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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南台

2011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
本校榮獲3金2銀2銅2最佳創意獎
來自國內外170個機器人隊伍，5/14參加本
校舉行的『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
賽』決賽。經過一整天的競賽，本校幾乎囊括所
有的大獎。在29所高中職、大專校院共 170 隊
中，本校擊敗許多國立大學、知名國際隊伍、獲
得3冠軍2亞軍2季軍2最佳創意獎。這一次競賽主
題包含機器人籃球賽、人形機器人田徑賽、機器
人創意越野賽、以及人形機器人體能全能賽等專

機械人帶來的開場舞表演

業、趣味、互動的機器人競賽，除可充分展現國

並已獲得國科會審核通過之私校重點特色發展計

內機器人研發的優異水準外，也可透過輕鬆有趣

畫，將研製以腦波控制協助進食的機器人，未

的競賽，讓參觀的同學及民眾，可以更進一步親

來可協助肢體殘障或視障重症人士，進行自主餵

近機器人，瞭解機器人。

食，以減輕社會負擔及提升科技照護品質，讓科

本校近年來投注近千萬經費於機器人設備的

技進步的同時也推動生活品質的進步。近年來本

建置及採購，過去研發智慧型照護機器人、導覽

校在校長戴謙的帶領之下，在生活科技、醫療照

機器人、消防機器人、可上下樓梯之服務機器人

護、關懷科技之推動上，扮演著為社會服務及關

等。今年將建置完成南部最完善的機器人跨領域

懷貢獻的角色，相信在競賽、研發、科技及社會

教學實驗室，除可培育相關機器人人才外，也透

關懷上，本校將會有更出色的表現。

過與其他產學研單位合作，開發先進技術。今年

戴謙校長(右10)與來賓及評審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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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
本校榮獲2金3銀1銅1特別獎
2011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於5月4日到7日在韓

金牌獎及伊朗特別獎，本作品主要利用紅外線連續

國首爾COEX Exhibition Hall舉行，由世界婦女發明

拍攝100張肉眼不易查覺內部結構之物體後，再經

家及企業家協會承辦，並獲得世界智財局(WIPO)及

過簡易之背投射演算法完成物體內部三維結構之重

由國際發明家盟總會(IFIA)的支援。不同於一般發

組，這個低成本及可攜式之創作，未來可應用於物

明展，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以彰顯女性特有細膩心

體之非破壞性檢測及人體手指血管之檢查，具有極

思與特質的發明品為主軸，本年度有來自世界26個

高的商業價值。

國家與會，共有300件創作品參賽，主辦大會對各

『呼吸速率量測系統』榮獲金牌獎，係在侯春

參賽作品審查極為謹慎，僅頒發金、銀、銅共82件

茹老師和陳彥廷老師的指導下由陳宛琳、劉尚儒和

獎牌，使得各國的優秀作品競爭十分激烈。

梁正同學共同開發，本作品可自動化測量呼吸速率

本校電機系今年選派陳琬慈、陳宛琳、花瑜君

以取代護理人員利用視覺觀察病人胸部起伏的方

等三位優秀女生由侯春茹老師帶隊參與競賽。參賽

法，可節省護理人員測量生命徵象的時間和降低醫

學生以流利英文及專業素養充分解說作品之優點

療成本，極具臨床實用價值。

與實用性，榮獲2面金牌獎、3面銀牌獎及1面銅牌

『個人物品辨識方法與裝置』榮獲銀牌獎，係

獎，另外又榮獲伊朗頒發的特別獎，充分展現師生

在魏兆煌老師指導下由陳琬慈與楊家維兩位同學共

之研發成果。

同開發，該作品解決辨識個人臨時取得的物品，使

『可攜式紅外線3D分析儀』係在陳培展老師

用後不容易再尋找之問題，這個創作可應用於飲料

指導下由花瑜君與張家豪兩位同學共同開發，榮獲

盒、飲料瓶罐、空水杯、個人標示之食物盒或藥

榮獲金牌獎及伊朗特別獎的作品 -- 可攜式紅外線3D分析儀

榮獲銀牌獎作品 -- 嬰幼兒無線生理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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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上，此低成本、易使用之裝置具有極高的商業價
值。
『觸覺感知時鐘』榮獲銀牌獎，同樣在魏兆煌
老師指導下完成製作，主要解決盲人在時間辨識上
之困難，也可在光線照明不足之處使用。
『嬰幼兒無線生理監測系統』榮獲銀牌獎，係
在黃基哲老師指導下由花瑜君同學開發與研製，
而此作品與嬰幼兒每天使用的紙尿褲(褲子)相互結
合，希望能即時監測及記錄嬰幼兒生理參數的變化
情形，經由參數的監測可獲知嬰幼兒體溫、呼吸及
心跳的變化情形，進而降低嬰幼兒猝死的發生機

榮獲銀牌獎作品『觸覺感知時鐘』

率，並且形成一個輕巧且具無線傳輸功能的生理監
測裝置。

『居家臥床影像照護系統』榮獲銅牌獎，係由
陳彥廷老師及侯春茹老師指導下，由陳宛琳與蘇昱
銘兩位同學共同開發，此作品以簡單的視訊攝影機
及個人電腦為主架構，以影像處理的技術分析臥床
高齡者可能在家人或看護疏失的情況下造成跌落、
壓瘡、或自行離床的各類危險狀況，具有低成本、
易安裝、操作容易之特性，極具生命關懷價值也具
榮獲銅牌獎作品 -- 居家臥床影像照護系統

