王燦堂代表接受，再頒發給社

區週邊負責大隊，由社區志工大隊總隊長周三貴

里長及社區志工大隊第1區隊大隊長林金鸞小姐代

表接受。隨後各區隊隊長帶領隊員依活動規劃分

散至校園區域及街道巷弄，經過2小時的分工合

作，完成第一階段的清掃活動。

學務長謝世傑頒發感謝狀給永康區尚頂里周三貴里長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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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群創光電在今(24)日上午共同簽署產學

合作備忘錄，將以「自動化」的研發人才培育啟動

雙方的合作。此份合作備忘錄同時獲得台南市賴清

德市長、教育部技職司饒邦安副司長及南科管理局

陳俊偉局長的見證。三位見證人一致表示，群創光

電與本校的合作案，是學界與產業人才培育的典範

合作模式，無論在地方或中央都會給予最大的協

助，使這個合作案成為產官學攜手共同推動產業發

展的最好範例。群創光電在簽約儀式中，特別贈送

一套結合光學、機構、電控、四軸機械手臂軟體及

治具開發的全自動化研習教學設備。群創光電表

示，該公司將持續提供教學與研發的軟硬體設備，

以深化這個合作案。

群創光電在奇美集團階段即在台南地區開始奠

基，並進行海外布局，今年更以「十分堅持」為主

軸，充分展現「立足台灣，邁向國際」的決心。根

據美國國家情報會議的趨勢報告預測，新的製造科

技與自動化科技定決定2030年之前全球經濟、社會

與軍事發展的4大科技領域之一，而群創光電近年

來更是大力推動生產自動化，可見決策者有著非常

睿智的眼光。

本校在這個合作案中，針對群創光電在自動化

領域研發人才需求之迫切程度，設計了以企業實習

為核心的短中長三種期程的方案，包括早鳥實習

計畫、菁英班及學產一貫學程等。這是國內第一個

為產業設計最完整的全方位人才培育模式，由本校

提供專業能力養成訓練，群創提供現場施作模擬訓

練，來培育研發工程師。

戴謙校長指出，本校是一所追求成為產業合作

最佳夥伴的科技大學，積極追求卓越、所以第一，

全校師生都以成為科技大學中的典範學校為努力的

目標。

左起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陳俊偉、群創光電董事長段行建、台南市市長賴清德、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教育部副司長饒邦安

群創光電「十分堅持」立足台灣
群創光電與本校攜手培育自動化研發人才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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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企業與教育部對高等技職教育的期待，

本校積極打造親產學校園，全力成為技職教育的領

頭羊。校長也特別指出，「自動化」只是雙方合作

的開始，後續深化的合作事項正由雙方業務單位積

極研擬。本校最近也邀請了幾所技職校院，即將組

成策略聯盟，本校將會結合夥伴學校的資源，來推

廣這樣的合作模式，進而成為產業合作最佳策略聯

盟。

群創光電段行建董事長恭喜本校在2012年獲

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的唯一私立科

技大學，其「學產一貫學程」訓練出企業「即時可

用」人才，達成產學無縫接軌、學習即實習、畢業

即就業目標。群創光電與本校的產學合作，主要為

培育「自動化」專業人才，包括短期計畫與長期計

畫，短期計畫為2013年大四下學生直接進入群創光

電實習；長期計畫則是成立群創學院：招募學生修

習量身設計的課程，大四學生開始至群創實習，實

習結束由群創評定續任資格。

群創光電致贈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研習教學設備乙套

群創光電、南臺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簽約

簽約儀式現場情形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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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寒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育樂營活動」服務
兼具創意  倡導「歧視停一停 男女一樣行」

