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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電機系陳文耀老師(左一)，與四位得獎學生合影

 「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自

2000年舉辦以來已邁入第十三個年頭，競賽嚴謹

公開公正，持續獲得各大專院校師生的熱烈迴響，

已有兩千零八十支隊伍，超過八千位師生曾用心投

入這項強調創新創意的競賽中，今年更吸引全國

320支優秀隊伍報名參賽，歷經線上評審團評分審

查，再由初賽委員共同討論推薦，評選出設計組及

應用組各十隊入圍總決賽。本校電機系陳文耀老

師，帶領黃元邑、施翔文、李僑恩、許哲彰等四位

學生以「安眠枕頭」參與競賽，獲得銅獎佳績。

現代人壓力大，晚上如果沒有充分的睡眠或睡

眠品質不佳，便會影響到第二天的工作效率。根據

統計，大約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有打鼾的現象，而

打鼾人口當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會合併有阻塞性睡

眠呼吸中止症；雖然打鼾對患者本身健康的影響

不大，可是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則對患者有著潛

在性的危險，空氣無法正常進入肺部，血中含氧量

急遽下降，長期累積下來可能會影響到心肺功能，

患者因此容易心律不整、高血壓，甚至引發心肌梗

塞、中風或半夜猝死。安眠枕頭在偵測到打鼾聲音

連續四響時，會自動啟動充氣馬達將左邊氣囊充

氣，使人體頭部轉向另一側，減緩呼吸道阻塞，告

別打鼾困擾，並且避免更嚴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中

止症。

枕頭的適當高度因人而異，古代醫書裡說「仰

臥時枕高一拳，側臥時枕高一拳半」。安眠枕頭能

夠偵測人體睡姿，當睡姿由仰睡變成側睡時，自動

調高枕頭高度，使頭部與軀幹保持水平防止頸椎側

彎；當睡姿再度由側睡變成仰睡時，則枕頭會自動

降低到原來高度，防止惱人的落枕現象，讓使用者

一夜好眠。

2013旺宏金矽獎
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獲得銅獎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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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群創光電設計的全方位人才培育方案獲

得教育部高度認同，獲選為2013年教育部產學合作

人才媒合-產業學院發表記者會的典範案例。群創光

電集團與本校的結緣啟源於去年11月20日，群創的

自動化及人資部門的兩位總處長率領團隊主動到本

校拜訪，同年12月19日段行建董事長再度率領高階

主管到本校參訪後，敲定以自動化人才培育來啟動

雙方的合作。

本校隨即組成專案小組，先為群創光電規劃出包

括早鳥實習計畫、中期菁英實習及學產一貫學程的短中

長期全方位人才培育方案，而群創光電更在今年1月24

日的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中主動宣布捐贈一部整合製造

自動化的高階教學設備。群創光電段行建董事長在簽約

儀式中特別指出：「與南臺科技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招募與培育自動化研發與製造專業人才，即為產業

與學界在自動化推進上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相關合作內容如下：

(一)因應群創光電自動化設備研發人才的急迫

需求，本校已在今年2月初啟動早鳥實習計畫，共

有15位大四應屆畢業生赴群創進行全學期實習，群

創比照全職員工每月支薪28,000元。這批學生已完

成實習且全數獲得簽約留任，未來可在畢業或服役

期滿後，以每月37,000元起薪擔位研發副工程師，

甚至可在取得碩士學位後擔任研發工程師。

教育部長蔣偉寧與貴賓合影

技職再造方案產業學院的典範案例
「南臺科大為群創光電設計全方位人才培育方案」

戴謙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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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接著啟動中期菁英實習計畫，今年有12