榮獲金牌獎作品 -- 呼吸速率量測系統

榮獲銀牌獎作品 -- 個人物品辨識方法與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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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外交部建國百年台南公眾外交活動

戴謙校長(前排左3)、外交部楊進添部長(前排左4)、台南市賴清德市長(前排右3)與貴賓及本校外籍學生們合影

本校受外交部南部辦事處委託於5月25日舉辦外交部
「建國百年台南公眾外交」系列活動，本活動包含「活路
外交政策」專題演講、「外交成果圖片展」及「國際藝術
文化節」、公眾外交學術論壇，活動圓滿成功。
「活路外交政策」專題演講邀請外交部楊進添部長介
紹臺灣推動活路外交政策之具體策略及成果，其中百國免
簽實質嘉惠國民，實為外交重大突破，也讓本校師生與全
體聽眾深切瞭解我國外交政策之發展現況。
「外交成果圖片展」及「國際藝術文化節」活動由戴
謙校長、外交部楊進添部長、台南市賴清德市長共同剪綵
開幕。「外交成果圖片展」之展出內容係將我國近年來重
要外交活動及國際交流之成果；「國際藝術文化節」活動
展現各國美食及文化之美，由本校外籍學生擺設15個攤

戴謙校長於餐會中致詞

位，展現國際美食及各國人文簡介，會場並由提供多國文
化歌舞表演以饗觀眾。
另外，「公眾外交學術論壇」則邀請中山大學社會
科學院林文程院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宋鎮照特
聘教授及陸軍官校政治系朱文章助理教授，以「建國百年
我國外交工作之展望與挑戰」為題，由副校長吳新興主持
進行討論座談，內容從我國外交工作之歷程回顧，探討務
實外交、經濟外交之成果，談到當前我國外交現況。吳新
興副校長最後也勉勵同學，共同努力一起成為外交的小尖
兵。
戴謙校長(左)與外交部楊進添部長(右)參觀並享用異國風情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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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謙校長率團參訪歐洲姐妹校
加強國際友誼
校長戴謙博士率同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博士及

國，我駐各國代表處大使皆親自接待，並親自出席

商管學院副院長周德光博士，於5月4日至5月11

見證簽約儀式。在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之簽約儀

出訪奧地利、法國、捷克、愛沙尼亞等本校四個

式，我駐法代表處呂慶龍大使及文化組組長李蜀鄭

歐洲國家姐妹校，分別與奧地利約翰尼斯克普

皆出席見證，中午並於代表處正式設宴款待兩校高

勒大學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JKU) 及

層代表，並有中央社記者全程採訪並發佈新聞。在

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 (University of Paris XII-Est

整體而言，此次行程不僅提高了該校國際學術合作

Creteil,UPEC) 簽訂商管領域之雙學位合作協定，

之層次與能見度，同時亦為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

並與捷克生命科學大學 (Czech University of Life

實質增進了台灣的國際聯結。

Science Prague, CULS) 及愛沙尼亞塔林科技大學
(Tallin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T) 簽定一般性
雙邊學術合作交流協定。
本次行程係由校長前往親簽各項合作協定，在
相關拜會與參訪過程中，戴謙校長一行亦順道實地
考察各校辦學與發展情況，進而對於歐洲地區推動
學術合作之可行性取得更精確之理解，以做為未來
該校研議國際化政策之重要參考。
由於戴謙校長一行前往參訪締約的四所大學皆
為各該國最具代表性之國立大學，這使得此次行程
亦受到外交部及新聞媒體之重視。在奧、法、捷三
戴謙校長(前排左1)與巴黎第十二大學禧庭傑副校長(前排右1)簽約

戴謙校長(前排左1)與捷克生命科學大學巴林克校長(前排右1)簽約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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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母親節孝親感恩活動熱鬧登場
學務處為推動本年度「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孝

