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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大合照

本校學生自治會於3月22日及23日參加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假國立中山大學舉辦之「103年全校性

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評鑑成績大

放異彩，於113所大專校院中脫穎而出，榮獲入圍

獎，展現自治成果，表現亮眼，全校師生聞訊後深

覺喜悅，與有榮焉。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團，透過「非正式課

程學習」培養群育，擴展知識，發展興趣，並習得

民主法治素養與磨練領導才能。其中加入學生自治

會可參與校務及學習處理在校學習、生活及權益等

問題，培養學生公共參與精神，並以理性、民主的

態度處理事務。

競賽只是學習的過程，觀摩才是成長的開始及

目的，藉由本次競賽檢視過去一年內自治成果，分享

學生自治會運作經驗與心得並與外校交流，本校學生

自治會、學生議會，以及所有系學會共68名成員前

往觀摩，期能擴展視野，促進自治組織健全發展。

本校第14屆學生自治會會長黃子芸同學擔任競

賽解說人，並表示很榮幸能夠參與這次比賽，藉由

這個比賽也讓會內資料得以有序的保存，所有資料

能更完整傳承給下一屆。為了能在比賽當日完整呈

現，比賽前幹部們日以繼夜的整理資料，最後獲得

入圍獎。入圍即是肯定，本校學生會期許未來更加

努力，促進民主法治健全發展。

103年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學生自治會表現亮眼  榮獲入圍獎

南臺科大學生自治會榮獲103年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技專校院組】「入圍獎」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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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42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於4月

2日至6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辦，共有45國家參展，

1000件以上參賽作品。來自台灣的95件參展作品，

在國際發明展中大放異彩，獲得37金39銀13銅。本

校表現亮眼，抱回3金2銀1銅，一特別獎，其中，

許毅然教授研究團隊研發之「智慧型可攜式太陽能

追蹤器」獲現場評審青睞，奪得金牌獎與泰國國科

會所頒發的特別獎。此外，「Lightening at will－

solar power LED brick」以及「智慧型動態測速裝

置」亦在多件作品中表現優異，抱回金牌獎。本校

近幾年積極鼓勵師生參與國內外各項大型競賽，屢

獲殊榮，此次參展佳績再度驗證本校研發實力，並

於國際競賽中獲得高度肯定。

「智慧型可攜式太陽能追蹤器」是由電機系許

毅然教授研究團隊與中科院合作所研發，並且已完

成多項的專利佈局，同時更與樂佳光能科技公司進

行合作。「太陽追蹤器」為聚光型太陽能電池的重

要組件，功能為自動追蹤太陽的精確位置，以期發

揮CPV最高的發電效率，此外，產品功率消耗小，

控制精度高，可應用在攜帶型高效率發電裝置，不

但已經取得專利，更獲得近十項的獎項。

「Lightening at will－solar power LED brick」

在此比賽中獲得金牌獎，由光電系陳瑞堂老師研究

團隊所研發，以膠合玻璃的基本結構中，在膠層中

添加適當的散射粒子，藉由散射粒子改變光的進行

與WTO大使攤位合照(由左至右)陳宗台團長、陳尚璆同學、許毅然教授、賴幸媛大使、吳展榮同學、陳瑞堂教授

第42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本校大放異彩　抱回3金2銀1銅

智慧型動態測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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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使「solar power LED brick」旁邊貼合的太陽

