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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國防部績優招募學校三連霸

軍訓室周禮順將軍領獎照片（第二排左一）

102年慶祝第70屆兵役節大會本校獎不完，一

舉拿下「績優招募學校」、「兵役績優學校」、

「兵役績優人員」三項大獎，成為本屆兵役節表揚

最大贏家。

本校辦理國軍人才招募績效卓著，連續三年榮

膺國軍人才招募績優學校成績斐然，本校近年來各

項成績表現亮眼，去年(101年)甫獲國防部「全民

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團體獎」，今年開學即又傳來

佳音，充分展現本校「既然領先，一定最好」的理

念。

軍訓室主任周禮順將軍表示，國軍人才的招

募，是國軍當前戮力的工作項目之ㄧ，高素質人力

是國軍招集的目標，也是建軍備戰最重要的戰力來

源，本校積極辦理各項國軍人才招募工作，並且透

過各種時機加強宣導，邀請請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等

相關軍事單位蒞校說明。此外，更透過吳安倉教官

所指導的社團--「全民國防教育社」，基層扎根於

學生之間，使國軍人才招募工作獲得最大的效益，

三度榮獲「績優招募學校」可說是實至名歸。

當兵是每個國民應盡的義務，本校全校將近兩

萬個學生，兵役業務量龐大，要符合國家法律規

定，又要符合學生的期望，致使兵役工作更加繁

重，兵役業務承辦人李文德先生頂著花白的頭髮，

全心全力為學校工作、為學生服務，辛苦終於有所

收穫，不僅僅是幫學校拿下一座內政部所頒發的

「兵役績優學校」獎牌，更為自己增添了一紙國防

部所頒發的「兵役績優人員」獎狀，辛苦的付出，

得到最至高無上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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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醉藝國樂社於102年3月13日前往臺南市新

營文化中心參加「2013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由於

演技精湛，於十五隊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優

等並獲頒教育部獎狀乙禎，成績斐然。

本校醉藝國樂社成立於民國71年11月，前身

為南臺工專國樂社、南臺技術學院國樂社，並於民

國九十八年正式命名為南臺醉藝國樂社。醉藝國樂

社自成立以來，始終抱持著社團宗旨「發揚國粹，

以團為家」的精神，朝著發揚中國傳統音樂的方向

來努力，舉凡校內慶祝活動、開學典禮等許多大小

活動當中，都能聽見醉藝國樂社那獨特與優美的樂

聲，本次比賽活動宗旨乃培養社團學生音樂興趣，

提昇音樂素養並加強音樂教育。

此次比賽全體參賽者無不企圖凝聚社團向心力

及整體默契，期望能在音樂比賽中榮獲佳績，為校

爭光，並提高自己的藝術涵養。表演曲目為「牛犁

歌」及「漁歌」兩首輕快的樂曲，在社團指導老師

周仁章的用心指導與團員們發揮平常苦練的實力，

將兩首曲子抑揚頓挫的部分，演奏的淋漓盡致，方

有如此精湛的成績。 本次的比賽不僅表現了國樂文

化的優美與高雅，更和他校做了良好的交流，醉藝

國樂社也將為發揚國樂這項國粹更加努力。

南臺科技大學醉藝國樂社社員合影

本校醉藝國樂社參加「2013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演技精湛榮獲優等 成績優異

南臺科技大學醉藝國樂社演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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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銀科技自2004年起辦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