位大三學生通過嚴格的甄選，已於6月初進入群創進

行全學年實習。該校預期這批學生將會以參加早鳥實

習計畫的學長姊們為榜樣，獲得群創的高度認可。

　　(三)在長期人才培育方案方面，本校的專案小

組與群創自動化部門經過縝密的規劃，將於102學年

度啟動「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自動化電控設

備」及「影像處理自動化」等3個學產一貫學程。

　　校長戴謙特別指出，這3個學程的課程內容都經

過群創的專家們審核，而且只有少數課程的教材需

要由群創協助編撰。這不僅顯示這些幾個學程直接

與產業對接，也說明了參與執行學程的本校機械工

程、電機工程及資訊工程等系所，它們的發展方向

也與對應的產業有相當高的契合度。

　　在這個合作案中，本校已成立「自動化人才

培育中心」，配合群創光電高階教學設備的陸續

捐贈，更將在典範計畫所推動興建的「校際聯盟

產業技術暨實習大樓」設置「南部科學園區光電

產業生產自動化設計與實習工廠」。未來，更將

依循與群創光電之合作模式，邀請標竿企業捐贈

設備，並透過區域性跨校合作的人才培育模式，

共同培育自動化設備研發人才。

　　校長戴謙最後更指出，「自動化」只是本校

與群創雙方合作的開始，後續深化的合作事項，

將由雙方業務單位積極研擬，這將在技職體系中

建構一個學界與產業界全面合作的典範模式。

教育部長蔣偉寧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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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技術處委由金屬工業研發中心辦理

102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甫

通知通過計畫名單，本校獲個案診斷輔導計畫5

件與專案診斷輔導計畫2件合計7件、補助經費達

$3,552,000元，總計通過48件個案計畫數，居全

國大專校院之冠。本校近年來積極以成為「產業

最佳合作夥伴之科技大學」為辦學目標，研發、

產學、技轉與專利整體量能皆大幅成長，並積極

與週邊產業連結，成功邁向產業合作最佳夥伴，

已成為技職教育之典範，充分展現教育部典範科

大計畫執行績效。

本校今年通過二案專案診斷輔導計畫為「汽

機車零配件群聚產業知識應用提升計畫」，主因

大台南地區是汽機車零組件的產業集中地，佔全

國五分之一以上的廠商，因此，選定汽機車零組

件產業為標的輔導產業，透過汽機車零組件產業

本校通過經濟部「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共48案　居全國大專校院之冠

上中下游垂直整合輔導，提供產業設計開發、分

析模擬、精密加工與驗證量測的完整解決方案，

本校除了技術研發或技術轉移等產業服務外，亦

提供商業電子化、產品設計與媒體傳播、管理與

行銷策略規劃及人才養成、學生企業實習、外部

政府資源取得等輔導服務。

另外通過的「精密機械產業價值提升計

畫」，則因台灣重要機械產業如工具機、手工具

校長戴謙為南部工業區意見領袖交流座談會致詞

101年度傳統產業資通訊技術導入講習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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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過經濟部「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共48案　居全國大專校院之冠

等集中於中部，模具集中於北部，塑膠機械則集中

於南部地區，而機械產業正積極朝高速、高精密、

高附加價值領域發展，本校計畫企劃以資通訊技術

的導入與資通訊科技應用，整合行銷、創新營運模

式規劃網路經營、服務、行銷、商業應用等模式，

形成區域精密機械產業發展社群群聚。並提供中小

企業全方位之企業發展輔導支援，以技術創新為核心，

推動全功能的輔導，朝專利與技術提升附加價值發展；

並鼓勵產業連結群聚進行技術/商品化發展、產品創新及

共同行銷，提升群聚價值及競爭力。

舉以本校執行101年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

懷計畫之「南臺灣精密機械產業群聚自動化與資通

訊技術導入輔導專案」成果為例，所輔導廠商亨伸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大型高精度彎頭機研發」，

透過「旋刀式」設計概念，取代傳統CNC球型刀具

加工方式，大幅降低加工成本約70%，減少1/3的

生產時間，另可因應加工需求快速更換刀具，有效

降低重切削時對刀具之磨損。本校為降低廠商研發

成本，於101年協助取得經濟部技術處SBIR計畫與

102年經濟部工業局CITD計畫，獲致近$500萬元補

助款，公司投資研發經費達$700萬元，研發設備

開發完成後，成為現有國內可達最大精度之大口徑

彎頭成型設備，並達國際精度及大口徑尺寸之需求

與加工水準，對公司之效益預估至102年，可達：

增加產值10,000千元、降低成本2,000千元、增加

就業人數2人、新型、新式樣專利共 1件。

本校近年來致力於成為「產業最佳合作夥伴之科技

大學」。研發、產學、技轉與專利整體量能皆躍升為科

技大學之典範，產學計畫金額及參與教師人數皆逐年成

長，101年度在典範科大計畫的推動下，整體研發與產

學金額較前一年成長32%，其中技轉成長59%，產學合

作成長37%；專利成長78%，充分展現典範科大計畫執

行績效。在全校師生的努力下，本校不僅在政府部門同時在

社會與產業界之評比中，屢屢獲得優勝與讚揚，績效極為卓

著，在各面向之辦學績效已獲各界之口碑與肯定。

校內長官與貴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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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執行教育部「印尼短期銜接課程」
招收東南亞優秀碩博士來台攻讀學位

