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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國際青年交流大使躍登國際舞台

社會服務 關懷弱勢

獲馬英九總統肯定

研發產學

服務學習超有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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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傳真
南台之光

餐旅系、資工系、產設系
參加競賽紛獲大獎

輝煌南台

99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本校多重構面指標成績竄升至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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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南台

研發產學

01 / 99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11 /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本校重構面指標成績竄升至前三名

舉辦「精密機械專利技術媒合發表會」

02 / 第22屆南台汽車大展 綠能省油車

/ 晶泰水泥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動力傳奇經典鷗翼再現

產學合作成果發表

03 / 本校榮獲第62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2金3銀1特別獎

/ 艾立公司產學合作成果發表
/

郁勝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

04 / 本校參加「2010韓國CIGIF發明競賽」
榮獲2金3銀1銅
05 /「拒絕菸害」觀念 建構「無菸大學城」本校
榮獲99年度大專校院菸害防治方案績優學校

院系傳真
12 / 2010民生電子研討會
/ 2010年運動與休閒管理研討會

06 / 2010電信加值應用大賽

/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新產品設計成果展

本校師生團對獲得1金2銅1佳作

/ 第五屆盛群盃HOLTEK MCU創意大賽

07 / 2010中國電腦鼠走迷宮競賽
本校榮獲第一名、一特別獎及一等獎
/ 2010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08 / 第五屆百世盃全國孝道創意表演競賽

13 / 2010年中華民國第十五屆車輛工程學術研討會
/ 近現代中國城市到較國際學術研討會
/ 2010年英語教師專業成長學術研討會

本校手語社勇奪全國第二名
/ 機械系師生團隊榮獲「2010大台南地區
健康創意競賽」第二名及第三名

活動傳真

09 / 教育部嘉南區校園安全維護暨全民
國防教育資源中心
2010南台校園創業競賽

國際南台
10 /

Indiana Univ.-Purdue Univ.Fort Wayne

蒞校參訪

/ 奧地利Johannes KeplerUniversity蒞校參訪
/ 越南河內電力大學參訪本校
發 行 人／戴謙 校長
校
址／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
指導老師／洪敏莉

14 / 教育部技職司長林騰蛟蒞校演講

本校競賽獲獎獎牌

本校在教育部委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辦理的99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公告結果中，分別在「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與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構面於私立技職體
系院校績效榮升至第二名，而本校近600名教師於
「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構面，亦竄升至第三
名。本校推動產學合作績效三項重要指標，去年
排名在三名之外，今年排名皆名列前三名，各構
面的進步程度是無其他私校可媲美。
戴謙校長表示，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實

競賽獲獎作品-大尺寸側光式LED平板照明燈具

現「落實優質務實致用技職教育、培育產業專技
人才、強化產業競爭力」的理念，不斷強化跨領
域的研發能量，以「產業應用」為導向，由各研
究中心跨系所召集相關領域之教師，組成核心團
隊，建立核心技術，朝深化技術研發、致力於培
育「畢業即就業」之實務技能學生。
在大專校院的產學合作，成功與否攸關國家
競爭力；也攸關學生就業發展，因此各校都卯足
勁在努力。教育部每年則透過評鑑的執行，來影
響國內大學的辦學與教學，將
整體大學水準持續向上提升。

/ 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演講
15 / 有為青年劃時代 迎接六反綠生活
/ 「珍愛地球．真愛台灣」

競賽獲獎作品-LED路燈控制系統

希望展在本校藝文中心登場
/ 「有愛，不怕礙」體驗身心障礙者活動

本校研發處亦積極拜訪各科學園區、工業區廠
商，輔導區域產業技術升級與轉型、爭取政府資
源，協助產業提升創新、創意、創業之競爭力，
達到產學攜手、共創雙贏為目標。

16 / 全國餐旅科系「大餐盃」運動競賽
/ 青輔會首場「青年國際志工訓練」於本校登場
18 / 南台師生榮譽榜
發行單位／南台科技大學 秘書室
編輯製作／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電
話／(06)253-3131
網
址／http://www.stut.edu.tw
總 編 輯／黃瀠萱
美術編輯／施育霖 張詩婷 李儀鳳 王湘綺 廖佑嘉 黃佳媛

戴謙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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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南台汽車大展
綠能省油環保動力車

輝煌南台

傳奇經典鷗翼再現

2011第22屆南台汽車大展開幕儀式
(左起第四位為戴謙校長)

11月27、28兩日於本校校園舉辦南台灣最大

第62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本校榮獲2金3銀1特別獎 表現突出
2010年第62屆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於10月
28日至31日在德國紐倫堡舉辦，共有30個國家參
展，800件參賽作品。其中來自台灣的98件參展作
品，在國際發明展中大放異彩，獲得27金32銀23
銅。其中本校以五件作品參賽，全數獲得非常優
異的成績，抱回2金3銀1特別獎，是表現最為突出
的學校。
許藝菊老師研究團隊所開發的「塑膠微流體
晶片之結合方法」獲得金牌，此作品可以應用在
糖尿病等病人的長期治療，具有非常高醫療商業
價值。
許毅然老師研究團隊之金牌作品為「利用
光圖型產生多點觸控式螢幕功能」，整個系統
猶如從遠方控制一觸控面板，操作者可以單獨
使用一支雷射筆就可以完成簡報的指引、控制

