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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再創佳績
榮獲99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一名!!
業技能證照逐年提升。國際與國
內競賽，更是屢獲不少獎項，也
造就不少產學合作的機會，故獲
得44,004,591元之績效型補助款
。該項補助係獎助學校運用於增
設圖儀設備、學生事務及輔導、
改善教學品質與師資結構等。
戴謙校長指出，本校秉持「
▲ 戴謙校長(左4)與一級主管共同慶祝榮獲教育部99年度「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一名
既然領先，一定最好」的辦學理
念，在少子化以及各技專校院均全力衝刺追
教育部甫公布99年度各校獎補助經費款
求進步的情形下，必須加倍努力，才能持續
項，本校在全國73所私立技專校院中排名第
領先，追求卓越。在未來年度中本校將會善
一，獲得教育部99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用該筆獎補助款，增購圖儀設備、提升教學
展獎補助經費74,713,825元，為私校第一，
品質與各項學生事務，讓本校所有學生能在
成績斐然。
最優質的環境中求學，也期待這樣的堅持與
教育部依據辦學績效，每年會分配給全
努力能夠再獲教育部與社會大眾及莘莘學子
國私立技專校院獎補助經費，評比排名最前
對本校的肯定與期望。
面的學校約可分配到6至7千萬元，排名較後
的學校只能分配到幾百萬元。雖然分配金額
不同，但教育部的最大宗旨是要協助每所私
立技專校院的發展。
校長戴謙表示，今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分為基本型補助及績效型
獎助二項。在基本型補助方面，本校學生高
達18,214位及專、兼任教師900多位，全校師
生人數在私立技專校院算是屬一屬二。教學
資源投入及助學措施亦盡心盡力讓師生們有
更優質的研究環境與更好成績表現，故獲得
30,709,234元之基本補助款。績效型獎助部
分，本校辦學優異，學生考取英語檢定與專

▲ 校長戴謙開幕致詞

積極推動產學合作
本校邀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王鉑波董事長蒞校座談

▲ 中小企業信保證基金會董事長王鉑波(左 3)、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副理事長李日東(左2)、副校長吳新興(中)及一級主管合照

商管學院為積極開拓與企業社群之互動關
係，提升產學合作績效，日前在商管學院會議
室舉辦座談會。會中邀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
金王鉑波董事長蒞校訪問，並與該院主管及教
師代表座談。在台南地區成功經營諸多事業的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副理事長李日東先生，
亦受邀出席並參與討論。
座談會由行政副校長吳新興主持，吳副校

長推崇王董事長在經濟部商業司長任內的卓著
貢獻並表示，王董事長對於我國中小企業的經
營與交際問題有很深刻的了解。王董事長於座
談會中，首先概要分析台灣的經濟結構與發展
現況，並進一步介紹經濟部商業司、中小企業
處、以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的主要業務內
容。
王董事長特別期許本校商管學院，未來可
以配合政府政策，協
助企業提出相關發展
計劃，運用政府資源
讓企業更茁壯與成長
。座談會中，有多位
系所主管及教師代表
亦提問請益，討論氣
氛相當熱烈。