為促進臺灣-印尼雙方高等教育學術交

流，本校榮獲教育部核可承辦印尼政府與臺

灣教育部合作「印尼短期銜接課程」專案，

此專案之目的乃希望透過該國講師來臺短期

研習，瞭解臺灣教學品質與研發環境，加深

該國講師對臺灣高等教育之印象，進而申

請該國獎學金來臺攻讀碩、博士學位。本

校本期(第二期)承接印尼選派之17名講師至

本校電機系(10名)及機械系(7名)接受三個月

(2013/4/15至2013/6/28)銜接訓練課程，期間

所規劃之課程內容，包含學術專業課程、英

語文課程、華語文課程，輔以企業參訪及文

化參訪活動。此專班於課程結業之前，全數

講師(17名)皆申請本校學位課程，希望未來

續留本校攻讀碩、博士學位；總計5位講師申

請本校碩士學位課程，12位申請博士學位課

程。校長戴謙對此表示欣慰，更表示此專班

學員之專業能力經本校審核後，皆符合入學

本校學碩、博士班資格，故此17位講師皆將

獲得本校核可錄取。

本校特於課程結束前一天(6/27)舉辦結

業典禮，由校長戴謙擔任主持人，邀集學務

長謝世傑、國際處王永鵬處長、工學院郭聰

源院長、電機系王明賢主任、機械系朱志良

主任、語言中心黃大夫主任等人一同出席與

會，典禮中校長戴謙除了肯定學員這三個月

以來之勤奮向學以及積極參與各類企業和文

化體驗行程之精神，並十分讚揚印尼講師之

專業能力表現。 

戴謙校長贈送紀念禮品給印尼專班學生代表Ms.Supiyanti, Trifajar Yurmama(石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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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長官與印尼專班學生合影留念

印尼講師代表Mr. Harahap, Dedy Ramdhani

除了感性致辭外，並由Ms. Mbitu, Elisabeth 

Tansiana和Mr.Stephanus, Alphin獻唱，同時針

對來南臺之學習體驗進行交流座談會，會中印

尼講師十分感謝本校師長及學伴對他們無微不

至之照顧，並對於本校在辦學、研發及國際化

經營之成就讚不絕口，紛紛表示有機會一定要

回到本校繼續深造。校長戴謙亦表示本校對於

舉辦銜接訓練課程已有相當經驗與基礎，未來

將持續展現臺灣高等教育之教學品質與研發量

能，積極招收東南亞優秀碩博士生來臺攻讀學位。 

結業式後，校長戴謙一一頒發入學錄取信

與紀念品給予每一位印尼講師，所有師長共同

見證全體印尼講師這三個月以來之對於課業學

習之熱忱與卓越表現，他勉勵此專班學員回國

後，朝著申請印尼-臺灣獎學金方案持續努力，

並非常期待不久的未來，印尼講師將如願來本

校就讀學位課程；而兩國更將透過教職員交流

的方式，拓展師生國際視野、促進課程合作研

究，以達成兩國更多元化之實質交流。最後，

全體在合影留念中，完成此結業典禮，為本期

三個月短期課程劃下完美句點。

印尼專班學生Mr.Harahap, Dedy Ramdhani(石宏仁)發表結業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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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曹立傑大使晚宴中贈與克國文化部部長Marcella Liburd(左四)南臺科大校旗