PowerPoint的上下頁、及滑鼠的移動等功能。與
銀牌作品為「可在不同空間進行多群組配對之遙
控裝置」，以單一按鍵結合自然習慣法則做多種
家電的遙控，如開關、音量大小、頻道改變等。
如此人性化與智慧化的裝置是一大福音，獲得多
家廠商的青睞，正準備技轉量產中。
朱志良教授團隊所研發的「三軸向光學式加
速度計」作品，獲得特別獎與一面銀牌。本作品
設計與製作出一套完整、低成本與高靈敏度的三
軸向光學式加速度計，可精確地量測到外界任何
微小的振動訊息。與銀牌作品「具有同軸光束之
三自由度光學量測探頭」，來協助觀察探針與工
件表面的接觸情形，成功地研製出一個低成本、
低接觸力、高精度且具影像即時觀測之三維觸發
式探頭。

連堂內，呈現給來參觀的民眾欣賞。

的「南台汽車大展」，場中除展出2011年最新款

本校工學院在這一系列熱鬧的活動時刻亦特

的汽、機車外，同時還有汽車音響與百貨、性能

別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讓畢業校友除了觀賞車

改裝車、中古車、汽車維修所需的儀器與工具。

展外，也回母校參觀學校軟硬體設施與藝文活

本次車展還與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合作，在車

動，並回系上與老師話家常，了解目前系上的發

展中特別規劃電能車輛展示區，內有各家廠商的

展概況，讓參與的畢業校友與民眾度過一個不一

自行車與電能輔助自行車，許多參觀的民眾也在

樣的周末行程。

試乘區內騎乘，感受騎乘的方便性與舒適性。
許毅然老師銀牌作品-可進
行多群組配對之遙控裝置

戴謙校長表示，南台汽車大展今年邁入第22

許毅然老師金牌作品-利用光圖型產生多點觸控式螢幕功能示意圖

年，參加參展的廠商皆非常踴躍，參展的攤位高
達300多個。此外，亦陳列今年參與第十八屆超
級環保節能車大賽中的油電混合車、電動車及油
電車，由機械系車輛組師生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所
製作的賽車，獲得兩個冠軍、一個亞軍等多項獎
項，是該次比賽的最大贏家。
除了車展活動外，同時也在本校三連堂舉辦
「學生專題競賽」與「優秀專題成果展」，由工
學院機械系、電機系、電子系、光電系、生技
系、化材系與資工系等單位，分別從學生專題作
品中挑選出一些優異的作品出來參加校內比賽。
為了比賽的公平性，更慎重聘請校外資深的學者
專家來當評審，從中遴選最優異的作品陳列在三

宣傳南台車展-學生與作品合影
朱志良(左起)、許藝菊、許毅然老師榮獲第62屆德國紐倫堡國際
發明展

許毅然老師金牌作品-利用光圖型產生多點觸
控式螢幕功能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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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韓國CIGIF發明競賽 本校榮獲2金3銀1銅

拒絕菸害 觀念 建構 無菸大學城
本校獲99年大專校院菸害防治方案績優學校

金牌得獎作品-智慧型綠色能源輔助空調系統

金牌得獎作品-太陽能垃圾桶

本校於11月23、24日參加在韓國首爾舉行
「韓國CIGIF發明競賽(International CYBER
GENIUS INVENTOR FAIR)」。此次競賽共有來自
澳洲、中國、埃及、香港、印尼、伊朗、馬來西
亞、沙烏地阿拉伯、美國、韓國以及台灣等11個
國家參加競賽。本校以2金、3銀、1銅的優異成
績，在此次台灣參賽團中表現最為亮眼。
由台灣發明智慧財產協會TIIPA(Taiwan
Inven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謝新民會長以及副團長本校郭金城
老師帶領24件台灣的作品參與競賽，共計獲得5金
11銀5銅成績。
其中，郭金城老師的團隊研發「智慧型綠色
能源輔助空調系統」榮獲金牌獎，是一種太陽能
汽車輔助冷氣系統。當汽車停止時，其引擎系統
亦停止不運轉，此時系統之致冷晶片借助太陽能
晶片作為供電來源即會產生冷卻溫度，並藉由原

送風之風扇吹入車內，從而有效降低汽車內之溫
度。
此外，張文俊老師的團隊研發「太陽能垃圾
桶」亦榮獲金牌獎，是一種藉由太陽能板供電驅
動第一LED照設桶內光觸媒塗層，利用光反應之觸
媒轉換過程產生具特定殺菌與除臭作用之物質，
以保持垃圾桶內之空氣潔淨度，有效抑制垃圾之
細菌滋長與消除垃圾之臭味；另藉由感應單元接
收感應訊號，使控制電路利用太陽能板之輸出電
能驅動垃圾桶外部之第二LED發光，以產生外型
上的光照裝飾效果或提供照明指引作用之多重功
能。
本校得獎作品在韓國當地受到廠商極大興
趣，相關作品及得獎者訊息在韓國媒體上刊登，
台灣代表團可說是為國爭光。

本校為落實校園菸害防制工作，從4月1日開
始成立跨處室『菸害防制小組』，由學務長蕭金
土擔任主持人，積極建立支持性環境，結合社區
資源、強化個人健康技能及創意行銷，辦理動、
靜態活動，吸引學生主動參與，達到菸害防制工
作。
宣導期間辦理了學生創意「菸害改歌歌唱大
賽」、「KOSO網路影片設計競賽」、「創意海報
及春暉logo設計競賽」、「菸害健康講座」；動
態活動更辦理了「三隊三籃球賽」及「99戒菸班健康久久」等活動，皆引起熱烈迴響。
學務處春暉承辦人員蔡福記表示，菸害防制
工作絕不是一朝一夕或少數人可以完成的，一定
要建立共識，透過教育宣導及多元行銷，達到潛
移默化之功效。建構『無菸大學城』，能將「拒
絕菸害」的觀念，確實散播在本校的每個角落。
春暉社志工們從99學年度新生入校開始，即
配合健康檢查針對近3300餘位新生實施CO檢測，
針對240餘位有吸菸習慣的新生，成立99戒菸班，
幫助6位同學戒菸成功，2位同學吸菸量減半；戒