程中讓大家親手裝飾屬於自己的蛋糕，且還能把平

親感恩」，協同餐旅系策劃了MaMa Sunday活動，

時不敢對媽媽訴說的感恩之語在蛋糕上表達出來，

獲得本校師生的熱烈迴響。

透過這樣的活動激發大家的創意，今年的母親節添

100年母親節孝親感恩系列活動於5月4日晚上

加一份不一樣的氣氛。

6時至9時分兩梯次，在餐旅管理系西餐教室(T棟4

活動中本校資傳系師生協助拍攝製作過程，也

樓)舉行。因本校師生們的熱烈響應，將教室擠的

請同學對著鏡頭表達對母親的謝意，有的同學大膽

水洩不通，盧燈茂副校長及蕭金土學務長戴著廚師

說出對母親的愛，有的卻顯得相當害羞，整個活動

帽陪同學一起發揮創意，並用心裝飾母親節蛋糕。

相當熱鬧有趣，同學均感滿意及有意義，希望學校

餐旅系的學生利用自己所學的技能，教導本校

能夠多舉辦此類型活動。

其他系所的學生們為全天下的母親盡一份孝心，過

餐旅系同學指導他系同學一起創作蛋糕

盧燈茂副校長(右1)及蕭金土學務長(左2)親自動手做蛋糕

本校參與「100年台南市春季擴大淨灘」活動
為了響應全球性海岸生態維護，還給大自然海岸乾淨的面貌，本
校應英系、資管系及電機系等54位志工，於5月7日母親節前夕參與
『100年台南市春季黃金海岸擴大淨灘』活動。
活動帶隊老師應英一乙李政達老師及資管一乙吳昭儀老師表示，
為了讓本校服務學習必修課程學生透過不同的服務方式達到多元學
習，曾與台南市政府相關單位多次聯繫，本次活動經由台南市環保局
與校方服務學習中心的協助，擴大於校內徵召志工。
活動在台南市大家長賴清德市長的勉勵聲中展開，來自台南市各
機關團體、學校約一千多人參加此次擴大淨灘活動，在烈日當頭，汗
如雨下的服務中體會「保護地球 人人有責」、「施比愛更有福」的經
驗，看到綿延的海岸不再充斥著垃圾雜物，而是清澈美麗的景象，頓
時忘卻所有的辛苦，內心更充滿感動。
活動結束後，老師當場帶領同學進行反思，多數學生表示，海岸
的垃圾除遊客遺留下來的部份外，漁民養蚵的竹竿棚架纏繞著大量的
海藻植物、浮游生物及垃圾，爆裂的蚵棚發出陣陣的臭味，是污染海
岸最嚴重的源頭，希望政府在兼顧渙民生計的同時，更能重視海岸的
保護與安全，才能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永續的優良生存環境。
這次活動讓所有參與同學對海洋生態有更深層的認識，能在母親
節前夕，以共同守護地球的大愛來感懷母親的恩情，「環保淨灘」顯
得更加有意義!

社區服務隊的同學們賣力的參與淨灘

服務學習社區服務隊參與台南市擴大淨灘活動

院系傳真

2011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研討會

南台科大「創新研發成果展示廳」揭牌

展示廳作品-結合遮簾式太陽能板之汽車降溫裝置
盧燈茂副校長(左5)與與會貴賓合影

由財務金融系主辦的「2011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
研討會」於5月6日在圖資大樓13樓念慈國際會議廳盛
大舉行。會中特別邀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周行一
教授已發表專題演講。周教授認為，針對國際金融海
嘯後景氣雖已稍微恢復，但仍需留意經濟二次衰退及

戴謙校長(前排中)、校內主管及與會貴賓參加揭牌儀式」

國際間貨幣大戰的可能性，發表專題演講，會中更有
國內各大專院校學者與學術菁英蒞臨參加，是南部地
區難得一見的學術盛會。
目前擔任哈佛商業論壇繁體中文版編輯委員會召
集人的周行一教授，有感於目前商管學院導入個案
研討方式來授課，特別針對「How to become a better
case teacher」以及「How to become a better case
writer」兩方面，分享其個人經驗，讓與會者了解如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周行一教授演講

何透過多元討論引導學生以訓練深度的策略思考，並
瞭解如何寫出一個好的個案。
今年由財務金融系負責舉辦「2011財金會計暨商
管決策研討會」，希望從不同層面，以學術研討與綜
合演講的方式，彙集國內外財金商管學者專家之智慧
與專業，共同找出相關因應之道。
此次研討會除了周行一教授的專題演講以外，另
外就公司理財、一般管理、投資理財、金融市場、會
計議題與金融創新等六項主題進行論文發表，期望藉
由研討會之參與，讓與會者可以分享國際商管相關領
域的學術研究成果，並且廣泛交換意見，甚至結識未
來合作研究的夥伴。
盧燈茂副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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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英語系畢業公演「繼母」
首度以中英文版演出 全球首創廣獲好評
應用英語系於5月28日下午2時假N棟文炳館音