能板可以產生電力，若安裝於公共空間、交通設施

與建築物上，則其產生的電力可以提供公共設施使

用或建築物之居民使用。

    另一金牌得獎作品「智慧型動態測速裝置」同時

也是獲得台北國際發明展柏金獎，為937件作品分

類第一名。由本校電機系許毅然老師研究團隊所研

發，本產品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具有動態量測的測

速裝置，此測速裝置包含GPS接收器、雷射測速儀

器、攝影機與一處理電腦。透過雷射測速儀器可測

得警車與超速車子之間的相對速度，GPS單元可以測

得警車的絕對速度，經由電腦計算就可以得到超速

車子對地的絕對速度。

    獲得銀牌獎的是由光電系陳瑞堂教授與行政院

核子能委員會共同指導之作品「薄膜太陽能藍芽鍵

盤」，這是一種不需要更換電池的輕薄型可捲繞收

納式鍵盤，用以外出方便打字使用。

另一獲得銀牌獎作品「電力中斷檢測模組及其檢

測方法」，係一種檢測電力中斷原因的方法與裝

置，其特徵為可自動判別用電設備所需電力之喪

失係因外加的供應電力中斷或係因手動關閉電源

開關，因而產生不同的對應策略者。

   銅牌獎作品為「剩餘續航力估測模組」，

這項產品是由機械系陳沛仲老師研究團隊所研

發，本作品以嵌入式系統為核心，僅需接收電

池電壓、負載電流、速度信號，透過內建的演

算法，即可估測電動載具的剩餘續航力，這些

信號都是電動載具已有的，因此加裝本模組不

會增加額外的費用。

　　本校致力於培養專業設計研發人才，積極鼓

勵師生參與國內外各項大型競賽，並屢創佳績，

此次國際發明展獲獎之作品，充分呈現學校鼓勵

科技與創新之成果，研發實力並於國際競賽中再

度獲得高度肯定。

智慧型可攜式太陽能追蹤系統應用 泰國國科會所頒發的特別獎(由左至右)泰國國科會人員、泰國國科會主委、許毅然教
授、陳宗台團長、吳展榮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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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部工業局舉辦的2013「4C數位創作競

賽」於駐臺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Jasmine 

Huggins女士於3月26日受邀至本校參訪，校長與

全校師生熱情接待。大使Jasmine Huggins此次來

台參訪首選本校，除了本校長期致力於國際文化

推動外，本校國際青年大使三度拜訪聖克里斯多

福及尼維斯，雙方深度交流友誼綿長深厚，同時

在教育部典範科大與教學卓越計畫展現上，本校

皆為技職龍頭，大使為瞭解臺灣技職校院發展，

特別安排此次參訪與演講，主題為”Making a 

difference, at home and abroad”(改變由我，家鄉

他國)，鼓勵同學在日常學習中豐富國際事務之瞭

解，進而拓展國際視野。透過此次交流活動，不

僅使本校師生對克國文化與國際事務有更多的瞭

解，也更加強化兩國人民之間的情誼，臺克兩國

將持續深化此一友善的夥伴關係。

駐臺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蒞校參訪

本校近年來致力推動國際文化政策，在校長

戴謙的卓越政策領導下，挹注許多資源在國際事

務。自2009年起積極投入國際志工服務之行列，

本校師生更以卓越表現連續四年榮獲國際青年大

使資格，本校特別邀請駐臺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大使Jasmine Huggins於3月26日來校訪問並在校

內進行專題演講，以”Making a difference, at home 

and abroad”(改變由我，家鄉他國)為題，分享個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中)、校內長官與Jasmine Huggins女士(右四)合影

南臺科大學生迎賓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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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貢獻自己的能力讓社會更美好，幫助他人所

獲得的收益比付出的多更多。此外，大使Jasmine 

Huggins以自身的國際經驗與在職經歷分享，使本

校學生能更加了解克國文化與培養國際觀，於演講

會後以對談模式進行問答，現場互動熱烈。此一訪

問除了增進學生對國際事務的瞭解，並促進未來本

校師生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的國際交流。

校長戴謙開場致詞時表示，非常感謝大使於百

忙之中抽空前來，為使學生能有更多管道與參與國

際間事務，本校致力開啟學生參與海外服務學習的

風氣，並積極的參與國際事務、持續與國際接軌。

大使Jasmine Huggins於演講前讚揚本校學生、對本

校高度肯定，於三度訪問克國都有精彩傑出的表

現，不僅同時展現了臺灣青年的專業能力與創意，

使兩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藉此搭起我國與克國青

年友誼的橋樑。

大使Jasmine Huggins表示這次受邀前來本校，

不僅對臺灣的科技大學有更多的瞭解外，因本校特

別安排參訪了臺灣歷史博物館，對臺灣的在地歷史

有更近一步的認識，訪問期間除了感受到師生的熱

情款待外，更感到本校對國際志工服務的熱忱，同

時期勉學生能參與更多國際事務拓展國際視野。副

校長吳新興於活動中表示，很高興能邀請到駐臺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Jasmine Huggins蒞臨本