菸班辦理期間，蕭學務長特地至教室，勉勵戒菸
成功的同學，既然已經做對的事情，就必須持續
保持，拒絕香菸的誘惑，讓自己健康久久，更期
望尚未戒菸成功的同學，不要氣餒，堅持下去，
必能戒除菸害。

本校榮獲99年度大專校院菸害防制方案績優學校

本校春暉專案承辦人蔡福記先生(左3)授頒99年度大專校院菸害防制方案績優學校
2010韓國CIGIF發明競賽各國代表團合影

台灣代表團與得獎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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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電信加值應用大賽
本校師生團隊獲得1金2銅1佳作
中華電信為推動電信加值軟體開發風氣，並
帶動數位內容產業之發展，主辦的「2010電信加
值應用大賽」，今年分為「花博應用組」、「行
動應用組」、「MOD應用組」、「資通訊應用組」
及「整合行銷組」等五組，總共吸引全國119所
大專校院共638組隊伍角逐金盃。歷經8個月的初
賽、複賽、專業培訓至作品開發與完成，於中華
電信信義園區綜合活動中心舉辦頒獎典禮。本校
今年共有四組作品獲獎，並獲得總獎金55萬元。
戴謙校長表示，資通訊技術及加值服務等應
用日新月異，透過加值競賽可以為產業注入創意
的活水。此次本校參賽有資工、多樂、視傳與企
管系跨系合作入圍決賽，並獲得總獎金55萬元，
可說是對本校教學與研究成果的肯定。
中華電信呂學錦董事長表示，電信應用大賽
是中華電信每年的一大盛事，期待提供更完善的
舞台落實開發人才，鼓勵年輕學子們可以深耕自
己的理想展現創意完成夢想。

2010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教育部主辦之技專校院國際技藝競賽「2010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國際
賽，於11月19日在本校E棟1F盛大舉行。特別邀
請教育部林騰蛟技職司司長代表部長蒞臨致詞。
本屆競賽分成兩階段進行。國內賽產生之優勝
隊伍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賽，與來自新加坡、紐西
蘭、美國與越南等外國優秀隊伍，總共五國17隊
共同爭取最高榮譽。
戴謙校長表示，感謝教育部對本校之肯定，
讓本校持續主辦此一盛大比賽。透過長期培訓學
生參加各類型技術競賽，是技職教育的特色之
一，也是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數位訊號處理創
思設計競賽」的主要目的。本競賽經過五年的實

視傳系黃綝怡老師(左2)與企管系蔡宗岳老師(後排右1)組成的團隊榮
獲整合行銷組第三名

視傳系黃綝怡老師與企管系蔡宗岳老師組成的團隊
「I-FUN」以產品「一按幫幫玩遍台灣」獲得整合行
銷組第三名與獎金10萬元。資工系陳定宏主任帶領
由多樂系楊政達老師與孫志誠老師帶領組成
「GRIT」團隊，以「MOD好好玩」題目獲得MOD組佳作
的多樂與資工團隊「多樂多資」。以產品「MOD
與獎金5萬元。
銀髮通」獲得MOD組第一名與獎金30萬元。資工
系許子衡老師指導的「花之精靈」團隊，以「花
博大冒險」獲得花博組第三名與獎金10萬元。

校長戴謙(中)與會貴賓合影

本

視傳系與企管系跨院系團隊所開發之作品
「I-FUN_產品」榮獲整合行銷組第三名

資工系團隊獲得MOD應用組佳作及花博應用組第三名

戰歷練與觀摩學習，加上國內12隊及國外5隊的優
秀隊伍參加，相信今年參賽作品將具多樣性，競
爭也更為激烈。
技職司司長林騰蛟表示，由於學生需要以英
文簡報回答評審問題，對於提升技職體系學生對
整體應用系統以及語文能力，具有提升效益。國
外參賽隊伍均為知名大學優秀隊伍，並邀請到國
內外於數位訊號處理領域具有傑出貢獻之學者專
家擔任評審。透過國內競賽與國際賽，可提升技
職體系學生之實作能力、專業競爭力與國際知名
度。本屆競賽的成果，展現了參賽隊伍高度的技
術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

多樂系與資工系團隊開發的「MOD銀髮通」
榮獲MOD應用組第一名

2010中國電腦鼠走迷宮競賽
本校榮獲第一名、特別獎及一等獎
電子系吳一德、林信宏、張晉嘉同學在黎靖
主任及謝文哲教授的帶領，參加「2010中國電腦
鼠走迷宮競賽」獲得優異成績。吳一德榮獲大賽
冠軍和人民幣一萬元獎金、林信宏榮獲特別創新
獎和人民幣六千元獎金、張晉嘉獲得一等獎及人
民幣三千元獎金，成績令人驚艷。
戴謙校長表示，2005年開始研發電腦鼠技
術，並舉辦電腦鼠走迷宮競賽，透過親自動手設
計及實作，激勵學生發揮創意，並達到積極學習
與思考創新之目標。經過六年努力，目前本校電
腦鼠的製作技術已達到國際水準，日前並製作出
迷你電腦鼠，尺寸僅傳統電腦鼠四分之一，目前
全球僅本校等少數國家團隊能製作迷你電腦鼠。
「2010中國電腦鼠走迷宮競賽」是由中國電

