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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六屆戰國策榮獲創意組第一名團隊與頒獎者合影

2011年第六屆校園戰國策創業競賽圓滿

閉幕，日前在中華大學舉辦頒獎典禮。本屆有

來自22所學校，計173組參賽隊伍參賽。經過

激烈的比賽競爭，本校參賽團隊表現突出，分

別獲得創業組金牌獎、創意組第一名及佳作五

名，充分展現校內研發能力及無窮的創意潛

能。

校長戴謙表示，營造全方位的創意環境、

提供學生創意發想的園地，以培養「創新、創

意、創業」的學子，一直以來是本校積極推動

「三創校園」的目標和作法，更藉由校內常態

性的創意競賽和培訓活動，激發本校師生潛在

的創意能量，本次戰國策競賽活動多組團隊獲

獎，顯示本校推動校園創業學習，獲得了立竿

見影的效果。

榮 獲 創 業 組 金 牌 獎 之 作 品 「 R a n d o m 

walk」，由機械系陳沛仲博士帶領的研發團隊

包括高永發、傅琮傑、廖宜清及陳信孚等四位

同學與行銷及財務團隊由企管系楊雪蘭博士指

導的朱美錡、吳婕榕、吳孟樺、吳旻娟、范芳

瑜等五位同學共同合作的『智慧型助動式輪

椅-隨意走』，有別於市售的傳統輪椅，『隨

意走』可依使用者需求變換四種操控模式『手

動』、『電動』、『電助動』、『聲控』，具

有輕量化易收納設計，讓使用者便利無拘束，

外出好自由！

勇奪創意組第一名的「好友種(Friend-

seed)」，由本校多樂系黃信夫老師指導學生莊

文緯、陳逸恩、林育頡、曾婧紋及林堂豪等五

位同學開發一款旅遊陪伴遊戲，同時搭配天氣

偵測、坐標定位和名產收集特色，使遊戲能貼

近生活，隨時與玩家互動，帶來樂活的生活。

本校參加戰國策競賽勇奪創業組及創意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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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創業組金牌獎之作品「Random walk」 2011年第六屆校園戰國策創業競賽-創意組第一名作品圖

本校於日前參加「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跨校英文作文競賽」榮獲甲等獎。此次競賽

為來自雲嘉南區域各大學的學生參與，應英系

二年級學生湯茹菁同學獲得甲等獎，表現傑

出。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應英系於這學期已經

屢次在不同性質的英語文競賽中獲得各項榮譽

佳績，除了該校師生平時互動良好、老師認真

教學之外，也可看出該校在寫作小組分班上課

的投入頗有成效，足堪欣慰。更希望應英系師

生能不斷努力向前，繼續爭取各項英文相關競

賽佳績。

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舉辦此次英

文作文競賽，其目的乃為提升學生英文寫作

能力及學習意願，並培養夥伴學校學生間之互

動，並且透過跨校英文作文競賽活動，以增進

學生思考與英文應用能力。寫作比賽在近幾年

都是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寫作比賽，這次應英系

二年級學生湯茹菁能在自登入網站後1.5小時內，

選定題目並完成寫作，更從各大專校院參賽學

生中脫穎而出，獲得甲等獎的殊榮，表現相當亮

眼。

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英文作文競賽
本校榮獲甲等獎表現傑出！

獲得甲等獎項的湯茹菁同學

應英系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卓越

輝煌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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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全國大專校院Facebook《創意網路e行銷》PK擂台賽
資傳系學生榮獲ERH組冠軍

由於全球化的來臨，使得創新的商業模式有機

會以小搏大，並快速複製，進而擴大商業版圖，並

藉由創新商業模式，來創造新市場、新商機。由微

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所舉辦2011全國大專校院Facebook《創意網路e行

