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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五屆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
本校榮獲2金2銀2特別獎

由右至左起魏兆煌老師、陳琬慈同學、陳慧茹同學及陳念慈同學。

金牌作品-「觸覺感知時鐘」

2011 年第五屆波蘭華沙國際發明展於日前在波蘭華沙

Gromada Hotel舉行，由波蘭發明家及實業協會(Association 

of Polish Inventors and Rationalizers)主辦，並獲得世界智財

局(WIPO)及由國際發明家聯盟總會(IFIA)的支援。本年度有來自

世界14 國與會，共有487 創作品參賽。電機系今年由魏兆煌老

師帶領學生陳琬慈參與競賽，榮獲2 面金牌獎、2 面銀牌獎、及

榮獲韓國與羅馬尼亞頒發的2 面特別獎，充分展現師生之研發成

果。

榮獲金牌獎作品『個人物品辨識方法與裝置』係在魏兆煌老

師指導下由陳琬慈、陳慧茹兩位同學共同開發，為解決辨識個人臨時取得的物品，使用後不容易再尋找

之問題，這個創作可應用於飲料盒、飲料瓶罐、空水杯、個人標示之食物盒或藥袋上，此低成本、易使

用之裝置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

榮獲金牌獎作品『觸覺感知時鐘』係在魏兆煌老師指導下由陳琬慈、陳念慈兩位同學共同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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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銀牌獎與韓國特別獎作品『手勢辨識密碼鎖』係在魏兆煌老師指導下由陳念慈、陳慧茹兩位同

學共同開發，本創作可應用於門禁管制的電子鎖上，其特徵在於是以使用者的手勢來辨識，如此可克服

電子式門鎖按鍵或感應元件的損壞或遺失問題，同時也保有生物辨識式門鎖的方便性與安全性。

榮獲銀牌與羅馬尼亞特別作品『長距離燈鏈控制系統』係在魏兆煌老師指導下由陳琬慈、陳念慈、

陳慧茹三位同學共同開發，本創作為一種新穎的串接式LED 燈之控制方法與裝置。此裝置中LED 燈之間

隔距離可遠達一公里，如此可用於裝飾大樓或任意大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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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戴謙積極推展『春暉專案』各項活動，

教育學生認識並拒絕『菸、酒、檳榔、毒品及愛

滋』的誘惑及危害，不僅要求學生追求學業及學

術上成績，更在品德追求零缺點；今日榮獲教育

部100年『春暉專案』特優學校，再次肯定學校落

實春暉工作的成效。

 教育部常務次長吳財順在頒獎會上表示，春

暉工作重點從最初的「毒品防制」因應社會型態

的變遷，調整到教育青年學子遠離『菸、酒、檳

榔、毒品及愛滋』等五大主題。政府及學校用心

的透過各種媒介，健康教育等多元化課程設計來

推廣，成效已陸續呈現出來。

本校為建構友善校園及春暉工作，成立春暉

社、巡菸志工及各種服務性社團，結合服務學

習、志工服務工作，以落實品德教育及春暉教育

活動。學校在此理念下結合地區衛生局、所及奇

美醫學中心等社會資源，辦理健康講座、戒菸

班、免費愛滋篩檢、CO檢測及肝功能檢測等健康

諮詢服務。

 本校推展春暉工作期間，辦理「防制菸害、

毒害健康講座」、「防治藥物濫用季關懷愛滋講

座」及免費愛滋篩檢、CO檢測及肝功能檢測等健

康諮詢服務。多元創意行銷部分辦理「三對三籃

球賽」、「拒菸反毒飆舞競賽」、「創意海報設

計暨四格漫畫競賽」、「菸害改歌歌唱競賽」、

「拒菸反毒路跑競賽」及「師生羽球聯誼賽」等

多項宣導活動，各項活動都引發全校熱烈參與及

迴響。今日獲得教育部100年春暉專案特優學校，

再次肯定本校推動春暉工作的努力，更會在校長

勉勵學校行政同仁「既然領先、一定最好」下，

持續推動春暉專案工作，建構溫馨的友善校園。

100年反毒創意競賽決選頒獎典禮得獎者與教育部常務次長吳財順(中)合影留念

本校獲教育部100年度春暉專案特優學校

輝煌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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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院舉辦
2011第七屆知識經濟與全球化