獎』，每年經費超過1,000萬元，倍受國內機械業與

學術界重視及讚譽，已被譽為機械業的「諾貝爾獎」。

本校機械系主任朱志良教授指導碩士生陳泓錡撰寫

畢業論文，獲上銀科技碩士論文獎之工具機與零組

件特別獎，為唯一私立大學獲獎論文，除獲得 10萬

元獎金外，並將由主辦單位提供全額經費，前往日

本參觀兩年一度的國際工具機大展(JIMTOF)及參訪

日本指標性大廠。

　　第九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3月23日在臺

北中油大樓舉行頒獎典禮，上銀科技卓董事長特別

邀請本校校長戴謙參加此頒獎盛會，並由卓董事長

親自頒發此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獎項。本屆共有來

自27所大學，36個系所，102篇論文被推薦參選，

經公正、公開、公平、嚴謹的審查程序，28篇進入

決審，最後15篇頂尖論文獲獎，獲獎論文皆為臺、

成、清、交等國立大學，本校是唯一私立大學獲

獎學校，競爭激烈可想而知。評審會召集人陳文

華博士表示，統計國內各大學院校機電相關系所

當學年度完成碩士學位的畢業生總人數，15篇獲

獎論文還不到畢業論文數的百分之三，因此獲得

此獎，殊為不易。

　　朱志良、陳泓錡師生的獲獎論文題目為「高

精度微型CNC綜合加工機與三維量測系統之研

製」，校長戴謙表示，此次獲獎論文的研究皆是

在校內完成，論文品質優良且具備豐富的實作內

容及高度的實用性，所完成機臺的量測探頭技術

已移轉給公司，顯示本校擁有完善的設備與優良

的研究環境，研究生所進行的研究題目更能與業

界需求接軌，研究成果直接被業界使用，充分展

現出本校典範科大的特色。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中)與機械系朱志良主任(左)、陳泓錡同學(右)合影留念

賀！本校碩士生陳泓錡畢業論文
榮獲上銀科技碩論特別獎 獎金十萬並前往日本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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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培養學生音樂興趣，提昇音樂素

養，加強各級學校音樂教育，以達音樂全面性發

展並藉以提高生活品質。透過音樂體驗真的追

求、善的執著、美的感動，特別舉辦「101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本校繼日前醉藝國樂社獲

得「2013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組優等，今又

有國樂社盧禹雯同學參加「101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榮獲大專B組揚琴獨奏優等獎成績優異獲頒教

育部獎狀乙只，成績斐然。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自去年12月

3日起便在北中南各縣市舉辦一連串初賽，有團體

組及個人組，並於3月20日舉行決賽，其中大專B

組揚琴獨奏共有18人參與比賽，國樂社盧禹雯同

學於指定曲「馬刀舞曲」和自選曲「瑤山夜畫」

演出出色，琴藝精湛，在眾多的角逐著中脫穎而

出， 榮獲優等獎。

本校國樂社盧禹雯參加「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榮獲教育部頒大專B組揚琴獨奏優等獎

4

獲獎的盧禹雯同學表示，本次比賽非常感謝

師長們的提攜，與國樂社學長姐平時細心協助以

及莊嘉惠、林芝妏老師熱心的指導與栽培，才能

獲此殊榮，心存感激，並感謝父母親一路上的支

持與辛勞。

南臺科大國樂社盧禹雯同學參加「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大專B組揚琴獨奏優等獎成績優異

南臺科大國樂社盧禹雯同學演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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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鷗大學來訪 歷經311日本大震災患難見真情
「一日南臺終身南臺，一日白鷗終身白鷗」