銷》PK擂台賽，分成「ERH商品組」及「自選行業

商品組」，參賽者可依據這二個組別去發揮。由本

校資傳系陳美樺、邱映筑、官芸凡、陳柏成、黃婉

甄等5位同學所組成的完美進化團隊，經過激烈的

競賽，榮獲ERH商品組冠軍，表現相當優異。

本次獲獎之企劃案除了就現有之ERH醫學保養

商品提出市場定位分析，更針對本次比賽主題－網

路行銷，提出一連串的企劃案，不僅有Pretty Wawa

網路遊戲互動，另外還設計隨身包以及美麗寶盒聰

明配等優惠方案，，目的除了可以提升產品訴求以

及形象，更可以緊抓消費者成為忠實顧客。

得獎的五位同學，在資傳系梁丹青老師的指導

下，於去年已先考取網路行銷分析師證照，這次的

競賽不但再度透過梁丹青老師專業知識的經驗傳

授，提升自己產品創新、網路創業、行銷企劃之

實務操作能力外；參賽作品亦可作為學生畢業求

職或升學作品，且可在學校資源支援下，由參賽

師生申請新型專利，增加職場及升學競爭力。

由於是網路創意行銷類比賽，如果沒有別於

其他競爭者的企劃，作品就會變得平淡無味，因

此在接案中必須同時想到，如何將平時所學加入

此次的比賽中，於是為ERH公司構思出了一系列網

路廣告的創意，更拍出了現在很夯的『微廣告電

影』，獲得了在座評審的大大的認同。既然已有

一套不一樣的企劃案，接著也想出了一個不一樣

的提案方式，利用嘉年華走秀為構想，服裝與商

品的色調相近，整套流暢的企劃報告，終於成功

打動了評審，榮獲第一名的殊榮。

目前已有美商公司有意讓完美進化團隊執行

在競賽中所提出的創意行銷企劃案，拍出微廣告

電影的構想。

資傳系完美進化團隊與指導老師梁丹青之合照

輝煌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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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餐旅系摘1金2銀

餐旅系由黃旭怡主任、蔡宏儒、施慧雯、梁

仲正老師所組成的技能競賽培訓小組，指導該校

學生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主辦的「第41屆全

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榮獲全國技能

競賽南區分區麵包製作職類第一、二名與西點製

作職類第二名佳績，成績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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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餐旅管理系成立近5

年來，提供新穎設備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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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運用教育部各項補助，建構完善教學環境與設

施，補助學生證照輔導課程與參加各項競賽。餐

旅系老師們每天利用課餘時間培訓學生，爭取經

費補助學生參加各項競賽與帶領學生參賽。在輔

導學生取得餐旅專業證照與參加各項餐旅專業競

賽上，成績亦相當優異，不僅曾代表台灣參加國

際技能競賽西點職類榮獲優勝，更在各項餐旅競

賽上屢屢獲勝。

餐旅系黃旭怡主任表示，隨著台灣觀光產業

之迅速蓬勃發展，餐旅行業與餐旅技能也相當受

到時下年輕人喜好，從本屆南區報名情況來看，

競爭就相當激烈，麵包製作與西點製作分別有41

位與21位選手參賽，每年報考餐旅系學生也日漸

增多，此科系與技能競賽之發展與目前餐旅趨勢

相當符合。

本校餐旅系ㄧ年級蔣佳珍與蔡宜涓同學參

(由左至右)餐旅系張絲涵同學、行政院勞委會王如玄主任委員、餐旅系黃旭怡主任、蔡宜涓同學及蔣佳珍同學

輝煌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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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此次比賽分別獲得第一名與第二名，相當不容