本校基層文化服務社102學年度「寒假教

育優先區帶動中小學育樂營活動」，於本月

23日至25日，赴麻豆國小，展開為期3日的服

務，活動圓滿結束，總計約120名學童參與活

動。育樂營活動贊助單位除本校之外，尚有教

育部與吳尊賢公益文教基金會的熱心贊助。本

次活動主題為「歧視停一停、男女一樣行」，

透過本校基服社團學生精心設計活動與熱誠態

度教導參與的每位學員，讓麻豆國小師生在新

的一年的開始便感受到滿滿的愛與關懷。

本校基服社創社理念與活動宗旨為『基於

我心，服務他人，成長自己』之精神，為善從

基層做起，獻上誠摰的心，為社會盡一份心

力，以活力與熱情帶來無限的歡樂，讓社會充

滿溫暖和關懷，把愛傳出去！本校近年來在社

區服務以地方弱勢關懷上投入許多努力，培養

學生全人關懷之多元視野，同時對於社會公益

更是不遺餘力。

南臺科大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服務營隊與麻豆國小學童合影留念

冬令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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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服務營隊互動情形

麻豆國小李素珍校長於結業式時表示：麻

豆國小是孕育麻豆囡仔的搖籃、搖出麻豆囡仔

美麗的春天、搖出麻豆囡仔燦爛的將來，今天

更感謝南臺科大的大哥哥大姐姐利用寒假的空

檔到麻豆國小從事教育優先的志工服務工作，

讓麻豆國小小朋友寒假更充實，真是非常感激

南臺師生的幫忙與協助，也希望學生們能思考

體會大哥哥大姐姐於活動中重要的意義，李校

長並在活動結束後對本校基服社學生的服務態

度優質且效益卓著表示讚許，並十分歡迎本校

能常至該校與小學生互動。

南臺科大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服務營隊帶隊老師致贈南臺科大紀念品給麻豆國小校
長李素珍

南臺科大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服務營隊與麻豆國小學童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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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PossiBle英語冬令營」，活動圓滿成功！

南臺科大國際志工社社員教導小朋友英文

再次光臨該校，為該校學生提供一個快樂的寒假

回憶。

活動領隊蕭啟賢老師表示，非常感謝南化國中

謝校長提供機會讓本校學生進行服務與學習的機

會，本次英語冬令營的課程安排，主要是教導學員

認識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英語用語之外，更是藉由

融合遊戲帶動的方式，加深學員們的印象並熟記英

文單字，讓學童能勇敢的大聲說英語、快樂的學習

英語。

本校國際志工社於寒假期間(1/21至1/23)前

往臺南市南化區南化國中，辦理為期三天的「英

PossiBle英語冬令營」，深受校方與當地居民歡迎。

「英PossiBle英語冬令營」活動團隊在教育部

與吳尊賢公益文教基金會贊助之下，由學務處蕭啟

賢老師擔任領隊，帶領國際志工社、官將首研習社

與應用英文系學會共計30位同學前往偏鄉地區辦理

本次寒假教育優先區活動。本次活動更是代表著本

校學生們的服務熱情不僅只是付出在其他落後國度

之外，對於台灣偏遠地區學童的教育與關懷方面，

也是不遺餘力的付出與服務。

南化國中校長謝元入博士表示，由於本校位置

處於較為偏鄉地區，當地學童們鮮少有機會能夠接

觸外來文化的刺激，因此非常感謝本校的同學們犧

牲自身的寒假時間，特地規劃本次的英語冬令營活

動，加強本校學童們的英語能力，更帶給學生們一

個難忘的營火晚會，也期望本校的學生們能在明年

本校國際志工社辦理寒假教育優先區
「英PossiBle英語冬令營」讓偏遠地區學童大聲說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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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武術社、布袋戲研習社1月21日23日前往