「第七屆知識經識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活動情形

由本校主辦的「2011第七屆知識經濟與全球

化管理國際研討會」於11月2、3兩日在念慈國際

會議廳盛大舉行。會中邀請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

長薛琦博士以「創新與全球化──台灣資本市場

的未來挑戰」為題發表開幕專題演講。會中並有

來自美國、澳洲、日本、印尼、泰國、越南等國

學術領導人與知名國際學者以及國內各大學學術

菁英約三百人與會。盛況空前，堪稱南部地區難

得一見的商管領域學術盛會。

學術副校長盧燈茂博士於開幕致辭時表示，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是當前最重要的兩個

世界趨勢。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大趨勢中，唯有

順應潮流積極尋求國際化發展，才是生存與求勝

之道。

商管學院賴明材院長表示，此一研討會自

2004年起每年舉辦，每年與會人數與收到的投

稿論文篇數都持續成長，藉由參與研討會，大家

不但可以分享國際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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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因此，本校未來

仍將持續投入資源，繼續擴大並深化國際學術交

流工作。

本次研討會採公開徵稿方式，經審查評比後

邀請到研討會場發表的論文共有56篇。在為期兩

天的議程中，將分成10個研討場次，各自就不同

主題進行論文發表與深入研討。今年大會研討主

題包括：國際投資與經濟發展、企業社會責任與

企業倫理、行銷管理與消費者行為、知識管理與

組織研究、一般管理與管理教育、電子商務、財

務會計與公司治理、管理資訊系統與工業管理、

遊憩與服務業管理、策略管理與組織發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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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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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參加第32屆全日本電腦鼠競賽
榮獲第四名

電子系張晉嘉(右)接受大會頒獎照片

電子系研發迷你電腦鼠

電子系余兆棠教授率領研究生張晉嘉及大學

部學生吳冠慶及陳品任日前參加在日本筑波市舉

行之第32屆全日本電腦鼠競賽，獲得半尺寸電

腦鼠組第四名、傳統電腦鼠專家組第四名及探索

賞的優異成績，消息傳來，本校師生均感與有榮

焉。

電子系主任黎靖表示，目前系上已製作完整

的教材與實驗，讓學生透過設計及製作電腦鼠的

方式，學習嵌入式系統及光機電整合的技術。透

過這種寓教於樂的方式，激勵學生發揮創意，並

達到積極學習與思考創新之教育目標。

全日本電腦鼠走迷宮競賽是由日本新技術振

興財團主辦之世界性電腦鼠比賽，今年已經是第

32屆，是目前全世界水準及難度最高的電腦鼠競

賽，除歡迎各國隊伍報名參賽外，並主動邀請各

國的冠軍隊伍參賽。大會今年就邀請到美國電腦

鼠冠軍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衛歐頓教授、英國電腦

鼠冠軍彼德哈里森教授、新加坡電腦鼠冠軍黃明

吉教授、日本電腦鼠冠軍加藤雄資、及台灣電腦

鼠冠軍南台科大電子系團隊參賽。因此本項競賽

等同於世界賽，競爭非常激烈，電子系團隊繼去

年得到半尺寸電腦鼠第4名的佳績後，今年更上

層樓，得到3項獎項，實屬難能可貴。

半尺寸迷你電腦鼠是2007年才設立的競賽項

目，是目前全世界難度最高的電腦鼠比賽。設計

者必須具備高超的電子及機械設計與製作能力，

才能完成，目前全球只有日本、新加坡及本校電

子系等少數團隊能製作出來。本校電子系團隊已

連續兩年在半尺寸電腦鼠獲獎，證明此團隊的實

力以擠身世界一流的水準。電子系的電腦鼠團隊

除了獲得台灣電腦鼠冠軍外，同時也獲得中國大

陸電腦鼠冠軍，是目前兩岸三地最強的電腦鼠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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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由萬能科技大學所舉辦的「第二屆全

