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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計新勢力輩出
勇奪育秀盃工業設計類金獎

得獎團隊鄭晉堯(左一)、許勝仁(左二)、鄧雅芬(中)、蘇柏元(右三)、實踐大學官政能副校長(左三)、創新產品設計系王文雄主任(右二)及
動腦雜誌股份有限公司吳進生董事長(右一)合影

    「第11屆育秀盃創意獎」於台北舉行決賽暨頒

獎典禮，本校產設系所設計的「抽拉槓片」一路過

關斬將，從2300多組賽團隊中脫穎而出，共有45

組隊伍入圍決賽，本校團隊最後獲全體評審肯定，

並勇奪工業設計類金獎，以及高額獎金15萬元。

    榮獲工業設計金獎的「抽拉槓片」作品由本校

創新產品設計系王文雄主任指導蘇伯元、許騰仁、

鄭晉堯及鄧雅芬等一群熱愛健身的同學設計，有感

於一般舉重用槓片更換十分不便且費力，因而研發

出可「抽拉更換」的新式槓片，不但美觀省力，更

可減少槓片不慎掉落引起的傷害。此外，馮嘉慧老

師所指導的張綺倫、賴品融、曾聖羽、彭翊玲、張

嘉芳、林嘉靜及黃筱雯等大三同學設計之Scheming 

Beauty並獲得軟體應用類之Samsung主題應用特別

獎。

    本校校長戴謙表示，創新產品設計系成立於99

年，今年即將畢業的首屆畢業生歷年來已獲得德

國reddot、IF及國內外設計大獎等佳績，以及青春

設計節之多項入圍，現在又獲得育秀盃金獎的肯

定，顯示同學四年所學專業能獲得肯定。本校數

位設計學院雖是全校最年輕的學院，近年來校方

挹注大量資源，使得數位設計學院成長快速，且

屢創佳績，特別是創新產品設計系所規劃新建的

南台灣商品設計中心，將於本年度落成使用，屆

時軟硬體設備更為俱全，更可順利推動課程專業

訓練及產學合作，落實本校成為產業最佳夥伴大

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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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共同主辦之「九校聯合學生創新創意

競賽」於4月22日舉行頒獎典禮，教育部為培養學

生創新能力、團隊合作與創業精神，透過「九校

聯合學生創新創意競賽」確立實務與實用性教學

之產業價值，並發揮技職教育之務實至用與學用

合一特色與精神。本次活動共有74組團隊報名、

參與師生約有331人，這次從眾多隊伍中以計畫書

書審，經過委員評選後，最後入圍20隊，包含遠

東科大、臺南應大、樹德科大、高雄餐旅、正修

科大、高應大以及本校等七校團隊入圍，本校勇

奪八大獎項，為入圍且得獎隊伍最多之學校。

本校校長戴謙表示，本校辦理六年的三創競

賽，主要著眼在於激發學生在各領域的研發創新

與創業熱情，學生創業是提高就業率的關鍵，

九校聯合學生創新創意競賽 
本校勇奪八獎

創新創意更是企業提升競爭力的不二法則。國立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郭東義副校長亦表示，既有商

品或技術加入創新創意，並讓它永續經營，這就

是創業的精神。將此精神拓展到技職生，一定能

發揮更大的迴響，希望更多學校一起來支持與參

與。

除了此次的創新競賽之外，本校102年「校園

創業基金」也於頒獎典禮中頒發，為激發學生創

意，開啟創業熱情，本校連續七年舉辦「校園創

業」活動，每年依照產品之創意及創新、市場機

會、經營管理、財務規劃、學校回饋計畫等評選

項目，從參賽71隊中遴選出校園15隊，並提供優

秀團隊學生實現創意夢想的機會，每隊獲頒5萬元

「校園創業基金」。其中，資管系與電機系合作

的團隊「Freedom」，以啞鈴為靈感來源，將一般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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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產品做了「配重調整」，並增加了「軌跡紀

