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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機械系學生榮獲
100年度全國學生模具實務專題競賽研究所組第一名

「文化產業與日語教育的結合及可能性」 國際研討會
 日、韓知名學者共襄盛舉

「樂齡大學」歡樂開學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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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於

9月29日至10月2日在台北世貿中心一館隆重舉

行，邀請近700位發明人、企業、學術單位，23

個國家，共計使用超過1,000個攤位參展，堪稱

亞洲最大國際發明展。其中發明競賽區計有680

家國內外發明人及廠商參展，參展攤位數與件數

更勝往年，競賽更加激烈。本校在發明競賽區與

技術交易區參展12項研發作品，經過嚴格的評審

後，獲得2金4銀2銅成績相當優異。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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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資訊化、人文化、創新化、產業化、國際化

等為學校發展重點及特色，並積極參與各項國際

發明展與國內各項專題實務或創業競賽，得獎成

績在教育部的技職風雲榜中數一數二。藉由鼓勵

金牌獎「破壞型一次式安全針筒」得獎同學向來賓介紹發明過程

師生參與一年一度的台北國際發明展，讓師生有

一個很好發揮所長、展現研發實力的舞台，促進

老師與學生們可在競賽中獲得難得的比賽經驗與

成就感，老師們可以獲得產學合作與技術轉移的

實質收益，而學生們也可藉由實務的訓練，達到

學校一貫的理想目標－『畢業即就業』。

此次參賽得獎作品分別為金牌作品－「具有

同軸光束之三自由度光學量測探頭」與「破壞型

一次式安全針筒」；銀牌作品－「壓電式觸覺感

測器」、「助行器及結合輪椅之助行器」、「整

合追蹤特定光作為游標功能之投影機」、「內部

噴擊型殼管式熱交換器」；銅牌作品－「智慧型

機車節能裝置」、「內建軌跡紀錄之撞球桌」

等。

2011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本校榮獲二金四銀二銅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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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許毅然老師(中)的作品「即熱式開飲機」榮獲銀牌獎

2011年第63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於10

月27日至30日在德國紐倫堡舉辦，共有30國家參

展，750件參賽作品。其中來自台灣的參展作品，

在國際發明展中獲得26金45銀11銅。其中本校抱

回1金2銀1銅及1特別獎，消息傳回學校，全校師

生均備感光榮。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積極推廣創造力教育，並

落實在學生的專業學習上，充分展現師生之研發成

果。近幾年來本校師生參加國際發明展均榮獲多項

獎牌，同時在國內大專校院亦是名列前矛，顯現本

校創意研發方面擁有相當的水準。未來希望能為國

家培育出更多創新與科技兼具的優秀人才。

「即熱式開飲機」作品是由電機系許毅然老師

研究團隊與廠商馬上開公司合作所研發，榮獲第63

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金牌。此項產品主要的目

的是開發一種能免去長期保溫之耗電、且加熱快、

安全性高的即時開飲機

「節能保溫裝置」作品則獲得銀牌獎，由機械

系李友竹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本產品首創以一般

的咖啡機產生的蒸汽廢熱進行回收以及將此回收之

廢熱兼做作為保溫的熱源的使用，同時以感溫變色

環指示儲能材料的溫度狀態，提醒使用者切換儲能

材料盛裝容器之位置。

「無導光板之發光構造」作品也獲得銀牌獎，

由光電系康智傑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本發明於技

術上是在一大尺寸之空腔內整合了窄光束LED、具

第63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本校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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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對稱凸起結構之反射底板及擴散膜(板)等光學