易。選手於麵包製作淘汰賽中，必須於3個半小時

內，利用現場及自備材料器具，發揮創意完成這

次規定的創作主題「花園」藝術麵包。蔣佳珍同

學以「空中花園」為主題，靈感來自於台灣花藝

博覽會各種庭園景觀與花園景觀，利用不同糖漿

麵糰、甜麵糰及融合創意之中西式混合麵糰創作

出色彩繽紛的空中花園景觀，包含以麵糰作出的

樹、花、彩虹、蝴蝶高難度的立體藝術麵包。蔡

宜涓同學則以秘密花園為主題，以麵糰編織出心

中的秘密花園景觀，包含花仙子、各式立體造型

之色彩繽紛樹木與花草。決賽部分則必須在5個半

小時內，分別製作出20個墨西哥橄欖形餐包及2種

樣式裝飾鬆餅，本校參賽的兩位同學展現臨場實

力與精湛技藝，脫穎而出，深受評審青睞，更榮

獲本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競賽麵包製作職類第一

名與第二名佳績。

餐旅系張絲涵同學則參加本屆全國技能競

賽西點製作組，經過激烈淘汰賽，利用各式技巧

製作兩個以巧克力淋面之創意蛋糕。該同學利用

自選材料中的台灣特產桑椹蜜餞，搭配柑橘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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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蛋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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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同學以「海洋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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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的海洋生態，包含貝殼、珊瑚

礁、水草、小丑魚、與章魚。精湛作品令所有評

審為之驚豔，順利獲得第二名。

麵包製作第二名蔡宜涓同學與其作品

麵包製作第一名蔣佳珍同學與其作品

輝煌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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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理工學院國際長及研究院院長蒞校參訪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學生代表隊參賽榮獲第二名，與主

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國際長Asho k 

Gupta以及研究院院長 K.Gutpa 於日前至本校

參訪，本校由工學院郭聰源院長、電機系王啟

州副主任以及教發中心林祥和主任親自接待。

來訪外賓透過參訪以及交流座談，對於本校以

及台灣高科技產業留下深刻印象，並表示希望

未來能有派遣學生或教職員前來本校進行互換

交流或合作研究的機會。

工學院院長郭聰源表示，此次印度理工大

學來，除了是對於本校在工程教育以及學術成

就上的一大肯定外，亦顯示本校在國際友校經

營上的成就，未來有機會希望能夠與更多世界

一流的大學進行交流及學術互換，在本校營造

世界一流的學術環境。

南科管理局副局長林威呈(左3)與來賓合影

來訪貴賓與本校接待主管們合影 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國際長Ashok Gupta(右)
以及研究院院長K.Gutpa(中)與本校相關人員座談

印度理工學院貴賓參觀工學院設施

印 度 理 工 學 院 ( I n d i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Technology, 簡稱IIT)是印度最頂尖的工程教育

與研究機構，該校亦是培育世界及工程人才的

殿堂。此次該校代表前來參訪，除了表示對於

本校在產學合作以及工程教育的讚許外，也積

極尋求未來兩校合作空間，希望印度理工學院

的優秀學生也能前來進行短期交換及研究。

本次印度理工學院代表除了參訪工學院奈

米中心、光電中心以及精密機械中心外，亦

安排參訪台南科學園區，Ashok Gupta教授及

K. Gupta教授均表示對於本校的工程技術感到

興趣，也認為台南科學園區的整體規劃相當完

整，有許多值得印度學習之處，希望有機會能

夠再回來向台灣取經，做更深度的拜訪。 

國際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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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11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印尼團文化

交流活動，於7月11日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山

口洋市熱鬧登場，山口洋市市長Mr. Hasan以及

教育局長Mr. Ahyadi以及多位政府官員與校長均

蒞臨指導。志工們與山口洋市地區的52位印尼

國、高中學生，進行為期7天的文化交流活動。

山口洋市學生也在開幕式中進行歌曲與舞蹈精

采表演，充分展現出山口洋市的多元種族文化

特色，場面熱鬧溫馨。

印尼團領隊國際企業系林靖中博士在開幕

致詞中表示，從7/11至7/17為期7天的國際青

年大使文化交流印尼團，充分展現台灣文化特

色，讓印尼朋友體會來自台灣的不同文化，負

責籌辦的同學準備了相當豐富的活動內容，其

中包含有關台灣美食、華語教學、經濟發展、

教育現況、特殊節日等相關議題的靜態介紹；

而在動態方面，則是準備許多傳統手工藝的教

學活動，讓印尼學生能在製作傳統藝品過程

中，體會台灣傳統文化之樂趣。

本次活動以台灣學生為主體，與印尼學生

分享台灣經驗。另一個主要目的則是希望參予

的台灣學生也能夠學習各國當地的文化。本校

謝易玎、陳宛郁、沈巧婷、劉大誠、陳孟吟、

侯舜姍等六位優秀同學，則以一曲台灣風味十

足的“保庇”用熱情帶給當地學生，他們除了

將台灣文化之美散播到遠在千里之外的印尼山

口洋市之外，期望可帶回不同的文化感受與台

灣學子分享，更可培養不同的國際觀與人生

觀，真正達成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的計畫目

標。

2011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團前往印尼服務

本校志工與印尼山口洋市學生在開幕式中進行歌舞表演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Hasan市長親臨與會致詞