校，希望透過本次活動激發志工同學辦理服務活動

以及出國服務的熱情，透過此一交流活動不僅增進

本校師生對克國文化與國際事務的瞭解，同時也強

化兩國人民之間的情誼。

南臺科大校吳新興副校長、校內長官、Jasmine Huggins女士與同學於演講會後合影

Jasmine Huggins女士分享國際經驗與在職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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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首部飛鷹方程式賽車  比賽屢創佳績  
udn tv蒞校採訪與體驗

由於機械系車輛組歷年來製作一系列太陽能

車、方程式賽車、環保車以及電動車等車輛，分別

參與了國際與全國競賽，榮獲了非常多的優異佳

績，udn tv電視「行車紀錄趣」節目更因此蒞校為

飛鷹方程式賽車進行一整系列的節目介紹及訪問，

本校學生方程式賽車已邁入第六代，今年也即將再

度代表台灣遠赴日本參賽，每台賽車都是師生團隊

們一整年的努力成果，不僅讓學生在學習階段有著

實作及跟外界廠商接洽之養成，同時，更拓展了學

生們的國際觀。

本校自2005年開始發展學生方程式賽車，不

僅是全台首部，亦是目前唯一參與賽事的台灣學生

方程式賽車團隊。車隊於2006~2008 連續3年至日

本比賽，先後獲得(省油獎)第三名與(獨特設計獎)

第二名的佳績。經過3年間斷後重新出發，連續兩

年分別去大陸上海與湖北參與比賽，成績更上層

樓，榮獲營銷報告第一名以及會場最佳表現的精神

文明獎，展現出本校賽車工業的實力。

方程式賽車團隊由機械系先進車輛組教師群領

軍，並在校長戴謙全力支持，以及業界廠商熱心贊

助，每年皆規畫製作一部方程式賽車參加國際性競

賽，目前本校所製作的方程式賽車其特色為輕量化

車體結構、流線碳纖維車殼、使用自我調校之外加

引擎電腦，以及氣動式換檔機構等。

udn tv電視「行車紀錄趣」在介紹及訪問過程

中，方程式賽車團隊與udn tv節目主持人現場PK，

現場除賽車聲外，尖叫聲更是此起彼落，攝影團隊

在一整天的節目錄製下捕捉到許多精彩畫面，從訪

談、錄製以及現場體驗，電視臺團隊感受到每位隊

員一整年的辛苦與心得，最後賽車團隊與udn tv電

視台主持人前往安定賽車場進行Go Kart友誼賽，並

也再次邀約udn tv下次的合作訪談。

南臺科大飛鷹方程式賽車團隊與udn tv電視台合影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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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第九屆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 