▲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王鉑波董事長蒞校座談情形

機械系與美國陸軍研究中心促成國際產學合作
本校機械系莊承鑫老師今年與美國陸軍研

系統、滑動感知系統等，此部份的研究連續四

究中心的材料製造與成型部門簽署國際產學合

年獲得國科會的補助，乃國內於軟性感測器的

作研究案「奈米粒子操控與加強型觸覺感測器

先驅，去年結合本校機器人中心的研究能量，

之研究」，此為一年期計畫。其總經費為5萬

開發出能感測機器人足部壓力分佈的陣列式觸

美金（約新台幣160萬），目的在開發適合操

覺感測器，以輔助機器人於行走當中，能即時

控美國陸軍研究中心所生產的奈米粒子技術，

反饋足部壓力進而調整姿態不致因地面不平而

以及開發可感知滑動的觸覺感測器。由於此項

傾倒。

研究案仍屬於基礎研究，因此未來仍有可能持

無論是生物晶片或是觸覺感測器皆是以微

續此合作關係，並協助美國陸軍將本校所開發

機電技術所自行開發與製作，也說明本校提供

的技術整合至生產系統。

優良的無塵室環境與高階的奈米檢測設備，使

校長戴謙表示，近年來本校機械系莊承鑫

得本校研究生得以發揮其創意產生傑出的研究

老師所領導的「微奈米感測技術實驗室」，在

成果。此次美國陸軍研究單位也是因為本實驗

軟性觸覺感測器與介電泳細胞操控有相當豐碩

室於國際會議上發表成果，使得美國陸軍的研

的成果，其中細胞操控方面曾連續獲得第四屆

究單位注意到莊承鑫老師的研究，進而與莊承

與第五屆上銀科技機械碩士論文競賽的科技大

鑫老師聯繫表達合作意願並促成本案。目前已

學特別獎，並與成大醫學院合作開發膀胱癌診

開發的技術均已申請國內與國外的專利，未來

斷晶片。

將繼續推動國際間的技術轉移，使本校的研究

另外，軟性觸覺感測器方面的研究則是首
創結構化電極的概念，已開發出接觸形狀辨認

▲ 觸覺感測器

成果推向國際。

休閒事業管理系與鹽水 鎮農會產學合作

「蕃茄意麵節產業文化活動」
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於2月27、28日與鹽
水鎮農會共同舉辦「蕃茄意麵節產業文化活動
」。所謂鹽水三寶「蜂炮、意麵、柑仔蜜」，
將透過此次活動大力行銷，節目之熱鬧精采可
期。
校長戴謙表示，地方文化產業的活動是打
響一個地方知名度很重要的經營策略。這次的
活動台南縣政府及鹽水農會投入相當的資源，
且邀請本校共同參與十分榮幸。本校在各學院
皆有傑出的產學合作經驗，其中休閒系以承辦
各種大型活動為該系的特色經營重點，近年來
該系積極與各種校外部門配合，累積不少實務
經驗，對學生及業界的助益很大。
休閒系主任王逸峰表示，這個活動的重點
在於行銷鹽水三寶中的「柑仔蜜」。整個活動
計劃從構思到執行休閒系均投入參與，他個人

非常感謝台南縣政府及鹽水農會提供這樣的合
作機會。因為每一次的機會，都可讓學生實際
體驗到觀光行銷活動的操作。此次的活動內容
，休閒系提供了包含服務及表演的活動規劃。
例如採菓樂、燈籠DIY、熱音熱舞表演、魔術
表演等。
另外，2月28日元宵節當日早上，休閒系
和幼保系也一同規劃了一個「蕃茄天使造型選
拔」之親子活動，屆時將增添會場更多元的趣
味性。
校長戴謙表示，未來「大台南市」的發展
，觀光休閒之各項資源的整合將是很重要的工
作。休閒系願意在此貢獻更多心力，歡迎各界
多多指教，並提供合作機會，為大台南的觀光
休閒產業再創光彩。

▲ 台南鹽水小番茄為當地色產之一

本校與祀典全臺大天后宮簽訂產學合作

探索全臺媽祖首廟的歷史文化與生命的終極關懷
兵台灣，寧靖王殉難前捨官邸為佛寺，爾後施
琅偕吳英深仰媽祖靈異，為收人心，改寧靖王
邸為「大天妃宮」。是宮在清康熙二十三年開
始改建，同年竣工，康熙准施琅所奏，派員來
台致祭，誥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
普濟天后」並稱廟為「大天后宮」。
副校長盧燈茂表示，媽祖文化是台灣歷史
文化的縮影，有些寺廟比較偏向政治或經濟面
，唯有大天后宮是秉持宗教傳習的面向。本校
向來重視通識教育，可從課程中學習其態度與
認知，有助於將來學生面對社會之態度。本校
▲副校長盧燈茂(前排左)與大天后宮曾吉連主任委
員(前排右)進行簽約儀式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與祀典全臺大天后宮產
學合作，共同發展大學生探索祀典全臺大天后
宮的歷史文化定位，以及發展生命意義與終極
關懷的宗教教育。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在戴謙校長的鼓勵及邱
創雄主任領導之下，由黃源典副教授集合不同
領域的老師組成宗教與文化產學合作小組，積
極發展課程改革與產學合作，發現祀典全臺天
后宮的歷史與文化地位，可做為學生學習台灣
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教材，以及教導學生如何建
立正確宗教信仰，瞭解生命的意義與終極關懷
。於是透過研發處的李賢勇副執行長積極聯絡
大天后的曾吉連主任委員，希望與大天后宮進
行產學合作，讓學生能瞭解大天后宮的歷史與
文化地位，並藉由天后宮的宗教信仰活動，激
勵學生探索生命意義與終極關懷的意義。
大天后宮的曾吉連主任委員與全體委員們開會
之後，欣然同意與本校的通識教育中心進行產
學合作，以大天后宮的歷史與文化為主軸，進
行「歷史與文化」「生命意義與終極關懷」的
教學。
祀典全臺大天后宮之建築，原來是明朝寧
靖王朱術桂的府邸，康熙22年6月施琅大軍用