元件之光學機制，建構一照明或背光模組用之側光

式LED均勻擴散面光源。

「助行器及結合輪椅之助行器」作品為獲得銅

牌獎，是由機械系陳沛仲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本

作品以銀髮族及不良於行的族群為使用對象，以

「一機多用」為設計出發點。此外，本技術也曾獲

得台灣『第十一屆全國創新機構設計比賽 』的金

牌獎。

「吵雜環境中整合多使用者來電訊息與視訊畫

面之處理裝置」作品獲得波蘭特別獎，由電機系許

毅然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並且受到教育部GO-GO

樂活計畫的支持，該計畫為南台、崑山、遠東科技

大學三校共同合作的計畫案。這項產品主要應用於

吵雜的場所。本產品主要在於吵雜環境中，提供一

個智慧型來電號碼顯示系統，在輸出畫面顯示來電

者訊息與受話者訊息，方便重要來電的接聽。本產

品除了適合在吵雜的KTV場所之外，更可以適用在

一般的影音播放場所， 諸如客廳等。

金牌獎-電機系許毅然老師研究團隊與廠商馬上開公司合作所研發的
「即熱式開飲機」

機械系陳沛仲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的-「助行器及結合輪椅之助行器」
獲得銅牌

光電系康智傑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的「無導光板之發光構造」獲得銀牌

機械系李友竹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的「節能保溫裝置」獲得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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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韓國首爾市立大學簽訂姐妹校

戴謙校長(左)與韓國首爾市立大學Kun Lee校長(右)進行簽約儀式

兩校交流座談情形

本校於日前與韓國首爾市立大學(University 

of Seoul)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以及「交

換學生協定」，正式宣告兩校姐妹校合作關係，

首爾市立大學成為本校第110所姐妹校。本次

簽約活動是由首爾大學校長 Kun Lee率領該校負

責國際事務之副校長 Seokwoo Kim、主任秘書

Seoktae Noh以及國際事務處代表Inae Oh蒞校進行

簽約儀式，本校則由校長戴謙、副校長吳新興、

高文民主任秘書、王永鵬處長以及四院院長共同

參與並見證簽約儀式，會中亦針對兩校辦學現況

與未來的合作項目進行交流討論。

校長戴謙表示，此項合約象徵本校與首爾大

學合作的開始，藉由此項協議可提供本校及首爾

大學的學生更多元化的留學選擇，對於兩校的教

授也增加了進行國際合作以及共同研究的機會，

面對全球化的時代，此項合約將對兩校的師生帶

來正面效益。

首爾大學校長 Kun Lee表示，對於本校的各

項建設與辦學成果十分值得讚揚，兩校將來會有

許多可以共同合作之處，未來希望能夠邀請本校

教師前往進行暑期授課或參與國際研討會，除了

邀請本校的教師主動聯繫本校的系所推動兩校學

術交換外，他也鼓勵本校的學生踴躍申請成為首

爾大學交換生。

首爾大學為韓國頂尖的一流學府，講求精緻

化以及優質化的教學，提供數十門全英語授課課

程與多元化教學，有超過三十多個國家的國際學

生在該校就讀，扶植許多國際菁英。今年5月於

APAIE(亞太國際教育者年會)本校代表初次與該校

代表會面後，經雙方審慎評估與討論聯繫後，該

校校長毅然決定率團前來進行合作簽約事宜，可

見其對此合作關係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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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再度接任「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負責學校