南臺科大校內長官與中央大學范錚強教授(中)合影

本校商管學院資訊管理系於3月26日主辦

「2014第九屆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在E棟

13樓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行。

會中特別邀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所特聘教授

范錚強教授發表專題演講「資訊科技發展下的典範

轉移：Crowd-sourcing 以及其影響」。來自國內外

各大專院校學術精英與會，盛況空前，堪稱南部地

區難得一見的學術盛會。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配合政府政策，在發展競

爭優勢以及提高教學品質上積極努力。同時，身

為技職體系下的一個積極成員，我們更期許自己要

善盡資訊社會中教育推手的角色。當然，要達成這

個使命與願望，我們不只要有創新的理念更要有務

實的作法，這也就是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相信今天

大家在百忙中共聚一堂、群策群力，藉研討會互相

交換資訊，進一步運用資訊，整合資訊，並發揮資

訊的力量，定能在數位學習及資訊實務領域貢獻力

量，發光發熱。我更相信，各位的努力，在邁向綠

色矽島之路上定能留下足跡，並在提升臺灣的競爭

力上做出非凡的貢獻。

這次舉辦研討會可說是南部地區資訊與管理領

域的學術盛會，由於人才的培養是資訊產業能維持

高度競爭力與蓬勃發展的關鍵，且資訊人員的知識

與實務更是上述之必備基礎，因而資訊實務與數位

學習發展實為趨勢所向，本研討會希望藉由國內

產、官與學界等先進，共同研討最新資訊實務及管

理技術，並勾勒數位教學的前景與趨勢。

活動傳真

中央大學范錚強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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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戴謙校長(中)、校內長官及角色扮演同學合影

Cosplay(角色扮演)校園走秀攝影會

本校於3月26日在藝文中心舉辦了Cosplay角色

扮演校園走秀攝影會，為接下來的主要活動「第三

屆南方理想國動漫嘉年華SIK 03」(3/29、3/30二

日)暖身，會中有十數位角色扮演以走秀方式精彩

出場，扮演包含初音未來、Saber Alternative、毒藤

女等知名動漫人物，校長戴謙也親自下場與這些動

漫角色同歡。校長戴謙表示，本校一向以產業最佳

夥伴為目標努力，積極與產業交流，了解產業要的

是什麼，並規劃出相對應的作法，為青少年朋友未

來鋪路，例如：產學合作、企業實習、學產一貫學

程等，讓本校畢業生獲得眾多企業的肯定。而在了

解企業需求的同時，我們也關心學生們想要的是什

麼？世界的潮流走向又是什麼？發展文創產業已經

成為台灣在世界競爭中必須走的一條路，而動漫遊

戲又是其中最有發展潛力的領域；因此我們成立了

「動漫遊戲原創與應用中心」來結合青少年文化與

產業發展，並且於去年開始舉辦「南方理想國動漫

嘉年華」，為年輕朋友的動漫創作熱力在打造發揮

舞台。我們也與動漫發行商合作，從參展的創作者

中發掘有潛力的創作者，輔導他們從事商業性的動

漫創作，來培植台灣的動漫原創人才。

第三屆南方理想國動漫嘉年華SIK 03於

3/29、3/30二日在本校三連堂舉辦，活動內容除

了有超過300個攤位的創作社團參與創作展示，

以及200位以上的角色扮演在校園自由走秀供攝

影同好拍攝外，也首次同步舉辦知名樂團的無間

斷四小時輪番演唱、車輛彩繪吸睛展示，更與出

版社合作進行知名輕小說作家與畫家簽書會等等

各式精彩活動，如此規模的動漫嘉年華在南臺灣

實屬罕見!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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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右)與動漫作家亦是南臺視傳系學生王莉棋(左)合影