腦學會主辦，該競賽有大陸14個賽區的170所校
院的360餘支隊伍報名參賽。有88支隊伍晉級總決
賽。本校在10月
份獲得2010技
專校院國際科技藝
能大賽:人工智慧
單晶片電腦鼠暨機
器人國內及國際邀
請賽第一名，也受
邀直接參加總決
賽，首度參賽就令
全場驚訝，特別是
吳一德的電腦鼠跑
出2.9秒的佳績，
林信宏同學上台分享心得
更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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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百世盃全國孝道創意表演競賽
本校手語社勇奪全國第二名
本校手語社參加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國小舉辦
之「2010第五屆百世盃大專院校孝道創意表演競
賽」全國總決賽，以優異的表現，榮獲大專組全
國第二名，並獲得獎金參萬元。
學務長蕭金土表示，學校近年來除了在學術
上努力追求卓越外，校方也了鼓勵學生利用課餘
時間參與「非正式課程」學習-社團活動，大力投
入資金與努力推動。
手語社賽前積極準備，並於日前本校辦理之
校園競賽的六支隊伍中，拔得頭籌。並與國立中
山大學、高雄大學、屏科大、虎尾科大、高雄
應用科大等全國18所大專校院代表競逐全國總
決賽，激烈競爭後，本校手語社脫穎而出，榮獲
大專組全國第二名，並獲得獎金參萬元，獎盃乙
座，獎狀乙張，也為本校學生課外社團活動表現
增添光采。

手語社精湛演出

本校於11月23日上午在本校圖資大樓13樓暨行政
大樓召開「教育部嘉南區校園安全維護暨全民國防教
育資源中心」會員成立大會暨揭牌儀式。
林煌副處長在會中亦表示，期勉資源中心成立之
後能夠發揮全民國防教育師資協調及調度功能，在校
園安全維護方面更要整合各校力量與資源，以有效發
揮組織功用。他也說明軍訓教官在大學自主的大環境
下，藉由分區「資源中心」的編成，無論是軍訓教官
的發展或學校對校園安全維護人力及全民國防教育兩
大區塊的需求，均有微調之空間。

教育部嘉南區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
育資源中心會員成立大會暨工作研習活動

手語社榮獲第五屆百世盃全國孝道創意表演競賽全國第二名

在決賽中，手語社的同學們以韓嬰論及時行
孝說道：「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
這句話語為故事的主軸，用巧手傳達感人的故事
並穿插手語歌的詮釋，讓故事的意境更上一層
樓，也感動了評審及觀眾。
本校10月成立「青春劇場」，提供學生表演
舞台，由學生一開始活動企劃，至登台擔綱演出
的過程中，訓練學生溝通、協調與領導、膽識能
力。同時藉此抒發課業壓力與習得己身的第二專
長，手語社本次競賽榮獲第二名的佳績，也印證
了本校學生在「非正式課程」學習上「才藝」與
「文藝」相結合具體優異的成果展現。

機械系師生團隊榮獲「2010大台南地區
健康創意競賽」第二名及第三名
本校參加台南縣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
及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共同舉辦之
「2010大台南地區健康創意競賽頒獎典禮」。在
激烈競爭下，共計33隊進入決賽，其中本校共有
2隊晉級。最後，由機械系曾信智老師指導的團
隊，以「多功能兩用電腦椅沙發床」榮獲第二名
及獎金二萬元整、「多功能兩用電腦椅沙發床」
榮獲第三名及獎金一萬元整等佳績。
戴謙校長表示，此競賽活動以「健康創意產
業」相關之創意作品為主軸，將創新創意思維融
入主題，進而應用於生活。參賽之作品(產品或
方法)須符合綠色健康環保之概念，具有「新穎
性」、「進步性」、「創造性」、「可商品化」

教育部嘉南區校園安全維護暨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成立

等價值與特色。
機械系曾信智老師所指導的車輛組鄧光志、
奈米組潘誼霖、沈冠宇、黃琮瑋同學所組成之
「未來趨勢隊」榮獲第二名，得獎作品為「兩用
坐臥電腦功能椅」。另外，曾信智老師指導的奈
米組凃雅雯、蔡士盟、洪敏庭、吳秉軒、黃國展
同學所組成之「做自己就隊」榮獲第三名，得獎
作品「多功能兩用電腦椅沙發床」。
此次競賽合作廠商，是以福培實業有限公司
產品為開發設計對象，進行實質產學合作，希望
能激發學生創意，強化團隊合作精神，以提升學
校和產業界的競爭力及互動合作關係，達到產學
交流與實務雙贏目的。

2010 南台校園創業競賽 實現學子創業夢想
為營造全方位的創業環境、提供學生創業
發想的園地，本校於11月19日在N棟音樂廳舉
辦一場腦力激盪的創業饗宴─2010校園創業競
賽。本活動讓同學們有機會秀出他們的創業構
想，成果令評審們眼睛為之一亮。
戴謙校長表示，此次活動重要的是希望透
過此活動，讓學校的育成中心開闢的創業培訓
課程，能訓練同學如何去將創意構想具體化，
並分析其實用性，最終能夠創造出價值。
此次參賽的隊伍相當踴躍，共有41組團隊
報第一名作品「蛋糕仙人掌」，是將小蛋糕的
概念利用創意改造的方式，在仙人掌上做運
用。它擁有小蛋糕的外型，還有各種口味的香
味，及蛋糕上的裝飾點綴，加上精美的包裝，
成為最佳的禮物。

財務金融系-蛋糕仙人掌；第二名: 企業管理
系-Rubik's cube；第三名：機械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機械工程系-Light_Up!閃紅警
戒；佳作：幼兒保育系-故事好好玩 幼兒及老
人創意；電機工程系、管理與資訊系-即時通
報、火速救援；創新產品設計系-805 Design
Studio。

