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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2金3銀1銅
並獲得國際發明組織協會(IFIA)特別獎

廖鴻維、IFIA主席、朱志良合影

2013年第41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本校

參展作品共得榮獲2金3銀1銅，並獲得國際發明組

織協會(IFIA)一同在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舉辦的第三

屆電腦應用發明世界盃傑出獎與伊朗發明協會特別

獎。其中電腦應用發明世界盃傑出獎為臺灣唯一獲

獎作品。這些得獎作品並有多項產品獲得含德國公

司ELSASSER與瑞士ETECA等多家歐洲廠商的青睞，

正在積極洽談合作事宜中。消息傳來，師生多感到

無比光榮。校長戴謙表示，本校希望成為臺灣產業

大學的標竿學校，不僅率先成立產業廟口，熔接學

校技術與資金廠商，並進一步的成立校辦企業。

榮獲第三屆電腦應用發明世界盃傑出獎與金牌

獎作品—「三次元接觸式掃描探頭」，是由機械系

主任朱志良教授與博士生廖鴻維、陳泓錡所研發。

此掃瞄探頭之主要特色是以一創新的探頭結構搭配

光學位移感測器研製而成。掃描式探頭為目前全世

界發展之重點，現階段此類量測儀器大多仰賴國外

廠商進口，其探頭結構設計複雜，所採用的感測器

昂貴。朱志良教授研究團隊僅用四根微細鋼片，即

突破探頭結構設計上的瓶頸，並整合自行研發的超

精密光學位移感測系統，成功地設計出一低成本、

高精度且具大範圍量測之三次元接觸式掃描探頭。

整體探頭系統從結構設計、感測系統、電路製作等

皆自行研製，可量測微小模具與元件之三維形貌，

極具商業應用價值與市場競爭力。

榮獲金牌獎與伊朗發明協會特別獎—「智慧

型可攜式身高計」，這項產品是由本校電機系許毅

然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本產品為一種可攜式、可

自我測量之身高計，具備輕薄短小、收納容易與自

我量測的特點。非常適合醫護人員或是具有成長中

小孩子的家庭使用，目前已經有廠商表示高度的興

趣，正在進行合作事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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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社團於3月31日參加教育部所舉辦的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表現亮眼榮獲最高榮

譽特優獎。

教育部為促進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活動進步與發

展，提昇社團活動及經營品質，以發揮學生活動之

教育功能，每年皆舉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

暨觀摩活動，今年共吸引了來自全國的283個社團

參加，共計3千多位社團成員共襄盛舉。這次評鑑

共計選出47個特優獎與72個優等獎，此次本校代

表參賽的兩個社團雙雙告捷，基層文化服務社則在

53所學校激烈競逐中脫穎而出，獲得最高榮譽「特

優」獎，而手工藝社也從28所學校中獲得「優等」

獎，全校師生聞訊深感榮耀。

本校校長戴謙表示，校方向來以培育「全人教

育」的友善校園環境為目標，在追求教學與學術卓

越之際，也相當重視學生們「非正式」課程學習環

境的營造，每年均編列高額的經費給予學生社團購

買軟硬體和活動補助，希望能夠引導學生在課餘時

間適性選擇加入社團活動，不斷精進興趣與專長，

孕育學生未來投入職場多元的優勢與能量，這次代

表競賽社團能夠獲得佳績，顯示師生們平日落實社

團活動，長期辛勤耕耘的亮麗成果。

而基層文化服務社社長陳桓淵與成員聽聞得獎

的那一刻，社員們感動得喜極而泣，隨即身披校旗

上台領獎，現場歡聲雷動、熱鬧又溫馨，因為過往

的活動績效和付出深獲肯定，這是社團最光榮的一

刻，也是大學生活中最美好的回憶。

該社團願意把社團經營和服務學習的經驗分享

給其他社團做為參考，以便未來能再創佳績。而手

工藝社社長吳浩宇則表示，這次評鑑社員們犧牲了

假日及休息時間進行資料彙整，能有這樣的成績是

一種正面的肯定，當然仍有許多精進之處，希望來

年再代表學校參賽以締造佳績。

南臺科技大學電機系許毅然老師(右)所帶領之研究團隊獲1金2銀1特別獎

本校榮獲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 
最高榮譽特優獎

02

南臺科技大學基層文化服務社合影

南臺科大學生社團參加教育部全國社團評鑑表現亮眼 榮獲最高榮譽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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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十年歷史的「新傳獎」，於25日晚間得獎