本校於3/29、3/30兩日在三連堂體育館舉辦大

型動漫畫同人展活動「第三屆南方理想國動漫嘉年

華S.I.K 03」，兩天活動中近萬人次參加，包括數

百個攤位的漫畫、動畫與遊戲創作者交流展售會、

200位以上角色扮演者校園攝影，以及體育館內同

步舉辦的知名樂團無間斷四小時輪番演唱、場外眾

多的汽機車創意彩繪展示，更與麥田出版社合作舉

辦的知名輕小說作家與畫家簽書會等等，各式精彩

活動隆重登場。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致力於發展動漫創作及

文創產業，除了每年舉辦2場次動漫嘉年華活動之

外，另外也承接經營「台南文創園區」，成為台南

地區文創新基地，為臺灣動漫文創產業盡一份心

力。而臺灣缺少原創環境，侷限臺灣本土動漫產

業發展，因此，成立了「動漫遊戲原創與應用中

心」，希望能結合青少年文化與產業發展。去年開

始舉辦第一屆「南方理想國動漫嘉年華」活動，

兩天活動吸引6千以上的參觀人次與參予者，為

年輕朋友的動漫創作熱力打造發揮舞台。同時中

心也與動漫發行商合作，從參展的創作者中發掘

有潛力的創作者，輔導他們從事商業性的動漫創

作，來培植台灣的動漫原創人才。

而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活動則為角色扮演攝影

(Cosplay)，數百位角色扮演者在兩天活動中展示自

己對知名動漫畫、遊戲角色所打造的創意服裝與造

型設計，吸引眾多的攝影愛好者為心目中美好角色

拍照攝影留念。另外，場內的樂團演出為接下來南

台灣各個熱情的音樂活動拉開序幕；場外尚有舞團

熱情的表演，以及汽機車彩繪、競技遊戲競賽等，

也都將同步展出。如此規模的動漫嘉年華在南臺灣

實屬罕見，吸引廣大南部青年學子參與，可預見未

來S.I.K將成為南部最具規模之動漫展活動。

第三屆南方理想國動漫嘉年華
同人展活動 盛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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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辦理「禮貌天使」推薦已持續三年，每學期

透過禮貌天使「日行一善」故事的分享及表揚，讓校

園內師生及同儕關係變得更友善親切，人人尊重關心

他人，讓微笑問候成為校園師生共同的語言，藉此開

啟大學校園中冷漠的心靈，營造友善溫馨校園。 

現今校園內師生或同儕間關係，已因社會價值

的改變及網路的影響不再熱絡關懷，堅持己見封閉溝

通，造成人際關係的冷漠，不得體的表達及應對方式

是當今年輕人失去業界信任最大的不足，故採取鼓勵

讚美的方式，透過師長闡述表揚或學生對為人處事的

感想及看法於網路分享，提供典範學習的平台。

為鼓勵學生能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培養問早

道好的校圍氛圍，本校每學期轉發50個禮貌卡至全

校各行政單位及系所運用，對平日有禮有責的學生

給予肯定，由推薦的師長及學生上品德教育宣導網

「日行一善專區」填寫推薦理由及對為人處事的看

法，做為學校全體師生學習典範，提昇榮譽觀念，

進而推廣尊師重道、負責誠實、關懷自省的價值

觀，並於期末統一由學校頒獎表揚。

本校推薦「禮貌天使」活動，讓更多學生能重

視生活教育的養成，更加堅定自己的行為及態度，

活動並獲得師長的高度肯定，深覺由此活動對學生

的行為確有加分的作用。

獲獎「禮貌天使」代表與周禮順代理學務長合影

形塑品德  禮貌做起
本校用鼓勵讚美發掘「禮貌天使」

校園「禮貌天使」推薦活動-禮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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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於3月29日與台南律師公

會、成大法律系共同舉辦「嘲諷文化、法律與新公

民運動」研討會，邀請馮光遠、沈清楷、陳紀元教

授與黃帝穎律師等發表演說，就嘲諷文化與公民運

動的相關法律議題與南臺灣法界交換意見，現場與

會來賓以輕鬆詼諧方式進行研討，引發熱烈討論。

校長戴謙於致詞時引用專欄作家李南衡書上的

一段話：「沒有問題的政治是神話，有問題的政治

則難免不鬧笑話」，指出針對政治人物言行為對象

發展而出，富含創意且百無禁忌的嘲諷文化，已成

當代台灣民主社會裡制衡政治濫權一股無可或缺的

重要力量。在西方民主文化成熟之國家裡，受嘲諷

的政治人物亦常有風度地一笑置之，不至於動輒以

興訟對待。但是在台灣，這種法律風險還是很高。

校長戴謙期許希望透過本次研討會，讓文創

娛樂人士瞭解應如何因應及從事諷刺文化創作，

防止訴訟之寒蟬效應，以鼓勵其勇敢持續為公共

議題發聲。

最後，校長戴謙也提到，以「嘲諷文化、法律

與新公民運動」作為研討會課題，應是台灣法學研

究上少有的，並成功獲得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贊助，誠屬不易。除本次研討會外，本校財法所不