戴謙校長(右)與林騰蛟司長參觀第一名得獎作品-蛋糕仙人掌

校長戴謙表示創意需要舞台、創業更需要激
勵與導引，唯有不斷的激盪與構思才能創造出更
璀璨的火花。希望透過「校園創業競賽」，鼓勵
學生發揮創新與創意，最後將好的創意透過實務
演練變成創業根基，讓年輕學子的創業夢想走得
更踏實，帶動校園的創業風潮。名、參與師生約
有230人，經過評審委員評選後，最後共有15組
團隊入選決賽。得獎隊伍第一名: 資訊傳播系、
本校校園創業競賽得獎隊伍及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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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產學

本校國際友校
美國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Fort Wayne蒞校參訪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精密機械專利技術媒合發表會」

本校國際友校美國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本校與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為落實產學合作，促進產業與學界的互動與技術移轉，於99
年11月10日本校E棟13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精密機械專利技術媒合發表會」。
此次發表會安排2場專題演講，第一場專題「台灣FPD設備市場機會與挑戰」；第二場專題「專利加
值策略與管理」，下午則安排25場專利技術報告。透過本次的技術報告，讓與會的相關廠商更了解該項
技術，以提升媒合的成功率。

Fort Wayne(IPFW) 的 Michael A. Wartell校長、Walter J. Branso
n副校長及Max Yen工學院院長一行三人於11月23日專程參訪本校。戴
謙校長、吳新興行政副校長、邱俊賢工學院副院長、周德光商管學院
副院長、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林吉祥主任及國際事務處王永鵬處長等人
均親自接待，熱情歡迎來訪。
此次來訪，戴謙校長親自陪同Michael A. Wartell校長一行參觀
台南科學園區，並與該團進行學術交流座談，洽談國際合作與學術交 Michael A. Wartell校長一行人進行學術
流事務。此外，該團亦走訪統一企業永康廠及新市廠，專注聆聽企業

本校近年來積極發展各項產學計畫，成果斐然。11月份與各單位(包括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晶太水泥，艾立公司，郁勝環保公司舉辦成果發表會，將本校產學成果推向另一里
程碑。

交流座談

簡報並實際參觀廠區內的研發產品和人才資源，對南台灣科技產 業發展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奧地利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蒞校參訪
為鞏固友好情誼，落實學生交流、促進學術上之互動，本

晶泰水泥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成果發表
由本校電機系陳世中教授、視傳系黃綝怡教授與其團隊協助晶泰水泥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的
「客制化環保地磚－E化加值暨交流行銷拓展計畫」，推廣新品牌－ARTERRA，以及E化加值行銷平台，使
社會大眾可以了解e化的好處。為展現新品牌與產品的特色，晶泰水泥「服務模式發表會」於11月12日登
場。
晶泰水泥公司董事長楊木川表示，『ARTERRA』－原是藝術與土的義大利文，意指將藝術與土結合而
成，當傳統與藝術相遇，創新而生的是客製化的地磚產品。

校姐妹校奧地利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JKU)-Friedrich
Roithmayr副校長於11月18日專程前來參訪本校。戴謙校長、吳新興

郁勝環保
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

行政副校長、王永鵬國際事務處處長及周德光商管學院副院長、施武
榮EMBA主任等人均親自接待，熱情歡迎來訪。
吳副校長及商管學院主管等人與奧地利JKU-Friedrich
Roithmayr副校長進行學術交流座談會，洽談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事
務，商討議題包含: (1)師生交流(2)研究所雙學位課程(3)華語課 Friedrich Roithmayr副校長(右)參觀南
程。尤其兩校針對聯合授與研究所雙學位課程充分討論、交換意見，

台科大校史室

與會貴賓對精密機械成果作品相當感興趣

並對於合作細節取得大致共識，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兩校將簽訂雙學 位合約，幫助學生在一圓留學夢的

艾立公司
產學合作成果發表

同時也可以順利取得雙學位。

越南河內電力大學參訪本校

由本校專業團隊協助艾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河內電力大學Dr. Dam Xuan Hiep校長、Vu Duc Hung教育合

的創新服務計畫獲經濟部的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

作處處長、Bui Van Hien教育訓練中心主任及助理一行五人於日前至

發展計畫(ASSTD)經費補助，將該公司生產多元優

本校參訪並進行學術交流。

質動物食材推廣的創新技術推廣給畜牧農場。此

戴謙校長表示，兩校已於今年8月27日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未來兩

產學合作的成果發表會於11月4日在本校藝文中心

校將積極推動實質的交流：如教師與學生互訪、合作研究計畫與合作

登場。

學術研討會及建立兩校密切的合作交流。戴校長也認為台灣不能只前

艾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郭坤生表示，

進中國，台灣與東南亞應思考共同培育人才，為台商佈局東南亞扮演
重要的角色。
越南河內電力大學此行的主要目的，除了強化兩校的友好關係

由本校企管系簡南山教授與其團隊協助的郁
勝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的創新行銷服務計畫－
「Clean Soon廢棄物清運服務模式」獲經濟部商
業司「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ASSTD)」經
費補助，將該公司廢棄物清運服務模式的創新技
術推廣給民眾。
郁勝公司副總經理黃郁閎亦表示，該公司首
創全國唯一的系統化高品質設備研發，提供全面
系統性的經營清運服務。
隨著環保議題逐年被重視，節能減碳愛護環
境不再只是呼口號，郁勝公司提供民眾更便利的
服務，秉持著「共同維護地球環保，讓生活品質
更美好」信條。