亦積極推動服務學習，以落實學生之全人教育
，未來在廟宇的導覽解說上有所助益。透過此
次產學合作的機會，將學生引導正確之宗教觀
念與傳遞正確之宗教信仰。
大天后宮的曾吉連主任委員指出，台灣的宗教
信仰非常混亂，媽祖是台灣最多信徒信仰的神
明，藉由此機會透過年輕朋友的參與，讓台灣
的宗教信仰文化能夠回歸正確的信仰觀念與正
確的信仰態度。本校與祀典全臺大天后宮的產
學合作，首先將以「服務學習」的方式進行，
六班選修「歷史與文化」、「生命意義與終極
關懷」及「台灣與世界」課程的三百位學生將
自由選定六個小時擔任大天后宮的志工，從瞭
解大天后宮的歷史與文化到為民眾解說到探索
宗教信仰與終極關懷的意義，最後還要發展有
關大天后宮的文化產業、關懷社會的計畫，讓
大學生對本土的宗教信仰有充分的認識，並願
意協助本土的宗教發展，對社會產生正面的教
化作用。其次，將配合祀典全臺大天后宮與媽
祖信仰的歷史發展，舉辦「祀典全臺大天后宮
與媽祖信仰」知識大賽，鼓勵全國中小學、高
中高職、大學生與社會人士一起探索全臺媽祖
首廟的歷史與文化，瞭解媽祖的宗教信仰與台
灣社會的發展。

日本白鷗大學師生團蒞校參訪

促進兩校學術交流 學生間互動熱絡

▲ 日本白鷗大學師生蒞臨本校合影

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日本白鷗大學師生
團一行43人在國際交流中心長傑夫瑞米勒教授
及經營開發研究所所長高橋教授的率領下，於
3月1日訪問本校。校長戴謙、副校長吳新興、
商管學院賴明材院長、商管學院周德光副院長
、休閒系王逸峰主任、應日系陳連浚主任及國
際事務處王永鵬處長與同仁等親自接待，日本
白鷗大學師生受到本校熱情與盛大的接待，一
睹本校校園風情，並交流兩校教育理念。
校長戴謙致詞表示：本校長年致力於推動
國際化，目前已與全球海外大學共計90所簽訂
姊妹校合約，其中日本的姊妹校共有25所。而
本校與白鷗大學的情誼深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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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等多元化的方式，熱烈地進行交流活動。
白鷗大學的高橋教授亦表示，增廣學生國
際視野是他最大的教育理念，他對於本校先進
的設備及師生們的優異表現，都留下深刻的印
象。此次懷著無比的興奮與期待的心情，帶領
學生參訪，希望透過此次交流，讓兩校的師生
有進一步了解，未來兩校能作更廣泛的交流。
目前本校已有25位學生在白鷗大學短期留
學，而白鷗大學亦共計派遣6名學生前來本校
交換留學，更有超過20位以上的學生參加過南

台科大所舉辦的華語文化體驗營。不僅如此，
從2005年開始白鷗大學承辦本校商管學院的
EMBA和休閒管理系的海外參訪研習團，總計超
過140個參訪人次參與。
此次白鷗大學來訪，由本校休閒系與應日
系師生們負責接待，除了安排雙方學生上台用
中文和日文報告，分享國際交流心得外，亦舉
辦學生烤肉餐會與台南府城導覽活動，讓兩校
的學生增進彼此情感與了解。儘管只有短短一
天的時間，在台灣學生熱情的引導下，兩校的
學生馬上展開熱絡地交流，並互相教導對方國
家的語言，呈現非常有趣的畫面。未來相信會
讓兩校學生與教師間的交流越來越熱絡，同時
也特別期望白鷗大學有更多的學生可以來本校
就讀。