名單揭曉，本校資訊傳播系（資傳系）在此次比賽

中大放異彩，分別榮獲「最佳劇情長片」、「最佳

男主角」與「最佳女主角」等三項大獎。

    其中，獲得「最佳劇情長片」與「最佳男主

角」的「拾子」探討單親家庭中的父子關係，不但

劇情感人，演員更在導演的帶領下，將劇中角色之

複雜情緒展露無遺，因而勇奪兩項大獎。此外，另

一強片「重生」榮獲最佳女主角獎。該片劇本獲公

共電視學生影展入圍，全片刻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之心理轉折，女主角瑋薇表現生動自然，是全片亮

點之一。

    獲得「最佳劇情長片」與「最佳男主角」的

「拾子」是描述單親家庭中的父子關係，片中施工

圍籬隱喻父子間的隔閡，全片充滿感情糾葛，父親

一角由資深演員蔡明修跨刀演出，將父親對兒子的

種種愧疚、愛、與恨鐵不成鋼的複雜情緒刻劃至

深，觀眾看完後大表深受感動。新銳演員邱昱杰

在本片中初挑大樑即獲得最佳男主角，他難掩興

奮表示:「想把拿到這個獎項的榮耀給《拾子》的

夥伴還有蔡爸(蔡明修)，以及謝謝本校給大家這個

舞臺發展，醞釀出《拾子》這部好片；新傳獎的

得獎對新人演員來說是很大的鼓勵與支持」 。

    另一強片「重生」榮獲最佳女主角獎。該片劇

本榮獲公共電視學生影展入圍，全片刻畫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之心理轉折，導演藉由使用剪接的錯

位，手持攝影機所營造的流動與不安感來塑造主

角在幻/錯覺與現實之間盤旋的曖昧不明。

    本校資訊傳播系畢業影展繼臺南威秀影城、臺

中文創產業園區成功展出後，4月27、28日將巡迴

至光點臺北之家多功能藝文廳展出二天，播放22

部本校資訊傳播系第九屆畢業生的優秀作品，採

免費入場，歡迎大眾前往觀賞，一同支持學生獨

立製片。

南臺科大學生製片《拾子》導演賴彥鈞(中)與團員得獎後合影

本校資傳系『新傳獎』大放異彩榮獲三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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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國內外三百多個機器人隊伍，於4月28

日在本校舉行「2013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決賽。這次有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校院共 

327 隊，分別進行有趣的智慧型機器人競賽。項

目有機器人籃球賽、人形機器人競速賽、競速自

走車競賽、機器人格鬥、相撲、跳舞，以及電腦

鼠走迷宮、競速等競賽。本校為此次比賽最大贏

家，榮獲三項冠軍，共計贏回十二座獎項，再次

展現本校在智慧型機器人技術上的發展與積極投

入。

本校近年來已經舉辦多次全國性機器人競

賽，本次已經是第八屆。舉辦競賽的目的之一是

希望透過觀摩與競技，學習及追趕國際科技發展

的水平。本校是南部第一個成立機器人研究中心

的學校，除積極投入發展機器人之相關核心技術

「2013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本校最大贏家 榮獲三項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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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透過舉辦大型的機器人競賽、以及寒暑假

的機器人科學營隊，跟國內外的學校、實驗室、

老師及同學切磋各種機器人技術，並落實推廣機

器人科學教育。

由於機器人技術逐漸成熟且深受期待，如鴻

海集團及群創光電，近年來積極發展機器人大

軍，相信很快就會看到機器人大量應用在工業生

產上。群創光電與本校也於今年初締結了合作關

係，希望共同培育自動化的研發人才，未來可以

攜手推動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的發展。此外，由

於南部地區的機器人風氣不像中北部那麼熱絡，

民眾及學生對機器人也大都從媒體得知，能親眼

觀看機器人競賽或表演的機會並不多。這次是歷

年來南部地區規模最大的機器人競賽，有三百多

隻機器人同場競技，因此吸引許多民眾前往現場

2013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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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並為機器人加油打氣。