戴謙校長(左)與Dr. Dam Xuan Hiep校長
交換紀念品

外；希望兩校能在大學部或研究所合作開班共同創造雙贏的局面，戴 謙校長竭誠歡迎本校推薦教職員前
來本校就讀或短期教學，訪問團一行人還參觀本校電機系的綠色及智 慧型電能系統研究室機器人與伺服
驅動、校史室、圖書館及各項教學設備，河內電力大學校長對於本校 的各項發展十分讚揚且留下極佳的印象。

該公司秉持「成為健康畜產之路的最佳伙伴」的
企業經營理念。經由本次活動，使本校在深化學
術研究能力的同時，也能將已有具體研發成果之
技術推廣至產業界，在這不景氣的環境中，開創
新的商業契機。

與會貴賓對本校與晶泰水泥公司產學合作的產品相當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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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華民國第十五屆車輛工程學術研討會

2010運動與休閒管理研討

11月26日在本校S708舉辦「2010年中華民國車輛工程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主辦，體育教育中心協辦之「2010運
動與休閒管理研討會」於11月19日在本校S棟7樓國際會議
廳舉辦。會中深入探討目前運動休閒產業之發展趨勢。
此次研討會共有四大主題，分別為：主題一，運動休
閒娛樂業的專才培養與市場發育；主題二，國人運動休閒
參與現況與未來；主題三，提升國民運動風氣，帶動產業
發展：善用運動行銷的概念與功能；主題四，臺灣大型運
動賽會經營與管理。

術研討會」。會中特別邀請經濟部技術處顧問蘇評揮博士針
對『探討電動車輛技術創新與深耕其工業基礎技術之策略』
主題做演說，探討在能源短缺、油價高漲的時代，電動車漸
漸地取代對石油的依賴，帶動電動車相關技術的開發。亦邀
請福特六和汽車公司張哲源副總經理針對『Scenarios for
Alternative Vehicle Technology』主題發表專題演講，探
討替代燃料的相關技術，可以取代石油的使用，針對未來能
體委會副主委曾參寶擔任專題演講者

本校資工系於11月5日在S棟7樓國際
會議廳舉辦2010民生電子研討會，會中
並頒發99學年度民生電子學會博碩士論文
獎。本研討會邀請華南理工大學、前IEEE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ociety
主席楊蘇講座教授，與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健康暨資訊學院院長黃悅民博士擔任大會
專題演講人，就目前民生電子之發展趨
勢，提出精闢的見解。

視覺傳達設計系
創新產品設計成果展

源的耗盡，研發車輛技術的替代方案。

近現代中國城市道教國際學術
研討會

2010民生電子研討會

中華民國民生電子學會理事長陳錫明(中)頒發99年度中華
民國民生電子學會碩博士論文獎

視覺傳達設計系，至11月26日止在藝文中心
舉辦「創新產品設計成果展」，本次展覽結合創
新產品設計系課程，一共展出25件創新腳踏車作
品。
視覺傳達設計系黃國禮主任表示，本次創新
產品設計成果展，對於表達對腳踏車的創新想
法，充分展現學生在課程中學習的成果，希望藉
由此次成果展的成績，激勵本系學生的信心。

第五屆盛群盃
HOLTEK MCU創意大賽

本校與法國社會、宗教、政教關係研究、香
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於11月13、14，
聯合舉辦「近現代中國城市道教國際學術研討
會」，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特別邀請近現代道教國
際道教祖師張道陵裔孫，六十四代天師張道楨親
臨參與此盛會。
此研討會，是台灣張天師首次與中外學界的
互動，格外引人注
意，同行者尚有朱堃
燦著名道長、陳桂興
玄門真宗教、蕭家振
一貫道總會秘書長等
多位宗教界領袖。

堂盛大舉行。本屆競賽共有來自42所大專校院及

2010知識經濟與
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

高中職學校共150隊入圍決賽。戴謙校長表示，本

本校於11月4至5在本校E棟13樓念慈國際會議

校辦學績效獲得各界肯定，政府或企業辦理各項

廳盛大舉辦「2010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

學生專業競賽活動，均找上本校合作，希望產學

討會」。特別邀請美國南伊利諾大學管理學院院

攜手共同推動技職務實致用教育目標。

長克拉迪特博士(Dr. Dennis Cradit)以「為全

盛群半導體公司副總經理張治表示，感謝本

球創新添薪火─教育的基本角色」為題發表開幕

校對盛群公司的協助，在各大專校院也成立相關

專題演講。在為期兩天的議程中，將分成八個研

實驗室，以培育相關

討場次，各自就不同主題進行論文發表與深入研

專業人才。

討。今年大會研討主題包括：國際投資與經濟成
長、知識管理與組織研究、企業倫理與管理教育

視傳系張家誠老師(左2)對同學的作品給予評語

戴謙校長(左)頒贈感謝牌給張
治副總經理

2010年英語教師
專業成長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邀請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院長張玉玲教授擔任主講人，演講專題為「為英
語教育的全球化和在地化」。政府大力營造與全
球同步的國際化生活環境，力求與全球接軌。在
英語全球化的時代，其他國家在使用英語的過程
中，會因為自然與文化
生活的差異，而產生各
種英語的方言，雖可與
英語溝通且豐富英語的
內容，是英語在地化的
必然趨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張玉玲教授專題演講

國外學者參與「近現代中國城市道教
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盛群半導體公司主辦之「第五屆盛群盃
HOLTEK MCU創意大賽」，於11月13日在本校三連