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日前於世貿一館

第3會議室舉行決賽。在國際企業系楊維珍老師及

創新產品設計系林佳駿老師共同指導之『2013文創

新風潮—打造地方文化設計新標貌—國際設計研討

會暨研習營』團隊，壓倒群雄勇奪第一名﹑最佳企

劃獎。由國際企業系楊維珍老師及朱美琴老師共同

指導之『2013第一屆太空體驗展』獲得第三名﹑最

佳創意獎。由於國際企業系學生團隊優異的表現﹐

協辦單位之中華民國貿易經理協會特別頒發最佳指

導獎予國際企業系楊維珍老師。

『2013文創新風潮—打造地方文化設計新標

貌—國際設計研討會暨研習營』乃是以持續推動台

灣文創產業﹐並藉由國際設計文化交流﹐將設計元

素帶入地方文化為主旨﹐以台南市及本校為主辦

地﹐所企劃的大型國際研討會暨研習營。其企劃內

容具特色並詳盡﹐獲得了第一名最高榮譽﹐同時獲

得 最佳企劃獎。『2013第一屆太空體驗展』以獨

特創新的構思所企劃出前所未有的太空體驗展﹐不

僅獲得第三名﹐創新之企劃內容亦獲得最佳創意獎

之肯定。

本校之『國際會展學分學程』是獲得教育部特

色典範計畫補助之學程，國際企業系積極培育國際

會展企劃人才，近年來並接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畫經費輔助積極參加各項會展競賽，歷年競賽成績

表現優異。此次國際企業系團隊發揮了創意﹑創新

與企劃能力﹐國際會議與國際展覽之二個企劃案在

『第二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中獲得

注目與肯定。

國企系參加「第二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
企劃競賽」成果豐碩

國企系楊維珍老師(前右)榮獲最佳指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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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傳系參加「2011年4AYahoo！創意獎」
勇奪最佳學生網路行銷創意獎金獎

由4A與YAHOO合辦的廣告界盛事「2011

年4AYahoo！創意獎」得獎名單於日前揭曉。

本校資訊傳播所王藝郿同學及長榮大學大眾傳

播系朱珮儀同學共同合作的「MIT好熱！」台

灣HOT水果作品，勇奪最佳學生網路行銷創意

獎金獎殊榮。

4A創意獎從1991年舉辦第一屆「4A創意

獎」至今邁入第二十一年。舉辦4A創意獎的

目的，在表揚傑出創意作品，彰顯業界對創意

的觀點，提高創意水準，進而肯定廣告人專業

地位。在新媒體的接觸率不斷領先的市場環境

下，2009 年的4A創意獎由4A與Yahoo!奇摩共

同舉辦，並更名為「4A Yahoo!創意獎」。此

次學生組比賽組題為「我愛台灣製造 看見在

地好設計」，希望以設計力打造台灣製造產品

之優質形象。獲得最佳學生網路行銷創意獎金

獎殊榮的王藝郿同學表示，「MIT好熱！」台

灣HOT水果作品是以設計結合台灣農產品的構

想來推廣國家設計力，創意來源是從新聞報導中看到水果大量生產導致滯銷的消息，覺得十分可

惜，才引發以創意手法行銷台灣農產品的想法。

王藝郿也表示，此次競賽有機會與其他學校學生合作，覺得收穫很大。雖然團隊成員都是傳

播科系的學生，但思考模式不同，一開始在溝通協調上需要花比以往更多時間。在合作過程，雙

方堅持所學並互相質疑，非常有趣且具挑戰性，徹底實踐傳播人應有精神。倘若未來有機會的話

很樂於再與其他學校學生合作，也鼓勵同學多與他校學生互相切磋。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4AYahoo！創意獎」今年的多項得獎作品，大多是由南台灣的學校

獲獎，最佳學生網路行銷創意獎的所有獎項更是全數由南台灣的學校囊括，這也顯示南台灣無窮

的設計與文化創意發展潛力。

資傳所王藝郿同學(左)與長榮大學朱珮儀同學(右)參加
4Ayahoo創意獎榮獲學生網路行銷創意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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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系「樂齡大學」開學囉！馬英九總統與南台青年學子互動交流

