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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南台

「2012大葉盃全國太陽能模型船競賽」
成績表現亮眼

機械系參加比賽同學與太陽能模型船合影

日前本校參加在彰化縣大葉大學舉行之「2012大

今年大會比賽規則除了考驗學生在齒輪傳動、船

葉盃全國太陽能模型船競賽」。機械系帶隊老師

身配重、電路控制及團隊分工合作的能力外、更

蕭瑞陽、許哲嘉、林克默及黃文勇等四位教授，

要求同一種船型只能報名一隊，讓學生在船身設

所帶領的太陽能模型船團隊參加比賽，包辦電池

計與製作上更具創意性，也對太陽光電之應用和

驅動競速組前三名及佳作1項，表現亮眼。

技職實務操作教育推廣更有概念。

由於今年因逢下雨，參賽隊伍須自行決定參加太

太陽能模組不僅可應用於模型車、船的競速賽，

陽能驅動組或電池驅動組。經考慮模型船電路會

更是日後應用於工業、家庭的重大技術。因此參

耗損不少電量不利於陰雨天出賽，所以選擇參加

賽儘管以模型船競速為競賽模式，實際上仍以期

電池驅動組。此外競賽是直接在大葉池中進行，

望學生研發出太陽能應用新技術的研發。

讓比賽過程增添不少意外插曲與緊張氣氛。今年
由機械工程系學生王志勝、陳俊安和徐至凱所組
成的「南台驚嘆號」隊，以自行設計電路來控制
模型船前進與後退，成功避開陷阱克服困難，並
以最快速度到達終點，擊敗其他參賽隊伍，勇
奪電池驅動組冠軍。本校的另兩支隊伍「Sunny
Knight」隊和「南風碰」隊則以些微差距分獲第二
名和第三名。
校長戴謙表示，該校派出6隊伍參賽，獲得電池驅
動競速組前三名及佳作等獎項，再度寫下佳績。

機械系同學參加2012大葉盃全國太陽能模型船競賽比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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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勇奪2012放視大賞「最佳學校獎」
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指導，高雄軟體園區產學