競賽結果由本校為最大贏家，抱回十二項獎

座，同時奪得三項冠軍，分別為「機器人籃球競

賽大專組」、「機器人相撲競賽大專高中職組」

以及「電腦鼠走迷宮競賽大專高中職組」三項冠

軍。高中職組比賽中，長榮中學以及彰安國中、

南科國際實驗高中、嘉義高工、啟英高中也都表

現突出，抱回高中職組比賽冠軍獎項。國小組則

由臺南市永安國小以及裕文國小抱回「機器人相

撲」與「自走機器人競速」比賽冠軍獎盃。

本校機器人中心主任謝銘原表示：「這次為

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也是競賽項目最多的比賽，

共有327隊參賽，本校能脫穎而出，抱回三座冠

軍以及十二座獎項實在十分難得。此次雖然競賽

項目很多，但由於以往有豐富的舉辦經驗，因此

這次賽程時間掌控得宜，比賽氣氛也十分和諧，

可以說十分圓滿成功。往後，競賽規模會愈來愈

大，過去許多學校都只是前來參賽的隊伍，未來

希望可以與友校合作，並將本校過去舉辦多屆競

賽的經驗與各校分享，協助友校舉辦機器人相關

競賽活動，讓更多對機器人有熱情的學校能共襄

盛舉。」

最大贏家「本校」抱回12獎盃，獎項如下：

本校

機器人籃球競賽   (大專組) 第一名 你比賽打卡我打你

第二名 寧君隊

第三名 我的隊名並沒有十個字

人形機器人籃球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第三名 阿木硬梆梆

第三名 資工A隊

人形機器人籃球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第三名 unstoppable

機器人相撲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第一名 石並石並車

第二名 123

自走機器人競速競賽   (大專組) 第三名 清道夫

迷你人形機器人任務競賽   (大專組) 第三名 littlekidding

電腦鼠走迷宮競賽   (大專高中職組) 第一名 禮羅A飛O

第三名 伊恩

機器人跳舞設計競賽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競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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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多樂系勇奪「2013大中華Unity首屆
 遊戲創意設計競賽」冠軍

由全球知名遊戲開發引擎大廠Unity所舉辦的

「2013大中華Unity首屆遊戲創意設計競賽」， 4月

21日於上海進行決賽及頒獎典禮，本校多媒體與電

腦娛樂科學（多樂系）表現亮眼，勇奪學生移動組

冠軍等四獎項，為獲獎數量最多的學校。此次在兩

岸三地角逐競爭下，由作品Dandelion脫穎而出，榮

獲學生移動組冠軍！

此次參賽作品中，南臺科技大學多樂系張明

裕、楊政達老師所指導之大四學生謝忠志、許哲

榮、黃另匡、李亦平、王昭雅、曾怡蟬、馬德馨、

林湘娉，分別以作品Dandelion及Animal Coming勇奪

行動「應用組冠軍」及「季軍」。

「Dandelion蒲公英」是一款以智慧型手機當

作發行的平台，利用蒲公英飛翔的特性，利用滑出

手指的方式製造風的軌跡，使蒲公英順著玩家想要

的方向前進，提供玩家全新隨風而行之互動遊戲體

驗。

「Animal Coming」以Android為平台所製作平板

遊戲，以主打同樂的休閒為概念，只需要利用生活

的短暫閒暇，以即時性遊戲方式，就能充分享受到

遊戲的樂趣。另外林佩儒老師指導之學生張詠筑、

李佳蔚、洪婉甄、陳利亭、林鈺珊，以PC遊戲創作

作品Bleed，獲得PC應用組優選，該遊戲為雙人益智

冒險遊戲，採用雙人合作觸碰機關，互相補給完成

關卡，並給玩家的視覺上享受及回饋，華麗渲染畫

面及音效更獲得評審們一致好評。

遊戲產業的板塊移動快速，原本從發展蓬勃的

網路遊戲，轉往快速成長之行動裝置市場，遊戲規

模不再是龐大華麗就能吸引目光，而是轉向精緻有

趣又簡單的遊戲內容。校長戴謙表示，多樂系師生

深耕娛樂產值及遊戲製作，加上配合學校提倡學產

合作的推動，使學生能快速和業界接軌。這次學生

作品不單是遊戲創作，更以娛樂性為訴求，因而獲

得評審青睞。

南臺科大多樂系得獎作品《Animal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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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左)贈送學校紀念品給日本久留米大學永田見生校長(右)