場技術及表演技巧，繼上學期在國立台灣文學館及

樂廳舉行應英系第100級畢業公演，演出十九世紀

高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舉辦售票演出成功

法國文學家巴爾札克的經典劇作「繼母」。繼上學

兩場中文版，現在以英文在校園內盛大演出，將本

期兩場校外中文演出後，同劇組回到學校演出英文

科系的專長結合劇場表演藝術，演員們雖然都是由

版，這是全球首度以中英文版演出巴爾札克的「繼

非科班出身的英語系學生擔崗，但他們專業的精神

母」這齣戲，這項創舉不只全球第一次，在國內英

與精彩的演出，博得在場所有校內外貴賓師生的稱

文系畢業公演中也是罕見的展演。

讚與喝采。

此次應英系利用教育部所推動的「教育部技職

同時貴賓們也非常嘉許應英系同學的演出，有

再造計畫」中「遴聘業界專家施行協同教學」這項

多位長官二度甚至三度親臨現場觀賞表演，振奮所

資源，邀請了專業劇場于善敏導演前來指導這齣全

有劇組的士氣，讓此次表演無不全力以赴，也成功

五幕的宮廷劇，同學們花費了九個月的時間學習劇

地詮釋了巴爾札克的戲劇。

應英系畢業公演「繼母」演出實況

應英系畢業公演盛況空前

幼保週系列活動「作伙搭乘時光機，祖孫攜手創回憶」
為了強化學生實務技能、呈現學生學習成果以及聯絡社區幼稚園
所的情感，幼兒保育系於100年5月3~4日在三連堂前草坪及音樂廳等
場地辦理「作伙搭乘時光機，祖孫攜手創回憶」幼保週系列活動。此
次活動包含靜態展示及動態表演兩個部分。靜態部分為「學生專題展
覽」；動態部份則有「才藝競賽晚會」及「遊戲天活動」。
為回應少子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此屆幼保週活動以「作伙搭乘時
光機，祖孫攜手創回憶」為主題，期待透過系列活動讓幼兒們有機會
陪伴爺爺、奶奶們共同搭乘時光機，穿梭在不同時空中，親身體驗不
同世代時期的童玩和遊戲，並且藉由祖孫同樂活動共同創造彼此的回
憶。
此屆幼保週活動首日豋場的是「才藝競賽晚會」活動，由幼保系
學生自行設計戲劇、音樂、舞蹈等表演節目，展現師生課堂教學成
果。
5月4日則展開以「童玩」主題的「幼保遊戲天，童玩樂翻天」
活動，以及善用環保資源回收物設計的遊戲闖關活動，演出「阿諾喜
歡洋娃娃」短劇，邀請社區小朋友、家長與阿公、阿媽共襄盛舉。同
時，也邀請玄奘大學成人教育與人力發展系講座教授黃富順博士及幼
保系教授辦理「樂齡學習，健康老化」工作坊，分享辦理樂齡大學的
心得與成果。

幼保系同學們與鄉里爺爺奶奶們一起同樂

幼保遊戲天活動幼稚園所小朋友們開心參與

院系傳真

第十一屆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
『第十一屆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活動
於5月6日在三連堂盛大舉行。此次競賽活動
主要訴求，是希望能結合青年學子創新思考與
實務製作能力，來進行一場有趣而簡單的趣味
競賽，並據以研究『創思能力』與『課程設
計』間之關聯性，因此多所技職院校師長均感
興趣，認為這是寓教於樂、理論與實務結合的
活動，對未來技職教育的發展方向深具啟發意
義，因而積極鼓勵該校師生組隊參加。
『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系列活動係由
國科會科教處主辦、本校機械系承辦。延續過
去十屆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的熱烈參與，今
年共有全國二十所大專及高職校院的79個隊伍
參賽，是歷年來報名最踴躍的一屆，顯見『寓
教於樂』的學習效果已受到國內學校教育單位

來自全國各地的機械人投籃競賽實況(一)

盧燈茂副校長於開幕式上致詞

的日漸重視，未來值得配合多元入學政策來大
力投入類似活動。
競賽當天，盧燈茂副校長親臨會場向各隊
參賽師生致詞加油，並指出『全國院校工程趣
味競賽活動』已邁進第十一個年頭，今年獲國
科會科教處補助承辦的『第十一屆全國院校
工程趣味競賽』，係以『機器人投射籃球』與
『籃下三分鐘』為主題的競賽遊戲。競賽活動
總獎金超過新台幣12萬元，除了『競賽獎』取
前六名外，亦從參賽隊伍中遴選出『創意獎』
二十餘名，藉以鼓勵具創意的競賽機具設計。
國內若能有相關的趣味競賽，相信必能刺激學
校教學多元化，提昇青年學子『創新設計』之
能力。

來自全國各地的機械人投籃競賽實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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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吳容明講座教授蒞校演講
通識教育中心於5月3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辦第
一場「通識教育大師講座」，邀請亞洲大學財經法
律學系的吳容明講座教授蒞校演講。
校長戴謙表示，吳容明教授之前在銓敘部部長
與考試院副院長任內，對建立國家文官體系貢獻很
大。戴謙校長亦特別感佩兩人在臺灣省政府共事期
間吳教授對自己的照顧，以及吳容明教授關懷青
年、外圓內剛、堅守原則的風範，認為此次機會難
得，很榮幸邀請到吳教授蒞校演講。吳容明教授專
長土地行政，從政資歷完整，經驗豐富，曾任臺北
市政府地政處主任、臺灣省政府地政處處長及政務

戴謙校長(左)致贈感謝狀予亞洲大學吳容明講座教授(右)

副署長、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相信本校師
生一定可以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的啟示。
吳容明教授演講以「求學與職場生涯的經驗分
享」為題，強調年青人在求學階段，務必要厚植自
己的能力，累積自己的條件，勤學苦讀，奮發向
上，拓展知識的領域。吳教授極力稱揚國家考試制
度的健全公平，鼓勵學生勇於參加高考、普考、特
考與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考試，取得各級證照和任用
資格。吳教授以過來人的經驗，諄諄期勉師生「人
一能之，己百之。」只要鍥而不捨，終有出人頭地
的一天。