▲ 校長戴謙致詞

資傳系畢業展「愛呀！六號核彈來了!」
學生催生拍片護照 愛心活動228起巡迴全台
首場公益活動特別選在3月14日白色
情人節舉辦，主辦單位本校資傳系第六
屆畢籌會將前往台北市西門町紅樓北廣
場，與「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聯合舉辦
「關懷愛滋、反毒品-同Love會」活動
。透過社會團體舞台表演、宣導影片播
放、以實際行動來關懷社會，提倡關懷
愛滋、反毒品之正確觀念。
4月4日兒童節當天，資傳系學生將
透過創意影片，帶領大眾攜手關懷單親
▲ 資傳系畢業展「愛呀！六號核彈來了！」宣傳照
家庭，當天所舉辦的「親親 抱抱 eye視界」活
電影「艋舺」的賣座，拍片過程有台北市 動，意在經由學生自製影片的公開播映，引導社
政府的大力相助；電視「痞子英雄」的成功， 會各界關懷單親家庭，喚起參與民眾的同理心，
高雄市政府功不可沒。晉身為五都之一的大台 一同擁抱幸福，守護弱勢家庭兒童。
南，於今年228即將展開一場由本校資傳系學
4月26日亦是系列活動的最後一場，主辦單
生號召的「支持學生獨立製片」活動，除了推
出「奧斯卡護照」，以實際行動結合政府和民 位將回到台南，總結2個月以來的活動成果，統
間社會力量，給予學子創作資源外。發起活動 整社會關懷行動的收穫，並發表成果。同時也檢
的本校資傳系學生，也將自2月28日起巡迴全 驗社會各界對「奧斯卡護照」的支持與指教。台
台，以「愛呀！六號核彈來了！」為名，並舉 南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更是台灣最古老且具有
辦愛心活動，推廣影片來回饋社會。誠摯歡迎 歷史價值的城市，這一群在大台南就學的大學生
民眾蒞臨指教，與我們一同為這一刻做見證。 ，透過所學之專長，舉辦活動來拋磚引玉。希望
「愛呀！六號核彈來了！」巡迴活動的第 將在地的文化影響力，結合愛心活動，感染給所
一站，於2月28日由本校資傳系學生所組成的 有關心台灣影視文化未來的每一個人。

踩街隊伍為活動揭開序幕，將聯合大台南地區
大專校院、高中職，集結學生的力量來為學生
製片發聲，並且宣傳「學生製片護照-奧斯卡
護照」。活動中會有精湛的熱舞表演及精彩的
樂團演奏，也安排與觀眾互動的遊戲「角色扮
演我最行」及「大家來找碴」，來宣傳此次活
動之宗旨。最後，由資傳系學生演唱活動主題
曲，為巡迴活動唱出這群學生展現成果的心聲
。同時，為期2個月的巡迴愛心活動也宣告登
場。
▲ 資傳系學生開心舉辦畢業展

教學發展中心

辦理教師課堂教學示範觀摩
為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本校創新辦理「教
師課堂教學示範觀摩」，邀請教學優良教師於
授課時，在不影響同學學習情形下，保留部份
課堂座位，安排其他教師觀摩，以了解教學優
良教師如何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包含：教材準備方法、呈現方式、師
生互動及班級經營的模式，讓參與觀摩教師能
多方思考，並研擬出精進自己教學成效的上課
方式。在觀摩過程中，均請參與觀摩教師記錄
值得學習之處。98學年度已辦理13場次(共15
場)課堂觀摩，有92人次教師參加。參與觀摩
活動教師提供的觀摩學習心得包括：

(1)在教學上，儘可能將生活經驗融入課堂
教學。
(2)不要為了教學進度，只求要把課本內容
講完，而忽略同學之吸收能力。
(3)利用清楚的板書，並留下適當的重點，
對板書加以解說。
(4)基礎課程在講解之後，立刻以問題反覆
檢核學生的了解度，問題中會給予選項，讓學
生思考，解題完後再清楚說明。

本校98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堂觀摩」
觀摩課程
序號 姓名 所屬系所
(班級)
熱傳工程與應用
1 張烔堡 機械工程系
(能源所碩一)
高等會計學
2 薛健宏 會計資訊系
(會資三甲、三乙)
VLSI 設計實務
3 李博明 電子工程系
(二技晶片三甲)
媒體公關學
4 梁丹青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甲)
法律與生活
財經法律研
5 郭俊麟
究所
(通識課程)
創意思考
6 簡南山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三甲乙合開)
可程式控制器設計實習
7 陳文耀 電機工程系
(四技電資一甲)
休閒事業管
理系

8

江昱仁

9

曾信智 機械工程系

休閒與環境
(四技休閒二甲)
機械製造
(四技奈米二甲)

場次表
觀摩時間
99/3/22(一) 第2節
99/3/23(二) 第8節
99/3/23(二) 第3節
99/3/23(二) 第2節
99/3/31(三) 第5節
99/4/9 (五) 第3節
99/4/26(一) 第2節
99/5/11(二) 第8節
99/5/26(三) 第2節

增進學生就業加值―學生就業課程實務心得
為縮短課程學習與就業距離，增進學生就業力，卓越計畫推動就業模組課程，邀請業界專
家協同授課，將產業實務經驗及所必備的專有知識導入課程之中，讓同學在學校提早為就業作
準備，了解自己所必須具備的技能及知識，提早為未來生涯作規畫及準備，本校摘錄同學們參
與此課程後的心得分享，希望同學也可以多加利用教學發展中心為同學準備的豐富資源。