馬英九總統於本校圖資大樓念慈國際會議廳演

講，並與學生進行交流座談，馬總統一行受到本校

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學術副校長盧燈茂、校內主管

及學生們熱烈歡迎與熱情接待。

馬總統抵達本校先至圖資大樓一樓參觀本校之

太陽能車、輕量化電車、節能車成果展示，並由該

校盧燈茂副校長親自解說，對於南台科大之研發成

果，總統表示印象深刻並給予高度讚賞與肯定。

馬總統表示，本校深耕研究、多元創新，在許

多國際競賽如紐倫堡發明展、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

展等相關競賽皆獲優異成績，且為私立科大畢業生

中企業最愛排名第一，使國人感到技職體系學校是

國家重要的資產。

而後，馬總統以「夢想創意實踐力，打造職場

競爭力」為題，分享了社會上小人物創業的大故

事，期許年青朋友們能發揮創意、付諸行動並努力

實踐，累積相關經驗提升自己未來在職場上的競爭

力。

本次座談由本校學生會會長金郁齡、議會會長

鄭啟偵、畢聯會會長陳琮文代表本校全體學生提出

二個有關經濟景象及總統對技職教育學生的期許等

問題。現場座無虛席，氣氛熱絡。

總統表示，技職體系之學生相當優秀，然而外

語能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若能加強英語能力，

往後出國競賽可用英語說明作品，或就業後在職場

上都有相當大的幫助，現在開始永遠不嫌晚，期許

同學不要放棄英文，並讚許本校在此方面著力甚

深，提升學生外語能力，所開設五個全英語學位學

馬英九總統(台上左五)，與會貴賓，校內主管及學生代表共烙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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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均獲教育部極力推薦，成績優異；另外，對於

經濟議題，學生提出如何在經濟不景氣之情形下成

家立業，總統提出目前政府有相關政策來提供青年

成家立業，例如學貸緩繳、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租

屋補助、安胎假、育兒津貼、幼兒免費入學、出國

打工渡假計畫、國際志工活動等政策，希望青年朋

友們可善加利用。

馬總統亦針對學生心中所困惑之問題提出看

法，勉勵學生不論未來要繼續升學，或是投入職場

就業或創業，都永遠不忘最初的夢想，人生的道

路不只一條，在校期間即可妥善規劃，並努力實踐

它，勇敢尋夢、務實圓夢，並期許國人有更開放的

想法，有機會亦可出國走走、做國際志工，行萬里

路讀萬卷書，看看世界上不同的人事物，培養將心

比心、設身處地、不卑不亢的國際觀。

最後，本校安排「建國百年手護南台」烙手印

活動，邀請馬英九總統、黃正雄資政、吳清基部

長、李允傑主委、黃敏恭副主委、本校副校長吳新

興、副校長盧燈茂、學生會會長金郁齡、議會會長

鄭啟偵一同烙下手印，象徵百年百人，心手相連守

護本校，並為「建國百年手護南台」留下歷史上的

紀錄。

馬英九總統為本校師生進行專題演講 馬英九總統與鄭啟偵議長互動熱絡

「總統與南台青年有約」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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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校園創業競賽」盧燈茂副校長致詞

本校於日前在校內舉行2011校園三創活動第

二階段─校園創業競賽活動決賽及頒獎典禮。此次

活動共吸引了三十九個學生團隊參加，經過激烈的

初賽與決賽的考驗，最後由企管系與電機系合作的

學生團隊「卡好行股份有限公司」，以針對銀髮族

及足部復健族群的輔具為題，提出合理完善的營運

模式，獲得評審團一致的青睞，勇奪第一名。而入

圍決賽的十五隊同學，也同時取得三創活動第三階

段的「創業基金」申請資格，得以進行為期半年的

創業實習活動。

副校長盧燈茂表示，創業競賽今年是第二次舉

辦，已經漸入佳境，校園三創活動對於啟迪人心，

鼓舞創業精神的成效，的確是有目共睹。在此也要

感謝教育部的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贊助，才能讓校園

三創活動辦得有聲有色。也希望今天的參賽隊伍熱

情不要散掉，繼續參加創業基金的計畫，往校外的

競賽去衝刺，繼續累積自己的能量。

評審團主席成大企協理事長劉金魁表示，來參

加比賽的同學雖然缺乏實際的創業經驗，但不少團

隊成員卻能有異常的成熟度表現，相當令人激賞。

尤其是能從顧客需求面去客觀深入分析，找出合理

的方向與策略，更看得出來本校的老師平日指導有

方。雖然創業成功的路很漫長，創業成功的機率也

不高，但希望同學體認年輕就是有本錢去嘗試，有

夢就去追逐，就算跌倒了也可以再爬起來。

活動在簡單隆重的頒獎典禮中結束，但對參賽

同學來講，卻是另一個起點。正如本次活動的信

條:Yes,we can!只要相信自己，努力圓夢，或許今

日的青澀團隊，會成為明日學弟妹心目中的成功典

範。

2011校園創業競賽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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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台灣蕾迪詩化粧品有限公司『肽愛台
灣－龍躉胚胎素系列』共同舉辦品牌發表會