本校國際志工與印尼山口洋市政府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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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國Bulacan省San Ildefonso市North Central School學生熱情歡迎本校國際志工抵達該校

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國際化政策，同時亦

響應政府APEC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第二階

段計畫提升落後國家之資訊應用能力，縮短數位

落差，並轉換為數位機會，該校於2009年開始利

用校內多餘不用電腦，實施「再生電腦，希望工

程」計畫，並透過國際志工團隊師生，有效落實

此一政策目標。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自2009年起即積極投入

「國際志工」服務之行列，今年已經邁入第三個

年頭，仍將持續與菲國愛護基金會維持良好合作

關係，持續深耕菲國辦理資訊教育服務活動，在

菲國已獲得政府單位重視與人民的肯定。

今年本校國際志工菲律賓志工服務團隊在副

校長吳新興教授政策指導及學務長蕭金土教授督

導下，由資工系鄧瑞哲老師擔任領隊，課外活動

組周進源組長擔任行政支援與學生生活輔導，師

生一行十人於7月17日從高雄出發飛抵菲律賓，

在菲國愛護基金會董事暨僑務顧問黃清榮先生穿

梭協調下，再次抵達菲國Bulacan省San Ildefonso

市，展開為期十四天的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志工團電腦捐贈暨縮短數位落差課程活動開

幕儀式於7月18日上午十時舉行，典禮中邀約我國

駐菲代表處公使徐佩詠先生及菲國眾議員Joselito 

R. Mendoza先生、眾議員Catalina G. Leonen 

Pizarro女士，與協力單位愛護基金會董事黃清榮

先生與我台商總會等多位貴賓共同見證，由資工

系鄧瑞哲老師代表本校將30部電腦捐贈予市長 

Paula Carla Galvez-Tan女士。

眾議員Paula Carla Galvez-Tan在致詞中表示，

相當高興見到該校志工團再次抵San Ildefonso市

並捐贈電腦，此舉帶給本市各級學校師生很大的

幫助，也讓該校與San Ildefonso市成為最親密的

夥伴。

國際志工服務隊赴菲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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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學技術廳杜民副廳長及基礎研究

處游建勝處長，於日前蒞校訪問，由副校長盧

燈茂、工學院郭聰源院長、工學院邱俊賢副院

長、生技產業試量暨產品功能性評估技術研發

中心張春生主任、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陳澄

河老師、國際事務處陳建儐先生及莊秀文小姐

等親自接待並舉行交流座談會。

副校長盧燈茂在致詞中表示，本校化學工

程與材料工程系是學校目前博士師資最多的系

所，教授師資超過本系全部師資的一半，是本

校十分有競爭力的系所。生技產業試量暨產品

功能性評估技術研發中心則具有業界同等級的

設備，可以進行小型的試量產，和業界有十分

緊密的結合，也已經有許多產品問世。

福建省科技廳杜民副廳長在致詞中表示，

該省福州大學於1958年創校，至今已53年的歷

史，是一所有經驗及成就的學校，也是大陸”211

工程”重點建設大學，也是一所著重在化學、化

工的重點大學，目前共獲得210多項國家和省部級

科技成果獎，其中包括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

術發明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等。也希望有機會能

夠再來台灣互相交流，做更深度的拜訪。                                                                                                                                    

在座談會中，由本校工學院郭聰源院長簡介

工學院目前的概況及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會中

杜民副廳長對於本校的設備十分讚賞，也認為要

有好的成果必先要有好的工具及人才方能支撐，

也十分肯定本校在學術中的地位，更竭誠希望可

藉由科技廳的介紹，讓福建省的大專校院有機會

能與本校做更深入的交流。

盧燈茂副校長(左)與福建省科學技術廳杜民副廳長(右)熱烈交換意見

福建省科學技術廳蒞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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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一百 一百感動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公仔設計徵選活動閉幕!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本校主辦的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公仔設計徵選活動－動感