國際南臺

有朋自九州來 日本久留米大學校長訪問本校

與本校有深厚情誼的姊妹校—日本久留米大學

訪問團，在校長永田見生的率領下，於4月19日訪問

本校，本校校長戴謙、學術副校長盧燈茂，工學院

郭聰源院長、數位設計學院張育銘院長及畢業自久

留米大學的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鄭玫玲組長等人親自

接待，並針對兩校校際合作舉行交流座談會。校長

戴謙表示，除了交換學生之外，今後還會繼續推動

研究交流、學術資訊交換，希望能更深化兩校之間

的交流，使合作關係擴展到更多層面。永田校長於

座談會後參觀本校生醫中心及生技中心等，他表示

十分敬佩本校在生技及生醫科技方面的研究，肯定

南臺的產學合作研發高量能與輝煌之成果，近期本

校將成立「醫療創新研究開發中心」，希望能借重

本校工學院在生技生醫上的專門技術，促成兩校共

同之研究。

本校自1999年與久留米大學簽約合作協定，雙

方締結為姊妹校，除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外，更簽訂

免學雜費交換生協議，至目前為止本校已有多達16

名的學生前往久留米大學留學，對提升學生國際觀

及外語能力有非常大的幫助。而久留米大學亦於每

年暑假派遣學生，前來本校參加華語文化體驗營，

課程內容結合「密集華語學習」、「歷史古蹟導

覽」、「台灣傳統藝術體驗」，藉此機會可以讓學

生瞭解南臺的優良師資及教學環境，也促成日後來

臺灣留學之契機。

 校長戴謙表示，久留米大學位於日本九州福岡

縣，擁有醫學部、文學部、經濟學部及法學部，是

所與臺灣的交流非常積極的大學。該校在日本醫學

領域享有盛名，期望兩校今後在居家老人照護、機

能性保健產品的開發有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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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國際青年大使參與人員合影留念

賀！本校於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甄選」
脫穎而出
由外交部所辦理之102年國際青年大使甄選結

果於日前公布，根據外交部所提供資料，今年共

計有56校202個團隊報名競逐，僅選出19所學校

的35個團隊，競爭相當激烈。其中，由本校國際

企業系許淑女英老師所帶領之團隊，在經激烈的競

爭下雀屏中選，消息傳來本校國際志工社師生深

感振奮。

本校自民國99年起即參加外交部推動「國際

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甄選，每年皆選派校內優秀

學生組團參與本計畫執行，曾前往聖文森、聖克

里斯多福、印尼等國家交流，深獲交流國家與外

館各界好評，團隊師生表現優異，甚至曾獲馬英

九總統親自接見，交流成果相當豐碩。今年本校

團隊將第三度前往中南美洲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國交流，展現臺灣青年的專業能力與創意，使

各國進一步認識臺灣文化之美，並藉此搭起我與

各國青年友誼的橋樑，間接協助政府落實活路外

交理念。

近年來，本校致力於國際化政策的推動，在

本校戴謙校長的卓越政策指導下，挹注許多資源

在國際化事務上，目前吸引高達27國352位國際

學生至本校就讀；除此，亦廣設各類獎助學金，

積極鼓勵本國學生至海外姐妹學校就讀，增進學

生之國際觀和見聞，其嚴謹治學的態度已獲國內

外學術界和家長的肯定；而每年由南臺師生所組

成的國際志工服務團，更是其中重要性的指標活

動，今年暑假本校學生事務處預定籌組7支隊伍分

赴中南美洲、亞太等地區進行交流和志工服務活

動，有效拓增學生與國際接軌的機會，搭起與各

國青年友誼的橋樑，現已成為本校推動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所形塑的創新主題特色。

院系傳真國際南臺

102年國際青年大使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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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資傳系畢展「超‧展開」首映會合影

學生獨立製片再創新局！每年5、6月是台

灣學生製片發行最熱鬧的時間，本校第九屆資訊

傳播系畢業巡迴影展「超‧展開」更突破學生製

片發行的侷限，在4月9、10號上午9時至12時在

台南大遠百威秀影城公開播映11部之精選學生作

品，與商業影城結合的行銷手法，更讓學生製片

受到關注。

開幕片《拾子》就是描述單親家庭的父子

關係，片中施工圍籬隱喻父子間的隔閡，全片充

滿感情糾葛，父親一角由資深演員蔡明修跨刀演

出，將父親對兒子的種種愧疚、愛、與恨鐵不成

鋼的複雜情緒刻劃至深，觀眾看完後大表深受感

動。

本屆強片之一《重生》劇本更通過公共電視

學生影展初審，全片刻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心

理轉折，導演藉由使用剪接的錯位，手持攝影機

所營造的流動與不安感來塑造主角在幻/錯覺與現

實之間盤旋的曖昧不明。另外，《拉薩路沒死，

只是睡了》一片則是探討2012末日前的社會失

序，藉由不同角色的個性與遭遇，將末日寓言以

多元視角的方式進行詮釋，優秀的鏡位與色調帶

出強烈的浩劫後的視覺印象。《將魂》影片記錄

「家將文化」；特別的是以吳敬堂家將團中小小

家將為主角，以小朋友的純真觀點側寫家將團與

陣頭文化。11部好片，部部精彩，喜歡電影的觀

眾千萬別錯過。

本校第九屆資訊傳播系畢業專題總指導老師

劉以琳表示，本屆影展以「超‧展開」命名，基

本精神在於強調學生獨立創作，有主見、有想

法，並且具有實踐的勇氣。也藉此展現學生獨

立製片之最大的誠意，也代表著創作上的無限可

能。

「超‧展開」巡迴影展，除了在台南大遠百

威秀影城舉辦，4月19-21號在台中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4月27-28號在光點台北、5月7-10號在本