為促進交流，日本白鷗大學上岡條二理事長帶

領蔡柱國教授、高橋浩夫教授、Reinbold Lorraine

教授、菅谷實客座教授、江頭信弘事務局長、鷗友

會落合昌弘事務局長，於日前訪問本校。校長戴

謙、張信雄董事等均親自接待，並為與曾前往白鷗

大學研習之學生交流辦了「南臺白鷗會」之晚宴，

日本白鷗大學訪問團受到本校熱情與盛大的接待，

更促進兩校教育理念之交流。

校長戴謙致詞時表示，本校長年來致力於推動

國際化，目前已與全球海外大學共計128所簽訂姊

妹校合約，其中日本的姊妹校共有30所。而本校與

白鷗大學的情誼最為深厚，且白鷗大學在教育上的

用心值得大家學習。

兩校從 2003年簽訂姊妹校協定開始，透過交

換學生的派遣、研究者的互訪、暑期研習團、教師

短期授課的舉辦等方式，一直多元化且熱烈地進行

著交流活動。截至目前為止，本校已有38位學生在

白鷗大學短期留學，而白鷗大學也共計派遣14名學

生前來交換留學。

戴校長常說：「一日南臺、終身南臺」而「一

日白鷗、終身白鷗。」這10多年來雙方學生研習

交流密切，大家不僅是南臺人也同時是白鷗人。透

過這次的訪問，相信會讓兩校之間的交流愈來愈熱

絡，同時也特別期望白鷗大學有更多的學生可以來

本校就讀。

此次白鷗大學來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為

與曾前往白鷗大學研習之學生交流。2013年3月2

日假台南桂田中信酒店舉辦了「南臺白鷗會」之活

動，約有130位校友出席交流晚宴，會中表演魔術

秀、台日大合唱及休閒系王逸峰主任之小提琴演奏

等，在溫馨與感恩的氣氛中結束了此次交流行程。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右)贈送紀念匾額給日本白鷗大學上岡條二理事長(左)

國際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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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國際產學交流研討會
以全球觀點看台灣產學合作及技轉趨勢

本校於102年3月12日舉行「國際產學交流

研討會」，邀請英國Coventry 大學策略關係主任

Joanne Dobson、及行政院全球招商中心賴作松執

行長前來進行專題演講，吸引產官學界約70位專家

參加，主講人對專題的深入探討與剖析，協助學校

與企業深入了解產學合作的趨勢與實際做法。

校長戴謙表示，教育是評估國家競爭力很重要

的一環，「大學是否切合競爭性經濟」是決定教育

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關鍵。戴校長更進一步表示，

本校與產業界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攜手共同研

發技術與培育人才，更於2012年榮獲教育部「發

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是唯一一所私立典範科技

大學，以「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及「制度調

整與典範分享」三個面向推動，以期本校成為「產

業合作最佳夥伴」；該校為持續深化各項機制及策

略，更邀請南部八所夥伴學校共同成立「南臺灣技

職校院典範策略聯盟」，以推動跨校人才培育、研

發商品等工作，希望透過典範的分享，彌補產學間

的落差，並透過大學與企業界的產學合作支援產業

技術升級，改善教研環境，為學生爭取就業機會，創造

三贏。

「國際產學交流研討會」邀請英國Coventry 大

學策略關係主任Joanne Dobson、及行政院全球招

商中心賴作松執行長前來進行專題演講，會中從全

球觀點看台灣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之趨勢，英國與

歐洲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發展機制，到討論在臺灣

可行的做法，為與會者帶來新思維，落實在未來的

產學合作上。

行政院全球招商中心賴作松執行長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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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系陳啟楨教授傳授南非華僑菇菌栽培技術
成功輔導南非農戶就業及提供更多飲食選擇

南非吳佩勇大使等人合照(左起翁清華、周孝萱秘書夫人、陳啟楨、吳佩勇大使、The Citizen記者Michael、周孝萱秘書)