南部數位內容產業聚落的精心擘劃。讓全國廠商知

策進會主辦的「2012放視大賞」學生數位內容競

道我們南台灣擁有豐沛的數位設計人才與優秀的創

賽，評審團由21家遊戲、動畫、多媒體等數位內容

作能力，也讓廠商可以考慮到南部來設立據點，這

廠商代表所組成，歷經4天展示作品及評選，昨天

麼一來我們南部的子弟就不用畢業後要非常辛苦地

公布成績，本校榮獲「最佳學校獎」，成為今年的

遠赴北部去就業，也縮小台灣的南北產業落差。我

最大贏家。

非常感激沈處長、楊校長能有這樣有慈悲胸懷與大

2012放視大賞參賽作品共計858件，參與創作
學生超過1000位。本校在此次競賽中表現卓越，

智慧，本校也會在他們領導與指導下持續地支持與
參與這個競賽。

由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的學生奪得18個獎項，

校長戴謙也指出，本校能在這麼激烈競爭下獲

囊括遊戲類金賞、銀賞、兩個佳作以及14個廠商獎

得「最佳學校」的殊榮，相當幸運也相當不容易，

項，不僅榮獲遊戲類絕大部分獎項，也使本校成為

感謝放視大賞競賽的各位業界評審包含鈊象電子、

本次競賽中獲獎積分最高的學校，獲頒「最佳學校

遊戲橘子、摩鉅、雷爵、大宇、樂陞、思維工坊等

獎」。本校多樂系已經成為最受矚目的遊戲人才搖

遊戲公司，以及西基、太極、青禾等動畫公司先進

籃！

對本校的肯定。我們也一定會再接再厲，明年端出
校長戴謙表示，這是一個能真正有效地幫助到

南部數位設計產業以及相關科系同學們的競賽，這
也是經濟部加工區管理處沈榮津處長為了建立我們

戴謙校長(左二)與大宇科技李永進總經理(左一)、多樂系同學們合影

更豐盛的數位內容大菜，期待明年再與各校切磋。

輝煌南台

2012年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
榮獲1金2 銀

電機系陳慧茹同學參加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榮獲1金2銀

2012年韓國國際婦女發明展於日前在韓國首

果。

爾舉辦，由世界婦女發明家及企業家協會承辦，

榮獲金牌獎的作品『單指針串接式時鐘』係

並獲得世界智財局(WIPO)及由國際發明家聯盟總

以多個時鐘單元構成一個時鐘，指針由馬達直接

會(IFIA)的支援。 此發明展為全世界唯一限制女

驅動，接受外面紅外線控制信號而旋轉。時間

性參賽者，以彰顯女性特有細膩心思與特質的發

可經由外界的電腦、智慧型手機或個人隨身助理

明品為主，本年度有來自世界24 國與會，共有

(PDA)以有線或無線方式來設定，操作簡便。

300 餘件創作品參加競賽與展示，主辦大會對各

榮獲銀牌獎作品『具有時鐘顯示功能的體重

參賽作品審查極為謹慎，僅頒發金牌28件、銀牌

計』係一種賦予體重計計時功能之裝置，以光點

31 件、銅牌23件獎牌，使得各國的優秀作品競爭

之位置或數量來顯示體重量測值或即時時間，並

十分激烈。

可依據裝置擺放位置自動切換功能，將不常使用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積極推廣創造力教育，

的體重計收納為常用的時鐘，節省收納空間。

並落實在學生的專業學習上。電機系今年選派陳

榮獲銀牌獎作品『文件展示架』為一種具有

慧茹學生攜帶三件作品參與競賽，學生以流利英

伸縮旋轉的支撐架，可用於展示多種尺寸的文

文及專業素養充分解說作品之優點與實用性，榮

件。本創作由可伸縮及旋轉之連桿構成，展開後

獲1 面金牌獎、2 面銀牌獎、俄羅斯國家和伊朗國

可支撐各種大小的文件，尤其適用在展覽會場等

家的特別獎各一面，充分展現本校師生之研發成

需要臨時陳列海報或說明文件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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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周舉辦日本茶道體驗活動

同學們隨著老師的指導學習飲茶禮儀

國際事務處舉辦國際周演講系列活動-日本茶
道體驗，5月21日特別邀請從日本新瀉來訪的茶道

層的日本歷史與傳統文化並習得禮儀之道與培養
美學賞析能力。

宗偏流三條支部副部長 石川宗知(Ishikawa Souchi

石川宗知(Ishikawa Souchi )大師在茶會中，

)與和田宗京(Wada Soukyou)等一行九人，前來本

一一介紹室內的陳設、從當日壁龕上掛軸所代表

校進行日本茶道教學訪問，受到戴謙校長、國際

的意義，並解說所搭配的花器、香氣與所配合四

處王永鵬處長、鄭玫玲組長及應用日語系鄧美華

季的茶點及茶碗等。不僅可共賞有條不紊的優美

主任等師生的熱烈接待。

沏茶姿勢，學習飲茶禮儀，並欣賞茶具之美，對

此次邀請的緣由為本校在準備建置日本文化
教室時，透過本校日籍教師村越真紀教師向所屬

本校師生而言是一場難得共同體驗日本茶道文化
美的綜合饗宴。

日本茶道「宗偏流」之「須藤宗鑑」宗師請教，
欣獲其指導，依據日本原尺寸及擺設，將該宗師
在日本和室複製重現於本校。「無塵庵 須藤宗
鑑」宗師一直心中掛念本校茶室完成情況，因其
年事已高無法前來，故派其弟子一麦庵宗知（石
川三知子）等一行九人來校參觀訪問，並示範道
地的日本茶道全套步驟。
校長戴謙表示，應用日語系學生除了日本語
文的學習之外，也希望藉由日本文化教室的建
置，體驗日本茶道，深入的了解日語背後更深一