亞洲大學吳容明講座教授分享求學與職場生涯的經驗

「探究未來 掌握未來」莊淇銘教授蒞校演講
本校第二場新世紀通識大師講座，5月4日上午在E
棟13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聘請前台北教育大學校長莊淇
銘教授以「探究未來 掌握未來」為題開講，帶給聽講
學生一場深具啟發震撼的精神洗禮。
副校長盧燈茂表示，學校建置學生核心就業力指標
系統，訂定十項能力指標，通識課程佔有絕大多數能力
之對應指標，透過通識大師講座之安排，培養學生多元
能力之真實意涵，激發學生主動學習之能力。
莊淇銘教授為知名未來學學者、創新語言學習家、
社會現象觀察家、作家等多重身分，開創超倍速情境聯
想語言學習法和無限創新、創意和創作的積極進取態
度。在這從頭到尾毫無冷場的演講中，以最佳的互動技
巧示範如何把知識化做經過思考、創新和運用的力量，
充分讓學生見識到沒能在現實生活中運用的知識就等於
沒有用處。在一問一答與現學外語方法的帶動下，符合
本校超越大學教育產業化窠臼的初衷，可說是戴謙校長
開辦深耕學生人文涵養以培育新世紀技職人才理想的實
踐。

盧燈茂副校長(右)致贈感謝狀予莊淇銘教授(左)

胡正德董事長、、吳麒佑同學及戴謙校長合影留念
聽講同學們跟著主講人的演講互動

活動傳真

台灣藝術大學黃光男校長演講
通識教育中心於5月5日國際會議廳舉辦本學期的第三場通識大師講座，此次邀請演講的是國立台灣
藝術大學校長─黃光男博士，黃光男校長以「社會發展與台灣美術」為題，帶領本校師生領略台灣當代
藝術的美學風貌與人文精神。
黃光男校長不僅在美術、美學上有深厚的學養，在文學上亦創作不輟，對行政、教育的貢獻更是有
目共睹。演說中，他以豐富的經驗提供本校許多寶貴的意見，生動幽默的語言展現出自信的風采。
黃光男校長從自己的童年故事說起，勉勵同學求知不是用「聽」的，而是用「看」的，只有透過
閱讀與思考的學問才是自己的。緊接著黃光男校長話鋒
一轉、切入正題，談到「社會發展會引起社會現象，社
會現象會影響當代藝術」，並就1895年以前、1895年以
後，乃至於光復之後等時期來說明社會現象與美術發展
的關係。黃光男校長以歷史發展為脈絡，旁徵博引民間
傳說故事、庶民生活點滴讓大家了解當時美術發展的樣
貌，內容十分豐富。
最後黃光男校長以PPT的方式介紹實際的畫作，藉著
深入淺出的解說，讓大家不僅認識了影響台灣藝壇的重
要畫家，更讓我們學習到從畫中的人物形象、髮型、服
飾、生活環境與器物可看出當時的社會背景，過去生活
的種種也因畫作的流傳而有了不朽的見證。

盧燈茂副校長(右)致贈感謝狀予台灣藝術大學黃光男校長(左)

雕塑藝術家鄭春雄先生蒞校演講
雕塑大師鄭春雄教授於國際會議廳舉行通識大師

在鄭春雄教授的帶領下，與會人士可以

講座中，以漫談雕塑為題，暢談他與雕塑的半生緣。

更加了解雕塑作品的藝術性，同時下次到台

大師先介紹自己的背景，師承黃泉忠、楊英風、謝國

南市生活美學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或是南

鏞、郭柏川等老師，獲獎與作品參展經驗極為豐富，

一中等校園時，看到鄭大師的作品，就會更

且於2010年榮獲南一中傑出校友成就獎。

有感受囉！

此次演講以自己的作品為軸，佐以雕塑技巧，帶
領同學如何欣賞雕塑作品。鄭春雄先生細談每件作品
背後的創作經驗，介紹人物銅像時，談及銅像人物背
景，他特別介紹了「父親」、「維大利教授」、「李
希文中校」等人物，讓聽講同學可以更清楚知道人
物，而建立與作品的連結。
教授最後談到他得意之作「鳳凰」，其流線設
計，白天時是自然的銅色，但夜間時在不同的顏色的
LED燈光照射下，變成紅、藍、金、紫、綠不同顏色
的鳳凰。鄭春雄以鳳凰來比喻台南府城，作品主體呈
S形，展現鳳凰昂首衝天的姿態，羽翼呈現大、中、
小不同造型，線條流利。
盧燈茂副校長(右)致贈感謝狀予鄭春雄大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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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長榮大學 共同切磋與分享勞作教育經驗
長榮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蘇文彬主任帶領該服
務學習中心輔導員及勞作教育幹部等一行22人於
5月11日蒞臨本校，與本校服務學習中心進行勞
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觀摩交流研習。
服務學習中心主任高文民主秘於活動開幕致
詞時表示，在教育部積極推動「服務學習」的政
策下，本校於97年毅然成立「服務學習中心」
為一級單位，中心同時成立「服務學習指導委員
會」。在全校各單位的攜手努力之下，97學年度
獲得教育部評選為服務學習績優學校。
服務學習中心執行祕書沈湘錤將本校的勞作
教育制度與服務學習推動策略分享給來訪的師
生。來訪師生感受到本校學生的熱情與活力，希