國際青年大使參訪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充份展現了深厚友誼

本校響應馬總統積極推動活絡外交與文化外交

的理念，承接「102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活

動，於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進行為期兩周的文化

交流。駐館曹立傑大使為表達對國際青年大使的肯

定，特別設宴款待本校的6位青年大使，席間也特

別邀請克國文化部部長Marcella Liburd女士一同共

進晚宴。曹大使的晚宴開始前，當晚風雨交加，克

國文化部部長冒雨前來，風雨故人來令曹使十分感

動(good friends always come in heavy rain and gusty 

wind)，部長前來晚宴充份展現了臺灣與克國深厚

的友誼。

國際青年大使於歡迎晚宴中，文化部部長

Marcella Liburd女士表示臺灣與克國建立長達數十

年的友誼，此一情誼難能可貴。領隊老師助理教授

許淑媖代表本校向在座貴賓致意，並表示本校很榮

幸能夠再次到克國進行文化交流，席間致贈Liburd

女士本校校旗。駐館曹立傑大使以自身奮發向上的

經驗與青年大使們分享，期勉年青人勇敢追夢任何

事都是available。青年大使為表達感謝，並於晚宴

中表演陶笛「荷糖月色」(描述浪漫愛情的曲目)、

演唱臺灣原住民代表歌曲「娜魯灣」。於晚宴結束

之際，青年大使特別準備炫麗的螢光球表演，表演

節目豐富精彩，令曹大使及晚宴貴賓讚嘆不已，賓

主盡歡後曹大使一一的與青年大使們握手道別。

克國為聯邦體制由聖啟斯島及尼維斯島兩個主

要島嶼構成，兩島各有自治首長及首都，尼島是新

大陸發現者哥倫布首先登陸的島嶼，島上有火山溫

泉亦充滿歷史遺跡。在駐館曹立傑大使的特別安排

下，國際青年大使們於當地時間7月27日參訪尼維

斯島。臺灣農業技術團隊主要農場位於尼島，農場

除了種植各種農作物外，亦有加工廠進行農產品加

工與技術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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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大使於尼維斯島臺灣農技團果園與團長曾肇宏(右四)大合照

農技團團長曾肇宏表示，因為當地有火山地

形與加勒比海洋流的關係，造成尼維斯島土壤相

當肥沃、氣候宜人，當地蔬果既肥美又香甜多

汁。為了讓青年大使們體驗當地果農耕種，團長

特許青年大使們於農場自行摘果，體驗開心農

場、了解當地文化。農技團曾團長表示，臺灣農

業技術引進克國多年發展已臻成熟，許多蔬果深

獲當地人喜愛，此外農場並計畫轉型為觀光農

場，農場日後產生的觀光收益可增加克國的經濟

效益，此一轉型預期將提昇臺灣與克國的交流層

次，由農產品的生產與加工轉為果園觀光與服務。

校長戴謙將國際交流的政策列為重要的教育

工作，挹注許多資源推廣國際交流與合作。自民

國97年起即發起國際志工Unplugged至泰北服務，

更在99年3月成立國際志工社，在課外活動組周進

源組長統籌規劃下、師生用心經營，於短暫的時

間積極拓展海外服務的觸角。本校2013國際青年

大使配合外交部所舉辦的文化交流活動，與克國

再次進行交流，透過國際志工師生，希望更進一

步提升兩國之間友誼。

國際青年大使與曹立傑大使(後排左四)及駐館全體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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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際青年大使從202個競爭團隊中脫穎而

出，獲外交部遴選赴加勒比海地區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國際青年大使代表團於102年7月17日

抵達克國SKB機場，由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全

權大使曹立傑特別通關禮遇接機，於機場貴賓室

進行簡短介紹與會晤，對方表示熱烈歡迎國際青

年大使團來訪，並期待本校國際青年大使展開為

期兩週豐富的文化交流活動。

國際青年大使抵達當日傍晚即獲得駐館曹立

傑大使與克國總理Denzil Llewellyn Douglas，於

Palms Court Gardens餐廳接見並設宴款待本校6位

國際青年大使。與克國總理餐敘席間駐館頒發本

年度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及國合會獎學金，當

地共有11名學生獲得臺灣獎學金，今年9月即將啟

程前往臺灣各大學就讀。

總理晚宴席間出席當地官員計有克國文化部部

長Marcella Liburd、內閣秘書長Joseph Edmeade、

國安次長Astona  B r owne、教育部次長Ion i e 

Willett、新聞主任Erasmus Williams、CFBC專校代

理校長Delores Harris、教育部官員Debbie Issac等當

地政要約50人參加。駐館曹立傑大使致詞時表示熱

烈歡迎來自臺灣的青年大使，非常期待接下來的文

化交流。國際青年大使於歡迎晚宴中，除代表本校

致贈校旗及臺灣特色土產鳳梨酥等禮品外，青年大

使為表達感謝，並於晚宴中進行絢麗的原住民舞蹈

表演，極具臺灣代表性，表演節目相當豐富精彩，

賓主盡歡。於晚宴結束之際，本校國際青年大使也

特別列隊歡送總理Denzil Llewellyn Douglas，總理

與青年大使們一一握手道別。

國際青年大使於CFBC專科學校中表演精彩的舞龍

國際青年大使團表演具台灣代表性舞蹈
於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粉墨登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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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國更為來自本校的青年大使於Claence Fitzroy 