錄、感測系統、藍芽傳輸」等多功能，組合成為

「水啞鈴」新創產品而勇奪冠軍。

另外，綠得清團隊的「多孔磁性膠膜之感測

過濾裝置」以及Four Dream團隊的「超透視-太陽

能LED玻璃磚」分別獲得2013創業競賽第二名和

第三名優秀成績，其優質的創新與創業模式以及

表現出眾的簡報獲得評審一致好評。i-Nature團

隊則以「將自然光引進室內，以減少用電量為出

發點，研發出自然光導照明結構的節省系統」；

另外，遮蘭洋行團隊的「米、菇、酒憑藉著老方

法、新創意使產品達到最高的效益」；以及漸健

敏團隊則「因敬老、思老、念老為關懷出發點，

創新產品以補足目前復健式醫療輔具的缺失」，

皆同時獲得評審團的讚賞給予佳作成績。

本校除提供「校園創業基金」外，為使學生

在創業道路上可更加順暢，本校亦舉辦一系列創

業培訓課程，邀請專業講師指導創業潛能、商業

行為、市場行銷及談判技巧與藝術等課程，充實

學生創業知能。活動在簡單隆重的頒獎典禮中結

束，但對參賽同學來講，卻是另一個新的起點，

只要相信自己，持續努力圓夢，或許今日的青澀

團隊，將會成為明日學弟妹心目中的成功典範。

九校得獎團隊與南臺科大戴謙校長(二排左六)、盧燈茂副校長(二排左五)、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郭東義副校長(二排左七)、正修科技大學林淑芸主任(二排左四)、
遠東科技大學林熴章主任(二排右三)於頒獎典禮後合影留念

冠軍Freedom團隊與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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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餐旅系莊政霖同學在本(44)屆全國技能競

賽西點製作組，以「小丑嘉年華」為主題，透過

各種不同拉糖技術，包含拉、吹、灌模等手法製

作出活潑生動、栩栩如生的玩耍小丑，還有亮度

極佳的大花朵，精湛作品令所有評審為之驚豔，

順利獲得第二名。而陳易伸同學則以作品「馬戲團

猴子」榮獲第三名之優異成績。

莊政霖同學以台灣市面上較少見的冷凍覆盆

子以及蜂蜜檸檬太妃糖，結合柑橘水果酒、白蘭

地等材料及酥脆餅乾底創作出酸酸甜甜、三層不

同組織與口感的焦糖蛋糕，榮獲評審ㄧ致好評與

讚美。決賽題目為在6小時內製作出長、寬50各公

分與高90公分之高難度大型拉糖藝術創作。莊同

學以「小丑嘉年華」為主題，以各種不同拉糖技

術，包含拉、吹、灌模等手法製作出活潑生動、

栩栩如生的玩耍小丑，還有亮度極佳的大花朵，

精湛作品令所有評審為之驚豔，順利獲得第二

名。獲南區第三名的陳易伸同學表示，一開始的

蛋糕製作，從不會到學會，口味從複雜到層次分

明，都是經過一次次的練習調整出來的，選手之

44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賽本校表現亮眼
創意西點「小丑嘉年華」脫穎而出

04

路雖然辛苦，但只要抱著一顆對烘焙熱忱的心，

努力完成比賽，就能夠實現更棒的目標。

兩位同學都很感謝一路支持和鼓勵他們的

人，尤其是本校餐旅系的黃旭怡主任、蔡宏儒、

施慧雯、胡永輝老師所組成的技能競賽培訓小

組，因為有師長們的協助指導，所以才能在勞動

部主辦的「第44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

競賽」中，榮獲南區分區西點製作職類1銀1銅佳

績，成績表現亮眼。 

本校校長戴謙表示，目前觀光餐旅業為政府

發展六大重點特色之一，餐旅管理系成立近7年

來，建構完善教學環境與設施，經驗豐富之專業

教師對學生在餐旅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訓練相當用

心，除了開設證照輔導課程，還指導學生參加各

項競賽，成績均相當優異，在各項餐旅競賽上屢

屢獲勝。隨著台灣觀光產業之迅速蓬勃發展，餐

旅業與餐旅技能相當受到時下年輕人的喜好，從

本屆南區報名情況來看，競爭相當激烈，餐旅系

同學能有此佳績，實屬不易。

南臺科大陳易伸同學與得獎作品「馬戲團猴子」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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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基層文化服務社及手工藝社 榮獲教育部
全國學生社團評選最高榮譽特優獎

本校學生社團基層文化服務社及手工藝社於日

前（3月29日至30日）參加教育部所辦理的103年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活動，參賽成績亮眼並榮

獲最高榮譽特優獎及績優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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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皆舉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