由視覺傳達設計系黃綝怡老師，及其團隊協助

台灣蕾迪詩化粧品有限公司申請業者創新研發計

畫－『台灣在地特色–農漁業加值產品之品牌行銷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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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廣結合在地漁產加

值化應用之『龍躉胚胎素 (AQUA SECRET)』品牌，

其產學合作的品牌發表會於100年11月23日假台南

桂田酒店盛大登場。

學術副校長盧燈茂表示，今日的品牌發表會即

為在台灣蕾迪詩與學校優秀的專業師資群合作下，

發展出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品牌行銷模式，實為佐

證在學術界先導性、實用性技術與知識應用的結合

下，產生高度的綜效。

台灣蕾迪詩葉勝仁總經理表示，「創新」與

「超價值」是最能帶領台灣蕾迪詩走向差異性與獨

特性的重要元素，台灣擁有相當優質的在地天然題

材，為創造在地題材的加值化效應，近年來，該公

司積極與學術單位和農會合作，持續開發在地特色

產品。

本次品牌發表會的主要在地題材「龍膽石斑

魚」屬高經濟價值的魚種，其特色為石斑魚年齡越

大肉質反而越嫩，且龍膽石斑魚蘊含多種豐富營

養素，葉勝仁總經理在前瞻性下，認為龍膽石斑魚

若能加值商品化與品牌化，勢必能創造可觀的新契

盧燈茂副校長(右四)與台灣蕾迪詩葉勝仁總經理(左一)及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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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因此，台灣蕾迪詩與以繁殖龍膽石斑魚，享

有盛名的屏東龍佃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戴

昆財董事長合作，並結合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黃

福永教授研究團隊，共同開發出全球唯一的『龍

躉胚胎素 (AQUA SECRET)』生技保養品，加上

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黃綝怡老師及其團

隊，以獨特的創意力與設計力，打造「精緻」、

「質感」的品牌識別，進而提升『龍躉胚胎素 

(AQUA SECRET)』整體的品牌價值。

台灣蕾迪詩化粧品有限公司成立以來奠定深

厚的代工基礎，為讓企業永續經營，致力轉型發

展自有品牌，並積極朝顧客化服務模式邁進，以

創造雙贏局面。在進入品牌新時代裡，台灣蕾迪

詩以強調「Made In Taiwan」與「超價值」為品

牌發展中心，創造的不是第一品牌而是「唯一品

牌」，在「品牌分享」下，藉由消費客群的眩染

效力，提升品牌能見度，並擴張其「心占率」。

在這次的產學合作下，整合品牌設計規劃、

品牌形象e化平台、品牌行銷推廣等，不僅提升

台灣蕾迪詩能量，亦塑造『龍躉胚胎素 (AQUA 

SECRET)』具在地特色和超價值的品牌形象，此

次發表會的成果展現，也讓現場的先進和來賓

深刻體認到台灣蕾迪詩用心創造屬於「Made In 

Taiwan」的特色品牌。

蕾迪詩現場展示產品 台灣蕾迪詩葉勝仁總經理致詞

Show girl展示蕾迪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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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大臺南綠能與生技產業博覽會於台南南

紡世貿中心熱烈展開，本校「生技保健產品開發聯

合技術發展中心」，結合夥伴學校弘光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及產學合作廠商包括華昌製藥生

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貫閎開發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旺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昇生技開發有