「幼兒創意藝術產業」―幼兒保育系陳羿樺
在教導孩子藝術創意教學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限定他們在顏色及材料上的選擇，而
是要讓他們自由的發揮，不管孩子所做出來的作品與現實是否有差異，我們都不要去否定孩子
，因為孩子們的想法、理念，不一定成人就會想到，因為成人總是被現實所規範，而缺乏創意
。但是孩子不同，他們是可以天馬行空的去創造出有創意的作品，所以，不要急著去否決，這
樣孩子們的創意潛能才能繼續被激發，最重要的是，可以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心，讓他們知道其
實自己是可以做的很好，我想這一點是比任何事都來得重要。
不管是透過哪個方式來讓孩子學習，我們都是想要讓他們在快樂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而不
是採用強迫的方法。我們要多跟幼兒拉近距離，有所互動，讓孩子在最自然的環境中成長，進
而學得此技能。透過不同的教學方式作結合，讓他們可以在學習時，得到最大的效益，我想這
也是我們以後所要繼續努力的事情，為孩子創造更美好的學習環境，用更多有趣、好玩的方式
來讓他們探索世界上的每一物。或許接觸這些課程的時間並不多，但也讓我對這些領域有了更
進一步的了解。

「說故事技巧與應用」―幼兒保育系施姵伃
透過課程，體驗到不同的上課方式，和校內老師的上課模式又截然不同，改以業界的角度
傳授知識，距離現實的目標更接近，也更加實用，課程中穿插的活動，讓我深刻體驗到肢體和
腦袋之間的協調。像是老師下達一個指令，腦袋經過思考後，立刻以身體做出反應，有時候反
應不過來，腦袋就會當機，而且，老師會一直不斷的丟東西出來，我們可以接收到不同層面的
東西。經過課程中的學習後，腦袋的知識跟著更新了。希望未來還有機會，邀請到外界的講師
，為我們開啟人生中另一扇明窗！

「說故事技巧與應用」―幼兒保育系林羽珊
很感謝學校這幾次安排這麼多的業師課程的分享，在這裡面學習更多不一樣的東西，是理
論上無法解說的，每一場的過程都是另一次的轉捩點，雖然我人在摸索，但我想慢慢的從中去
學習他們的經驗優點；以改變經驗的缺點，從計畫、執行、技巧、表現…等很多地方的特質，
一步一步的去學習，一步一步的去調適，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也讓我更多的想法，雖然我現在
還未進一步，但我至少想要去執行跨一步，有勇氣，我想我會成功，我想我自己的努力，會是
自己看的見，也是對自己另一份的態度。

增進學生就業加值―學生就業課程實務心得
「VLSI元件」―二技晶片四甲吳宗漢
這幾週聽了幾場演講，邀請暉盛、鴻通海、芯聯、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分別介紹電
漿、微控制儀器、半導體和智慧型機器人。我覺得這些主題都有一個共通點，都是時下市場最
熱門和需求的，講求創新和未來的趨勢這就是商機。在這幾場演講中讓我學到很多，了解到課
堂所沒有教的一些知識，將來在業界如何讓自己變的有價值，因應市場的需求讓自己應該具備
哪些能力，此外，與這些主管級的演講人對談，深深了解到他們獨特的眼光與想法，經驗累積
過的看法，這些對於我們未出過社會的學生來說是多麼重要。

「汽車儀器工具」―機械系四技汽車三年級吳稚高
在這學期的過程裡，老師的教導中，學到了很多汽車儀器以及汽車修護手工具方面的使用
，這讓我們在汽車修護的知識中，又有更進一步的成長。畢竟現在外面的修護工廠，都有著不
一樣的工具和儀器設備在使用，市面上的淘汰率非常的迅速。若是不能在出社會工作前，先把
一些基本的知識弄懂，這樣以後要出去跟別人競爭，會是一大的威脅！所以這門課裡面，教導
了很多。像是我們還沒有機會去接觸到的英文說明書。但是現在外面的工廠已經有很多修護手
冊使用英文版，我們在這學期中也有學到每個手工具的英文解釋名詞。非常的棒！甚至，老師
還有請外界的專家來給我們做觀念的指導，好讓我們能夠了解到現在外面工廠以及公司在運作
的模式，也可以讓我們知道，自己以後出去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競爭力～不然，都不知道的話，
一旦畢業，那將會很可怕。
一學期下來，期末的報告非常有趣，老師讓我們自己去找車修理，並且要把其中的過程給
記錄拍攝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我們可以透過實際的修護，去了解到每個儀器和手
工具是如何運用。感謝老師這學期以來的指導，技術和觀念以及知識上又增長了不少，希望日
後的課程也可以像這樣結合了實際的操作演練。