2009年本校生技系陳啟楨教授經由南非華僑翁

清華先生將食用菇現代化栽培技術引至南非，並與

本校以簽訂國際產學合作案方式，透過此技術提升

當地小農的農業技術，促使食用菇生產達到量產規

模及商業化，破除一般人對生產食用菇需要高資本

與高專業、重機具及高門檻投資產業的看法，成功

輔導南非農戶就業及提供更多飲食選擇。

南非華僑翁清華先生四年前經由陳教授指導，

依「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為原則，以台灣食用

菇栽培經驗，在南非加以配合當地環境及材料，使

用玉米軸芯，不使用木屑，採自然氣候調節方式，

不使用空調栽培，符合節能環保為宗旨，成功縮短

多種食用菇太空包栽培時間僅3週至一個月，即使

夏天也能不用空調栽培杏鮑菇，平均每包產量可達

350-450公克生鮮菇，成為南非最具潛力發展東方

各種食用菇的小公司。

駐南非代表處徐佩勇大使接受南非最大報"The 

Citizen"記者訪問時表示，陳教授之新種植技術有

利於南非創造就業及提供更多飲食選擇，我國樂於

出口此類有利於南非農民及地方經濟之技術。參與

企劃的農民可以在自家院子不使用的空間種植食用

菇，就像種植普通蔬菜一般簡單。一個車庫大小的

地方，可以容納近千個食用菇太空包，農民每個月

平均收入是2萬元南非幣（約新台幣7萬元）。

目前公司輔導的白人、黑人及華人業餘農戶各

約8人，而黑人參與的農戶已逐漸擴大，未來目標

是輔導1000人以上黑人農戶參與食用菇栽培經濟再

造計畫，而且可能在五年內達成目標。

南非杏鮑菇直立式栽培情形



國際南臺08

贈送日本來訪貴賓見面禮

本校盛大舉行全國台日語說故事比賽運動
日本NPO法人「海路明」分會遠來參與盛會

由本校主辦「全國看圖說故事比賽」於102年

4月16日登場，分台、日語二組，共有近二十所大

專校院及10所高中職組隊，共三十校三十組參加決賽。

其中有高中組有來自東部的國立台東女中，以

及中部的僑泰、明台、彰化啟智學校、文興高中等

十校十隊參加台語組決賽。大專日語組則有北部的

國立交通大學、銘傳、致理、健行科大，以及中部

的台中科技大學、南部的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大

仁科大、樹人醫護、文藻及高雄第一科大等十三校

十三隊。參賽隊伍遍及北、中、南部及東部。

此次活動，除了各組參賽者外，有遠從日本前

來參與盛會的朋友。由本校姊妹校久留米大學比

較文化研究所所長大矢野榮次(Oyano,Ei-ji)教授、

大分縣大山町NPO法人水環境運動理事長森和恒

(Mori,Kazu-tsune)先生、大川市市議員川野榮美子

(Kawano,E-mi-ko)帶領，日本NPO法人「海路明」

分會將近10位成員，前來本校參與盛會。一行人除

了前來參與盛會外，並贊助此次活動經費8萬元日

幣及比賽優勝隊伍一座「紙芝居」框架(約日幣2萬

元)。此外，NPO法人水環境運動理事長森和恒先

生，因為也是羽衣有限公司(和服)會長，在活動中

也將捐贈本校共6套的男、女和服。

「看圖說故事比賽」日文叫做「紙芝居」，是

一種融合圖畫與口語表達的表演藝術，二次大戰後

深受日本大人及小孩喜愛，是非常有日本文化特色

的藝術活動之ㄧ。

參加看圖說故事之同學比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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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主管與日本來訪貴賓大合照

本屆「看圖說故事比賽」，日語組以西川滿

著《華麗島民話集》收錄的故事中，選擇一則故

事表演。透過演出者動人的表演，吸引觀眾進入

故事的世界，有別於電視、電影及一般卡通影片

的單向傳播，非常具有臨場感及教育意義。

此外，幼保系則是第三度承辦大專校院暨高

中職台語說演故事(紙芝居)比賽，此次台語組共有

高中職組十校十隊、大專組七校七隊參加決賽。

以「感恩的心」為主題，鼓勵大專院校暨高中職

學生結合台語及多元文化之生活背景，以創新的

表演形式，來闡述感恩、感謝的心情。結合高中

職及大專學生專長之戲劇表演技巧，鼓勵學生組

隊參加。

今年在本校教學發展中心及臺灣屬一屬二之

母語教材公司，真平企業有限公司的大力贊助

下，競爭激烈。

戴謙校長與日本來訪貴賓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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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3月15日於教育部舉行的「102年技職教

育宣導記者會」中，共計有9位同學經由繁星計畫

或五專菁英計畫進入技職體系就讀，並獲得推薦

表揚。應用日語系二年級許瑞英同學亦是獲得推

薦為技職典範代表之一，並且上台發表進入技職

體系後的感想。本校與應用日語系全系師生，均

感與有榮焉。

本校積極配合教育部「照顧弱勢、平衡城鄉

差距」之精神，推動「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招

收技職繁星學生到校就讀。並且提供非常優渥的

條件，吸引優秀的學生透過繁星計畫進入本校就讀。

許瑞英同學表示，當初會選擇進入本校，是

因為本校提供了國立大學收費，並且給予大三菁

英出國計畫全額獎學金到日本進修一年，完善的

助學及輔導措施使得她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在課

業上積極投入及參與各項活動。此外，應日系即

將推動的「日系產業人才培訓學產一貫課程」，結

合理論和實務，讓她覺得選擇技職體系、選擇本校

應日系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許瑞英同學進入本校應日系就讀後，不但

積極參加各項比賽及活動，在2012年初試啼

聲，參加「住華盃全國大專校院演講比賽」獲

得第三名，更在同年參加「日本航空盃南區演

講比賽」，在40幾位參加初賽同學中，進入前

13強，參加決賽。並在13位決賽同學激烈競爭

下，榮獲第一名的優秀成績，並獲得全額補助

到日本研習一週的機會。

本校今後仍會秉持教育部推動繁星計畫的

精神，持續辦理繁星推薦入學，培育有特色的

優秀學生。

 