陸、僑生師生座談會，同學積極發問

戴謙校長歡迎陸生及僑生就讀本校

本校受教育部委任首辦招收陸生工作，統

計至 9 月底，計有博士生 23 人、碩士生 185 

人、學士班 725 人，共 933 人陸生完成註冊。

校長戴謙表示，明年本校續接重任，經克服首次

承辦問題後，來年招收陸生，質與量均可攀升。

校長戴謙指出，這次招生達成率約 43.6%，

人數雖未達預期，但是從開放陸生來臺就學的目

的，是為吸引優秀陸生來臺及拓展國內大學招生

來源的多元化，而非解決生源不足。

今年，在時程緊迫情況下能將制度建立，打

通陸生來台就讀學位管道，各大學在錄取時，能

對考生素質有適當控管，寧缺勿濫，堅守臺灣高

等教育品牌，且優於港、澳、日、韓第一年招收

陸生的狀況，招生結果是可讓人欣慰。

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總幹事、本校教務長張

鴻德表示，今年招收的陸生，從區域性看，距

離臺灣較近的地區報名人數較多，例如福建、廣

東、浙江等三省在學士班報名就超過七成。

從這次報名結果觀察，陸生選填學校分佈雖

廣，但是仍集中部分學校或某些領域學系，公立

優先私立、普通大學較科技大學吃香、北部學校

多於南部學校、本島學校優於離島學校等現象。

學務長張鴻德說，這是資訊及宣傳不足的問

題，需要再強化陸生及家長對臺灣大學的正確

認識，畢竟陸生來臺是為專業學習，強化其未來

就業競爭力，沒有深入瞭解所申請學校特色，是

很可惜的事情，明年本校續負責招收陸生來臺工

作，這一點可望會有長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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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日本交流協會指導協助下，由本

校、日本交流協會與日本國學院大學共同主辦的

「文化產業與日語教育的結合及可能性」國際學術

研討會，於10月28日在E棟13F國際會議廳舉辦，特

別邀請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委吳密察教授

以「文化創意產業當前的政策與策略」為題發表開

幕專題演講。會中並邀請國內外日語教育、文化、

觀光等領域學者專家及先進約150位前來參與盛

會。

副校長盧燈茂表示，今年舉辦之2011「文化產

業與日語教育的結合及可能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很榮幸邀請到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委吳密

察教授、日本國學院大學小川直三教授、韓國建國

大學朴三憲教授，以及中華民國領隊協會理事林澤

洲先生與會。

本次研討會共有四場專題演講，並採取公開徵

稿方式，經審查評比後邀請到研討會場發表的論文

共有7篇，分成二個研討場次，主要就日語教育、

P6

「文化產業與日語教育的結合及可能性」
 國際研討會 日、韓知名學者共襄盛舉

盧燈茂副校長(前左三)與貴賓合影留念

「文化產業與日語教育的結合及可能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情形

文化教育、觀光產業等各方面主題進行論文發表與

深入研討。各項主題皆為當前文化、觀光產業及日

語教育領域最重要之研究議題，因此吸引眾多學者

及研究生與會參與。

本校對於文化產業創新方面向來非常重視。藉

由研討會，在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的分享和廣

泛地交換意見，將為文化產業與日語教育提供一發

展的方向。未來，本校仍將持續投入資源，繼續擴

大並深化文化產業創新和語言教學的研究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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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民國麻醉安全保障協會、奇美醫學中心

以及本校共同主辦，並由台灣中國醫藥大學國際事

務處、香港麻醉醫學會、北京市、湖北省、山西

省、江蘇省以及山東省麻醉品質控制中心共同協辦

的「第一屆海峽兩岸麻醉安全學術研討會」於10月

29日本校念慈國際會議廳舉行。出席大會的貴賓包

括台南市衛生局林聖哲局長、奇美醫學中心邱仲慶

院長、義大醫院杜元坤院長、本校校長戴謙以及大

陸來訪的貴賓們，場面相當熱鬧。

校長戴謙表示，首先非常歡迎來自海峽兩岸三

地的學者專家們蒞臨本校。本校師生十分榮幸能參

與這個重要的交流會，並有機會向每位學者專家們

學習。麻醉醫學是一項融合現代電子科技與傳統解

剖學、生理學以及藥理學的專門醫學，麻醉醫師每

P7

戴謙校長(前排右六)與與會貴賓合影留念

企管系、生技系與奇美醫院共同舉辦
「第一屆海峽兩岸麻醉安全學術研討會」

天所面對的是，如何維護手術中或加護病房重症病

患的生命安全，每一個環節都是絲毫不容許有差錯

的。所以醫療照顧的標準化及提高醫療管理上的資

訊化就顯得愈來愈重要。兩岸醫學或教育交流的變

遷，在未來將是一個跨學門多元的價值體系。

本次會議內容也朝向兩岸華人所關切的醫療品

質、病人安全及醫學教育等議題深入討論，相信對

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地區的麻醉醫療品質有著深

遠之影響。

大會中並由中華民國麻醉安全保障協會蘇翔理

事長，頒發感謝狀給與會貴賓，表揚他們對推動兩

岸「麻醉安全」學術交流的貢獻，大會亦同時舉辦

了「麻醉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中華民國麻醉安全保障協會蘇翔醫師(右)致贈感謝狀給
戴謙校長(左)