長榮大學勞作教育幹部參觀本校勞作教育設施規劃

望兩校能成為推動勞作教育的親密夥伴學校。
長榮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蘇文彬主任也將近幾
年來在推動勞作教育的經驗與瓶頸分享給本校次
交流，提升長榮大學的勞作教育實施成效。
為了讓長榮大學師生能實地了解本校堅強的
勞作教育制度，主辦單位特別帶領來訪師生觀摩
第9節資源回收分類的勞作教育課程，並瞭解小組
長的帶領與點名方式，提供長榮大學非常實用的
運作參考。
長榮大學蘇文彬主任代表該校對本校願意提
供寶貴的勞作教育實施經驗致上最高的謝意與敬
意，希望未來能繼續與本校相互切磋，共同砥
礪，為提升勞作教育運作績效攜手奮鬥。

蕭金土學務長(左)製贈紀念錦旗予長榮大學蘇文彬主任(右)

應日系舉辦2011住華盃日語演講比賽
由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住友化學集團）主辦，本校承辦的「2011住華盃全國日語演講
比賽」，於5月14日在E棟13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此項比賽今年已經邁入第五屆，計有來自全國各
大專院校的24位同學，於日前通過初選，才能獲得此次參加決賽的機會。戴謙校長、住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村秀樹董事長以及日本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野中薰所長都出席開幕典禮，藉以鼓勵全體
參表示，日本與我國不論是在產業合作或是國民交流都有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地方。今後在 高科技
產業、觀光旅遊、以及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互動只會更多、更深，也會有更多日語人才得以發揮所
學。期待舉辦類似全國性日語演講比賽，達到鼓勵國內優秀日語人才之目的，未來也可以深化我們
跟日本在各個層面的交流。
此外在住華科技的大力支持以及評審委員
的公正評分下，此項比賽已經可以說是國內具
有指標意義的大學生日語演講比賽，被教育部
列為「技職風雲榜」的記分比賽項目之一。
主辦這次比賽的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南科園區知名日商之一，主要產品為平面顯示
器使用之重要元件偏光板及彩色濾光片，擁有
員工將近二千人。下村秀樹董事長也親自擔任
此次日語演講比賽的評審工作，顯現對該活動
之重視，也藉此發掘更多優秀人才，為我國產
業競爭力盡一份心力。
戴謙校長(前排右4)與來賓們合影
胡正德董事長、、吳麒佑同學及戴謙校長合影留念

活動傳真

應英系舉辦2011年應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應英系於5/20在圖資大樓13F國際會議廳隆重舉辦
「2011年應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蒙教育部技職司指
導，邀請到來自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英語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John Levis 博士、音樂教師Greta Muller Levis博士以及加州柏
克萊大學Glynda Hull博士與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Hu Guangwei
博士，還有各大專院校學者以及本校應用英語系師生約二百
人齊聚一堂，進行為期一天的演講活動與論文研究發表。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李新鄉表示，針對今日專業外語教育
的問題，鼓勵出席學者踴躍提出針砭，並於會中討論分享每
位學者寶貴經驗，凝聚諸位專家學者之真知灼見，期望未來
在語言教學、教育、研究、人才培育各方面能更上一層樓。
這次學術研討會也安排八場英語論文研究發表與兩場教
學工作坊，分別針對應用語言學研討會的相關主題，敬邀國
內各大學院校研究人員發表其學術研究心得。應用英語系舉
辦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邀請學界先進，學校師生當日
參與此一難得「理論與實際應用之學術研討會」外，在會議
後亦會將著手匯整發表的論文，製作成論文集出版，提供國
內相關單位分享。
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場，國內多家英語出版社也相
當支持、配合辦理圖書展示活動，提供各類外國語文教學、
研究、學習等最新出版品給與會人員翻閱參考，更讓人感受
到濃厚的人文學術氣息。

愛荷華州立大學的Dr.John Levis專題演講

人文社會學院李新鄉院長(左2)及與會貴賓們合影

2011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研討會

戴謙校長(右7)及與會貴賓們合影

本校與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
會和台灣經濟研究院於05月27日在本校圖資大樓
13樓國際會議廳舉辦2011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政經環境現況與展望-我國之因應策略」研
討會，此次活動更邀請中央研究院胡院士勝正以
『全球經濟發展趨勢』進行專題演講。
此次論壇的主題是：「國際政經環境現況與
展望-我國之因應策略」，儘管這是一個涵蓋範圍
廣泛的議題，但因為後危機時代的不確定因素仍

然很多，邀集企業代表斌視企業王錦和董事
長、愛之味企業陳鏡堯副總經理，針對全球
經濟緩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霾，迎接復甦的
曙光之際，討論在兩岸經濟協議ECFA架構
之下，進行企業實務的精闢觀點與實務之操
作，厚植企業的競爭實力。
台灣經濟研究院洪德生院長指出，金融
危機對貿易導向國家的打擊最大，惟中國大
陸經濟雖然也屬貿易導向，中國在危機期間
致力於提振內需的刺激政策收效，讓危機對
中國大陸的傷害減至最低，但從競爭力的觀
點進行剖析，在國內外的研究報告均指出台
灣的中小企業競爭力表現獲得良好的肯定，
顯示國內貿易活動已走出金融危機的泥淖。
目前世界經濟概略分為「世界市場」與
「世界工廠」兩大陣營之間，以南韓、台
灣、新加坡與香港等「亞洲四小龍」為代表
的貿易導向經濟體，扮演著居中運籌的角
色；國際間的新興市場與運籌中心都開始著
手提升自身的內需成分，強化因應危機的能
力建構。
胡正德董事長、、吳麒佑同學及戴謙校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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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傳真