日本茶會中配合四季所使用的茶碗

國際南台

第七屆「國際藝術文化節」熱鬧登場
本校於5月23日在排球場舉辦2012「國際藝術

橋梁，成為一生的合作夥伴。

文化節」活動，有來自法國、奧地利、日本、印

活動分成3個主題，分別是:美食饗宴、靜態展

尼、菲律賓、巴拉圭、瓜地馬拉、越南、泰國、史

覽及歌舞表演。歌舞表演首先由本校的熱舞社開

瓦濟蘭、中國、馬來西亞以及台灣等23個國家近

場，陸續由泰國、越南、印尼學生穿著傳統服飾一

200位國際學生參與，場面熱鬧。

展傳統舞蹈之美，掀起現場的高潮。其中也穿插著

校長戴謙致詞時表示，本校在促進校園國際化

本校國樂社的表演和布袋戲的演出，布袋戲如魔術

上不遺餘力，每年舉辦「國際藝術文化節」活動，

般變臉的戲碼令人驚艷。巴拉圭表演頭頂酒瓶的高

今年已經邁向第七年，今年總計邀請了超過200位

難度傳統舞蹈博得滿堂喝采，馬來西亞表演融合不

在本校就讀的外籍學生參與此次的國際藝術文化

同種族的多元化舞蹈與馬來西亞鼓的表演，法國同

節。本校積極推動國際化，除鼓勵師生出國擴展國

學共同合唱法國著名歌曲-香榭麗舍，讓大家沉醉

際視野外，亦積極招募優秀國際學生來校就讀，主

在法國午後浪漫的氛圍中。全校師生熱情參與，展

要的目的為促進並擴大國際生與本國學生的交流，

現多元文化交流，充滿青春活力。

希望藉此促進對異國文化的理解，搭起彼此友誼的

戴謙校長品嚐國際學生製作的異國料理

巴拉圭的交換學生為戴謙校長介紹國家特色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戴謙校長(前左五)與校內長官及外籍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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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英系舉辦「2012年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年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盛況

應英系於日前假國際會議廳隆重召開「2012

Hull博士發表。其演講的主題是「年輕讀者在網路遊

年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本研討會由教育部

戲數位世界中的英語學習」。在這三場演講中，三

提供補助並指導，應用英語系邀請到來自美國印

位教授闡述在當前全球化與數位化的影響下，語文

地安那大學伯明頓分校課程與教學系教授暨系主任

的使用、教學與學習已經發生了重大質變，語文教

Jesse Goodman博士，來自柏克萊大學教育研究所教

育的策略、發展與內涵也必須因應新趨勢而有所調

授Glynda Hull及來自澳洲雪梨大學教育暨社工系教授

整。

Anthony Welch博士，還有各大專院校學者以及英語

此外，這次學術研討會也安排十四位來自國

文相關科系師生約二百人齊聚一堂，進行為期一天

內各大學院校研究人員在六個場次中，分別針對研

的演講活動與論文研究發表。

討會的主題，發表專業研究心得。會議後預定將發

開幕典禮中，校長戴謙代表致詞表示，首先歡
迎感謝與會人士對此次研討會的參與及支持，希望

表的論文集結製作成論文集，提供國內相關單位分
享。

各位學者專家能夠針對今日專業外語教育的問題，
踴躍提出針砭，並能於會中討論分享各位學者專家
寶貴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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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中並邀請三位著名的國外學者針對在全
球化影響下英語教育的發展與現況發表演說。 第一
場演講者是Jesse Goodman博士，其演講主題是「全
球化世界中的語言與權力：英語為外語之教學的啟
示」。 第二場演講者是Anthony Welch博士，其演講
主題是「全球化浪潮中以澳洲為例的文化、語言、
與身份認同」。下午另有一場大會專題演講由Glynda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伯明頓分校課程與教學系教授暨系主任Jesse Goodman博士
演講情形