Bryant College(CFBC)專科學校舉辦盛大開幕儀式，

並邀請駐館曹立傑大使、CFBC專校代理校長Delores 

Harris、專校教職員、該校學生及居民參加。CFBC

專校代理校長Delores Harris於開幕式致詞中表示，

表示CFBC為該國最好的學校，並非常歡迎本校國際

青年大使，同時非常期待與青年大使為期三天的文

化交流。開幕式表演立即獲得當地媒體的青睞報導。

青年大使代表團領隊老師許淑媖致詞時表示青

年大使們準備了許多具臺灣標的性事物，希望一同與

克國民眾分享臺灣之文化、藝術、美食等活動，展開

14天一連串的文化交流活動。青年大使於開幕式表演

中，穿著臺灣熱情紅色的唐裝與臺灣特色的原住民服

飾，表演精彩的舞龍以及傳統原住民唱跳舞蹈，其中

舞龍表演吸引民眾目光，令參與的觀眾為之驚豔。

近年來，本校將國際化政策的推動列為重要的教育

工作，在本校校長戴謙的指導下，挹注許多資源在國際

化的推廣政策，自民國97年起即規劃有國際志工至泰北

服務團隊，更在99年3月成立國際志工社，在師生用心經

營下，於短暫的時間積極拓展海外服務的觸角，在2013

國際青年大使配合外交部所舉辦的文化交流活動，與克

國再次進行交流，透過國際志工師生，希望更進一步提

升兩國之間友誼。

駐館曹立傑大使（左二）與南臺科技大學領隊老師贈與CFBC專科學校副校長Delores Harris台灣土產鳳梨酥等紀念品

南臺國際青年大使於開幕式中表演原住民特色舞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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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
合辦「暑期華語研習營」盛大開鑼

本校與法國姊妹校巴黎第十二大學合

辦「暑期華語研習營」於2013年7月1日正

式開訓。本活動今年為第二屆，去年共22

位學員前來本校華語中心研習華語並體驗

臺灣文化；今年共17位學員前來參與為期

八週(07/01-08/23)的課程。  

校長戴謙於始業式時代表全校師生歡

迎全體學員來到本校。校長戴謙表示，本

校與法國巴黎第12大學於2010年締結為姊

妹校後，兩校師生交流頻繁，雙方已簽署

雙聯學位協定及免學雜費交換生協定，截

至今日已有8位法國巴黎第12大學學生於

本校攻讀碩士學位，而本校也有2位學生

在巴黎第十二大學交換研修。

校長戴謙也鼓勵全體學員在研習華語

之餘，多認識臺灣文化及體驗臺灣美食。

尤其臺南是歷史文化古都，傳統的建築、

藝術和特色美食，都值得大家用心體會。

本次研習營，除了華語課程，華語中

心也安排了豐富的文化課程讓學生充份了

解華語及臺灣文化之美。另外華語中心也

安排學伴、接待家庭及文化知性之旅，協

助參與學員練習華語及了解臺灣文化，並

希望透過多元的課程與體驗，讓他們感受

臺灣歷史文化及濃厚的人情味。

戴謙校長、校內長官與17位學員合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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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孫志誠老師與得獎同學合影