福特六合汽車公司副總經理張哲源(中)頒發優秀論文獎給
得獎者

等。

行銷管理與消費者行為、電子商務與創新商業模
式、經濟分析之應用、工業管理與作業研究、策
略管理與企業政策等。各項主題皆為當前商管領
域最重要之研究
議題，因此吸引
眾多學者及研究
生與會討論。

國際知名傑出學者Professor Daniel S. Yeung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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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職司長林騰蛟蒞校演講
由於產業結構轉變，台灣近年來失業率有逐
漸攀升趨勢，本校為了讓學生瞭解目前政府所推
動的就業相關方案，於11月19日本校E棟13F國際
會議廳，邀請教育部技職司長林騰蛟蒞校專題演
講。
林騰蛟司長在演說中，提到政府推動的「大
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U-start計畫)」，針對最
近三年內畢業的校友組成團隊，提出創業營運計
畫書透過育成中心向教育部申請，經評審獲得補
助之團隊可以得到三十五萬元的創業補助。而育
成中心提供為期半年的創業輔導，本方案已成為
教育部常態性計畫，歡迎有意創業的學子畢業後
可以提出申請。有助於老師在未來教學上有所調
整及學生畢業後能提早找到就業方向。
戴謙校長在會議中表示，前年各企業皆遭受
金融海嘯的衝擊，使得失業問題變得非常嚴重，
尤其是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普遍覺得工作難
找。雖然這一年多來因景氣回升失業率有所下
降，但政府仍不敢掉以輕心，學校也不遺餘力協
助畢業學生積極就業，以降低失業率。

有為青年劃時代

迎接六反綠生活

林騰蛟司長在會議中表示，本校在戴校長領
導之下，對於產學合作推動不遺餘力，同學們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學習與成長，可以說是非常
幸運。創業是一條充滿各種危機與考驗的艱辛道
路，但年輕就是本錢，鼓勵同學們有追求夢想的
權利，將夢想付諸實現。

本校學生與「國際獅子會300D1區」，
10月30日下午在台南後火車站的遠百廣場
共同舉辦「有為青年劃時代 迎接六反綠生
活」的六反宣傳會。活動結合綠色環保概
念，使更多學生能在良好的學習風氣下，一
同響應「綠色愛地球」的活動。
「反菸、反毒、反酒、反檳榔、反暴
力、反濫交」等春暉六反不再是呼口號，為
了響應春暉的六反意識，由本校資傳系、視
傳系、多樂系、會資系、電子系及創產系等
六系的學生一同發起此活動。
學生用創意裝扮過萬聖節

「珍愛地球．真愛台灣」希望展在本校藝文中心登場
本校藝文中心為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與台灣創
價學會共同舉辦的「珍愛地球．真愛台灣」希望
展，於11月2日至17日在本校藝文中心登場展出。
此次展覽中說明地球遭受嚴重破壞的現況、
人類與地球相互依存之關係。
「Seeds of Hope」的展覽，是由國際創價
學會(SGI)與「國際地球憲章」共同發起，中文展
覽名稱訂為「珍愛地球．真愛台灣」希望展。希
望藉此展覽，強調人與環境應相輔相成，並傳遞
「一個人可以做出改變」的訊息，從自身的「人
性變革」做起。

林騰蛟司長蒞校演講

本校首場通識大師講座
邀請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演講
因應新世紀高等教育之挑戰與使命，本校於日前邀請前教育部部長
暨現任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在本校E棟13F國際會議廳開講，為首場通識
教育大師系列講座揭開序幕。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在以「教育與人生」
為題的演說中，楊校長闡明有品有德的「三生」教育：生命的教育，生
活的教育，與生涯的教育。
戴謙校長在開幕致詞時表示，雖然本校是私立科技大學，但師資與
設備絲毫不輸給國立大學，而且是屬於整個社會的大學，董事會希望學
校能以無私奉獻的心來回饋社會，造福更多想求知的學生。
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演說中，列舉了近年來高等教育與大學校園令
人憂心的案例與現象，並重新肯定通識教育的核心價值，始能開創因應
全球暖化、永續經營、終身學習與文化創新的軟實力，讓學生除了確保
職能發展需要的知能外，更能培育出自我與他人及自然環境關係圓滿的
文化人格。演說後，受到熱烈發言與誠摯的回應，顯示本校的教師在追
求以通識為核心的新世紀大學教育，充滿著旺盛的活力與企圖心。
本校為提升高等教育之深度，規劃深具開創性的教育全新視野，並
推出長期系列通識教育大師講座，將陸續推出6場深耕校園人文教育的
講座，邀請京劇名角朱陸豪先生、「金枝演社」王榮裕導演、漢景建築
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專題演講
董事長莊輝煌建築師、正修科技大學周燦德教授等人演講。

戴謙校長(右)頒贈感謝狀給台灣創價學會南部圈圈長鄭鑑鏘

「有愛，不怕礙」體驗身心障礙者活動
本校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於日前在本校榕園舉
辦「有愛，不怕礙」體驗身心障礙者活動。
本校舉辦體驗身心障礙者活動已邁入第三年，
邀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與高雄市自強創
業協會支援大型體驗輔具及32位志工協助活動。
本活動有別往年體驗活動，提供日本進口價值不菲
之爬梯機給本校師生體驗。本校師生只要報到領取
「超越障礙闖關卡」即可參與體驗本活動，六大關
卡分別包含肢障、聽語、視覺障礙者等所面臨之困
難。
資源教室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高雄市自強創業
協會志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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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師生榮譽榜