第一屆海峽兩岸麻醉安全學術研討會活動情形 戴謙校長致歡迎詞

活動傳真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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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學生榮獲100年度全國學生
模具實務專題競賽研究所組第一名

教育部「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之100

年度全國學生模具實務專題競賽，於日前在國內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舉辦決賽暨頒獎典禮。此競賽內

容涵蓋模具材料設計製造、模具產業應用與產品設

計與智慧型模具創新製程等重點領域。藉以強化學

生動手實作與應用能力為目標，並經由相互觀摩學

習，共同激盪新思維之研發方向，促進新知及技術

交流。本校大放異彩，榮獲研究所組第一名之優異

成績。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稟持著輔導廠商並與學生

共同參與實作的理念，以求達到產學合作與技術交

流之實務經驗。此次參賽作品即是由曾信智老師執

行經濟部98年度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暨學界

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之研發成果，產學合作

之企業對象為：震保企業公司。

機械系曾信智老師指導，機械系研究生劉丞

哲、甘晏璇、鄧光志、黃銘政組隊參加，以作品

「精密塑膠射出螺桿自動退牙機構」參賽，由於作

品優異特色，榮獲研究所組第一名佳績。本項成果

係結合塑膠射出產品之模具構造而設計製作，能突

破目前使用國外模組套件技術瓶頸，有效解決目前

退牙機構所衍生的問題。其整體效益主要是提高射

出速度、縮短退牙時間與加速產量。其次是避免射

出產品二次加工，整合自動退牙機構於模具製作，

由於使用技術更簡便且易操作，更能發揮射出速

度、縮短製程與提高良率，增加經濟效率。

作品「精密塑膠射出螺桿自動退牙機構」決賽評分情形

機械系研究生團隊獲得研究所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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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大學」歡樂開學囉!

「新學期、新氣象」，本校幼保系承辦的「樂

齡大學」，現已邁入第2年，於日前舉行開學典

禮，典禮中特別邀請副校長吳新興、人文社會學院

代理院長丁文生所長共襄盛舉，與師生們一齊同

樂，並頒發紀念品，為第二年的樂齡大學揭開嶄新

歡樂的序幕。

典禮中本校附設幼稚園的小朋友表演律動，並

以贈送自製花環及搥背按摩的方式為學員們加油打

氣，可愛的童言童語讓所有參加者樂不可支。

吳副校長以剛過世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名言

「愛、失敗、死亡」，勉勵學員們勇於面對老化，

以活到老、學到老之積極態度，讓生活更充實；學

員代表也表示第一年在本校樂齡大學的課程豐富他

們的生活,熱切期望今年能收穫更多，獲得在場人

士熱烈迴響。

教育部為因應高齡人口的劇增，鼓勵大專校院

開設適合老人學習之課程，讓老年人在參與學習的

過程中，豐富其心靈與認知的需求，拓展更廣的視

野，落實高齡者追求健康、獨立，快樂學習的願

景，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質。本校去年配合政府的

政策實施辦理樂齡大學，課程多元，辦學認真，深

受學員及教育部肯定；今年邁入第二年，學員回流

率甚高，有學員更笑著表示「願意留級繼續參加課

程」。

樂齡大學招收年滿55歲、身體健康情況良好、

有基本識字能力的學員，目前名額有限，歡迎有興

趣的民眾報名，報名方式：南台科技大學幼保系，

地址為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聯絡電話：06-

2533131＃6501，傳真:06-2427342。

幼稚園小朋友於樂齡大學開學典禮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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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100年度節約能源績優觀摩研討會