南臺科大應日系許瑞英同學榮獲推薦教育部技職典範代表

本校應日系許瑞英同學
榮獲推薦教育部技職典範代表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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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對於本土生命文

化教育長期以來投注許多心力，張啟華文化藝術基

金會秉持著本土藝術家張啟華先生理念，已連續四

年舉辦本土生命教育繪本暨動畫甄選活動，成效卓

著，而此信念更與本校所著重本之土生命文化教育

理念一致。因此，本校幼兒保育系和藝文中心及圖

書館共同合作，邀請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展出

基金會本土生命教育一幅幅故事畫作得獎作品，希

望讓大台南地區孩子，能透過藝術美學，以及和成

人探討畫作對話，瞭解本土生命所綻放出的光彩，

體會台灣的生命力。

專家指出繪本是協助孩子進入幼兒文學世界之

一道門；透過一組組圖畫，表達一個故事，達到

「畫中有話，話中有畫」境界，可強化孩子的認

知、想像及感受。尤其在本土生命文化教育上，

為避免教條式教學，讓孩子從藝術美學，發揮想像

力，體會台灣在地的生命意涵，為目前生命教育所

需重視之處。

根據本校幼兒園林春月園長帶該園幼兒參觀後

表示，這些生動之生命繪本畫作內容，剛好撫慰了

該園一位剛失去爺爺的幼兒，無形中達到輔導的效

果。本校推展本土生命文化教育，不遺餘力。此次

繪本展覽於本校藝文中心展示，3/9後將移至本校

圖書館一樓展覽廳(3/9到3/13及3/16到3/31)展出。

內容除了有知名得獎畫家作品外，也包括南臺科大

幼保系學生「阿嬤的大寵物」得獎繪本，歡迎各

界，尤其是幼兒園幼兒觀賞。

2013南臺幼兒園參觀生命繪本展覽

阿嬤的大寵物(蔡佩茹劉怡欣)

本校與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重視本土生命文化教育 共同舉辦繪本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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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提升技職體系學生實作與專業競爭力

本校3月15日舉辦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

創思設計競賽」，目的在於提升技職體系學生

對整體應用系統的創思、設計、實作、測試與

整合能力，透過競賽預期將可提升技職體系學

生之實作能力、專業競爭力與國際知名度。本

屆競賽分軟體與影音訊號處理組、嵌入式平臺

應用組、綠能與控制應用組與健康照護應用組

等4組。技職體系教育著重培育手腦並用之高

科技人才，其中系統整合方式實現數位訊號處

理技術與嵌入式系統應用等相關技術，更是受

到重視。

本屆競賽於101年9月27-28日、10月4-5日

分別在臺北科技大學和本校舉行說明會與培訓

營。報名日期：101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

報名參賽學校有22校、隊伍數有132隊(軟體

與影音訊號處理組：18 隊、嵌入式平臺應用

組：32 隊、綠能與控制應用組： 57 隊、健康

照護應用組：25隊，本校48隊)、人數約有300人。

初審結果於102年1月17日公告，為讓多

數學生有臨場參賽經驗，進入決賽隊伍數有96

隊，共分佈於21校。 

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副校長(左)致贈感謝狀給德州儀器股份有限公司陳鳴月經理(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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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副校長及與會貴賓、校內師長合影