本校與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
合辦「暑期華語研習營」盛大開鑼

由國內知名ACG社群網站所舉辦「2013

巴哈姆特ACG創作大賽」,該項競賽是是橫跨

動畫（Animation）、漫畫（Comic） 與遊戲

（Game）的大型綜合創作競賽，不論那一個組

別創作主題不限，讓各路好手盡情發揮創意，

同時吸引超過6千名玩家參與投票。

本校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孫志誠老師

指導劉文豪、鄭詠倫、李佳潔、蔡峻富、黃世

賢、簡國祥、趙哲毅、尤品棼同學，以《創世

之詩 ENUMA ELISH》作品，榮獲遊戲組-第四

名及最佳技術獎。該款遊戲是以美式寫實風

格，PC 多人連線動作遊戲 (2~4人)。承襲了現

今最夯的Dota遊戲操作方式，玩家並不陌生的

對戰方式，簡化遊戲的複雜性，強化英雄的特

色，《創世之詩 ENUMA ELISH》玩家各自操作

一隻角色，可與其他玩家進行廝殺。本次大賽

評審團一致認為該款遊戲是參賽作品中唯一的

多人連線遊戲，進行單人模式測試時，連線效

果穩定。3D引擎效果流暢，物件跟特效也很

豐富，看得出團隊在技術面的成熟度。且3D

遊戲通常會具備的各種特效畫面及光影效果都

有具體表現出來，充分展現運用Unity引擎的

技術，也具有多人連線機制，在DOTA類型的

基礎上實現多人對戰的互動樂趣。

校長戴謙表示，數位設計學院致力於發展

數位內容產業，近年來於國內外相關競賽屢獲

佳績。而多樂系因應產業需求，甫於今年創立

大型多媒體互動娛樂技術產學研發聯盟，以及

「環場多媒體互動娛樂實驗室」，以研發最具

未來市場潛力的3D視覺互動技術。

院系傳真

本校多樂系《創世之詩 ENUMA ELISH》
榮獲「2013巴哈姆特ACG創作大賽」最佳技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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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左)與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理事長朱裕森(中)合影

戴謙校長致詞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朱理事長指出，

由於4月中旬在臺中舉辦「102年度食品安全與餐飲衛生

研討會中區研討會」獲得熱烈回響，課程意見表中學員

希望日後能增加「食品安全趨勢」、「食品安全風險管

理」、與「食品檢測分析及應用範圍」等相關課程，因

此本次研討會特別針對相關議題深入討論。

本校餐旅系黃旭怡主任也表示，本校餐旅系教育中除

教導學生餐旅管理、餐飲技術外，教師專業團隊中亦有相當

專業之食品安全管制專家，對於培育學生、輔導業者、食品

安全輔導之產學合作有相當優秀之成果，希望藉此研討會可

結合產、官、學界之力量，共同提升臺灣食品安全。

本校餐旅管理系、聯合環控科技有限公司及中

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協會有鑑於近來食品安全問題

層出不窮，為了提供民眾對於風險管控之概念，

於本校舉辦「102年餐飲安全管制系統與環保研討

會」，由校長戴謙帶領校內餐旅管理、食品安全教

授共同出席，並與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及臺南市

衛生局技正許惠美、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

會理事長朱裕森等專家及現場超過250位相關食品

生產業者、營養師、學者、民眾等共同探討如何維

繫食品安全。

校長戴謙指出，近期食品產業接連發生使用過

期原料、添加非法的修飾澱粉、販賣過期食品與廉

價化學醬油等食品案件，不但造成食品產業的聲譽

及經濟損失，更造成消費者長期身心受到影響，及

對臺灣食品安全的疑慮。唯有提高民眾危機意識，

了解風險管控，認識食品相關認證與標章，才能有

助於食品安全問題的發掘與解決，深化影響食品品

質及提高安全。

食品安全問題多 本校餐旅系與業者
舉行餐飲安全管制與環保研討會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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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基層文化服務社依教育部規劃偏遠地區小