校校藝文中心及5月17-20號台北世貿一館舉行，

影展均採免費入場，歡迎大眾前往觀賞影片。

本校資傳系畢展「超‧展開」首映會 精彩可期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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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資訊傳播系（資傳系）第九屆學生獨立製

片畢業展【超‧展開】，於4月19日在台中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求是書院)展開為期三天的影片觀摩，

並以目前參與校際競賽入圍數最多的《歸途My way 

home》，作為影展的開幕片。開幕當天除了台中新

聞局專門委員陳瑜與金馬獎紀錄片導演薛常慧親臨現

場外，《歸途》劇中的男女主角－星星王子閻永恆與

黃珮慈也出席這場盛會，分享他們拍片時的有趣經

歷。影展幕後推手劉以琳老師首先表示感謝台中市政

府協助，使影展得以在台中順利播映。陳瑜專門委員

則致詞勉勵學生作為台灣的影視種子，要繼續發光發

熱，將在地的風土與台灣特有的醇厚民情透過影片

傳達給觀眾。星星王子閻永恆與黃珮慈在開幕片首映

後，參與映後座談，與觀眾直接面對面互動。他們提

到，參與學生製片對二人而言都是一次難忘的經驗。

星星王子閻永恆在劇中飾演一位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父

親，他特別盛讚劇組用心，事前做足田野調查，收集

許多資料，使他能得以成功詮釋角色。

《歸途My way home》是一部以親情為主的劇情

片，上週在台南華納威秀首映場放映後，好評連連，

劇情聚焦在阿茲海默症與小三議題，是一個能讓人誠

實面對自我內心，從寬恕別人進而獲得自我救贖的故

事。

此外，另一部強片《重生The Awakening》則是

入圍第九屆公共電視學生影展前23名。本片刻劃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之心理轉折，導演巧妙地操控觀眾的期

待心理，有時以延長/壓縮時間，使男主角陳俊言的行

動顯得緩慢/快速，以透露內心的情緒；有時利用劇情

的發展，操控觀眾出於同情心所建立的對男主角的認

同感，再加以翻轉或顛覆，發生認同的錯亂，因而升

高焦慮，製造懸疑的高潮，營造出一種讓人無法辨識

真偽的敘事。

資傳系畢展【超‧展開】巡迴影展第二站
於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盛大登場

南臺科大資傳系畢業展，《歸途》演員合影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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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與與會貴賓、校內長官合影

院系傳真

本校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第六屆畢業
成果展樂線《Associnet》即將前往上海參賽

本校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多樂系）第

六屆畢業展「樂線」，於4月16日舉行盛大的開幕

式，為接下來為期五天的應屆畢業生成果展揭開序

幕。多樂系學生這一年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專業

審查，老師們的辛苦指導，不斷的在作品上琢磨雕

刻，在比賽中也獲得很好的成績，尤其2013 Unity

大中華區首屆遊戲創意大賽中，本校多樂系之學生

作品入圍八組，且於4月19號前往上海參加最後的

總決賽，與其他來自各國的學生相互交流，爭取最

高榮譽。

校長戴謙於致詞時表示，感謝院長、系主任與

多樂系同學的努力，表現出優異的數位實力，快速

地往全國頂尖邁進。地平線文化事業陳吉祥總經理

也表示，南臺的學生在產學合作當中表現突出，是

合作目標的首選。校長與各位來賓將祝福寫在對話

版上，給予兩架吉祥物機器人間的交流，也開啟了

畢業展的帷幕，各組的同學們都具備相當的自信，

準備向大家展示畢業作品。

此次校內展包含了日間部21組及進修部10組，

總計31組同學參展，作品類型包含單機遊戲、特

效影片與平板遊戲等。同學們經歷了大學四年的專

業訓練，包括美術、企劃與程式，在最後一年發揮

他們團隊合作與實作能力，將創意結晶發光發亮地

呈現出來。今年許多作品為能夠與現代遊戲潮流結

合，使用行動裝置來呈現遊戲內容，提升遊戲之便

利性，增加隨時隨地順手玩的樂趣。除了此次的校

內畢業展外，更會在往後的「高雄青春設計節」及

「台北新一代設計展」中展出，與全台各校設計作

品交流、競賽，讓同學開拓視野，吸取更多的經

驗，也同時讓本校堅強的數位實力得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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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聯合系統大學總校長曾志朗於本校開講   
「悅閱人生－讓故事豐富我們的生命」