優良TA經驗分享－陳泓銚
「從中學習、增加教學經驗、拓展人際關係最佳管道」
擔任教學助理已經邁入第三學期了，面對過兩批不同臉孔的學弟妹們。還記得第一學期的
第一堂課在T棟，對於一個菜鳥助教的我，第一堂課可真把我給嚇的滿身大汗。當時的整間教
室是爆滿的，而且桌椅還不夠用，必須去隔壁借，光是替學弟妹搬桌椅，我衣服就已經溼一半
了，再加上初次站上講台，面對比老師平常上課還多人的班級，我就更加緊張，衣服又溼了一
半去了。好加在我有在課前認真的準備，沒有自亂陣腳，否則一定會丟了授課老師的臉，自己
的能力也會在第一堂課就備受質疑。這樣的經驗我ㄧ輩子都不會忘記。

要升任教學助理這個角色其實一點也不難，重點是要全心的投入，不只跟學弟妹溝通重要
之外，與老師之間的互動更是需要的。我每週除了在家準備輔導學弟妹的內容之外，一定會與
授課老師至少兩次的討論，討論的內容不外乎是上課課程進度，還有學弟妹來找我上課的情形
，報告給老師了解。責任心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態度，授課老師經常會需要我去印小考考卷，最
好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處理完畢，繳交任何報表、問卷也是如此。養成做事情要有效率，這樣
的工作態度在未來的職場上也是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至於在課堂上如何與學弟妹們互動呢?我
認為首要條件，助教必須在課前做好充分的準備，把最精華的內容教給他們懂。這也是對學弟
妹的一種負責任的表現。與他們之間的互動，笑臉是永遠不能藏起來的，展現助教最大的誠心
給他們感覺的到，他們一定能感受到助教的用心。還有一個心也是很關鍵，那就是虛心接受他
們給我的意見。不管是好的意見或壞的意見，都是可以讓我們從中得到進步的。絕對不能有驕
傲的心態表現在學弟妹們面前。然而，助教也是會遇到不會解決的難題，這時候必須向學弟妹
們承認，並且在最快的速度得到解題答案替他們解惑，相信學弟妹們會體諒助教的。在這樣的
互動之下，一定可以得到他們的尊敬。

要成為一位優良助教，其實也很容易，有一句話常深印在我心裡，那就是NIKE的廣告詞—
“Just Do It＂。認真、努力、不求回報的精神，總有一天肯定會得到大家的認同與讚賞。老
實說，會被遴選為兩屆的優良助教，我真的不知道我為什麼有辦法被選上，但是我只知道，既
然接下這個任務和使命，我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好，不要留下任何不好的印象給老師、學弟、學
妹、教發中心的工作人員們。最後，我要感謝學校和老師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來擔任教學助
理這個在校園各個角落都可聽到的重要角色。希望教學卓越計畫的教學助理這塊領域可以永續
經營下去。讓有心想把課業學的更精通的學生們，有管道可以在課後還有人可以詢問。

優良TA經驗分享－羅靜茹
擔任教學助理一職真的是受益良多、受盡無窮，不論是口語表達能力、思維想法、應變能力
等均能成長了不少。在課輔的這段時間中，深刻體驗到因材施教的道理與艱難度，尤其在電腦軟
體相關方面的課程更是明顯，學弟妹雖然會使用電腦，都有最基本的電腦知識在。在實際授課後
，就能明顯看出程度的深淺，就拿office軟體來說，大家都會操作，但都不明白軟體功能的便利
性在哪？在操作中繞了不少的遠路，浪費時間在簡單的功能操作上；也正因為是電腦課程，學弟
妹會出現的問題更是無窮樣，所以自已本身理當要很熟悉軟體外，也要做好事前準備，設想多種
同學在操作上會遇到的問題，才能在遇到問題時，能馬上找出答案、解決問題。
教學助理也是教師與學生之間重要的橋樑之一，該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扮演好教學助理的角色
是相當重要的，了解教師的授課方式與課程進度，以及學生對課程的理解與吸收程度，深刻體會
到教學助理不僅是一個協助教師教學、輔導學生課業的一個角色而已，也是提升個人專業能力、
增進人際互動中一項很好的學習。
在進行輔導時多與同學們互動，聊些學校生活、生活事，也能消除同學對教學助理的陌生與
敬畏感，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對課程更有興趣，也讓學生更敢於發問；自已也能在做中學的過程
中彼此成長、獲取經驗，讓教學助理這項工作更具意義。