本校於100年10月26日在E棟13樓國際會議廳

舉辦「經濟部100年度節約能源績優獎觀摩研討

會」，來自全國各機關、大專校院、高中職及私

人企業共150人參與盛會；由於該校99年度榮獲經

濟部能源局頒發「節能績優傑出獎」，依規定須

於今年辦理「節約能源績優獎觀摩研討會」。經

濟部能源局及工研院長官亦蒞臨指導，活動相當

圓滿成功。

學術副校長盧燈茂博士代表因公出國的戴謙

校長於開幕典禮除歡迎大家蒞臨共襄盛舉之外，

他也表示：值此全球氣候變遷，環境惡化、能源

逐漸匱乏的年代，全民應有危機意識，養成良好

的節能習慣，並且落實於生活中。

總務長沈韶儀表示：經能源局評定本校98年

比97年全年節能效益達269萬元，99年水、電、

瓦斯支出比98年再減少300萬元，減碳量亦再降低

1,028公噸，成效相當卓越。

「節能減碳」是本校教育重點之一，除了自

身追求卓越發展，更積極投入綠能研發，具體實

踐節能減碳外，本校更願意肩負起傑出受獎單位

的社會責任，與各校分享經驗及心得。

 研討會除了邀請台灣綜合研究院楊正光顧問

專題演講之外，總務長沈韶儀博士也簡介本校節

能事蹟，並由機械系施武陽助理教授介紹「新能

源發展」。中午在十三樓有廠商節能設備展示、

一樓圖書館大廳亦有該校綠能研發成果展，包括

近年來獲得國際競賽大獎的太陽能車、省油車、

太陽能魚塭養殖系統、太陽能寵物屋、太陽能手

電動輪椅等；下午則安排本校節能績優案例現場

觀摩及經驗交流，彼此交流，共同為我們的環境

奉獻心力！

「經濟部100年度節約能源績優觀摩研討會」參與人員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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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舉辦「專利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合作
聯合簽約儀式」

為展現研發量能與產學雄厚實力，本校秉持

應用研究及實務技術並行發展之目標，於10月14

日，圖資大樓大廳舉辦「專利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

合作聯合簽約儀式」。活動當日特別邀請到經濟部

工業局杜紫軍局長與南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奇美

醫院王志中副院長等貴賓蒞臨開幕剪綵與致詞。

校長戴謙表示: 「發明最重要的是創意」，學

校透過各種獎勵措施，以及校內競賽活動，不斷地

把師生的創造力變成具體的成果展現出來。

今年本校為營造親產學的校園環境，推出一系

列活動。展場與往年不同，除傳統展區外，另設模

擬情境區，分為客廳，書房，醫院，將適合作品放

入情境區內。另外，我們也特別在成果展中設置

「揚名國際 金光閃閃」-國際發明展得獎專區。展

示在美國匹茲堡、瑞士日內瓦、韓國、馬來西亞、

台北等國際發明競賽展之金獎成果共13件。

除成果展示活動外，當日亦將舉辦「產學合作

聯合簽約儀式」。這些合作廠商來自生技、電子、

醫療、光電等領域，例如奇美醫院、奇景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品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貫閎開發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知名合作廠商進行簽約儀

式。

本校為促進產學交流與合作，每年定期隆重舉

辦專利與研發成果展，促使本校在深化學術研究能

力的同時，也能夠將已有具體研發成果之技術推廣

至業界，真正落實產學接軌、企業與學界雙贏策略

之目標。歡迎社會各界賢達、廠商蒞校參觀與指

教！

戴謙校長(右四)與與會貴賓合影

戴謙校長(前排右四)與張信雄董事(左二)及
陳俊偉局長(右二)與其他與會貴賓進行剪彩戴謙校長(左四)與與會廠商進行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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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陳志鴻教授蒞校演講