論文公開知識傳播
校際傑出學術論文授權暨發表會」

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第二排左5)與貴賓及授獎同學們合影

本校與國家圖書館於5月26日在圖書資訊大樓

公開傳播、分享與討論的行列，使更多人能便捷利

13樓舉辦「論文公開知識傳播--校際傑出學術論文

用研究文獻與成果，促進人類整體社會知識的交流

授權暨發表會」，共有南台灣九所大專校院，38

與推展。國家圖書館每年與本校合作，邀集各大專

位碩士生及3位博士生共41位參與發表傑出論文並

校院參與就是希望能藉此將南台灣大專校院之傑出

授權論文全文。參與發表論文的碩博士生都將獲頒

學位論文及授權論文之風氣，推廣到全台灣，以擴

國家圖書館「論文公開發表證明書」，以表彰其學

大本國學術論文在全球學術界之曝光率。

術研究的用心及同意將論文留存國家圖書館永久典

整個活動，由校長戴謙、國家圖書館參考組顧

藏，公開供各界閱覽利用，給予高度的肯定，對其

力仁主任與來自各參與學校之貴賓共同揭開序幕，

學習生涯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

並由國家圖書館王宏德編輯針對國家圖書館進行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顧力仁主任表示，研究生公

「學位論文共建共享」專題報告。之後則依不同學

開發表論文是國際趨勢，也是將論文研究成果推上

院、分四個場次同時進行論文發表活動，約430多

國際學術界的第一步，期望藉由舉辦「論文公開‧

人參與盛會。

知識傳播」發表會，吸引更多學術界人士加入知識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顧力仁主任於開幕時致詞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顧力仁主任(前排右1)致贈證書予
本校授獎代表施金波(左)

活動傳真

Give me 頌歌唱大賽 熱情登場
本校於5月10日晚上六點，在三連堂舉辦一年一度的學生
歌唱大賽，今年的主題為「Give me 頌歌唱大賽」，由光電工
程系主辦，並由全校22系聯合協辦。活動在光電工程系系學
會會長簡維佑與活動幹部的用心策劃與推動之下，今年活動
特別擴大舉行，邀請成功大學、雲林科大、高雄第一科大、
嘉藥科大、遠東科大、正修科大、中華醫事科大、台南應用
科大等13所鄰近大學校院學生共襄盛舉，場面盛大，未演先
轟動。現場更邀請到犀利人妻偶像劇主題曲原唱者-林凡與歌
手潘嘉麗親臨現場演唱，使得現場尖叫聲連連，熱鬧非凡。
活動一開始，由經過精心打扮的主持人資管系系會長李
佾謙(雞皮)，以一曲千年之戀為這個比賽揭開序幕，主辦單位
更邀請了歌手潘嘉麗當開場嘉賓以及評審，也邀請資深的音
樂創作人江得勝老師擔任評審，精準的台風以及甜美的笑容
馬上征服了現場的觀眾。主辦單位設立了三個獎項，分別為
最佳造型獎、最佳搞笑獎以及最佳創意獎，三個獎項的得主

活動邀請歌手潘嘉麗擔任開場嘉賓及評審

也在決賽當天受邀表演，不管是航海王的造型、羅志祥的only
you 或是最近火紅的舞棍阿伯，都讓現場觀眾以及評審捧腹
大笑。
活動最後，現場來了最近相當火紅的犀利人妻偶像劇主
題曲原唱者-林凡，現場馬上陷入一陣騷動，尖叫聲不絕於
耳，在歷經30位參賽者的激戰演出之後，冠軍終於產生，由
本校資傳一甲戴瑀慧同學以英文歌艾爾頓強的your song獲得
第一名及獎金六千元，第二名為本校碩英一甲陳映霏所演唱
的真情人，第三名則由高雄第一科大詹郁舲同學帶來的博杯
所獲得。

歌手林凡演唱

第一名資傳一甲戴瑀慧同學(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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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社團聯合晚會『Funny Club』
本校於5月4日晚上六點，於三連堂內盛大舉辦第一屆社團聯合晚會，晚會名稱為『Funny
Club』。本活動為熱門音樂社主辦，由學生自治會、熱舞社、嘻哈社、吉他社、魔術社、話劇社、
手語社、動漫社、布袋戲研究社及競技啦啦隊，共11社團攜手聯合舉辦，現場社團藉由PK方式，輪
番上陣，場面激烈，熱鬧非凡。
蕭金土學務長為表達對本次活動的重視與支持，親自上台為同學勉勵。蕭金土學務長表示：本
校自創校以來一直重視及鼓勵學生社團活動發展，目前社團類別包括服務性、學術性、康樂性、體
能性、聯誼性及自治性等79個社團，期望同學們在努力課業外，亦能積極參與社團。在社團活動中
相互學習與切磋，學習分擔責任並發揮自己
長才，讓多彩多姿的社團活動成為各位同學
在大學生涯中不可抹滅的經驗。
學校期望讓同學們了解社團與社團之間
的聯合運作，更讓同學們了解如何藉由各個
社團的合作營運來增加社團跟社團間的交
流。本次活動充分發揮學生創意，有別於以
往活動表演方式，活動仿造電視台紅白大
賞的方式，藉由與觀眾互動及各社團採PK
的模式，提高整場活動刺激性，並且經過投
票票選最愛的社團之外又有機會參與摸彩，
所謂「ㄧ兼二顧，摸蛤蜊兼洗褲」好看、好
康、好熱鬧。