優良TA經驗分享－黃裕舜
數學一直都是大多數人『倒彈』的科目，這除了小時候受到的創傷之外，要學好它最重要的
還是要多練習，因為你不去懂它，它也不會懂你，就像小時候學騎腳踏車一樣，從一開始的三輪
車、加了輔助輪的腳踏車、拿掉輔助輪的腳踏車、最後放雙手騎腳踏車，都是從最初的階段慢慢
練習上來的，學習也是如此，不管是何種科目也都是從最根本的基礎去學習，但是每個人的求學
歷程不盡相同，使得在同一所學校內的學生程度也有差異，所以在教學上的調整顯得格外重要，
然而學校裡的老師並不是每個都那麼的年輕氣盛，也沒有多的餘力注意到這些細節，老師們除了
上課之外每學期也是要繳交一定數量的研究報告給學校，長年下來要是沒把身心都維持在一定『
熱情』的情況下，是很容易倦怠的，所以有時後學生會指責老師教的不夠好之類的話，這也不能
全然怪老師，就算是橡皮使用久了也會疲乏，因此學校才需要我們這些『教學助理』來做調和。
當初剛勝任教學助理時有著滿腔的熱血和活力，因此在面對學生時也比較不會膽怯，但是這
樣還是不夠的，專業的知識也必需能夠掌握才是重點，從一開始對於學生的問題並不是能夠完全
的解決，也是經常去請教老師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曾經有位老師跟我講說：『學習不可能整套
流程下來就學會，學到後面會發現前面部分一定有些地方會忘記，這些就是要加強的地方，必須
一而再，再而三的複習才能完全學會，也就是以〝補破網〞的方式來進行。』到現在當教學助理
也有一段時日了，對於專業能力已不再是問題，反而在人際關係上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人
』是一種有趣的動物，每個人對於學習都有著不相同的模式和習慣，要如何去抓住每個人的胃口
，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也是目前正在努力學習的地方。
當教學助理是一個很好的磨練和經歷，在幫助快被當掉的學生安全上壘，而學生所回應誠心
的『謝謝』，那種感覺是很美好的，最後，在未來學校所學的知識可能全都忘光，但當教學助理
所獲得的經歷和回憶卻是一輩子的。

本校嘉惠學童
大文國小贈哈密瓜
預定在八八水災週年時採收，舉辦哈密瓜
義賣，肯定學生努力成果；五月中旬起連
續三個週六亦將在該校舉辦「驚奇能源超
人科技營」，帶領學生從太陽能的運用開
始，探討能源種類、能量的轉換現象並實
際製作太陽能雙能源車、風力發電機、環
保電池等，實地測試大自然環保再生能源
的超猛威力，建立學生節能減碳的深刻概
念。
大文國小學區村長汪聰慧、社區理事
長陳清文、總幹事陳素雲與環保義工團長
▲ 本校關懷水災受創的南縣大文國小，校長王明凱(前排左)與
地方人士造訪校長戴謙(前排右)並贈送哈密瓜品嚐，場面溫馨

楊繡丹等為表達本校對偏遠地區學校的關
懷，昨天由校長王明凱帶領造訪本校，受

本校與八八水災受創學校台南縣大文國小合

到校長戴謙、副校長盧燈茂和張文俊教授

作闢建「減碳農場」指導學生栽種哈密瓜，並舉

等熱烈歡迎，並贈送當地特產哈密瓜供戴

辦「驚奇能源超人科技營」，嘉惠偏遠地區學子

謙校長等品嚐。期盼本校往後能多多舉辦

，大文國小校長王明凱昨天與學區村長汪聰慧、

營隊活動，讓學童能走出戶外，吸收新事

社區理事長陳清文等，攜帶當地特產哈密瓜送給

物。

戴謙校長等品嚐，藉以表達謝意。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提供資源與偏遠地區學
校共享，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期盼共同啟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生的學習效能。十一月份
大文國小創校四十週年，將再提供該校研發成功
的太陽能車在校慶會場展示，讓濱海地區師生與
民眾能一飽眼福。
大文國小校長王明凱說，該校在八八水災受
創嚴重，本校甚表關懷，除派教授張文俊、助理
教授楊淑娥、郭金城和王智永等到校作學童災後
心理諮商外，並與本校合作闢建「減碳農場」，
提供技術輔導師生栽種哈密瓜與綠能生活教育，

▲ 大文國小校長王明凱(中左)與地方
人士拜會校長戴謙

各單位
參加單位
2010/2/1 多樂系
2010/2/1 多樂系
2010/2/1 多樂系

2010/2/1 多樂系

2010/2/1 多樂系

2010/2/1 多樂系

2010/2/1 多樂系

2010/2/1 多樂系

2010/2/1 多樂系

99/2/4~9
電子系
9/2/6
99/2/4~9
9/2/6
99/2/4~9
9/2/6
99/2/4~9
9/2/6
99/2/4~9
9/2/6
99/2/4~9
9/2/6
99/2/4~9
9/2/6
99/2/4~9
9/2/6
99/2/4~9
9/2/6