國際南台
院系傳真

「二空眷村文化節」登場 邀民眾體驗眷村
生活樂
文化保存觀念近年受到各界重視，為了讓更

眷村說書人、有獎徵答等等。其中本校學生將穿

多人了解眷村文化，資訊傳播系於2012年5月26日

著旗袍與軍裝表演國標舞探戈，預計將成為全場

舉辦「二空眷村文化節」活動，配合學校服務學

的亮點。現場還有許多活動攤位提供眷村生活體

習課程，結合關懷與服務社會理念，來陪伴眷村

驗以及闖關遊戲，網路上也同步舉辦二空徵文與
南台科大「創新研發成果展示廳」揭牌

當地居民，並藉由象徵眷村文化的「紅磚牆疊疊

攝影比賽，活動當天進行現場頒獎儀式。
資傳系指導老師黃瓊儀表示，這次的「二空

樂」活動，讓民眾體驗早年的眷村樣貌。
眷村是時代的產物，也承載了多人的集體記

眷村文化節」活動，是配合學校推動服務學習教

憶與文化意涵。資訊傳播系師生團隊意識到眷村

學，將關懷與服務社會的理念結合，讓大家對文

改建後，二空文化消逝之隱憂。2012年起著手進

化保存更加重視。當天還會播放學生自製的紀錄

行田野調查，深入眷村環境、社區文化構成、以

片與劇情片，內容包括二空的歷史簡述、人文風

及族群特色之探討，並結合專長所學，進行口述

情、特殊文物、建築特色，以及以二空為主場景

歷史與紀錄片之拍攝工作。

拍攝的溫馨親情片「我弟偷走了我的老母親」，

展示廳作品-結合遮簾式太陽能板之汽車降溫裝置

首屆「二空眷村文化節」由台南市文化局、

該片入圍「金傳獎－最佳劇情長片」，學生透過

以及和愛社區發展協會、本校共同舉辦，有由眷

他們的專長，用影像來保存屬於二空的獨特樣

村主題印象「紅磚牆」而設計的疊疊樂比賽、

戴謙校長(前排中)、校內主管及與會貴賓參加揭牌儀式」
貌與人文情感，充分顯現年輕人對文化保存的熱

KUSO戲劇表演、眷村美食體驗、懷舊老歌演唱、

情。

二空眷村文化節工作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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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傳系動畫三甲師生彩繪校園垃圾桶

每個垃圾桶都穿上漂亮的衣服了！

數位設計學院視傳系動畫三甲57位學生日前在

4位負責同學的奔走協助之下，利用課程空檔時間

黃昭智老師指導之下，聯手將校園50個垃圾桶變漂

與學生熱烈討論，共同勾勒出可愛系列、地球暖化

亮了，校園頓時之間也更繽紛了!

系列、海底世界、公主系列、假透視、熱氣球、地

本次活動在通識教育中心與學務處勞作教育組
共同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校園美化角』主題進

圖反轉及機械系列等8大風格主題，每一份設計圖
再經過大家討論、修改，在5月初定稿。

行初步規劃，結合資源回收校園新風貌策略，在數

彩繪當日，各團隊一早從不同樓層將垃圾桶集

位設計學院師生專業設計能力與精緻彩繪技巧中展

中到椰林，展開彩繪工程，數位設計學院張育銘院

現該計畫之多元性與活潑性，同時達到校園美化及

長、通識教育中心李坤崇主任、學務處周禮順副學

資源回收功能之強化。

務長、『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召集人黃源典老師及

視傳系動畫三甲實務專題製作課程教師黃昭智

勞作教育組沈湘錤組長均到場給同學打氣勉勵，頂

表示，從3月中旬向學生宣佈將進行校園垃圾桶彩

著5月熱情的陽光，賣力彩繪的團隊吸引路過的師

繪開始，到全部完工之過程中，學生從毫無概念到

生駐足觀賞，對於犧牲奉獻的師生投給無限肯定的

自組團隊，從主題風格確定，到呈現技巧拿捏，全

目光。

班57位同學在吳恩寧、王翰偉、陳雅琪及邱曉帆等

同學們認真彩繪垃圾筒情形

垃圾筒一個個變漂亮了！

院系傳真

幼保系學生志工帶領小朋友科學闖關
本校一向對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不遺餘

幼保系志工結合專業知識、活動設計及遊

力，此次藉由「國科會科普活動—幼童科學志

戲引導…等技巧，曾至多所幼兒園帶領科學遊

工關懷服務計畫」，並在幼保系高家斌教授的

戲，服務弱勢族群的兒童，深受園所老師及兒

帶領之下，幼保系志工於4月25日星期三上午

童的喜愛，本次幼保系志工又再次地將快樂的

9：30～11：30至台南市永康區的白天鵝幼稚

歡樂氣氛帶給白天鵝幼稚園的每位師生，現場

園進行志工服務，讓幼稚園小朋友感受到志工

小朋友在志工及老師的陪伴下，開心進行科學

們的愛與關懷，並啟發小朋友對科學知識的好

闖關遊戲，每個人都玩的不亦樂乎。

奇與學習興趣。
本次活動設計了豐富多元的內容，包含：
音樂律動、戲劇表演及科學遊戲，小朋友能開
心地隨著音樂律動唱唱跳跳，並欣賞品格戲劇
的演出及進行科學闖關遊戲，闖關結束後還
有精美的禮物呢！小朋友們透過歡樂的遊戲活
動，體會到科學的好玩，增進對科學的認識與
理解，提升科學素養，同時，也在活動中享受
學習科學的樂趣。