南臺科大盧燈茂副校長(右)贈送感謝狀以及南臺科大紀念品給台灣聯合系統大學曾志朗總校長(左)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舉辦「通識教育大師講

座」，特別邀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曾志朗，

以「悅閱人生－讓故事豐富我們的生命」為題，與

本校師生分享個人之閱讀體驗與人生哲學。曾校長

以「何謂通識？」及自身相關的小故事作為開場

白，帶領南臺師生領悟語言的力量。其精闢的演說

為南臺師生帶來一場豐富的科學與人文饗宴。

曾校長是國內外認知心理學與神經語言學的著

名學者，現任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及中研院語

言學所研究員，經歷輝煌，曾擔任美國加州大學河

濱分校心理學系教授、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

士、陽明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中研院副院長、行

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文建會主委等職，為台灣學

界服務不遺餘力，並致力推廣台灣在國際間的學術

交流。

有著豐富演講經驗的曾校長，即以宏觀的角

度，國際的視野，具體的故事，從科學界的腦神經

運作談到人類智慧的獨特性。曾校長認為「語言」

是世界溝通的橋樑，也是文明發展上重要的一環，

語言的發明使人類能創造並傳承不朽的文明。他強

調閱讀的重要性，認為知識及語言的落差便是經濟

的落差，同時也是生命的落差，要創造自身的無限

可能，惟有透過廣泛閱讀，才可以讓生命更豐富與

精彩。

曾校長表示，要爭取未來世界的主導權，思維

要創新外，必須立足台灣，身處國際，經營亞洲。

勉勵在場的本校學生，經由大量閱讀與學習，才能

在瞬息萬變的社會裡掌握先機，並隨時汲取新知，

讓心靈如活水泉源，增加生命的深度與廣度，方能

活出充滿智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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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園景觀創作 百人手烙印增進情感認同

本校為慶祝建國百年與辦學績效深獲教育部高

度肯定，連續蟬聯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總額公私立技

職校院的最高榮譽，本校特別提供社團同學創作

「建國百年 手護南臺」陶藝創作牆，內含馬英九

總統、前教育部吳清基部長等政府部會首長、學校

董事會先進、日韓等國貴賓、媒體朋友、校內師生

等代表共128人的熱情參與並留下雙手烙印，意義

非凡，並於4月3日舉行揭牌儀式。

校長戴謙博士表示，「建國百年 手護南臺」

陶藝創作牆，主要傳達校園是提供同學寬廣學習與

激發創意的天地，除了要能滿足同學們「非正式」

課程外，更期待能滲透人文素養的浸潤，讓這片校

園中有值得你我共思創作、一同回憶的景觀裝置與

地景特色，增進師生對於校園地景創作情感之歸屬

與認同。

本校一直秉持「手護南臺、永誌不渝」、「追

求卓越、永遠領先」的決心與願景，現今正向典範

科大奮進中，為本校戮力打拼所留下的雋永印記，

在校史的長河中必將是最閃亮、最關鍵的紀錄。

校長戴謙表示，承接起追求卓越、善盡典範科

技大學的責任，責無旁貸地肩負起雁行效應之領先

者角色，協助夥伴學校共同提升整體技職高教品

質，在未來成為為國家打造產業人才的重要推手。

校園學習的場域不再只是侷限於課堂的窄門，社團

文化是學校重要的特色之一，「非正式」課程-社團

活動的學習是相當重要的，參與社團的同學除可以

培養積極正向的人生觀外，亦可在活動中發掘己身

興趣，成就第二專長和適時抒發生活、課業壓力，

對於同學未來前途發展是具有關鍵的影響。

「建國百年、守護南臺」揭牌活動，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與各董事及校內長官合影留念

「建國百年、守護南臺」揭牌活動，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與各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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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藝術家曲家瑞與南臺科大同學合影留念