摩活動，今年吸引了國內大專校院共285個社團參

加，本校代表參賽的兩個社團雙雙告捷，基層文化

服務社參加服務性類，從42所學校激烈競逐中脫穎

而出，奪得最高榮譽「特優」獎，而手工藝社也從

37所學校中獲得「績優」獎，充分展現本校全人教

育的亮眼成績。

本校基層文化服務社在102年參與的志工有

731名，共計辦理28場志工活動，其中特色活動為

「飢餓三十」，社員除主動參與世界展望會以及統

一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等公益團體活動外，亦

積極配合教育部指導之「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

社團發展活動」以及「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

動」。此外，社員亦多元參與社會關懷活動，結合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共同主辦的102年暑期營隊「臺灣

囝仔暑期夏令營」，逾10間國小報名，多達150餘名

學童受惠，同時，基服設定期辦理淨灘以及至偏遠

地區國小辦理教育宣導活動，深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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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典科技大學之際，也相當重視學生們「非

正式」課程學習環境的營造，希望能夠引導學生在

課餘時間適性加入社團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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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競賽社團代表能夠獲得佳績，為本校師生們平日

落實社團活動，長期辛勤耕耘的亮麗成果。

南臺科大手工藝社指導老師王鶯諭老師(中)、手工藝社社長黃湘文同學(右三)、課外組社團輔導員李侑宗(右一)與手工藝社幹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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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教育廳魏中林副廳長於4月21日率廣東省

高等教育27所高校代表前來本校交流訪問，參訪團

受到戴謙校長、吳新興副校長、張鴻德副校長與各院

院長熱烈歡迎，參訪過程中除親睹本校優質的學習環

境外，也針對兩岸教育文化進行交流。

本校校長戴謙表示，學校致力於產學合作發展，

以培育務實致用之人才為目標，並強調兩岸教育交流

的重要性；會中戴謙校長也以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

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表達希望廣東省地區能加強

推廣陸生來臺攻讀學位、專升本科與短期研修等學生

交流，藉此加強兩岸年輕一代的交流。

廣東省教育廳魏中林副廳長則表示，一踏進本校

校園立即感受到優質美化的校景，仿佛一片淨土般淨

化心靈。這次率領廣東省27所高校前來臺灣訪問，

尤以本校為重要的一站。本校可算是技職院校辦學的

典範，尤其在工學院與商管學院的辦學更是十分的卓

越頂尖，在校際合作與人才培育也具有獨到的經驗與

特色，期望本校能與廣東省的高校深入合作，共同發

展，更重要的是加強具體的實質合作，讓兩岸高等教

育能夠藉此攜手共進。

東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會聶良知執行長也表示，

非常感謝本校熱情的接待，長久以來東莞台商育苗教

育基金會推動兩岸教育交流，本校是臺灣首屈一指的

技職院校，這次非常榮幸能夠促成本校與廣東省教育

廳以及諸多高校的交流，並期待廣東省優秀的高校代

表們在未來都能與本校有良好的合作交流。

會議中，本校張鴻德副校長也進一步介紹本校在

師資提昇、人才培育、產學合作與未來展望等諸多特

色，在座的廣東省高校校長們均深感興趣，頻頻詢問

細節，並期待未來有更多合作交流的機會。

本校校長戴謙於座談交流後，陪同廣東省教育廳

來賓前往參觀學校學校辦學特色，廣東省教育廳魏中

林副廳長與來賓們對於工學院太陽能車與電腦鼠等卓

越的研發成果十分驚嘆，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強調本

校的研發成果十分卓越，期待未來能進一步合作，共

同提昇兩岸高等教育的發展。

廣東省教育廳魏中林副廳長率27所高校
代表蒞臨本校參訪

廣東省教育廳魏中林副廳長現場體驗南臺科大辦學特色之一--電腦鼠

國際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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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前排中)、校內長官及與會貴賓於簽約儀式後合影