一百 一百感動」於7月15日在藝文中心舉辦頒獎

典禮。此次徵選作品有來自全台，參賽者囊括各

行各業，在初選的激烈競爭中共有200件作品入

圍，而在決選中計有23件作品脫穎而出，共選出

金、銀、銅獎各一名及佳作20名，其中金獎獎金

更高達10萬元整。

校長戴謙表示，「一百年」代表著屬於台灣

的歷史蛻變，屬於「人」與「物」之間所產生

的對話痕跡。這段歷程造就出屬於台灣的故事，

刻劃出深刻的偉大人物與建築。近年來，公仔創

作盛行，將冰冷的作品賦與其創作的生命，往往

帶給觀賞者或蒐藏者有著更深刻的感動與認同，

當然也將獲得廣大的迴響。因此為共同歡慶建國

一百年，以時下年輕人最夯的公仔話題為主軸，

動腦動手來形塑心目中建國一百年的動感與感

動。 

此外，在「學術及技術並重」的基石下，時

下大學生不僅要有想法，更要有實現想法的技

術！本次藉由「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公仔設計徵

選」活動，將公仔的創作結合台灣一百年的意

象，讓全民大聲頌唱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因此

以全國徵件的方式，讓全民均有參與的機會，再

以公開展演的方式，將這份隸屬台灣人民的成長

蛻變過程呈現於世人面前，並期望國家富強康樂

也期待下個建國一百年的來臨。

校長戴謙(前排左6)、台南市顏純左副市長(前排左7)、文建會第三處許耿修處長(前排右7)與得獎者們合影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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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泰主任(左四)與主講者中華醫事科大張文騰博士(右二)和中華醫事科大呂英鎮主任(右三)及與會的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南區辦事處郭春暉處長(左三)
、張春生主任(右四)、陳柏庭助理教授(左一)等合影

生技系舉辦益生菌食品安全性研討會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南部園

區辦事處主辦，本校生技保健產品開發聯合技術

發展中心與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機能性益生菌研

究發展中心聯合協辦的『益生菌食品安全性研討

會』，於日前在本校舉行，此次研討會邀請中華

醫事科技大學張文騰助理教授、美和科技大學陳

景川教授、以及觀文醫學營養中心首席醫師顧問

簡基城博士，向民眾說明乳酸菌的功能，乳酸菌

與乳酸粉等食品添加物的不同之處，以及如何選

擇正確的食品來使得健康更有保障。

中華醫事科大張文騰博士表示，乳酸菌現為

大眾所熟知的益生菌之一。除了能維持正常腸道

菌相，促進排便，有助於腸道健康外，現今也有

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導乳酸菌具有其他輔助消費者

維持身體健康的保健功效，最為大眾熟知的功效

之一即為輔助調整過敏體質。此外，乳酸菌也具

有女性陰道保健、增強免疫力及抑制癌細胞株生

長等輔助代謝作用之保健功效。

美和科技大學陳景川教授針對食品添加劑與

乳酸菌產品則表示，現今市面上有許多含乳酸菌

等益生菌的食品供消費者選擇。然而五月底台灣

爆發多種食品，包含常添加於益生菌食品中的乳

酸粉等食品添加物都被檢驗出含有塑化劑，導致

民眾對於以乳酸菌等益生菌製成之相關食品連帶

也失去信心。

 觀文醫學營養中心首席醫師顧問簡基城博

士也表示，從醫學營養的觀點切入，以醫學營養

的觀點，除了攝取益生菌可以具有保健功效外，

也可以多攝食許多可被益生菌利用，幫助益生菌

生長的食物，例如寡糖、膳食纖維、菊糖等益生

素。利用共生療法，同時攝取益生菌及益生素，

與維持良好腸道環境，來達到身體保健之效果。

本校生技系舉辦益生菌食品安全性研討會之專題演講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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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素娟榮譽理事長(左)致
贈感謝狀予戴謙校長(右)