限公司、原生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生怡生技有

限公司等共9個攤位共襄盛舉。藉此提高參展廠商

在展場聚焦效果並增進業者間交流，期望為與本校

產學合作的廠商創造出更多的商機。

本校獲教育部通過所成立之「生技保健產品開

發聯合技術發展中心」，在生技醫療領域僅兩所科

大獲得通過，召集中心學校主持人校長戴謙曾任國

科會副主委及南科管理局局長，於局長任內催生南

科園區，更將因高鐵經過導致半導體及光電產業無

法使用帶狀區域而設立生技產業走廊，擁有扶植生

技產業之實務經驗。此聯合技術發展中心之目的在

於鼓勵技專校院運用既有技術成果進行產學合作，

以落實務實致用特色。

本聯合技術發展中心共整合本校「生技產品技

術研發中心」、弘光科技大學「產業應用生物技術

研發中心」及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機能性益生菌研

究發展中心」三個技術研究中心，主要目的在於整

合保健食品之兩大主流食藥用菇菌及益生菌核心技

術可提供生技廠商開發保健食品過程，包括菌種篩

選鑑定、功能性評估認證、產品量產、決定有效且

安定之產品劑型等，獲得一完全解決方案。生技保

健食品之益生菌與食藥用菇菌類相關技術為目前及

未來市場主流發展之一。

生技保健產品開發聯合技術發展中心參展
2011大臺南綠能與生技產業博覽會

戴謙校長(右四)參加「2011大台南綠能與生技產學博覽會」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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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南市政府委託本校主辦的「老闆娘學