僅積極籌設全國性的「台灣文創暨娛樂法學會」，

且本學期於每週五規劃「See You Friday」一系列帶

狀文創娛樂法講座，廣邀法界、業者甚至行政界各

方人士蒞校交流。相信在未來，南臺灣的文創娛樂

法學研究將會有更蓬勃的發展。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致贈紀念品予馮光遠教授

公民參與 針砭時事
「嘲諷文化、法律與新公民運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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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國際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暨CERPS年會

企業資源規劃(En t e r p r i s e  R e s o u r c e 

Planning)系統已廣泛採用於高科技與傳統產

業，為使產業經驗與學界理論更緊密，加強聯

繫合作已成為國內產業界與學術界引領之重要

課題。本校商管學院於3月29日與中華企業資

源規劃學會共同主辦「2014年國際ERP學術及

實務研討會暨CERPS年會」，期盼提供產官學

界互相交流管道，讓e時代的教育訓練更能貼

近產業脈動，以提昇台灣的國家競爭力。

本次大會邀請國際知名期刊主編Viswanath 

Venkatesh教授擔任「貴賓演講」講者，與現

場來賓一同分享Promising Future Directions in 

Enterprise Systems Research。另於本次大會舉

辦「全國高中職課程、證照、升學優質精進座

談會」，期望結合大學校院與高中職力量，探

討如何加強雙方聯繫，共同提升與建立優

質的職課程、證照、升學方案。本次研討

會發表的文章在質與量都堪稱國內外相關

研討會的翹楚。另外在研討會論文發表的

同時，更舉行e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大學

校院)與全國高中職企業e化知識競賽(高中

職)，競賽入選隊伍將發表精彩個案成果。

校長戴謙表示，有鑑於台灣企業普遍需要

e化以增強競爭力，而大陸地區企業也逐漸

體認欲與國際接軌，需有適當的e化系統，

兩岸三地企業都對e化人才需求恐急。而企

業e化的核心在ERP系統，在學界的理論知

識與業界的軟體經驗配合下，共同針對ERP

領域進行合作發展，以使企業資源規劃研

究與實務界應用相結合。

南臺科大盧燈茂副校長(右三)與得獎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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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國際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暨CERPS年會」展覽會場情形

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後，因應市場的激烈

競爭，企業的產銷策略必須緊盯市場脈動隨時

調整，此時企業的管理人必須瞭解海內外企業

的所有資源狀況，並能將所有資源全部整合，

其中包括公司本身的人事、財務、物料、技

術、資訊、生產外，並結合上下游成為一個完

整的供應鏈模式，並能即時提供有用的資訊做

為決策之用，而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應運而

生。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是電子化企業所倚重的

新興資訊科技，其導入帶給企業極大的挑戰和

衝擊；對於ERP導入成敗的評價也莫衷一是。

面對全球產業分工的結構性轉變，台灣的

產業生態也面臨重整，過去大家所引以為傲的

製造、代工體系，已迅速的被大陸所取代，迫

使台灣產業必須思考如何在新的全球分工體系

中，重新取得競爭優勢，才能延續台灣的經濟

力。藉由培養大量e化人才，除可幫助台灣企業

升級外，並可將相關產業知識落實到軟體與

顧問知識中，並經包裝行銷至同文同種的大陸

地區。即將與會的多位業者也表示台灣以往累

積多年製造業的實務經驗是我們當前在華人地

區的核心管理優勢。而ERP系統整合了企業銷

售、生產、庫存、財務、和人力資源等五管，e

化組織的核心流程，是台灣將其製造業管理知

識包裝與行銷的最好產品。因此應藉由產學界

緊密合作，將相關知識的傳播與更新落實於台

灣，以確保台灣在華人地區相關產業的地位。

本校希望透過本次研討會的辦理，讓企業

資源規劃的研究者瞭解企業實際運作的需要、

以及如何為企業創造更方便快速的資訊時代；

也讓企業資源規劃的研究者從實務界的發展脈

動中，預測對企業所帶來的影響，將正確的e

化觀念廣為散佈於各行各業，並提供大家一起

探討21世紀企業資源規劃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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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台語紙芝居比賽第三名-育民工家(兜芮咪的魔法玩偶)