幼童科學遊戲與創意教學工作坊上課情形

參加工作坊的同學們專心聆聽台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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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舉辦「生命教育論壇」
企業管理系於5月5日在圖資大樓13F國際會議

院亦將生命教育納入通識教育課程。他對於企管系

廳舉辦「生命教育論壇」，邀請生命教育領域學

能夠舉辦「生命教育論壇」相當肯定，此次活動促

者，與社區實務工作者發表演說；從社會、家庭、

進南區高等教育體系與社區民眾對生命教育的更加

教育三個面向切入，深入探討如何在社會、家庭、

重視與投入。

教育這三個領域中，實踐生命教育，並分享生命教

在民間團體部份也相當致力於研發教學教材，

育於各級學校的推廣、實施與成果。此次論壇，樂

在校園和社區實施生命教育。以此次協辦論壇的得

見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士，對生命教育的關心和投

榮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從1998年起積極配合政府

入，與會成員分別為來自大專院校的學者、國高中

政策，歷年來亦培訓了近3500位生命教育志工，在

學校教師、社區民眾、民間團體，成員的多元性呼

全台各地近200所校園進行生命教育課程。

應了生命教育範疇的多面向。

論壇內容除了論文發表與綜合座談外，主辦單

商管學院賴明材院長表示，台灣省教育廳於

位精心安排獲得校內服務學習評鑑第一名，本校生

1997年底開始推動生命教育，一直到教育部於

命教育服務社，展示他們在台南市立大橋國中、延

2000年宣佈設立「生命教育委員會」迄今，生命

平國中的服務成果。這些大學生服務他人的同時，

教育在台灣已有約15年的耕耘。在教育部戮力推動

充分的體會到以生命感動生命的美好。

下，生命教育已納入高中必選課程，而多所大專校

「生命教育論壇」活動賴明材院長(前排中)及與會貴賓合影留念

活動傳真

2012 奇景盃佈局設計競賽
本校於5月31日在舉行「2012奇景盃佈局設

競賽」，透過比賽來增進學生學習積體電路設計

計競賽」頒獎典禮。本屆比賽，組隊參賽的學校

的興趣，至今本項競賽已經邁入第八屆。本校不

數目持續創下新高，共來自24個國內公私立大

負蔡志忠技術長的期望，每屆比賽均辦得有聲有

專校院147隊菁英參加。奇景光電高階主管賽後

色，當前奇景盃已是國內最重要的積體電路實體

特別分析各組獲獎作品之優缺點，與會師生均感

設計競賽。有別於教育部所主辦的積體電路設計

獲益良多。

競賽，本競賽強調佈局設計的實用性，參賽學生

校長戴謙致詞時指出，本校在配合政府長期

必須同時考量面積大小、佈局位置、可靠度等規

扶植積體電路產業的政策方向下，17 年來大力

格來完成作品，因此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競

推動積體電路設計相關教育與產學合作，培育出

賽，參賽者要得獎實屬不易。
本項競賽的委辦單位-奇景光電是全球顯示

許多優秀的積體電路設計人才。
戴謙校長對奇景光電公司的蔡志忠技術長特

IC與時序控制IC的領先廠商，近年來又開發了

別表達感謝之意，蔡志忠技術長多年來十分關

多項先進的產品，如電容式多點觸控IC、CMOS

心國內的積體電路設計人才培育，為提升我國

影像感測器、電源管理IC、LED驅動IC、LCOS微

積體電路相關技術的水準，自2005 年起就委託

型面板等等，目前在國際上取得超過1200項專

本校舉辦全國性的「奇景盃積體電路佈局設計

利，產品也都打入國際大廠。

奇景光電公司邱明正副總經理(右二)頒發最佳新人獎給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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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輔會主委蒞校為畢業生暢談職涯規劃
深獲同學讚許