本校為了讓教職員工對心血管疾病能更深入

瞭解，注重自身的身體健康。特別邀請心臟科權

威，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理事長、成大醫學院前院

長陳志鴻教授於日前蒞校，以〝心事知多少〞為

題發表演講。此次慕名而來聽演講人數，共約170

多人，出席相當踴躍。

校長戴謙於主持演講開幕致詞時表示，其本

身也是陳志鴻醫師長期照料的人，對心血管疾病

的認識比一般人有更切身的瞭解，因此透過陳志

鴻醫師多年的臨床經驗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心

血管疾病及預防之道，讓各位同仁平時就能做好

預防工作，維護身體健康，才有量能為本校再創

另一次高峰◦

這幾年來，心血管相關疾病已有逐年增加的

趨勢，陳志鴻教授表示：由99年度國人十大死

因統計數字可知，心血管相關疾病死亡人數幾乎

與第一名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相當。因此，心血管

疾病將成為國人健康的隱形殺手。任何人於平時

應注意身體情況，避免高血壓、高血脂及高膽固

醇等三高的症狀發生。平常應養成良好的飲食習

慣，多吃蔬果類少吃紅肉類及規律的運動，每週

本校校內長官聆聽專題演講

戴謙校長(右)致贈紀念品給陳志鴻醫師(左)

運動至少三天、每天至少30分鐘，是控制三高在

合理範圍及預防心血管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若有

高血壓的狀況時應遵從醫師囑咐，定時服藥將血

壓控制在舒張壓90以下、收縮壓140以下的範圍

內。目前國人高血壓控制率約30%，比先進國家

低很多。

此次演講歷時2個鐘頭，在問與答的熱烈互動

中結束，參與同仁均感受益良多，並且對陳醫師

的精闢演講及耐心解說留下美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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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日前在E棟13樓國際會議廳舉辦100學

年度第一學期的第二場通識大師講座，邀請到經濟

部工業局杜紫軍局長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如何

用頭腦創造台灣未來—新興智慧型產業」，帶領本

校的師生認識新興智慧型產業。

校長戴謙於致詞時表示，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杜

紫軍局長蒞臨本校來進行演講，同時今天學校也舉

辦專利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合作聯合簽約儀式的活

動，特別邀請杜局長一同參與此活動，替本校的師

生勉勵加持。

杜局長介紹智慧綠建築產業。結合台灣ICT產

業的優勢，「以綠建築為基礎，導入智慧型高科技

技術、材料及產品之應用，使建築物更安全健康、

便利舒適、節能減碳又環保」是台灣智慧綠建築產

業的重點，他以新北市遠雄海德公園為例，強調綠

建築在生態(如屋頂綠化)、減廢(雨水貯留系統) 、

節能(如屋頂隔熱) 、健康(綠建材)的重視及智慧建

築在節能管理、安全監控、舒適便利、健康照護的

功效。未來政府並希望透過此產業，落實台灣建立

低碳島的政策目標。

最後他介紹發明專利產業化。由於台灣專利屢

獲國際發明展獎項，創新能力強，產學研究深具發

明專利產業化潛力，加上開放式創新的風潮，帶動

專利技術交易觀念興起。在專利技術產出後，藉由

產業化過程，創造台灣無限的經濟利益。

杜局長強調，台灣雖然缺乏天然資源，但卻具

備最大的資產「智慧」，也就是所謂的優異軟實

力。未來透過四大智慧型產業發展，結合台灣在資

通訊的優勢與資源，掌握世界節能減碳的潮流與機

會，加上未來政府將投入大量資金協助推動，相信

可成為台灣未來產業發展的新藍海 。

經濟部工業局杜紫軍局長蒞校演講

戴謙校長(右)致贈紀念品給經濟部工業局杜紫軍局長(左)

本校學生聆聽專專題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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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心合力 美化地球」本校與
奇美文化基金會共推「從消費看臺灣」校園講座