中種下一顆品格的好種子，說演者唱作俱佳，贏

得評審青睞。

「紙芝居」就是看圖說故事的一種技巧，

源自於日本，是一種融合圖畫與口語表達的表

演藝術。本校幼保系結合在地文化，加入母語

文化(台語)及高中職學生所喜愛之說演故事，

讓學生們更能夠發揮創意。此次共有15校將近

20支隊伍報名參加，經過專業評審初賽劇本審

查，選出15隊伍進入決賽。本屆入圍決賽隊伍

不同於以往，除了幼保科同學參加比賽外，還

有公立學校綜合高中、美術專班、資訊科、商

業經營科及電影電視科等愛好台語說演故事的

各界菁英高手前來參與此次盛會。本校秉持校

歌 「樂育英才」的創校宗旨，立足台灣，深耕

本土，舉辦此次第四屆台語紙芝居比賽。

本校幼兒保育系今年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補助之下，於3月29日舉辦第四屆全國性「台語紙

芝居說演故事比賽」，此次比賽以「品格教育」

為主軸，以學齡前至學齡兒童 2-12歲為對象，讓

學生們自創說演8分鐘故事內容，其目的是希望能

夠鼓勵學生多使用母語，透過創意的表達方式，

推展本土文化，教育下一代，並藉由校際競賽，

提升高中職學生說演故事及創意表達能力。此次

報名參賽學校踴躍，初選後共有15支隊伍進入

決賽，比賽結果冠亞軍皆由遠道而來的台東女中

同學以「帶頭的英雄」以及「遺落的豆子」分別

獲得冠亞軍殊榮，為此次比賽最大贏家。其中，

「帶頭的英雄」以同樣為臺東人的「陳樹菊」為

故事創作緣由，帶出「讓人幸福的不是財富，而

是自身的品格」之故事核心，故事劇本在孩子心

第四屆台語紙芝居比賽
說演品格好故事 樂育英才秀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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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校深耕台灣文化，獲得創立於南台灣極

具知名度之台語教材出版社(真平企業有限公司

/金安出版社)和兒童圖書出版社(愛智圖書)之肯

定，大力贊助歷年來之比賽。

各校菁英發揮不同領域之專才，巧妙的將自

身生活經歷，用精心設計的圖卡及生動的台語說

演故事技巧來呈現。最後分別由紙芝居創作、台

語表達、戲劇說演等五位專家評審，以最公平公

正之方式來評選。並於閉幕頒獎典禮時給予專家

講評，不僅讓高中職同學有機會與大專校院學生

相互切磋，更進一步提升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及台

語說演技巧。本次比賽最後由本校盧燈茂副校長

將冠軍寶座頒給台東女中學校「帶頭的英雄」隊

伍。

第四屆台語紙芝居比賽第一名-台東女中(帶頭的英雄)

第四屆台語紙芝居比賽第二名-台東女中(遺落的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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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自主性廚餘堆肥」宣導
南市環保局長親臨本校「獻聲」說法