青輔會陳以真主委與畢業生們互動情形

親和力極佳且深獲青少年學子喜愛的行政院

青少年畢業學子最在乎的問題不外乎是求學問題

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以真，於5月16日應

與就業問題，青輔會有設立「HOPE生涯資訊網」

本校畢業學生聯誼會熱情邀約，特別假圖資大樓

整合生涯資源及青輔會各項生涯相關活動資訊，

爲畢業學生做一場「青年人才、勇闖未來~從現今

提供青年生涯發展及輔導參考，提升生涯發展知

社會趨勢談新世代新競爭力」的專題講演，期勉

能，建立正確生涯發展觀念，以期達到點亮希

同學們應先探索個人性向、興趣以發現自我，找

望，讓青少年夢想飛翔的遠景。

出方向並以實事求是、樂觀積極的態度，接受未

副校長吳新興表示，該校爲了提升畢業生核

來職場的挑戰。由於其精闢的講演與和學生無距

心就業能力，協助本校應屆畢業學子順利進入就

離的互動，深獲同學們的讚許，佳評如潮掌聲不

業職場、縮短從校園到職場的落差，經常會邀請

絕於耳。

產官學界的學者與專家辦理一系列職場專題講

陳以真主任委員於本次演說內容中主要以從

座，以期讓畢業生能夠清楚認識了解現今大學學

校園到職場如何提升自我競爭力和就業態度與職

子在踏出校園後，思考如何將在校所學知識與技

場倫理兩大主軸爲同學做演說，她說：青輔會的

能，直接而有效的轉化為職場新鮮人邁向成功致

四大業務包括你創業、我來挺。就業力提升UP。

勝的關鍵競爭力。

做志工、論國是。壯遊臺灣、國際交流等。其中

活動傳真

「2012低碳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
由台南市政府與本校共同舉辦的「2012低碳
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活動，於5月26日在

握機會能有更多市民及社會新鮮人踴躍求職，成為
「綠領」一族！

三連堂登場。此次就博會因應主題，強打低碳產

就博會現場並邀請六家綠能廠商進行展示，希

業，除了邀請15家綠能廠商徵才，並網羅科技業、

望能進一步引起求職者投入相關行業的興趣，包括

傳統產業、服務業等總計有133家廠商、5450職缺

了台灣穗高經營的「電動自行車商品」的與益通動

來徵才。值得關注的是，勞工局首次在大型徵才活

能發展的「電動機車」、研發「太陽能LED燈具應

動內結合暑期工讀，開發了近300個工讀及兼職的

用」的彩捷光電、致力於「綠建築」設計的昕麟庭

工作機會，並在會場當天設置「暑期工讀專區」，

園藝、宏遠興業開發的「機能性環保節能衣」、生

盼藉此協助青年學子及早建立職涯規劃概念。

產「高能電池」的能元科技等囊括各領域的綠能產

台南市賴清德市長首先代表市民對此次133家
徵才廠商表示感謝，表示這次眾多職缺當中點出了

業，展示旗下相關的環保節能產品，提昇民眾對於
低碳廠商更多元化的認識。

臺南市尤以低碳綠能為特色的工作機會，且台南市
於今年三月拿下數位雜誌舉辦的第3屆最佳綠色產
業城市獎。為了要讓市民有工作就能安居樂業，第
一不外乎要有一個好的投資環境來創造就業機會；
第二則是就業媒合，讓市民方便獲得訊息順利找到
工作。希望市民把握這次機會。
副校長吳新興也表示，今年很榮幸能承辦
「2012低碳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今年
釋出了5千多個名額提供給民眾，希望民眾能夠把

戴謙校長致詞

「2012低碳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與會貴賓合影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LETTER