院」，於日前在本校商學院舉行結訓典禮。包括副

校長盧燈茂、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王敏行總

幹事、以及本校老板娘促進交流會劉麗滿會長、潘

麗雲前會長等佳賓皆應邀與會。

盧副校長於致詞時指出，台灣經濟主要是由中

小企業所構成，而中小企業的靈魂人物，往往就是

老闆娘。老闆娘的工作，從打理家庭、帶領員工、

調度資金、交際應酬，甚至在趕工時，還會親自加

入最基層的第一線作業。可說是裡外上下，無所不

包。所以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老闆娘絕對是

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但在這個講求知識經濟

的時代裡，許多產業的經營型態與競爭局面，都在

快速的改變中。臺南市政府委託南臺科技大學辦理

「老闆娘學院」以厚植基層產業的知識基礎，促進

老闆娘們的進步，最終一定會轉化成台灣經濟的進

步！

本屆「老闆娘學院」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課程

內容涵概「商業法律知識與風險規避技巧」、「企

業租稅規劃(含健保新制評析)」、「人際溝通技

巧」、「彩妝與整體造型」、「攝影技巧」、「投

資理財實務」、「勞資關係處理」、「網路行銷-

社群網站之應用」、「製造業環安衛問題處理」

「美姿美儀」、等十多項實用的主題。由於學員們

都是長期忙於照顧家庭與事業的老闆娘（或企業負

責人），能夠順利完成學業且積極爭取就讀進階班

的機會，實為難能可貴。

老闆娘學院結訓典禮圓滿落幕

與會的長官及老闆娘學院學員合影

盧燈茂副校長(立者)於老闆娘學院結訓典禮致詞



活動傳真P14

本校藝文中心於11月23日至12月16日舉辦「漫畫符號學創

作展」以及藝文講座「逐夢，是靈魂最動人的演出！！」，主

講人為行政院新聞局100年度金漫獎最佳新人的劉俐華（筆名

小雪），她將心中滿載對漫畫的熱情，透過符號學概念巧妙結

合臺灣傳統文化與現代意象，繪製10組人物設定及漫畫劇情草

圖作品並分享給本校的師生們。

南台科技大學視傳系暨藝文中心主任黃國禮表示，金漫獎

為行政院新聞局整合多方寶貴意見，及累積過去推廣國人漫畫

活動的經驗，鼓勵優秀原創漫畫的精神，振興國內漫畫產業，

擴大獎勵「漫畫出版工作特殊貢獻者」，及挖掘新生代漫畫家

的精神，對我國漫畫創作、推廣、行銷或人才培育有具體成效

或貢獻的人或作品。

奪下本屆金漫獎最佳新人王的劉俐華其創作題材新穎有

趣，以符號學為創作概念，將耳熟能詳的臺灣文化結合新世代

素材，巧妙的搭配風格讓人充滿想像及期待。因為無意間朋友

的一句話…「為什麼不畫一些臺灣故事呢？」為她帶來創作靈

感，劉俐華從文獻資料中搜尋臺灣各項傳統文化，再從眾多素

材中配對成新風貌搭配組合，「這些漫畫劇情還沒結束，仍在

進行中，讓來欣賞展覽的人有了更多想像空間，也帶來不同感

受及新的啟發及創意。」。

筆名小雪的劉俐華，曾擔任米格國際公司的行銷/採購經

理，（米格公司為台灣指標性創意商品網站Zakka雜貨網及自有

2011行政院新聞局金漫獎新人王小雪創作展
於藝文中心盛大展出

劉俐華小姐於會後幫本校的同學簽名留念

學生們專心聆聽演講實況

學生們專注聆聽劉俐華小姐的介紹及創作發想



活動傳真 P15

品牌服飾網站-Lativ國民服飾網站），因追求人生夢

想，熱愛漫畫，於2010年為攻讀學位，暫請辭業界

工作，奪下金漫獎最佳新人王後，馬上著手進行個

人漫畫創作展。也於藝文講座「逐夢，是靈魂最動

人的演出！！」跟學生們分享得獎的過程及因追逐

夢想，放棄業界高薪經理職位，投入學界希望為臺

灣漫畫界貢獻一份心力的人生觀，也分享漫畫的繪

製方式以及故事劇情的安排與發想。並希望未來以

漫畫方式畫出臺灣的文化，讓國際間愛好漫畫的人

士，更瞭解台灣。

展出的作品中有「臺灣著名小吃臭豆腐、珍珠

奶茶」、「檳榔西施」、「歌仔戲」及「狗仔文

化」；「儒道傳統的算命、擲筊、風水」……等在

展覽中都因漫畫的創作表現方式有了新詮釋。例如，北投是平埔族語「女巫」的住所之意，傳說曾有美麗

女巫變出溫泉替當地原住民治癒疾病，劉俐華將浪漫愛情故事與溫泉女巫結合，想像智慧過人的女巫與現

代人相遇會迸出什麼火花；「奶茶公主」則描寫邵族公主在觀光景點賣起珍珠奶茶，衝突的場景中卻充滿

趣味的構圖馬上能吸引目光；「重機小生」展現現代女性剛強一面及傳統歌仔戲文化。

竭誠歡迎全校師生及各界人士踴躍前往藝文中心參觀，探索用漫畫方式與臺灣文化結合的新面貌，並

在展區留言版留下建議及鼓勵，這也將成為劉俐華繼續創作的最大動力。

同學們與劉俐華小姐(前排中)合影留念

漫畫符號學金漫獎新人劉俐華小姐將作品內容意含分享給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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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於11月11日假修齊大樓13樓國際會議

廳舉辦「圖書館知識服務與智財保護經驗分享研討

會」，吸引全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公私立高中、

高職圖書館界人士及社區閱書人，近150人參加，

熱鬧登場。

校長戴謙於會前表示:「此研討會，是由「南

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合作協會」贊助經費，本校主辦。「南區技專校院

校際整合聯盟」是南部地區33所技專校院所組成的

校際合作聯盟，本校目前是召集單位。並為「圖書

設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單位，一直以來努力為校

際間的圖書館合作，貢獻心力。此外亦感謝「中華

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對我們舉辦此研討會之肯

定與贊助。

楊智晶館長表示: 「目前與圖書館相關的各類

研討會，大多偏向新科技的介紹與應用，但對於圖

書館員需具備的基礎知識之研討，卻是寥寥可數。

是以今天研討會的目的，設定為建立圖書館館員之

基本功。從推廣圖書館各類館藏所需注意之個人資

料保護法、智慧財產權問題探討，到館際合作業務

之館員經驗傳承，以及館員們在電子資源資料量越

來越龐大之時，如何進行全面性的整合館藏推廣，

這些都是本次研討會將談論、分享之議題。」

與會人員亦紛紛表示，館際間的合作以及經驗

的分享，確可稍稍彌補小校及小館館藏資源不足的

問題。而本校在圖書館提供新的行動科技館藏檢索

服務，更可為無力購置新科技產品的弱勢學生們，

有實際體驗的機會，實屬難得。整個活動讓所有的

與會者帶著滿心的豐收，圓滿閉幕。

圖書館館員向來賓介紹館藏設備

數位館藏互動區-電子書隔空翻頁 副校長吳新興於開幕時致詞

圖書館舉辦
圖書館知識服務與智財保護經驗分享研討會



活動傳真 P17師生榮譽榜

南台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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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1/04 電子系
2011年全國LED照明光電創意競賽-具三維