學選擇台中市大甲區東陽國小辦理102年度「暑假

教育優先區帶動中小學育樂營活動」，於7月8日，

由本校師生以「用愛走天下 用心看世界」為主題

結合基服社精神「基於我心、服務他人、用心學

習、成長自己」規劃活動，藉由戲劇的宣導讓小朋

友了解如何關懷弱勢、闖關遊戲培養團隊精神、體

能訓練建立小朋友良好的休閒活動知識、藉由童玩

製作、大地遊戲、晚會等活動讓小朋友有一個美好

的回憶。

東陽國小陳水源校長於始業式表示本校基服社

不辭辛勞由台南搭車至台中市大甲區接續服務兩間

學校，精心設計以「用愛走天下 用心看世界」為

主題性服務活動至偏遠地區提供小學生良好課外休

閒活動、宣導正確價值觀，勉勵同學認真學習，對

服務態度優質效益卓著，學校將以最優質的環境及

資源協助活動辦理。

隨隊老師劉嘉坤表示，102年度「暑假教育優先區帶動中

小學育樂營活動」教育部規定一梯次均需安排五天活動內容，

因補助經費有限，本校課外組周進源組長為協助青年朋友完成

服務熱忱及夢想，尋求眾多單位贊助，本次活動贊助單位有財

團法人旺旺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吳尊賢公益文教基金會及仁

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校基服社團學生均以最精心設計、最熱誠態度教導參與

每位學員，本著苦行僧的精神，以克勤克儉的方式，均自己炊

煮，睡在教室地板上，並毫無怨言的為孩童付出。基服社成立

迄今已15年，除了幼童服務外，亦不定期主導或配合其他社會

服務機構進行主題式的服務，以及一般社福服務機構之活動。

東陽國小陳水源校長與南臺劉嘉坤老師合影

活力熱情展現

本校暑假教育優先區
帶動中小學育樂營「用愛走天下 用心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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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鳳記國際機械暨精密機械聯盟產學交流
廠商雲集 共同探討企業與學校研發合作趨勢

本校於5日舉辦「南臺科大與鳳記國際機械供

應商暨精密機械聯盟產學交流會」，邀請鳳記國際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魏燦文董事長前來進行鼎談，吸

引產官學界約70位專家參加，此次交流會之目的為

推動鳳記國際機械衛星廠商及精密機械聯盟成員的

產業升級、轉型、再造及發展，協助廠商提升競爭

力，並讓與會廠商對校方能提供的技術、管理、人

才及設計等服務有更深入的了解，透過產業與學界

鏈結，強化產學合作交流，期能為南臺灣的產業盡

一份心力。

鳳記國際機械是台灣最大且品質最好的塑膠押

出機械設備製造公司，設備外銷超過一百多個國

家，鳳記開創成立半世紀以來，就不斷的研究發

展塑膠製造機械，從三十年前的簡單機械原理到今

日全自動化、電腦化之設備，鳳記魏燦文董事長表

示，除了掌握技術、重視研發之外，更重要的是與

衛星工廠共存共榮；將零件外包出去、專心做研

發的鳳記，同時期許衛星廠商也能共同成長。　　

　　校長戴謙表示，產學合作是學校與企業雙贏的

方式，學校可提供各項資源協助企業成長，學校也

能提升研發能力、增加專利數申請，學校與產業界

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攜手共同研發與培育人才。本

校近年來積極以成為「產業最佳合作夥伴之科技大

學」為辦學目標，研發、產學、技轉與專利整體量

能皆大幅成長，並積極與週邊產業連結，成功邁向

產業合作最佳夥伴，已成為技職教育之典範，充分

展現教育部典範科大計畫執行績效。

(中一)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中二)鳳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魏燦文董事長與會貴賓合影留念

鳳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魏燦文董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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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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7/20 學務處軍訓室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2年度全民國防教育

－「自力環保造筏飊英雄」水上活動

社會公開組
第一名、第七名
社會公開組創意
造型獎第一名

吳安倉

102/07/20 機械工程系
高雄市政府102年度全民國防教育

自力環保造筏飆英雄
社會公開組第一名

黃文勇
蕭瑞陽
林克默

102/07/20 機械工程系
高雄市政府102年度全民國防教育

自力環保造筏飆英雄
社會公開組第七名

黃文勇
蕭瑞陽
林克默

102/07/20 機械工程系
高雄市政府102年度全民國防教育

自力環保造筏飆英雄
社會公開組創意
造型獎第三名

黃文勇
蕭瑞陽
林克默

102/07/23
機械工程系

企管系
2013全國運輸節能科技應用創意競賽 第二名

張烔堡
蔡宗岳

102/07/27 光電工程系 2013第三屆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 第三名、佳作  陳瑞堂

102/07/27 機械工程系 2013第三屆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
太陽光電大專

創意應用組第二名
謝慶存
林黎柏

南臺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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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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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Office 2010應用研習  

教育部校園肺結核風險管理

暨健康人權教育研習會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2013華語暨台灣文化體驗營開幕典禮  

102學年度嘉南區四技二專

聯合登記分發報到  

南臺活動預告

102節約能源績優獎實地複審  

南區計網中心業務觀摩暨平台

推廣研習講座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國商學院

師資培訓開業式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農學院

師資培訓結業式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農學院開業式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國商學院

師資培訓結業式  

教育部校園肺結核風險管理

暨健康人權教育研習會

2013華語暨台灣文化體驗營閉幕典禮

102雙軌計畫招生考試

「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

成立大會 暨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師資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