主辦單位頒發勤學獎給得獎同學

教育部吳財順常務次長
於結業式中致詞

歡樂手語營的志工及學員們於結業式時的
熱情舞蹈表演

教育部為發展身心障礙學生潛能，鼓勵民間

團體參與推展特殊教育，委託中華民國聲暉聯合

會辦理100年度全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聽障學生

夏令營—「精采100～歡樂南台」2011歡樂手語

營，並於7月16日本校師生活動中心音樂廳辦理

成果發表會暨結業式，由教育部吳財順常務次

長親臨主持，戴謙校長、台中啟聰學校張金華校

長、台南啟聰學校周志岳校長、國立水里商工洪

明財校長、財團法人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

協會王明城執行秘書等貴賓均親自出席參加，一

起向各界展示夏令營的學習成果。 

「精采100～歡樂南台」2011歡樂手語營是

全國聽障界的年度盛會，號召了250位來自全國

各地聽障青年學子及大專青年志工，在為期九天

八夜營隊活動中，共同生活、學習，聽障學生囿

於「聽」的能力受限，致使生活體驗不足，校園

學習受挫，100年度全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聽障

學生夏令營-「精采100～歡樂南台」活動，以

促進聽障學生融合成長為活動主軸，透過一系列

的課程規劃，以生活化的手語教學，提昇聽障學

生的溝通表達能力，建立良善人際互動。在「聲

暉」服務團隊的精心設計下，引領學員探索古都

百年風華，體驗地方文化特色、民俗風情。規劃

聽障奧運定向越野競技活動，挑戰自我體能。參

訪高雄捷運公司，體驗現代科技結合公共藝術的

捷運文化。參觀十鼓文化村，首次感受到撼動人

心的鼓樂響宴。

多年來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以聽

障兒家長團體的角色出發，多方 爭取各界資源結

合，延伸夏令營活動期程 ，讓政府有限的資源，

發揮最大的邊 際效益。希望聽障學生能在熱情的

陽光下揮灑青春、汗水！讓九天八夜充滿知性的

系列活動能夠有所收穫和成長，也希望在營隊期

間的點點滴滴，能夠成為同學們快樂的回憶！

聽障孩子們，日子裡雖然缺少了聲音，卻仍

渴望著音樂和律動，隨著音樂的節奏，看見生命

的律動！輕快一致的舞步，展現生命的活力！成

果展示中有手語歌的靜態表演，更有著啦啦隊、

流行舞曲等多項聽障才藝展現。「2011歡樂手

語營」成果發表會，將以陽光、歡樂，為整個營

隊學習繳交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也期待為聽障

學子們提供一個舞台，激勵聽障學子走出悲情陰

霾、展現自我優勢，2011歡樂手語營～讓夢想起

飛！

2011聽障學生歡樂手語營

戴謙校長(前右11)、教育部吳財順常務次長
(前左8)與歡樂手語營所有志工及學員們合影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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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社志工們帶領學員進行帶動唱活動