顯示之LED顯示器
特優獎 唐經洲

100/11/04 電子系
2011年全國LED照明光電創意競賽-一點都

不LED
優等獎 唐經洲

100/11/04 電子系
2011年全國LED照明光電創意競賽-AOD廣

告LED看板
佳作獎 唐經洲

100/11/04 國企系 第二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第一名﹑第三名﹑最佳企劃
獎﹑最佳創意獎﹑最佳指導

獎

國際企業系︰楊
維珍、朱美琴

創新產設計系︰
林佳駿

100/11/04 電機系 第八屆國家新創獎 第三名
王啟州、梁治
國、洪正瑞、

康智傑、李順來

100/11/05 資工系
「2011第16屆全國大專校院/社會人士資訊

服務創新競賽」
資訊技術應用組第三名 鄭淑真

100/11/05 電機系 2011 年第五屆華沙國際發明展 金牌 魏兆煌

100/11/05 電機系 2011 年第五屆華沙國際發明展 銀牌、羅馬尼亞特別獎 魏兆煌

100/11/05 電機系 2011 年第五屆華沙國際發明展 金牌 魏兆煌

100/11/05 電機系 2011 年第五屆華沙國際發明展 銀牌、韓國特別獎 魏兆煌

100/11/15
機械工程系

企管系
台灣天使投資選秀會 潛力新秀組佳作

機械-魏慶華
企管-蔡宗岳

100/11/17 餐旅系
2013年「安琪酵母盃」中華發酵麵食創意

大賽
佳作

蔡宏儒、黃旭
怡、施慧雯

100/11/17 餐旅系
2013年「安琪酵母盃」中華發酵麵食創意

大賽
佳作

蔡宏儒、黃旭
怡、施慧雯

100/11/18
學務處
生輔組

教育部99學年度「春暉專案績優選拔」
教育部99學年度「春暉專

案績優選拔」特優獎
蔡福記

100/11/18 電子系 2011全國安全創意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大專組 佳作 陳世芳

100/11/18 電子系 2011全國安全創意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大專組 優良作品 余兆棠

100/11/18 電子系 2011全國安全創意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大專組 優良作品 楊榮林

100/11/20 電子系 第32回全日本電腦鼠大會- Tushi 傳統電腦鼠競賽 探索賞 黎靖

100/11/20 電子系 第32回全日本電腦鼠大會- Tushi 傳統電腦鼠競賽 第4名 黎靖

100/11/20 電子系 第32回全日本電腦鼠大會- Min-Tushi 半尺寸電腦鼠競賽 第4名 黎靖

100/11/22
學務處生輔

組
100年度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實施計畫 榮獲品德教育績優大專校院

100/11/22 電子系
The First IEEE International Robot 

Competition in RVSP
作品:普力斯

創意機器人組金牌 楊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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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活動預告

100學年度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電能車輛電池與機電系統研討會 

第23屆南台汽車大展 

第十四屆學生專題競賽暨

優秀學生專題成果展 

本校科學及閱讀推廣

志工培訓專題演講 

2011年通識教育課程與

教學國際研討會 

外語教學教師肢體語言與

聲音訓練工作坊 

職涯輔導週活動-講題:

如何從志願服務成為一名企劃人才 

職涯輔導週活動 講題:

工程科系的出路與產業趨勢 

職涯輔導週活動 職業興趣測驗 測驗

內容:生涯興趣量表、賴氏人格測驗 

粹煉人生 - 黃金川油畫創作個展 

二手物品免費領取活動

100學年度全校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0-1系際盃啦啦隊錦標賽  能源工程館揭幕典禮 

專利研發成果加值競賽展 

校慶慶祝大會
方案1-1第二階段大專畢業生至企業

職場就業方案-期末座談會 
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

製作競賽頒獎典禮

100學年度校園路跑 

2011企業及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 

迎向陽光-拒菸、反毒路跑健走活動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暨聯合系所務會議 

全國國際長會議 

青春劇場 
新生聖誕演唱會 

100-1校園人權教育宣導講座第二屆南方聖誕節活動 

二手物品義賣活動 

100-1學生宿舍休閒健康活動-

耶誕聯歡晚會 
餐旅系聖誕餐會 

凱德科技軟體捐贈記者會議程  

教職員英語競賽-英語闖關競賽 

全校師生座談會 

勞作教育第三次檢討會 

期末社團負責人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