P13

P14

活動傳真

本校舉辦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來自國內外將近三百個機器人隊伍，於日前在

機器人競賽，本次已經是第七屆。舉辦競賽的目的

本校舉行『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的決賽。這次

之一是希望透過觀摩與競技，學習及追趕國際科技

有 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校院共 272 隊，分

發展的水平。從六年前本校成立機器人研究中心，

成10個組別16個場地，分別進行有趣的智慧型機

除積極投入發展機器人相關核心技術外，也透過舉

器人競賽。其中，有機器人籃球賽、人形機器人競

辦大型的機器人競賽、以及寒暑假的機器人科學營

速賽、競速自走車競賽、以及機器人接力賽、越野

隊，跟國內外的學校、實驗室、老師及同學切磋各

挑戰、電腦鼠迷宮競賽、還有國內有史以來最盛大

種機器人技術，並落實推廣機器人科學教育。

的機器人格鬥及相撲競賽。相信透過專業、趣味、

由於南部地區的機器人風氣不像中北部那麼熱

互動的機器人競賽，除了可以充分展現國內機器人

絡，民眾及學生對機器人也大都從各個媒體得知，

研發的優異水準外，也可透過輕鬆有趣的競賽，讓

能親眼觀看機器人競賽或表演的機會並不多。由於

參觀的同學及民眾，可以更進一步親近機器人，瞭

這次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競賽，有將近三百隻機器

解機器人。

人同場競技，相信一定是精彩可期。

校長戴謙表示，近年來已經舉辦多次全國性

參賽的同學認真的在調整機器

參賽的同學在比賽對機器做調整

盧燈茂副校長(左七)與校內長官及裁判合影

活動傳真

本校及華榜數碼科技簽訂
「2D動畫學產一貫學程計畫」

戴謙校長(前排右三)與校內主管及華榜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石志彬董事長(前排右四)等一行人合影

本校與華榜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於101年5月8

校長戴謙表示，長期以來本校致力於建立

日，簽訂「2D動畫學產一貫學程計畫」合作備忘

「學產合一」的科技大學的特色，而本學程計畫

錄，為台灣2D動畫產業開創深具意義的人才培育

正具體地展現了產、官、學界三方通力合作，培

新模式！

育高素質產業人才的典範模式。本校得以與華榜

「2D動畫學產一貫學程」的概念是由產業

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締結合作，共同樹立這個具備

中的標竿企業認養科技大學的四年制課程模組，

科技大學特色的人才培育模式，為國家2D動畫產

將人才培訓模式直接移到學程教學中，並由企業

業培養更高素質的生力軍。

提供學校師資實務培訓、業師協同授課、學生實

校長戴謙再度表示，直接移植業界的訓練模

習等完整的學、產一貫配套措施，來訓練出企業

式與實務Know-How，學校體系能與業界接軌的

「即時可用」人才，達成產學無縫接軌、學習即

人才教育模式，是消除學校與產業落差最直接也

實習、畢業即就業之目標；而企業則可藉此獲得

有效的方式。該學程計畫將由視覺傳達設計系自

穩定、高素質的人才來源，以提高企業的競爭

101學年度正式實施執行，預計104學年度後每年

力。

可提供產業界多位2D動畫的高素質專業人才。

校長戴謙(右)與華榜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石志彬董事長(左)簽訂合作備忘錄

戴謙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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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傳真

全校師生感恩母親 蛋糕裝飾表孝心

「南台師生蛋糕裝飾表孝心，感恩母親」活動戴謙校長(右二)參與蛋糕製作

學學務處於日前為品德教育促進方案重點核

活動，讓學校師生親手為母親設計一顆專屬的蛋

示價值-孝親感恩，特別邀請餐旅系學會負責策畫

糕，讓餐旅系學生能一展所學又指導其他系所同學

辦理101年母親節孝親感恩蛋糕裝飾活動「媽媽咪

學習蛋糕製作及如何漂亮的上奶油及裝飾巧克力、

呀」，同學們親手為母親做蛋糕裝飾，表達孝意。

水果才能感動母親，此活動增進系所同學之間的感

校長戴謙一起參與師生活動時表示，同學們對

情也增加餐旅系學生實習的機會。

父母的愛要即時且應珍惜相處的時刻，校長表示自

另外主辦單位也在蛋糕盒外附送一張貼心小

己是最幸福的人，因為長期與母親同住，陪伴在母

卡，讓母親不只蛋糕吃在嘴裡，又有卡片的貼心問

親身邊，今年已93歲高齡，前些時候病危，校長有

候，對母親來說是件欣慰且難以忘懷的經驗。

空即陪伴照料如今康復，更珍惜與母親相處時刻，
在場師生聽了均相當動容，校長做了為子女「孝親
感恩」最佳典範。當場並親手做了一個蛋糕要送給
母親，也勉勵餐旅系學生要能學以致用，也祝天下
所有母親健康快樂。
一年一度特別的節日-母親節，大家都在煩惱
要送什麼特別禮物表達對母親的感恩，卻遲遲想不
到什麼完美的方法呈現給媽咪，南台藉由辦理此次

「南台師生蛋糕裝飾表孝心，感恩母親」活動同學認真裝飾情形

研發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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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5