本校與中國青年救國團為有效運用雙方人力、

場地與設施及學術資源，共同推動多元合作方案，

並提升學生組織經營與領導統御的能力，由救國團

張德聰主任率領十一位同仁於4月24日簽定多元合

作方案備忘錄。未來學校與救國團將以創新的合作

方式提供如「學校相關資源辦理社團幹訓活動」、

「學校教職員多元休閒及活動」等各類優質活動或

多元服務課程。

本校校長戴謙表示，自其擔任校長以來，相當

重視學生課外活動的辦理及生活心理輔導、服務學

習，不論方法還是技巧皆要與時俱進、不斷的創新

思變，為年輕學子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並且

鼓勵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適性選擇加入社團，促

使學生抒發課業壓力及培養正當休閒正當興趣，強

化其個人之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的能

力，間接提昇組織經營與領導統御之能力，以打造

正向和諧的學風與氛圍，完整建構營造友善校園。

中國青年救國團張德聰主任表示，該團秉持

「我們為青年服務，青年為國家服務」的基本工作

理念，以關心青年、了解青年、陪伴青年為出發

點，來補充教育之不足，藉由活動達到「公益」、

「教育」、「服務」之目的。戴謙校長進一步指

出，多元合作方案它所彰顯的是多元面向、全方位

合作的意涵，雙方共同打造「非正式」課程領域之

研究，培養學生多元能力和未來發展的無限可能，

透過更多點、線、面綿密的合作連結，共同創造

「團校雙贏」的局面。

國際南臺

共同創造「團校雙贏」
本校與中國青年救國團簽定多元合作備忘錄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右)與中國青年救國團張德聰主任簽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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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貴賓大矢野榮次(三排左五)、郡司昭司(三排左四)與南臺科大戴謙校長(三排左六)及大專組各參賽隊伍開幕式合影

 本校主辦第五屆全國日語看圖說故事(紙芝

居)比賽於二十六日登場，「紙芝居」是一種融合

圖畫與口語表達的表演藝術，二次大戰後深受大

人及小孩喜愛，是非常有日本文化特色的藝術活

動之ㄧ。其表演方式原是由一位講者邊看著圖片

邊表演，而本校主辦的「紙芝居」活動將其與戲

劇表演藝術結合，由5位參賽者發揮團隊默契，共

同完成一場表演，可謂是將日本文化加值，並且

發揚光大，是另外一種不同性質的文創藝術。此

次比賽分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組，大專組有11隊，

高中職組有14隊，共二十五校二十五組參賽。今

年是第一次邀請全國高中職參與競賽，即獲得熱

烈的迴響，參賽隊伍有遠從北、中、南部各地區

前來參賽，且參加隊伍超過大專校院組。比賽結

果分別由正德高中以及致理技術學院獲得高中職

組以及大專組的冠軍。

 本校姊妹校久留米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

大矢野榮次教授也特地遠道前來，並在大會中宣

讀來自日本前任內政部長、教育部長、現任日本

眾議院議員鳩山邦夫先生，及久留米大學校長永

田見生教授祝賀本次大會成功的賀詞。

 久留米大學大矢野教授表示，「紙芝居」不

僅在台灣發揚光大，而獨創出有別於日本的特殊

表演方式，值得向日本國民大力宣揚。校長戴謙

表示，本校在「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典範科

技大學計畫」等各種計畫中，都名列全國科大前

幾名。

 此次「看圖說故事比賽」，以竹內治撰寫的

《台灣昔話》中，選擇一則故事表演。透過表演

者生動的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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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表示這次比賽比預

期的表現好很多，同時在日語能力、內容連貫性

以及表演能力皆展現出張力十分認可同學及老師

們的努力，這次「紙芝居」比賽的成功是團隊努

力的結果。

蛻變的日本「紙芝居」文化 
本校舉辦第五屆看圖說故事「紙芝居」比賽

國際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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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登峰劇團演員-方新發先生(二排左一)、葉陳玉治女士(二排左二)與資傳系葉禾田主任(二排左三)及資傳系師生合影