決賽於102年3月15日(星期五)假本校E棟圖

資大樓舉行。各組得獎隊伍，第一名給予學生

獎金肆萬元，第二名給予獎金貳萬元，第三名

給予獎金壹萬元，前三名均給予獎牌與獎狀，

並錄取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二隊被選出參加

國際賽，有義務參加RIT IEEE Student Design 

Contest 2013國際賽，或自行擇定相關之國際

競賽參加(大會將予以補助)。

校長戴謙表示，本屆競賽為讓多數學生有

臨場參賽經驗，因此進入決賽隊伍數擴大至

96隊；本屆有二隊被選出參加國際賽，比上

屆多一隊；而廠商除了提供其產品當獎勵外，

瑞薩公司更提供獎金，凡使用其產品參賽之各

組得獎者，瑞薩將提供得獎隊伍第一名肆萬

元、第二名貳萬元、第三名壹萬元、佳作五千

元之獎學金，以資鼓勵。

成功大學李祖聖特聘教授致詞 德州儀器股份有限公司陳鳴月經理於揭牌會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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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致歡迎詞

業界代表由總統府蔡圖晉國策顧問致詞

本校匯集企業需求與問題，交由本校相關研究

團隊進行分析，形成議題，透過「產業論壇」的推

動，邀請產官學等進行深度溝通與對話，所得結

論，除可發揮政策建言之效，亦可作為學校研發布

局與擬定產學策略之依據。本校即就產業高度關心

的「學用落差」議題，於102年2月20日舉辦第一

次「南臺灣產學論壇」，邀請產官學各界共同會

談，共有近180人參與。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是一個以產學合

作、人才培育為出發點，以便與產業需求接軌的計

畫，最主要的是要塑造可移植的典範模式。本校長

期關注周邊產業的發展，以成為「產業最佳合作夥

伴的科技大學」為定位，來推動這個典範計畫。在

試辦計畫執行屆滿一年之際，本校特別在102年3

月22日舉辦典範科大計畫成果發表會，邀請產官學

界共同檢視執行成果。

校長戴謙指出，要成為產業界最佳夥伴科技大

學，就應該思考如何「引領產業邁入校園，帶領師

生迎向產業」。在引領產業邁入校園的面向，就要

關注周邊產業，主動瞭解產業的需求。長期以來，

本校就有專人主動拜訪業界。在典範科大計畫中，

本校領先技職體系成立「產學運籌中心」，聘用專

案經理協助建構產學對話窗口，再透過「產業廟

口」的設置及「產學論壇」的推動，引進IEK產業

分析資料庫等作為，來建立業界對本校的信心。

引領產業邁入校園 帶領師生迎向產業
本校展現典範科大計畫的全方位亮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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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周邊產業技術發展方面，本校希望結合

學界與業界，共同營造產業聚落。除了協助地方政

府推動成立「台灣生技產業聯盟」、積極參與「臺

灣精密機械與模具策略聯盟」外，本校更主導成立

「滾印技術聯盟」，且與高雄軟體園區產學策進會

合作成立「數位內容產學推動策略聯盟」，由本校

校長擔任首屆召集人，數位學院院長擔任秘書長主

導該聯盟之推動工作，為培育數位內容專業人才、

促進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而努力。

戴校長特別提出，本校所提出的其中三項核心

技術的研發就與產業聯盟充分連結。以「情感導向

環場互動式動漫創作技術」為例，近年來動畫技

術逐漸受到關注，今年李安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

(Life of PI)」榮獲奧斯卡最佳導演更使數位內容的

重視而大幅攀升，本校的團隊參與知名電影賽德克

巴萊、痞子英雄、廣州亞運開幕影片，以及故宮動

態清明上河圖、富春山居圖之製作，技術水準深獲業

界肯定。

在帶領師生迎向產業的面向，我們就以「先師

後生」的理念全面推動各項營造親產學校園機制，

例如：本校首創先例於100學年度暑期起推動全校

專業教師3年一輪企業研習機制，除能提升教師實

務知能及拓展產學合作外，藉由教師先至企業瞭解

產業發展現況及需求，進而擴大學生企業實習機會。

多樂系展示情形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林威呈副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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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白色情人節 讓校園充滿濃濃的浪漫氣氛
節目琳瑯滿目 美不勝收