本校承辦環保局「自主性廚餘堆肥」宣導業

務，製作2D動畫宣導短片，其目的在於推動自主性

廚餘堆肥，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廚餘分類收集，達到垃

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成效，營造低碳臺南。環

保局局長張皇珍日前親自到本校錄音，透過局長「獻

聲」說法，錄製短片靈魂人物「尚介水」的媽媽角色

來說明回收生廚餘對於地球環保及垃圾減量的重要

性，實際投入宣導行列的第一線，同時也肯定本校之

錄音硬體設備以及學校師生對低碳城市業務之投入。

由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推動「自主性廚餘堆

肥」宣導，委託本校製作之2D動畫宣導短片，並藉

由張皇珍局長具個人特色的聲音，為劇中靈魂人物

「尚介水」媽媽配音，不但能為回收生廚餘對於地球

環保及垃圾減量的重要性做代言，同時也讓民眾對於

臺南市推動低碳城市之業務有更多的認識。

媒體與設計研究發展中心主任也是該子計畫負

責人童鼎鈞表示，此次做法是以90秒的動畫內容向

市民宣導「自主性廚餘堆肥」的好處，強調重點於

「每回收一公斤生廚餘，就可為地球減少2.06公斤的

碳排放」，透過淺顯易懂的宣導文字及動畫風格，

更讓國小學童可以潛移默化的理解「自主性廚餘堆

肥」，同時也把環保理念帶回家中，並與家人逐步實

踐生活環保。

張皇珍局長親自體驗視覺傳達設計系的頂級錄

音室設備之後，更是期望與其長期產學合作，包括

37區清潔隊的垃圾車宣導、環保局的政策宣導音帶

等，錄音室管理者黃昭智老師則表示學校樂意為低碳

城市之推動盡一份心力，也希望能與南市環保局進行

長期產學合作。

台南市政府環保局長張皇珍(左四)與南臺科大校內長官合影

台南市政府環保局長張皇珍為宣導短片親自「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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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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06 體育教育中心 102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雲嘉南 第一名 谷淑華

103/03/13 體育教育中心 一般女子組 單打 第一名 陳新福

103/03/13 餐旅系
2014年台灣GÂTEAUX盃蛋糕技藝競賽

參賽同學: 莊政霖
季軍

黃旭怡
蔡宏儒

103/03/13 餐旅系
2014幸福點心創意競賽

參賽同學: 梁靖梅、張庭綺
銀牌 蔡宏儒

103/03/14 電機工程系
第九屆數位訊號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以影像為基礎之機車停車場監控系統
軟體與嵌入式平台

應用組-佳作
陳彥廷

103/03/14 電機工程系
第九屆數位訊號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健康LED魔輪腳踏車
健康照護應用組

佳作
陳世中

103/03/15 體育教育中心 一般男生組 單打賽
第一名
第五名

陳艷麗

103/03/16 餐旅系
ECLIPSE FLAIR SHOWDOWN 2014

參賽同學: 廖乙哲
冠軍 黃旭怡

103/03/23 電子系
2014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賽

台灣選拔賽
數位邏輯設計競賽組

2金2銅 陳世芳

103/03/24 機械工程系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機械工業產學

貢獻獎
戴子堯

103/03/29 機械工程系 冷凍空調工程論文競賽
研究所組

工程論文獎
張烔堡

103/03/29 電子系 2014第十屆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 行動APP佳作 侯安桑

南臺師生榮譽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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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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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產品設計系 第一屆系展     

103級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議     

CSEPT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學輔人員CPR+AED研習  

數位設計學院102學年度畢業班聯展  

全校羽球個人排名賽  

2014西門子Solid Edge

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第五屆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職日語

「看圖說故事」（紙芝居）比賽辦法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故障中心帳務協調會議  

世界地球日環保清潔活動        

智慧型機器人暨創新科技研討會

BULATS劍橋博思英檢  

學生社團青春劇場(第9場鋼琴社)    

2014第七屆全國高中職商業

經營企劃案競賽    

南臺活動一覽表

第14屆第2次董事會議  

頒發2013創業基金暨成果發表   

群創學院實習生面試  

2014微電影創新教學研習會   

校務發展計畫初稿討論會議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中華民國聲暉聯

合會莫素娟理事長   

生涯探索團體:生涯航海王     

全方位體適能有氧  

103年校園法治教育講座  

資訊傳播系第十屆畢業展記者會   

「雙城會」- 2014教孝月辯論比賽 

暨 兩岸和平文化藝術聯展  

103年導師工作坊-推動紫錐花運動

校園防治藥物濫用(毒品)宣導講座   

南臺科技大學與中國青年救國團多

元合作方案簽約典禮  

金融專業證照電腦應試 

(台灣金融研訓院 臺南考區)      

名人講座「希望回來了-最大的苦

難，最美的重生」

2014/4/28 2014國際週演講場次

1─成為具有全球移動力的國際人才  

新加坡新翔集團拜訪學校之活動    

2014境外研修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