活動傳真

十年有成 本校資傳系畢展「TENGO」另類
社會參與 學生製片以影像與社會對話

本校資訊傳播系於4月9日舉辦第10屆畢業

展「TENGO」全國巡演記者會，學生製片以影像

紀錄的方式關懷社會議題，此次巡演共計有23部

影片作品，其中探討的主題包含「彼岸的我」與

「老愛人」描述老人情感議題、「竹山一郎」則

為描述遊子歸鄉情、「爺爺」刻劃隔代教養祖孫

情感、「new normal」探討爭議不斷的人際與性別

議題，以及「給牠一個家」探索亟待關懷與解決

的流浪狗議題等，顯現出八年級生對於社會參與

的企圖心，除了激進的學生運動外，資傳系學生

獨樹一格，以自身所學的影像記錄專長與社會對

話，透過鏡頭帶領觀眾一同探討亟需被重視的社

會議題。

台南在地著名的「魅登峰劇團」演員方新發

與葉陳玉治也出席今天的記者會，方新發先生致

詞時表示，非常感謝本校資傳系「鬍子波比製作

團隊」以老年人的戲劇與生活為主題製作「彼岸

的我」一片。方新發先生也提到台灣已經漸漸邁

入高齡化的社會，透過學生創意的傳播方式，

希望能讓大眾更了解高齡者的生活方式與情感需

求，並能以實際行動關懷社會。

學 生 總 召 楊 璦 甄 表 示 ， 本 屆 主 題 取 名 為

「TENGO」，與國際標準舞TANGO（探戈）有諧

音之妙，雙人舞者間一退一進的曼妙舞姿，全靠

舞者間的默契與協調。畢業生進入社會後，與社

會互動就如同跳雙人探戈，必需學習與社會網絡

間前進與後退的協調共舞，才能有所成就。除此

之外，也隱含鼓勵全體畢業生畢業後不畏環境艱

難，大步向前走的想法。

本校資傳系畢展分為影視創作、專題報導、

動畫與整合行銷等四大類，共計23部作品， 

TENGO全國巡演將以4/10~4/11臺南全美戲院先

睹為快口碑場揭開序幕，也將參加「高雄青春設

計節與新一代設計展」的活動，歡迎各界前往觀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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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戴謙校長(中)、校內長官及與會貴賓進行啟動儀式

「菱鏡色散」光芒綻放
 數位設計學院四系畢業聯展 閃亮登場

本校數位設計學院103年畢業成果展「菱鏡色

散」，將於4月14日至19日連續六天於本校三連

堂展出，活動於4月14日舉行盛大開幕式。此次聯

展為數位設計學院成立八年以來規模最盛大的展

覽，共計展出80餘組作品，作品呈現包含平面與

包裝設計、動畫與影視作品、遊戲與產品設計…等

製作類型，希望讓各界人士看見更多不同面向的

「設計」。而以「菱鏡色散」為主題意味著即將畢

業的學生，在數位設計學院四年的學習，就像是一

道白光進入菱鏡內，透過不斷的學習、迷惘、蛻變

與成長，進而帶著各自的色彩發光飛翔。在此次的

畢業成果展上，除了促進同學間的相互交流，同時

也邀請業界導師與專家先進蒞臨指導，同時也希望

讓業界看見本校數位設計學院的發展多元性及設計

軟實力。

本校數位設計學院，首次以盛大規模的四系聯

展方式策展，在作品的呈現方式也比以往的多元

化，包含平面與包裝設計、動畫與影視作品、遊

戲與產品設計…等製作類型。其中，多媒體與電

腦娛樂科學系配合現在智慧型手機普及的趨勢，

首度以「搶孤」作為智慧型手機與傳統習俗巧妙

融合的創舉，並且結合多人同時遊戲，讓平板遊

戲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此外，創新產品設計系今

年培育出第一屆畢業生，15組展覽作品中包括

了急難救助、健身器材、穿戴式設計等，以貼近

人生活需求、運用科技輔助為核心目的。其中，

文創設計的核心理念包含關心生活環境到社會議

題，試著經由設計改善生活品質，以人為本的設

計，更貼近於人心。

 而資訊傳播系的作品也推翻以往大家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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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入圍青春設計獎作品「月老處方」

生影像作品的既定印象。除了劇情片探討人性與

親情外，更有不少作品以反思形式的核心嶄露出

突破常態的新視角，透過影像紀錄的方式關懷社

會議題，共計有23部影片作品，其中探討的主題

包含老人情感議題、遊子歸鄉情懷、隔代教養議

題、人際與性別議題，以及亟待關懷與解決的流

浪狗議題等，顯現出八年級生對於社會參與的企

圖心，資傳系學生以自身所學的影像記錄專長與

社會對話，透過鏡頭帶領觀眾一同探討亟需被重

視的社會議題。

視覺傳達設計系則分為兩組，分別為「動畫

組」以及「商業設計組」，共有26組參與展出，

其中動畫組大多是屬於2D動畫與停格動畫的類

型。故事內容有描述家暴、環保、生命、因果、

秘密、自我、搞笑等等多類議題，精細與精彩程

度絕對值得期待。另外，商業設計組全部以臺南

做為作品的創意發想，從不同的角度、不同國家

的視角，設計出有別以往的作品，揮別過去大家

對臺南的舊印象。

數位設計學院四系聯展除了校內首次展出之

外，接續將於「高雄青春設計節」、「臺北新

一代設計展」等先後展出，冀盼能夠透過到各地

巡迴展出的機會與全臺各校設計作品交流競賽，

也讓同學們開拓視野、吸取更多經驗。展覽作品

同時也陸續參賽，截至展覽當天已有八件作品入

圍高雄文化局主辦的「高雄青春設計節」，以及

七件影視作品入圍中正大學主辦的「新傳獎」比

賽，佳績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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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奶奶照過來本校資傳系學生
為明德里長者拍攝「花甲婚紗」