本校於10月21日與奇美集團、奇美文化基金

會合辦「奇心合力美化地球」『從空中看地球III』

校園講座，結合「通識大師講座」，邀請知名作

家朱學恆擔任主持人，知名氣象主播王淑麗及文史

工作者謝哲青主講「從消費看臺灣」。本校圖書館

亦搭配此活動推出『大家愛地球影片欣賞系列活

動』，讓校園內洋溢著「大家愛地球、一起做環

保」之觀念。

校長戴謙於致詞時表示，非常感佩奇美集團、

奇美文化基金會以放眼全球，鼓勵大家愛環保的心

來推動此活動，充份展現一個成功企業關懷社會之

神聖使命及情操，這個活動富有教育意義，讓莘莘

學子能將「大家一起愛地球」的環保觀念，深植

心中。這次的演講，讓大家省思臺灣的過度消費行

為，讓本校師生可以如何從消費行為中做到環保，

讓環保課題更加生活化，更貼近人們的生活，也更

容易做到。校長戴謙表示，對於校園之節能減碳之

環保教育工作推動，一直不遺餘力，在學術上的研

究有：以往大家所熟悉的「太陽能車」、「節能

車」、「省油車」等著名研究。在校園裏有：校園

之環保、節能、落葉堆肥、學生垃圾回收、舊物珍

寶二手貨、二手書之跳蚤市場活動、開設環保教育

相關之通識課程、舉辦各類綠能環保演講活動等。

在環保教育上有：結合政府與民間團體辦理各種環

保教育活動、鄰里社區的環保清掃活動、認養台南

安平觀夕平台及黃金海岸等地區進行環保維護，結

合「台灣美化協會」於世界地球日辦理愛護地球環

境、環保台灣清潔等活動。在學生服務學習上有：

大一新生班推動「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將

環保議題深植學生觀念，並成立「志工團」以志工

服務，增進學生環保意識。在節約能源績優得獎方

面：最近本校榮獲行政院環保署「100年推動環境

戴謙校長(左四)與校內長官及奇美集團宋光夫董事長(右三)與活動主講人謝哲青先生(左三)、王淑麗小姐(右四)合影留念



活動傳真 P15

「奇心合力 美化地球」本校與
奇美文化基金會共推「從消費看臺灣」校園講座

保護有功學校」全國「優等」學校；99年度經濟部

能源局舉辦「節約能源績優傑出獎」，並將於10月

26日於本校舉辦觀摩會，就是對本校之肯定。奇美

集團宋光夫董事長致詞時表示，今天講座的主題為

『奇心合力  美化地球』，配合奇美文化基金會出

版「從空中看地球III」DVD讓大家更了解目前地球

之現況，人類之處境。此次校園講座活動只有選擇

「成功大學」、「長榮大學」、「南台科技大學」

3所學校舉辦校園講座，本校為此次校園講座活動

的壓軸場。希望未來能與本校有更多的交流與合

作！

此次演講共邀請兩位主講人：第一場由謝哲青

先生探討現今全球消費過度的廣泛現象，並從自身

豐富的國內外旅遊經驗與學生分享環保觀點；第二

場由氣象主播王淑麗小姐講述現今氣候的變遷，如

何影響人類的消費行為，及如何從日常中實行個人

環保消費行動。在主持人朱學恆串場下，帶動全場

氣氛，演講後開放學生現場提問，互動熱烈，廣受

學生歡迎！ 

奇心合力 美化地球活動情形

戴謙校長致歡迎詞



活動傳真P16

由台灣唯一扶輪社社員共同捐款組成的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於10月1日舉行

「推動青年文化教育工作年度論壇」活動，校長戴

謙及國際扶輪社吳建村前總監、陳俊朵前總監、曾

俊達地區秘書長、林裕榮主委、陳立峰主委、謝景

湖助理總監、李威儀先生及李羿宗學生會長都親自

蒞臨現場，共有約120人與會，場面相當熱鬧。

校長戴謙表示，首先感謝扶輪社將活動選在本

校舉行，本校董事會秉持著「無私奉獻」的精神辦

學，期許本校短期間能朝台灣哈佛的目標邁進。本

校利用自有資金在建構校園，目前正在興建中的是

汽車暨綠能研發大樓、運動休閒館，不久尚有數位

設計大樓、體育館等建築規劃興建，期盼樹立起技

職教育之典範。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是為慶祝國際

扶輪創立70週年而設立的，是台灣扶輪社員共同創

立的社會志業。創立35年來，以「基於扶輪服務精

神，鼓勵及培養國內外優秀青年，促進國際間之友

誼及瞭解」為宗旨，結合台灣扶輪的力量，為國育

才迄今，總共獎助國內外3000多名優秀青年。

其中包括頒發國內碩士班級博士班在學研究生

2851名，如今他們分佈各行各業中，奉獻所學。

預計今後每年仍將持續頒發獎學金。

茲為配合國際扶輪加強新世代的服務，該基金

會今年乃有推動「青年文化教育論壇」工作計畫，

以服務新世代，對象為25-35歲大學研究生及社會

青年為主，希望撥散愛心的種子，培養新世代扶輪

的精神。

幼保系「樂齡大學」開學囉！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於本校舉辦
「推動青年文化教育工作年度論壇」活動