知名藝術家曲家瑞蒞臨南臺科大為畢業生演講『如何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

機，一如蝴蝶之多姿多采，終能愉悅成長。勉勵即

將畢業的學生，要做到工作(學習)像螞蟻，生活像

蝴蝶並不困難，提醒自己未來要多關心、參與、學

習周遭事物！

本校學生在聽完演講之後表示，曲老師和電視

上的形象一樣親切，這也呼應曲老師所說的：「不

管在鏡頭前或私底下，我總不吝展現自己最真的一

面。」讓聽完演講的同學對於過去聽聞「畢業即失

業」的恐懼有了不同的體認，同學表示，未來將

會堅持認真做自己，以更正向的態度面對未知的挑

戰。

本校畢聯會於4月23日邀請知名藝術家兼作家

曲家瑞教授蒞臨本校，教導學生如何創造自我認

同，她以藝術品存在的價值告訴本校即將畢業的學

生，要學習肯定自己，做世上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曲家瑞教授幽默詼諧的個人風格，吸引本校師生一

早就排隊，爭相目睹名人風采，演講內容更是以不

按牌理出牌的方式出場，讓參與此次講座的同學們

感受到曲老師的熱情以及親切感，博得台下所有畢

業生歡笑聲不斷，曲老師更是以『「做自己」不是

形式上的精神口號，而是身體力行的人生目標。』

勉勵即將畢業的學生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展現自

己最真實的一面。

曲家瑞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研究所，

目前是實踐大學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所長，也以

媒體人、藝術家、作家、二手玩具收藏家、策展

人、手繪漫畫家等身分於一身。本校謝世傑學務長

也蒞臨會場勉勵學生表示，一個有智慧有想法的大

學生，應以正面求知的態度認真學習，一如螞蟻之

辛勤，終能揮汗有成；過去在大學的黃金歲月更是

參與社群、學習承擔、體驗身心靈平衡之最佳時

知名藝術家曲家瑞現身本校 造成轟動
傳授畢業生『如何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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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響應並紀念地球日，本校發起「低碳蔬食

日」活動，於4月22日當天中午學校餐廳只供應素

食，由擁有「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的餐廳老

闆精心規劃當日的蔬食菜單，讓師生除了吃的營養

外，還可為地球盡一份減碳的心力，當天中午將

會有教職員生千人一起吃蔬食之盛況。此外本校學

務處規劃了一系列地球日活動，包括4月20日至台

南大遠百廣場及週邊道路進行「蔬食掃街宣導暨馬

路清潔活動」，邀請台南市蔬食餐廳及附設餐旅、

休閒等相關學系之大專校院參加低碳創意蔬食餐現

場展示及優惠推廣等；4月22日在台南大遠百廣場

邀請大遠百全體員工響應2013世界地球日活動，

全館員工響應低碳蔬食；4月22日當日下午另邀請

成功大學邵揮洲教授蒞校進行「關心健康，關愛地

球」專題講座，讓本校師生對節能減碳除了行動上

的支持外，認知上也能提升。

「節能減碳」為本校的教育重點之一，過去兩

年已得到節約能源傑出獎、推動環保有功學校優

等、資源回收特優及水利署101年度節約用水績優

單位等獎項，此次的「低碳蔬食日」活動，全校師

生將全面化的參與低碳永續的綠校園生活。

南臺科大謝世傑學務長(中)與餐廳老闆、用餐之學生合影留念

本校響應422地球日　師生千人吃蔬食

南臺科大4月22日舉辦地球日千人吃蔬食活動，學生餐廳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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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到老學到老 本校樂齡大學舉辦
「花東悠活」學習