(由左至右)鮑文彥爺爺、韓淑媛奶奶、林桃香奶奶、韋玉蘭奶奶、陳瑞華里長、黎張淑瑛奶奶、陳彩雲奶奶、廖林櫻子奶奶、劉九妹奶奶婚紗合影

七八年級生對於社區參與往往存在著距離感，

而本校資訊傳播系學生透過「策略傳播」課程的學

習，與明德里里長陳瑞華合作，為六十五歲以上的

長輩拍攝婚紗，希望能幫他們留下生命中重要的記

憶，以及讓年輕學子多觀照自己的長輩，反思長者

臉上紋路代表著什麼樣的生命意涵。

本校資訊傳播系三年級同學於4月19日舉辦

「不渝花甲婚紗」拍攝，替65歲以上的爺爺奶奶們

拍攝婚紗照。活動當天，明德里里長陳瑞華邀請到

六信高中的學生前來替參加組別化妝，現場會有三

組專業攝影。拍攝場景選擇在具有濃厚眷村氣息的

明德里活動中心，現場有氣球佈景提供前往同樂的

里民及參與拍攝婚紗的主角們拍攝照片。眷村懷舊

景色是婚紗拍攝的重點，考慮到有爺爺奶奶行動不

便，攝影師規劃在爺爺奶奶家門口進行拍攝，意義

格外非凡，過程中除了拍照之外，學生亦會透過現

場紀錄以及採訪，將爺爺奶奶的生命故事透過影片

呈現。

此次由學生發起的「不渝花甲婚紗」的活動，

不只是單純的拍下照片，更可以讓年輕人和長者們

透過交談，回憶過往的生活點滴。指導老師黃瓊儀

表示，此活動的核心價值在於讓年輕人多關注身邊

的點滴事物，透過學生課堂所學專長，進入社區找

尋他們願意付出與投入的議題，對生活有感才能打

開更寬廣的視野。張育鈴同學也表示，在活動的過

程中，瞭解長者們的過去與現在，這是過去不曾有

的體驗。儘管奶奶們的故事有喜有悲，但看到每位

奶奶們挑選婚紗時高興的臉龐，讓同學們感到不僅

僅是服務一個社區，而是讓爺爺奶奶的世界更美

好，進而體會到學習到為社會盡一己之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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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動漫世界親體驗 
本校多樂系學生經營女僕咖啡廳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右二)蒞臨女僕餐廳現場與南臺科大許昇財主秘(右一)、聶彭齡秘書(左一)、公關組黃瓊儀組長(左二)及多樂系同學合照

南臺科大學生蒞臨女僕餐廳用餐

本校日前於校內圖書館舉辦女僕週活動，由多

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系學會主辦，帶領系學會同

學一同經營女僕咖啡廳。活動首日近兩百位人次參

加，不論內場的美食準備或外場的女僕、執事服

務，均由多樂系學生們盛情參與，藉此表達對於動

漫的熱情。活動中不僅販售餐點，更重要的是現場

有角色扮演的4位女僕與4位執事，貼心且真誠地為

每一位客人提供至上的服務，讓現實生活中增添動

漫裡的夢幻與浪漫。

有鑑於動漫世界的女僕文化盛行，為落實其夢

幻體驗，多樂系同學創辦女僕週活動行之有年，主

要概念是以皇宮貴族的生活為藍本，提供每一位客

人無微不至的服務，感受到猶如千金小姐與高貴少

爺般的生活。每次活動都獲得學校師生們的熱烈迴

響，也讓學生學習到以客為尊的服務精神。

校長戴謙與校內師長們也親自蒞臨現場幫同學

加油打氣，對於同學將所學結合並規畫出創意活動

表示肯定，也冀望能透過每次活動的檢討與改進，

讓每年女僕咖啡廳的人潮絡繹不絕。

女僕週活動主辦人林楀棠表示，此次活動雖然

不如往常有上萬元的獲利，但是正因為整個活動的

成本、活動規劃都需要同學們同心協力，才可以讓

活動順利進行，因而學習到可貴的經營管理概念，

同時也透過這次的女僕咖啡廳活動，體會到以客為

尊、服務至上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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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藍晒圖快閃活動現場情形