晚會中熱音社的熱情演出

熱舞社_單手倒立

活動傳真
南台科大師生榮譽榜
校友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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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5/04

餐旅系

商管學院學生專題競賽
網路餐飲產品 廣告效果之研究

第三名

鄭淑勻

100/05/04

餐旅系

商管學院學生專題競賽
低糖食品廣告訊息框架效果之研究

第三名

蘇家愷

100/05/04

餐旅系

商管學院學生專題競賽
大陸觀光客來台旅遊動機因子與旅遊滿意度之分析

佳作

羅尹希

100/05/04

餐旅系

商管學院學生專題競賽
以深度訪談探討台灣醫學美容觀光之競賽優勢

佳作

羅尹希

100/05/04

機械工程系

2011健康照護實務創意設計大賽

第二名

陳沛仲
林聰益

100/05/04

管理與資訊系

商管學院學生專題競賽
即時通報.火速救援「照護及跌倒警示裝置」加值與創業企劃

第一名

曾碧卿

100/05/04

管理與資訊系

商管學院學生專題競賽
故事行銷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研究以中華郵政包裹為例

佳作

曾碧卿

100/05/06

機械工程系

第11屆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活動

競賽獎第一名

吳忠春
楊政峰
黃東雍

100/05/06

機械工程系

第11屆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活動

創意獎第一名

吳忠春
楊政峰
黃文勇

100/05/06

機械工程系

第11屆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活動

創意獎第三名

林開政

100/05/07

應用日語系

2011全國大專院校日本語辯論錦標賽

王思廷同學獲得B組最佳質疑士

山藤夏郎老師、陳亭
希老師

100/05/09

電機系

2011年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

銀牌*2

魏兆煌

100/05/09

電機系

2011年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

金牌及伊朗特別獎

陳培展

100/05/09

電機系

2011年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

金牌*1、銅牌*1

侯春茹
陳彥廷

100/05/09

電機系

2011年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

銀牌

黃基哲

100/05/10

體育教育中心

99學年度大專運動會成績報告(男子組鏈球)

第三名

許壽亭

100/05/10

體育教育中心

99學年度大專運動會成績報告(男子組400公尺)

第七名

許壽亭

100/05/10

體育教育中心 99學年度大專運動會成績報告(男子組400公尺跨欄)

第六名

許壽亭

100/05/10

體育教育中心

99學年度大專運動會成績報告(男子組4*400公尺)

第六名

許壽亭

100/05/10

體育教育中心

99學年度大專運動會成績報告 (女子組400公尺跨
欄)

第三名

許壽亭

100/05/10

體育教育中心 99學年度大專運動會成績報告(女子組400公尺跨欄)

第四名

許壽亭

100/05/10

體育教育中心

99學年度大專運動會成績報告(女子組鐵餅)

第六名

許壽亭

100/05/10

體育教育中心

99學年度大專運動會成績報告(女子組400公尺)

第八名

許壽亭

100/05/13

機械工程系

2011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創意實務專題競賽

銀牌獎

林宗賢

100/05/13

機械工程系

2011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創意實務專題競賽

佳作

林宗賢

100/05/13

機械工程系

2011年第六屆校園戰國策創業競賽創業組

金牌獎

陳沛仲
楊雪蘭

得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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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活動預告
學生議會-期末會議
進修部師生座談會
服務學習成果發表競賽
2011年奇景盃IC佈局
設計競賽頒獎典禮

2011 /
1
2
3
4
5

教學卓越計畫教師
專業成長研習會

6

本校與台南啟聰學校簽約會議

8

7
9

電子工程系專題實務
口試暨畢業成果展

10

教育部辦理台南地區大專校院暨高中
職校青年『拒菸反毒防霸凌』飆舞競賽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
教師專業研究社群暨學生
學習成效品保研討會
全校師生座談會
本校校園演唱會
2011RFID應用研討會
99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次校課程規劃會議

11
12
13

2011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
暨機器人競賽南部說明會

6

本校100級畢業舞會徹夜狂歡夜未眠,錯過在等100年!

14
15
16
17

海峽兩岸高壓氧研討會

100年暑期國內外志工服務隊授旗典禮

18
19
20

河南省高等教育廳訪問團來訪

21
22
期末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
100學年度在校外實習職前說明會

23
24

CAE Molding Conference
2011巡迴研討會
校務會議

25
26
27
28
29

【專題演講】LED照明產業趨勢

30

手機應用軟體設計研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