全國餐旅科系「大餐盃」運動競賽
本校11月20與21日二日盛大舉辦全國大專校
院餐旅相關科系「大餐盃」運動競賽。本次為全
國第六屆大餐盃活動，共有來自全國大專校院餐
旅相關科系25所學校79隊報名參加，相當熱鬧。
本次大餐盃所有活動從預算編列、規劃、活
動流程安排、活動執行均由南台科技大學餐旅管
理系系學會所有學生籌備與執行。學生除在餐旅
專業學習外，也藉由籌備此活動增加活動規劃與
執行能力。
餐旅系舉辦來自全國餐旅科系「大餐盃」運動競賽

日本富田和服設計大師主講日本技藝與美學－和服

富田伸明社長介紹和服的質料

本校於11月29日在該校國際會議廳舉辦「異
國文化體驗講座」，由日本京香織富田社長介紹
並展演日本和服。
富田伸明社長於日本京都府出生，27歲創立
和服設計製作公司京香織，致力推廣日本和服文
化，於日美協會100周年紀念活動時舉辦「富田伸
明和服設計、穿法」演講會，也提供日本NHK等各
大電視、電影、戲劇、廣告等服裝與設計，其設
計件數高達2000件以上。
經由和服設計的概念、介紹和服如何製作以
及日本和服的特色與種類，瞭解為何和服會成為
日本文化的代表，一睹日本真正的和服風采。

青輔會首場「青年國際志工訓練」於本校登場

南台師生榮譽榜
比賽日期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指導老師

99.11.4

多樂系

2010中華電信加值應用大賽

MOD應用組冠軍

孫志誠
楊政達

99.11.4

視傳系
企管系

2010中華電信加值應用大賽

99.11.4

資工系

99.11.4

得獎日期

整合行銷組第三名

黃綝怡
蔡宗岳

2010中華電信加值應用大賽

花博組第三名

許子衡

資工系

2010中華電信加值應用大賽

MOD組佳作

陳定宏

99.11.5

資工系

2010 亞洲創新設計大賽

佳作

吳建中

99.11.7

電子系

2010中國電腦鼠走迷宮競賽

特等獎第一名

黎靖
謝文哲

99.11.7

電子系

2010中國電腦鼠走迷宮競賽

創新獎

黎靖
謝文哲

99.11.7

電子系

2010中國電腦鼠走迷宮競賽

壹等獎

黎靖
謝文哲

99.11.7

電子系

99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
設計製作競賽

大專組佳作

楊榮林

99.11.7

餐旅系

2010年中華發酵麵食創意大
賽

學生組優勝

梁仲正

99.11.7

餐旅系

2010年中華發酵麵食創意大
賽

業餘組優勝

蔡宏儒
施慧雯

99.11.7

手語社

2010第五屆百世盃大專院校
「孝道創意」表演競賽-全國
總決賽

第二名

高芳榆

99.11.13

電機系

第五屆盛群盃HOLTEK MCU
創意大賽

一般控制組佳作

魏兆煌

99.11.13

電機系

第五屆盛群盃HOLTEK MCU
創意大賽

一般控制組第一名

陳文耀

99.11.17

企管系
IMBA外籍生

第一名

鄭滄祥

99.11.19

資工系

2010第六屆數位訊號處理創
思設計DSP競賽

國際賽第3名

林榮三

99.11.21

電子系

第31界全日本電腦鼠競賽

半尺寸迷你電腦署第四
名

黎靖
謝文哲

99.11.21

電子系

第31界全日本電腦鼠競賽

Micromouse Classic
第十名

黎靖
謝文哲

99.11.24

電子系

第31界全日本電腦鼠競賽

Micromouse Classic
第十一名

黎靖
謝文哲

99.11.24

多樂系

The 7th Conference on Advanceds in
Computer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Game Competition

遊戲技術與內容設計
銀牌、佳作

鄞宗賢

99.11.26

體育中心

全國大專聯賽雲嘉南區

第一名

郭明湖

99.11.27

應日系

2010年文藻盃全國大專校院
日語演講比賽

王偉璇同學榮獲第三名

山藤夏郎

99.11.27

應日系

日本航空盃南部地區日語演
講比賽

陳國誌同學榮獲第二名

伊藤龍平

99.11.27

應日系

日本航空盃南部地區日語演
講比賽

吳全祐榮獲特別賞

山藤夏郎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舉辦之「2010青年國際志工特殊訓練」，第一場於11月21日在本校揭開序幕。本訓
練課程以文化、健康、教育、科技、社區、環境等六大國際志工服務面向進行切入，目的在提升青年對參與國
際志工的認識，並鼓勵廣大青年學子一同加入國際志工服務行列。
首場以科技面向切入，邀請到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郭嘉真研究員、台灣青年數位服務
協會蔡義昌理事長、國際道德重整協會許壽峰理事等多位講師進行專題演講。

青輔會首場「青年國際志工訓練」於本校登場

2010

全球創新事業智慧獎
競賽

P17

活動訊息
3
4

2010 /

12

5
系際盃啦啦隊錦標賽

6
7

春暉活動：迎向陽光—拒菸、毒
健行路跑活動

8

南台科大推廣
「讀書有品」活動

10

「情繫南台薪火傳─
慶祝南台科技大學41週年校慶
校友藝術展演」

12

系際盃啦啦隊錦標賽

9
校慶慶祝大會

11
13

慶祝41週年校慶全校大隊接力比
賽(複、決賽)

14
15
16

第25屆全國通識教育
教師研習會

17
18
19
20

99-1 學生宿舍休閒健康活動
(耶誕新年活動)

21

大專排球聯賽

22

溫馨聖誕節活動（校園演唱會）

23
24
25
26
27

7-UP技專校院與高職
建立策略聯盟計畫
商業經營企劃研習會

28
29
30

全國技專校院
英文讀者劇場比賽（決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