百芳老師策劃，畢聯會、吉他社與雷鼓社協助。時

間一到首先登場的是本校雷鼓社，在震撼人心的鼓

聲中快閃師生迅速集結，接著是本校吉他社的鼎力

相助，在「笑忘歌」的歌聲中快閃隊形完成，並進

入活動高潮―兩百多名學生合唱改編過歌詞的「永

遠的畫面」，同時完成百人的藍晒圖拼圖，禮炮聲

響上百個汽球齊飛飄向藍天白雲，剎那間師生閃電

般的離散，留下圍觀的群眾以詫異的眼神一起和藍

晒圖說再見。

本校校長戴謙表示，本校通識中心的老師們長

期關心台南在地文化的發展，而這個活動就充分展

現師生深入經營五條港地區的重要成果，也希望帶

動全民一起來參與，共同關心地方文化。蕭百芳老

師表示，國際間對世界文化遺產日益重視，此次活

動主要是推廣一個文化資產保護的概念，希望大家

共同響應。

臺南市著名觀光景點「藍晒圖」是海安路街道

美術館第一期的作品，十年來已經變成街道美術館

的精神象徵，帶動海安路的街景觀光，引導商機再

現。本校學生感嘆日前這深具紀念意義的地方文化

遭一夕塗白，有著「來不及說再見」的遺憾，因而

4月23日在本校禮堂前舉辦了一場「告別藍晒圖快

閃活動」，現場瞬間集結了250多名師生響應，主

辦活動的同學們希望透過快閃動作可以引發民眾對

於文化遺產的重視，同時也呼籲曾經擁有藍晒圖照

片或影像的朋友，可以提供給主辦單位進行製作

「告別藍晒圖紀錄片」使用。

原位於五條港文化園區內的藍晒圖，是海安路

街道美術館的精神象徵，引領海安路藝術造街運動

有十年之久，卻在今年二月下旬被塗上白漆靜默地

走入歷史，令人悵然若失甚為不捨。繼4月9日在藍

晒圖前受到媒體注意的活動，第二波的快閃在4月

23日下午兩點於本校三連堂前驚奇登場。活動由蕭

圓一個「來不及說再見」的遺憾 
本校舉辦「告別藍晒圖快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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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識教育中心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所舉辦

的「通識教育大師講座」第二場，於4月24日盛大

開講，邀請到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榮譽理事長暨聯

盛冷氣空調工程公司董事長，同時身為本校傑出校

友的莫素娟理事長，以「從企業經營之社會責任談

聽障全生涯服務」為題，和本校師生分享企業經營

的精神及社會參與，特別是對聽障者的關懷，演講

內容鼓勵大家服務學習回饋社會，祈望聽障者與聽

者擁有公平參與社會的機會，透過遊戲「勇往直

前」、「三分鐘測驗比賽」、手語教學、生活寓言

故事、有獎徵答等方式，引導聽眾學習如何與聽障

者互動，場中互動熱絡，會後莫理事長特別捐贈本

校「安定就學基金」，以身體力行傳遞愛與關懷給

更多需要的人。

在演說開始之前，莫理事長首先分享了同濟會

手語比賽3分鐘的短片，並教大家用手語說「我愛

你」。身為成功的企業家，莫理事長告訴大家「成

功不是靠追求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機會

是留給準備好的人」、「要做的事包括美好的人生

態度」等。莫理事長親切活躍地分享自己的工作經

驗、成功者的範例，以及身為聽障兒家長的人生歷

程，進而介紹聽障者目前在台灣的狀況。

戴謙校長親臨主持，對於莫理事長無私的奉獻

感到敬佩與感謝。在講座的尾聲，莫理事長鼓勵大

家服務學習回饋社會，時時心中有愛，樂觀進取地

迎向更遼闊的人生，並擁有美好的成就。這是一場

感人且活潑的演說，莫理事長的心靈力量感動本校

師生，也在大家心中種下服務社會的種子―「給他

舞台，他就能發光」，祈望聽障者與聽者皆擁有公

平參與社會的願景。聽完演講的師生紛紛表示，這

是一場相當特別的演講。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莫素娟理事長、校內長官與參加講座同學合影