P13

本校國內教育優先區服務志工首批至屏東崁

頂國小展開服務，由香海社同學們所精心策劃主

辦的「反霸凌你我都可行教育育樂營」相關活

動，深獲崁頂國小賴秀騰校長與學生家長們的支

持與肯定，參與率相當高，而同時在台南市山上

國小服務的國際志工社成員們也不遑多讓，其表

現優異更深獲好評。

屏東崁頂國小賴秀騰校長表示，很高興今年

暑假有本校的師生遠到本校做志工服務的工作，

帶著小朋友共度愉快的暑期時光，也讓小朋友了

解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重要性，更讓同學知道反霸

凌的真諦，賴秀騰校長非常感謝與肯定南台科大

志工師生們熱情的付出。

本校老師陳水品與香海社社長涂祐銘同學共

同表示，這次參加的志工香海社有28位同學，而

參加的崁頂國小小朋友扣除本屆畢業生後全校有

160位學生，而參與本次活動的就有101位學員，

參與率非常高。每一天的節目與活動均經過所有

團隊一致的研究後，再做檢討與改進，過程雖然

極為辛苦但他們知道志工工作本來就是要犧牲奉

獻，當小朋友們能在活動中得到快樂，是他們最

國內教育優先區服務志工到偏遠小學服務

大的滿足，當然從所設計的活動中教育小朋友不

可以欺負其他同學那更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在台南市山上國小服務的國際志工社同

學所籌畫的--童話樂園英語夏令營—全部成員共

有68位參加，以本社所見長的外文能力和山上國

小的小朋友共度愉快的暑假，讓小朋友從活動中

學習英文、敢說英文，快樂的說英文，是這次志

工服務的真正目的。 

香海社的志工們與小朋友快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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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暑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服務團隊，本

校基層文化服務社遠征澎湖偏遠島「鳥嶼」服

務，是國內各服務梯隊中服務地點最偏遠、服務

時間最長者，全員計4個梯隊64人次師生參與。

本校基服社多年來從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服

務，經驗豐富且績效卓著，民國100年獲得全國

社團評鑑特優獎殊榮。本年度該社獲行政院青輔

會及校方相對經費補助，以「安全防災作夥來‧

男女老少笑HIGH HIGH」及「要HIGH不要害反毒

教育育樂營」為服務主題，於7月9日至18日，及

7月5日至 15日，計2總隊(4梯隊)進行，前往澎湖

本島講美國小與吉貝嶼之吉貝國小，以及鳥嶼之

鳥嶼國小與鳥嶼國中進行服務，分別由孫振景及

張智懿同學擔任總召集人，謝宗錡及張佑瑄同學

擔任副召集人，以寓教於樂方式培養小朋友正確

防災與反毒觀念。

基服社本次梯隊最遙遠的服務梯隊為鳥嶼，

服務對象為島上唯一的國中及國小，即鳥嶼國小

及鳥嶼國中，這是基服社首次以國中學生為志工

服務對象之梯隊。該島只有一千多名居民，基層

文化服務社的到來，以寓教於樂的方式進行防毒

之教育，為小朋友帶來歡樂又有意義的暑期育樂

營。本梯隊總召張智懿特別感謝鳥嶼國小蔡耀德

組長及鳥嶼國中魏文吉主任熱心提供資源及各種

協助。

基服社在澎湖離島有豐富的出隊經驗，過去

數年來，曾多次至本島及七美、望安等離島進行

服務活動。總召及社員們基於過去之經驗，分器

材、活動、進修等組，分工進行，流程順暢，顯

示本校資深志工服務團隊，豐富之經驗及制度化

與系統化運作模式之典範。

教育優先區服務志工基層文化服務社
遠赴澎湖偏遠離島服務

澎湖教育優先區服務團隊帶隊老師劉嘉坤(左)贈送紀念品給鳥嶼國小
教務主任涂况淨(右)

基服社學生志工與鳥嶼國小小朋友上課情形

社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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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手工藝社、陶藝社、手語社、布袋戲研習

社、魅力美研社等五個社團志工聯合服務團隊，於

日前至台南市大光國小及公園國小辦理為期六天的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深獲大光國小及公園

國小師生們的肯定與熱烈迴響！

帶隊老師李侑宗表示，很高興有這次機會能帶

領手工藝社、陶藝社、手語社、布研社及美研社等

五個社團共同舉辦這次夏令營活動，也非常感謝大

光國小與公園國小能給本校志工團隊服務的機會，

在本次長達六天的活動中，遇到了馬鞍颱風經過台

灣，雖造成豪大雨，但是豪大雨仍無法澆熄我們的

熱情服務精神，雖然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志工們

成功完成這次長達六天的志工活動。活動總召王資

公園國小同學們認真參與活動 本校帶隊老師李侑宗(右)贈送紀念品給大光國小
陳東陽校長(左)