嘉義縣水上國小辦理寒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武動環

保，保護你我」活動，由武術社和布袋戲研習社共

同準備課程並結合環保議題，深受服務學校李榮善

校長、家長及學童的肯定與喜愛。

本校帶隊老師李侑宗表示，很高興這次能帶領

武術社和布袋戲研習社參與這次的教育優先區活

動，也感謝水上國小願意給我們這次服務活動的機

會，武術社以及布袋戲研習社組成的服務隊伍在各

級師長的鼓勵之外，更有教育部、財團法人吳尊賢

文教公益基金會的熱心相助，才得以成行。本次活

動以環保為主題，並結合武術社以及布袋戲研習社

進行教學，小朋友除了學習到團隊合作、運動家精

神，以及布袋戲文化之外，也為推動環保盡一份

心力。

活動總召董嘉宇表示，第一次當總召就到外縣

市，是一大的挑戰，除了聯合兩社團的相關課程來

教導，在人員上的尋找也遇到許多困難，最後終於

順利出隊，很感謝水上國小給我們這次機會辦理這

次的活動，跟小朋友共同成長，希望透過活動使大

家能一起快樂學習，讓小朋友可以一同學習武術和

一同學習布袋戲，在課程帶領上由武術社教導小朋

友五步拳和基礎長拳，並由資深社員進行套路表演

使小朋友更進一步認識武術；布袋戲研習社以基本

的布袋戲常識再輔以大型電視偶進行表演，讓小朋

友認識布袋戲文化。

南臺科技大學帶隊老師李侑宗及活動總召董嘉宇製贈南臺科大紀念品及小校旗給水上國小

本校武術社及布袋戲研習社共同辦理
「武動環保 保護你我」用創意結合環保雨在地文化

寒假教育優先區營隊與水上國小學童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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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2年寒假國內志工服務隊斥堠童軍社
舉辦「FUN寒假趣」到復興國小深受肯定

本校鼓勵學生走出校園參與社會志工服務，本

校斥堠童軍社的志工於本月21日志23日三天，前

往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替小朋友們舉辦寒假教育優

先區服務志工活動「FUN寒假趣」，同時同學們事

前精心策劃活動內容與對小朋友細心的照顧與輔導

深受復興國小師生的肯定及熱情的參與。

本校的帶隊老師陳水品老師表示，斥堠童軍社

服務隊伍在該校各級師長的鼓勵及教育部、吳尊賢

文教公益基金會的鼎力相助，才得以成行，參與活

動的志工有29位，這次的寒假活動及課程都是由斥

堠童軍社的各位精心安排，課程內容為教導小朋友

們可以廢物利用增進環保概念的發票球製作，以及

培養小朋友的耐心之手工藝課程，讓這次參與活動

的小朋友收穫豐富。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黃永松校長感謝本校的志

工們可以在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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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活動的總召張家泓表示，活動終於圓滿落

幕，感謝參與這一次活動的所有志工們，你們願意

花時間來籌備像這個有意義的活動，雖然過程中有

許多的困難，最後卻都一一克服所有困難了，這些

辛苦的代價也都從小朋友身上換來次又一次燦爛的

笑容，相信每個人都從中也學到一些經驗。

寒假教育優先區營隊與復興國小學童互動情形

南臺科技大學教育優先區服務志工帶隊老師陳水品(右)及活動總召張家泓(左)致
贈南臺科大紀念品給復興國小黃永松校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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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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16 光電工程系 第13屆南區大專院校電機電子盃 壘球團體賽 季軍、獎盃一座 鄒文正

101/12/22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 PeoPo公民新聞獎-短片報導組 特別獎  梁丹青

101/12/22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 PeoPo公民新聞獎-短片報導組 公民新聞獎 梁丹青

101/12/22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 PeoPo公民新聞獎-新聞專題組 公民新聞獎 梁丹青

101/12/28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一般組-創新服務組

特優  洪敏莉

101/12/28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一般組-創新服務組

第三名  洪敏莉

101/12/28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一般組-創新服務組

優勝
洪敏莉
葉禾田

101/12/28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一般組-創新服務組

佳作
洪敏莉
陳炳彰

101/12/28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特定主題組-騎異通

第二名 楊斯嵐

101/12/28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特定主題組-騎異通

第三名 楊斯嵐

101/12/28 管資系
2012 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創新服務組
特優獎 曾碧卿

101/12/28 管資系
2012 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創意商品組
優等獎 曾碧卿

101/12/28 管資系
2012 全國技專院校iLife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創意商品組
佳作獎 曾碧卿

102/01/02
機械工程系

企管系
2012年經濟部技術處搶鮮大賽

創意發想類
季軍

張烔堡
蔡宗岳(企管)

102/01/14 機械工程系 第九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工具機特別獎 朱志良

南臺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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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導師會議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101學年第二學期 學生宿舍進住

南臺活動預告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勞作小組長研習

服務學習種子教師研習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班級幹部訓練活動

社團招生博覽會

班級交通安全宣導 種子人員研習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宣導與學

校因應之道 (第一場)

全校區病媒防治環境消毒

自我評鑑計畫書討論會議(2)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