國際扶輪社吳建村前總監(右)致贈感謝牌給黃勝雄執行長(左)

戴謙校長(右四)與黃勝雄執行長(右五)及國際扶輪社長官們合影



活動傳真 P17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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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 機械系 2011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銀牌獎 陳沛仲

100/10/02 機械系 2011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銀牌獎 莊承鑫

100/10/02 機械系 2011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銀牌獎 張烔堡

100/10/02 機械系 2011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銅牌獎 吳宗霖

100/10/02 機械系 2011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金牌獎 朱志良

100/10/02 電機系 2011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銀牌 許毅然

100/10/02 電機系 2011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銅牌
吳宗霖
許毅然

100/10/07
資訊傳播

系
2011年4A YAHOO！創意獎

最佳學生網路行銷
創意獎  金獎

洪敏莉

100/10/13
國際企業

系
2011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創新與創業競賽 全國第一名

楊維珍
林佳駿

100/10/21 資工系
100 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

製作競賽
研究所組佳作 顏國郎

100/10/21 電機系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第二名 陳文耀

100/10/21
電機系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第三名 龔應時

100/10/21
電機系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第三名 陳世中

100/10/21
電機系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第三名 陳世中

100/10/21
電機系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佳作 陳世中

100/10/21
電機系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佳作 趙春棠

100/10/21
電機系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佳作 黃基哲

100/10/21 電子工程
系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
製作競賽-網◦入侵偵測系統

大學組 佳作 林瑞源

100/10/30
電機系 2011年第63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吵雜環境中整合多使用者
來電訊息與視訊畫面之處理

裝置」波蘭特別獎
許毅然

100/10/30
電機系 2011年第63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即熱式開飲機」金牌獎 許毅然

100/10/30
機械系 2011年第63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節能保溫裝置」銀牌獎 李友竹

100/10/30
光電系 2011年第63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無導光板之發光構造」
銀牌獎

康智傑

100/10/30 機械系 2011年第63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助行器及結合輪椅之助行

器」銅牌獎
陳沛仲

南台師生榮譽榜



期中導師工作研討會暨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2011獎勵旅遊在台南 】

行程設計創意競賽頒獎活動 

100-1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才藝競賽活動 

100學年度全國籃球大專聯賽

台南區預賽 

台灣休閒與遊憩協會聯合學術研討會

劇場工作與技術製作研習營

澳洲姐妹校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代表來訪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生活美學特展-ＡＵＬＵＸＥ音響展 

心肺復甦研習

2011國際志工經驗分享講座

與青年有約-築夢講座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校課程規劃會議 

2011 / 11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職員工羽球錦標賽 

南台活動預告

2011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 

2011校園創業競賽決賽暨頒獎典禮 

2011年應用日語系教學研討會  

100-1學生宿舍防震防災避難演練活動 

100年度社團評鑑  

100-1賃居生座談會 

100-1校外賃居生防災演練活動 

100-1防制毒品暨記關懷

愛滋教育宣導講座 

2011專業法律英語教與學工作坊 

100-1優良班級機車騎士選拔活動 

10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 

青春劇場 

AACSB國際認證說明會

100-1品德教育專題講演

100-1賃居訪視績優導師表揚活動 

圖書館知識服務與智財

保護經驗分享研討會 

進修部師生座談會

100年度老闆娘學院結訓典禮 

培養好品格、健康動一動大隊接力 

智慧型機器人控制程式研討會

第六屆MCU盛群盃創意大賽 

啦啦隊校內安全講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