志工們與大光國小小朋友一起活動筋骨

社團聯合暑假志工服務團隊舉辦「環保小英雄」營隊

服務志工們與大光國小小朋友大合照

閔同學表示，本次活動的主題是「環保」，地球在

溫室效應所產生的危機，大家都應該重視，並且要

教育下一代，因此課程內容除了教導小朋友垃圾分

類及環保觀念的知識外，也以實際物品讓小朋友真

正動手做垃圾分類與環保生活化。透過一系列多

元、豐富的教學，志工們帶給小朋友們充實、快樂

有意義的暑期夏令營活動！ 

除了暑假之外，五個社團在平常時候，也會到

附近的國小進行帶動中小學、到教養院與仁愛之家

進行社區服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手工藝社在100

年全國大專院校社團評鑑獲得優等的殊榮，實屬不

易，值得喝采，也值得其他社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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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炬光青年服務社的服務志工們於日前前往高雄市

茄萣區的興達國小展開為期三天的「興達奇兵」夏令營活

動，此活動獲得興達國小全體師生們的熱烈響應，除了六

年級已經畢業的同學外，興達國小一到五年級的小朋友們

都非常踴躍的報名參加此次夏令營的活動，讓此次夏令營

活動熱鬧非凡。

帶隊老師吳文法老師與夏令營總召蔡俊宏同學表示，

此次參加的炬青社志工共有30位，興達國小參與本次活

動的有110位學員，夏令營中的所有課程及活動經過炬青

社志工團隊的精心規劃後，從中設計結合團隊合作的闖關

遊戲、腦力激盪、彩繪風箏、造型氣球、趣味運動競賽等

不同的主題，雖然執行過程非常辛苦，但由課程及活動中

展露出最自然的歡樂，志工們再辛苦也都是值得的。

高雄市興達國小蘇禹銘校長表示，非常感謝本校的師

生來到興達國小為這次夏令營活動做志工服務的工作，並

且與小朋友共渡歡樂的暑假，此活動不僅能讓小朋友了解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更能夠從活動中學習到「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之精神。

炬光青年服務社除了夏令營活動之外，更在特殊節

日，例如：母親節、聖誕節，也會到老人院及其它單位做

義工服務，這些服務工作讓本校學生除了在課堂上學習知

識之外，能夠學習到待人處事的方法及態度，更讓學生們

在品德教育的教育上，能夠成為知書達禮的大學生。

興達奇兵夏令營 茄萣學童High翻天!

炬青社的隊輔帶領小朋友進行宣誓儀式

炬青社的隊輔帶領小朋友們一起做運動

炬青社的志工同學與興達國小蘇禹銘校長(最後排右6)及小朋友們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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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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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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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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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張烔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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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魏慶華

100/05/27
應用英語

系
2011全國技專校院校際英文談話節目

(Talk Show)比賽
佳作 安迪

100/05/27
應用英語

系
2011全國技專校院校際英文談話節目

(Talk Show)比賽
佳作

布雷第
石耀西

100/05/28
管理與資

訊系
2011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競賽 

商業類
佳作 曾碧卿

100/06/06 餐旅系 第17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
Mozart大專傳統創意組

冠軍
黃旭怡、
施慧雯

100/06/06 餐旅系 第17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
國產酒傳統組
全國第九名

黃旭怡、
施慧雯

100/06/18
資訊傳播

系
第二十屆時報金犢獎 廣播廣告類銅犢獎 蔡尚琴

100/06/18
資訊傳播

系
第二十屆時報金犢獎 廣播廣告類優勝獎 蔡尚琴

100/06/18
資訊傳播

系
第二十屆時報金犢獎 電視廣告類校長獎 葉禾田

100/07/03 餐旅系
ECLIPSE FLAIR SHOWDOWN 2011

2011年日本沖繩調酒比賽
花式調酒

冠軍(廖乙哲)
黃旭怡
施慧雯

100/07/03 餐旅系
ECLIPSE FLAIR SHOWDOWN 2011

2011年日本沖繩調酒比賽
花式調酒

亞軍(羅健文)
黃旭怡
施慧雯

100/07/06
應用英語

系
2011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跨校英文作文競賽活動
甲等獎 張韶華

南台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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