電子系
電子系
電子系
電子系
電子系
電子系
電子系
電子系

各系所師生參賽得獎榮譽榜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4C數位創作競賽」
「寶貝出門去」－許濬聖、許皓庭、賀
曉勻、陳映寧、呂竺耘
「4C數位創作競賽」
「聖魂Online」－許立融、溫若妤
「4C數位創作競賽」
「 街 道 」 －陳 青 威 、黃 柏 蒼 、 歐 陽 吉
安、杜保賢、曾憲中、吳威辰
「4C數位創作競賽」
「動物保育獵人」－曾宗彬、曾宗毅、
陳芷潁、廖雯姝、李政昌、揚弘斌
「4C數位創作競賽」
「WOW! 人體模」－胡延敏、楊雅鈞、
黃元志、劉喚文、 劉俊鴻、吳嘉豐
「4C數位創作競賽」
「WOW! 人體模」－胡延敏、楊雅鈞、
黃元志、劉喚文、 劉俊鴻、吳嘉豐
「4C數位創作競賽」
「復仇潘朵拉」－程昱綾、胡雅婷、曾
怡慧、翁碩璘
「4C數位創作競賽」
「我是英雄」－陳守志、陳奕文、林中
泰、吳佳鈴、楊承霈、張筱微
「4C數位創作競賽」
「烏拉拉小鎮」－陳守志、陳奕文、林
中泰、吳佳鈴、楊承霈、張筱微

得獎名次
手機遊戲提案組
「金獎」

張華城

PC遊戲提案組
「銀獎」

謝承勳

PC遊戲提案組
「銅獎」

謝承勳

PC遊戲提案組
「優選」、「智
冠贊助獎」

鄞宗賢

PC遊戲提案組
「優選」

吳思璿

主題創作組-創意
短片類「潛力無
限獎」

吳思璿

手機遊戲提案組
「優選」
手機遊戲提案組
「優選」

謝承勳、
張華城
孫志誠

手機遊戲創作組
「奧爾贊助獎」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蔡儀騰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10馬來西亞MTE發明展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指導老師

2010)王智永、

2010)蘇聖謙
2010)
2010)王智永
2010)
2010)呂韋毅
2010)劉宗穎
2010)
2010)劉宗穎

孫志誠

銅牌

張文俊、郭
金城、李憲
文、阮雲騰

銅牌

張文俊、郭
金城、李憲文

銅牌

楊金良

銅牌

張文俊

銀牌

余兆棠、侯
安桑

銅牌

侯安桑

銅牌

余兆棠

特別獎

余兆棠、侯
安桑

特別獎

余兆棠

3/13（六）

主題：學生議事研習營
地點：L008│時間：3/13

3/15（一）

主題：教學助理微縮教學演練
地點：E302│時間：3/15

3/16（二）

主題：日本明治大學林雅彥教授、鈴木將久准教授來訪
地點：應日系辦│時間：3/16

3/17（三）

主題：全外語授課學程會議
地點：第二會議室│時間：3/17

3/18（四）

主題：98-99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管考會議
地點：教學發展中心會議室│時間：3/18

3/19（五）

主題：策略聯盟工作小組會議(III)
地點：南榮技術學院│時間：3/19

3/20（六）

主題：2010全國語文演說故事比賽活動
地點：E棟13樓國際會議廳│時間：3/20(六)-3/21(日)

3/22（一）

主題：南台科技大學-三創活動夢想起飛初審
地點：研發處育成中心│時間：3/22

3/23（二）

主題：奧羅瑞捐款記者會
地點：藝文中心│時間：3/23

3/24（三）

主題：辦理學生在校機車考照活動及尊重生命宣誓
地點：學務處生輔組│時間：3/24

3/26（五）

主題：2010 TiC100 校園巡迴創造力講座
地點：L008│時間：3/26

3/27（六）

主題：第一屆全國技專校院日語『看圖說故事』(紙芝居)比賽
地點：E棟13F國際會議廳│時間：3/27

3/28（日）

主題：( 99 )研究所考試入學
地點：教務處綜業組│時間：3/28

3/30（二）

主題：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
地點：E棟13樓念慈國際會議廳│時間：3/30

3/31（三）

主題：校園安全志工研習活動（第一梯次）
地點：人文藝術館集賢廳│時間：3/31

4/1（四）

主題：數位設計學院－合系務會議
地點：L411│時間：4/1

編輯製作－南台資傳新聞與媒體製播中心
• 指導老師：梁丹青 老師

• 總編輯：林哲新 副編輯：張芳瑋
• 編輯部：黃詡雅•王晨羽•陳雅筑•謝彥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