學務處課外組
足球社

2012南區大專五人制足球FUTSAL錦標賽

亞軍

王武昌老師

101/5/6

體育教育中心

400公尺學生:謝孟宇

第二名

許壽亭

101/5/8

體育教育中心

400公尺跨欄 學生: 吳聖毅

第二名

許壽亭

101/5/8

體育教育中心

4*400公尺接力學生:林勁節、吳聖毅、李中
銘、王升宏

第二名

許壽亭

101/05/09

機械工程系

2012健康照護實務創意設計大賽

健康護理-佳作

林宗賢
國際企業系所︰楊
維珍
創新產品設計系：
林佳駿
國際企業系所︰曾
盛杰

得獎日期

101/05/11

國際企業系
創新產品設計
系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2013第一屆振興台南
地方產業-MITainwan內衣
展』團隊，
獲得 『企劃書組』第三名

101/05/11

國際企業系
創新產品設計
系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2013第一屆台灣服裝設
計師大展』團隊，
獲得『企劃書組』佳作

101/05/11

國際企業系
創新產品設計
系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2013第一屆台灣服裝設
計師大展』團隊，
國際企業系所︰ 曾
獲得 『企劃書組』最具可
盛杰
執行獎

101/05/13

多樂系

2012青春設計節展

數位科技與
遊戲設計類/銀獎

謝承勳 吳思璿、張
華城

101/05/13

多樂系

2012青春設計節展

數位科技與
遊戲設計類/銅獎

黃信夫、 張華城、
謝承勳

101/5/13

餐旅系

第42屆全國技能競賽 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胡高傑同學
西點製作第二名

蔡宏儒、黃旭怡、
施慧雯、梁仲正

101/5/13

餐旅系

第42屆全國技能競賽 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游盛閔同學
麵包製作第二名

蔡宏儒、黃旭怡、
施慧雯、梁仲正

101/5/12~13

電子系

2012 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賽
作品名稱：南台電子A
參賽學生：黃啟原、陳明煌、蕭炫睿

遙控車踢足球競賽
(技專大學組)銀牌

謝文哲

101/5/25

資訊傳播系

2012年全國大專校院產品行銷創意大賽

冠軍

梁丹青

101/5/25

資訊傳播系

2012年全國大專校院產品行銷創意大賽

亞軍

梁丹青

101/05/26

管理與資訊系

2012教育部全國技職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
競賽暨成果展

管理類群 第一名

曾碧卿

101/05/26

電子工程系

2012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電腦鼠走迷宮-第一名

黎靖、謝文哲

101/5/27

資訊傳播系

2012年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優等獎

梁丹青

101/5/29

機械工程系

2012年第7屆戰國策校園創意及創業競賽

校園創意及創業競賽創業
組第二名

陳沛仲、(企管)楊
雪蘭

101/5/29

電機系

2012年第7屆校園戰國策創業競賽

第三名

王明賢

101/5/29

企管系

2012第七屆戰國策校園創業競賽

創業組 第二名
創業組 第三名

楊雪蘭老師

101/6/7

機械工程系

SOUTHERN TAIWAN
2012第六屆全國大專學生暨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第二名
第十屆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實作競賽

魏慶華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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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活動預告
「代間學習 活力老化」工作坊
「ERP軟體應用師」證照筆試測驗

1

美國加州矽谷大學蕭鳳鳴校長來訪

2

健康講座:『減肥與塑身的新觀念』

3

兩岸高等與職業教育座談會

4

魏德聖導演專題演講
高雄市數位內容產業發展前景
大專院校巡迴說明會
西門子認證教室揭牌記者會
在校生校外實習職前說明會-輔導老師
100學年度第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
畢業歡送會
國際商管教育認證AACSB Mentor蒞校參訪

5
6

2012 /

6

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學系
學會聯合會~期末會議
101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試
教學卓越計畫主管聯席會
議籌備會議(第一次)

7

7UP國中生技職教育體驗學習參訪活動

8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
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議
101級畢業典禮

9
10
11
12

101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
人文社會學院畢業生校園回憶
聯誼活動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

100學年度各項運動代表隊成果呈現

13

100學年第二學期賃居訪視
績優導師表揚

14
15

在校生校外實習職前說明會--實習生

2012法律名家專題講座

16

BULATS劍橋博思英語測驗

17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樂齡大學」結業式

18
19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教評會

20
日本工業大學波多野純校長蒞校參訪

21

辦理101年暑期國內外志工服務隊
聯合授旗典禮

PBL工作坊

22

寧波教育學院蒞校參訪

23
24

多益測驗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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