春暖花開的三月天，平時點子超多的本校學生

情人們在314「白色情人節」由本校學生會策劃一

連串的活動，當天晚上6點在一宿前大草原勇敢的

示愛，白色情人節濃濃的氣氛慢慢籠罩在校園的每

個角落，並在宛如皇宮六星級宿舍點亮溫馨浪漫的

燈號，此項活動也特邀外籍生與僑生和陸生一起同

樂深獲同學們的肯定與嘉許，並為314情人節留下

甜美的回憶。

戴謙校長當晚親臨會場表示，感謝學務處與學

生會在如此特別的白色情人節的日子裡，特別為所

有學生情人佈置了一個如夢似幻、五彩繽紛的一系

列活動，並以最甜蜜、最具愛情代表的點燈與煙火

秀和各種美輪美奐的活動作為本校學生情人的傳情

物，讓師生充分體驗浪漫、青春、健康、力量、關

心、博愛、愉悅的白色情人節。

本校白色情人節節目主持人由學生自治會12屆

會長金郁齡與第14屆副會長林姿妤共同主持，參加

表演與協助的社團有雷鼓社、嘻哈文化研究社、熱

門舞蹈社、熱門音樂社、南臺書院、民謠吉他社、

手工藝社、攝影社、X-Search、花式調酒SHOW。

並有命名為「美景佳人」、「甜言蜜語」、「心領

神會」、「情骰意合」、「如膠似吸」、「情比金

石」、「月老來牽線」、「珍惜生命點燈活動」的

一系列活動，節目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左三)頒發獎狀及獎金給點燈設計前三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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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白色情人節點燈活動「吉他社」演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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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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04 學務處生輔組 教育部101年度響應捐血 「捐血績優單位」 鄒文正

102/03/13
學務處課外組

國樂社
2013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優等獎 蔡福記

102/03/15 電機工程系
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奮鬥吧! 歐吉桑
軟體與影音訊號處

理組-佳作
陳培展

102/03/15 電機工程系
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整合式雲端電話系統
嵌入式平台應用組

-第三名
陳彥廷

102/03/15 電機工程系
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多功能飲水機
嵌入式平台應用組

-佳作
蔡亮宙

102/03/15 電機工程系
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車頭大燈節能控制
嵌入式平台應用組

-佳作
 陳世中

102/03/15 電機工程系
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機器人手掌指控制
綠能與控制應用組

-第三名
陳文耀

102/03/15 電機工程系
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多軸伺服控制系統
綠能與控制應用組

-佳作
王明賢

102/03/15 電機工程系
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整合式雲端電話系統
TI德州儀器獎 陳世中

102/03/15 電機工程系
第八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機器人手掌指控制
TI德州儀器獎 蔡亮宙

102/03/16 應用日語系
第四屆全國技專校院日語「看圖說故事」

(紙芝居)比賽
第一名 王明賢

102/03/31
學務處課外組

基層文化服務社
教育部10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 服務性「特優」獎

村越真紀
陳瑜霞

102/03/31
學務處課外組

手工藝社
教育部10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

學術性/學藝性
「優等」獎

張崴縉

102/03/31
學務處課外組

跆拳道社-楊昌宇
2013第六屆弘光盃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 

奧運第一量級色帶
男子藍帶組-亞軍

102/03/31
學務處課外組

跆拳道社-陳相境
2013第六屆弘光盃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

奧運第二量級色帶
男子藍帶組-亞軍

南臺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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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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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樂系四技第六屆畢業作品

成果校內展  

南臺科技大學101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職員桌球比賽  

班級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自我評鑑  

實習達人暨實習成果展    

2013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多益測驗  

日本久留米大學永田見生校長

一行來訪  

餐飲衛生講習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 校安人員

研習暨防護團訓練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台灣升學考察團參訪

南臺活動預告

2013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研討會暨

創富論壇  

班級優良騎士選拔活動  

2013第六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

劃案競賽  

結晶矽太陽能電池產業發展趨勢研討會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辦理101-2校園人權教育-未來領袖人權

種子講師培訓研習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長

訪臺考察來校參訪  

百年卓越手護南臺陶藝創作牆

揭牌典禮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第二場) 

台灣聯合大學 曾志朗總校長  

自我評鑑計畫書討論會議(3)   

吉林農業大學締結姊妹校合約

第51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世界地球日活動  

進修部師生座談會  

資傳系畢業影展首映開幕  

大陸地區姊妹校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來訪交流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

委員會會議 (改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