南臺樂齡大學每年都會帶領學員校外參訪，包

含去年舉辦在地的南科生活科學館的知性之旅，以

及官田水雉養殖的戶外教學，還有跨縣市的宜蘭

蘭陽博物館的活動，讓學員學習課堂之外的生活

體驗。此次，「花東悠活學習」活動更是由樂齡班

班長陳松江以及林秀珠夫婦主動規劃行程，之所以

規劃此行程是因為陳松江班長對於花東行程十分熟

悉，基於好地方與好朋友分享的善念，主動幫學員

服務與安排所有活動安排，過程中學員相互扶持以

及透過活動建立良好情誼，更是難能可貴。

在花蓮瑞穗蝴蝶谷溫泉渡假村的安排下，樂齡

學員前往靚染工坊參觀，經由社區營造理事長林興

華先生的介紹，使大家知道染布的過程及其在社區

營造的意義，並且讓每個人親自動手染布，創造很

多生命中第一次的體驗。蝴蝶谷的行程中，在解說

員的介紹下，學員了解蝴蝶的孕育過程及其美麗的

生態環境。雖然旅途勞頓，不過學員們還是爬上了

吊橋，眼看瀑布及細聽潺潺流水聲，心領神會，體

會人生另一番境界；晚餐後欣賞原住民歌舞表演及

安排夜間賞螢活動，看到山谷中閃閃發亮的精靈，

並享受泡湯之樂，消除一天的疲勞。樂齡學員透過

觀賞玉山國家公園影片介紹，領略台灣之美，並了

解台東先民努力打拼的創業故事，深入布農部落，

欣賞原住民八部合音歌舞，樂齡學員在兩天充實的

身心靈學習活動後，結束一趟兼具知性與感性的花

東校外參訪學習之旅。

主辦此次活動的黃光明老師表示，平時課程學

員都在教室中聽演講，能夠透過這樣有意義的活

動，讓學員彼此間的情誼透過活動彰顯出來，看到

大家無私的付出，與相互扶持之精神，十分難能可

貴。

南臺科大樂齡大學學員參觀玉山公園南安遊客中心合影

南臺科大樂齡大學學員體驗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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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聯誼南臺科大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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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4/13 機械工程系 台灣冷凍空調學會「工程論文獎」徵選
冷凍空調工程

論文獎
張烔堡

102/04/14 光電工程系 2013年第41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銀牌 高至誠

102/04/21 多樂系
2013大中華Unity首屆遊戲創意設計競賽/

行動應用組
冠軍 張明裕

102/04/21 多樂系
2013大中華Unity首屆遊戲創意設計競賽/

行動應用組
季軍 楊政達

102/04/25
數位

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中正大學第十屆新傳獎-決戰紫荊城十勢造英雄 最佳女主角獎  鄭祿平

102/04/28 電子工程系
2013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B1.人形機器人競速競賽(大專高中職組)
作品：johnnie walker

優勝 楊金良

102/04/28 電子工程系
2013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作品：ONE )
電腦鼠走迷宮
(大專組)佳作

黎靖

102/04/29
體育教育

中心
全國大專運動會

一般女子組田徑400公尺
第五名

王榮全
許壽亭

102/05/01
體育教育

中心
全國大專運動會

一般男子組田徑4X400公尺接力
第二名

王榮全
許壽亭

102/05/11 電子工程系
2013第九屆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 

(作品：遠距汽車狀態感知與位置查詢系統設計)
行動APP類

(大專組)第二名
侯安桑

102/05/11 電子工程系 2013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
(作品：盲人
飲用杯具)

銀牌獎

102/05/15
學務處
課外組

南區大專校院「教育部101年度友善校園獎」 優秀學務人員 劉嘉坤先生

南臺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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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活動預告

102年度推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經驗交流研討會  

2013太平洋企業論壇「區域經濟整合

現況與展望-我國之因應策略」研討會  

食品安全與供應鏈管理論壇

學生社團青春劇場(第6場)  

自我評鑑計畫書討論會議(4)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  

性教育宣導  

吉林農業大學締結姊妹校儀式

「2013中華電信創新應用大賽」    

  競賽說明會  

第七屆住華盃全國大專院校日語演講比賽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勞作教育校外參訪觀摩

第二十三屆全國資訊安全會議  

2013通訊大賽校園說明會  

國際藝術文化節  

CPR&AED急救訓練  

福建省漳州市海外交流協會來訪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2013春天

讀詩節巡迴講座  

(102)統一入學測驗  

低碳大臺南 大台南工業能源節能

整合說明會

學生社團青春劇場(第7場)  

102-105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工作小組會議  

母親節卡片比賽「珍愛家庭，以愛傳家」
圖文比賽  

102年母親節蛋糕裝飾活動
101學年大學校院智慧電子創新應用

與設計競賽  

教師專業成長「代間學習 活力老化」

工作坊  

登革熱防治海報及多媒體展.有獎徵答AACSB mentor-Basu訪視  

102學年度講座教授遴聘小組  

「迎向陽光拒菸、反毒」第二次校園路跑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性別平等

教育專題演講  第52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教育部102年「大專組全民國防教育

教學卓越人員選拔」活動

中國化學年會高雄分會2013年會暨

十大工業基礎技術研討會  

行政院、教育部長官蒞校參訪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系所閱讀活動心得

優良及禮貌天使頒獎  

辦理101-2菸害健康講座  

愛滋病防治講座  

服務學習成果發表競賽  教師指導論文及研究發表經驗與策略分享活動

—「2013年校際傑出博碩士論文授權暨發表會」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提昇服務品質研習會

─如何建置優質服務校園環境專題演講  

全校師生座談會

畢業演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