本校舉辦通識教育大師講座「從企業經營之
社會責任談聽障全生涯服務」



活動傳真16

本校培養全英語授課種子教師
成就學習環境國際化

本校長久以來一直推動全英語授課教師培訓機

制，於4月18日起開始為期12週的校內全英語教師

英語能力訓練課程，並將從受訓老師中挑選10位優

秀老師於暑假前往澳洲西雪梨大學進一步接受專業

訓練，更深化落實英語訓練機制，全面提昇師生英

語能力，進而提昇國際競爭力。

本校為了提昇國際化品質與學生外語能力，自

100學年度起利用教學卓越計畫，在英語教育上推

動系列創新計畫與布局，除了在英語教育的革新

作法外（包含推動英語情境教學模式、建置英語情

境教室與學生LiveDVD英語自學機制等），並將於

103學年度成立國際學院，開設大學部全英語授課

學程，招收國內外學生就讀。 

戴謙校長特別強調全英語師資教學品質提升是

一個需深化落實的工作，因此對老師的培訓必須要

建立有效與持久之訓練機制，以協助老師全英語教

學專業發展，進而提升本校全英語學程教學品質。

校長期勉教師不管最後是否獲得選送到澳洲受訓，

在校內集訓課程中都要全力以赴，爭取最佳學習進

步成效，以提升本身英語授課能力為目標。

此外，戴謙校長也勉勵所有參與訓練老師，一

個成功的全英語授課老師不是僅以具備充足英語授

課技能為職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教學熱忱與使命

感，能有自我改善與提升教學品質之體認與動機，

引導學生有效學習與協助解決學習困難，並能認

同本校國際化未來發展方向與目標，進而協助學校

創造國際化具體績效。 這可能是一個學校例行教

學作為與歷程，但卻是一個很有意義、很偉大、對

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具有深刻意義與貢獻的事

情。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前排右五)、語言中心黃大夫主任(前排中)、語言中心老師Justin(前排右六)和參與全英語授課教師合影

開訓典禮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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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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4/02-6 光電工程系 2014第24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1個金牌、1個銀牌 陳瑞堂

103/04/06 機械工程系 2014年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銅牌獎 陳沛仲

103/04/19 資訊管理系
2014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_醫點靈

參賽同學:吳慧菱、林峻毅、程紫誼、曾彥志
銀牌 陳志達

103/4/25~27 餐旅系
第44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賽-西點製作組

(莊政霖)
第二名 蔡宏儒

103/4/25~27 餐旅系
第44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賽-西點製作組

(陳易伸)
第三名 蔡宏儒

103/04/26 國際企業系
2014兩岸校際國貿會展論壇暨貿易模擬

展覽競賽

1 參 展 計 畫 書 » 
第二名

2 產 品 發 表 會 之
全 英 文 簡 報 » 

佳作
3 產 品 發 表 會
之 活 動 表 演 » 

第一名
4展場商務溝通模

擬之全英文QA
第二名

5 展 場 商 務 溝
通 模 擬 之 國
貿 知 識 Q A » 

第一名
6 展 位 裝 飾 設
計 ( 訴 求 低 碳
環 保 概 念 )  » 

 第一名 
7 展 位 裝 飾 設 計
( 訴 求 創 意 美 學
概 念 )  » 第 一 名  
8   總成績第一名

國際企業系：
楊維珍
朱美琴
張淑玲
許竹君

創產系：
林佳駿

103/04/28
學務處
生輔組

教育部103年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
大專組慈孝家庭

楷模
林秀英

南臺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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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活動預告

面試模擬活動  

2014夢想起飛創意創新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102學年

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學校行政領導

研習會

全英授課教師工作坊-校長開訓

認識食品標示及食品添加物

第二次校園路跑  

2014國際藝術文化節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友善校園清潔比賽 

102-02 院課程委員會

企業參訪-高雄雲朗觀光  

102學年度實習達人總決賽 

生涯探索團體:彩繪人生

系際盃籃球賽開打  

多益測驗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三立新聞台陳雅琳主播  

先進固態照明材料與元件研習會  

南臺科技大學2014年秋季班 

海外研修授旗典禮暨說明會

2014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院主管會議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東方

設計學院李福登董事長 

第十屆奇景盃佈局競賽頒獎典禮  

班級交通安宣導自我評鑑  

院主管會議  

102-2學生宿舍清潔比賽  

 103年第一梯次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       

          檢定報名 (即測即評及發證)  

南臺科技大學慶祝45週年校慶活動 

2014教師專業與教學研究學術研討會  

103學年度招生試務作業流程人工及   

   電腦模擬檢測作業(招策總會檢測)  

102-2BULATS紙筆測驗

就業週講座:履歷健診  

享瘦人生 食在健康  

102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 

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勞作教育第三次工作精進研討會    

103年深化紫錐花運動落實校園防制

藥物(毒品)濫用宣導講座  

BULATS劍橋博思英檢  

CPR+AED研習

教育部校務評鑑活動  

BULATS劍橋博思英檢  

第十一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

研討會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研究團隊執行與經

費使用進度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