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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南台 P1

　　2011教育部第七屆技職之光頒獎典禮於日

前在台灣科技大學舉行，本屆登錄99學年度表

現卓越件數達2,489件，經初步篩選後，共計有

598件作品獲提名，遴選後有31件獲表揚。值

得一提的是，本屆「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

獎項，提名件數更多達265件，較去年成長2倍

以上，獲獎表揚者僅只有四件。而其中一項就

由本校機械研究所廖子源同學獲得。另外，資

訊管理系賴彥彬同學也榮獲「技職傑出獎-證照

達人」獎項，個人即擁有47張專業證照。同時

本校於「技職風雲榜」國內外競賽獲獎件數中

表現也相當突出，更獲頒技職校院至高榮譽之

「最佳團體獎」，顯示本校在實務技能的培育

之用心與成果。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的教育目標就是培育

務實致用的科技人才，學校的資源積極投入學

生實務能力訓練，以及鼓勵學生參加國內外各

項競賽，並給予經費補助，以提升學生的就業

競爭力與國際視野，達到畢業即就業，上工及

上手的學校教育目標。

　　廖子源表示，能有今天的成績，除自我期

許與堅持外，其主要歸功於本校非常用心地提

供良好之創作環境、設備及實務運用場地，更

有各項專題經費與競賽經費之支援，可讓學生

全力發揮創意及實務專長，進而培育出優秀研

發人才。

　　賴彥彬同學在過去就學期間考取了共47

張專業證照，其中除了一張為會計證照之外，

其餘均為電腦相關證照，且其中6張為國外證

照，在國內外證照方面表現優異，因此獲頒技

職傑出獎。

技職傑出獎-發明獎達人得獎者機械研究所廖子源同學與教育部吳清基部長(右)合影

「第七屆技職之光」
本校榮獲最佳團體獎與兩項技職傑出獎



輝煌南台P2

教育部饒邦安副司長(左)頒發績優勞作教育老師給沈湘錤組長(右)

本校參加「教育部100年度全國技專校院辦理

具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績優學校及個人

甄選」，共榮獲3個獎項－績優學校、績優勞作教

育老師及績優勞作教育學生獎，是本次比賽的大贏

家。在競爭激烈的情形下，能同時榮獲績優學校及

2項個人獎，是本校「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指導委

員會」帶領全校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師生共同

努力的結果，尤其勞作教育獲得全國第一名教師

獎，更是勞作教育相關推動單位及參與師生共同奮

鬥的見證！

同時也是本校「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指導委員

會」主任委員的校長戴謙，對於推動勞作教育及服

務學習向來不遺餘力，各項教師研習、教學觀摩研

討會必定親臨勉勵，對於學生能透過勞作教育課程

養成謙卑、守法的態度，尤其勉勵有加；同時還親

自帶領師生參與各項社會清掃活動，引發全校師生

奉獻社會服務之熱誠，儼然成為本校推動勞作教育

及服務學習之精神領袖，是本校此次能獲得教育部

極大肯定的推手。

教育部饒邦安副司長於頒獎典禮致詞時表示，

教育部自96學年度推動「服務學習融入課程」政策

以來，已看到各大專校院積極努力的豐碩果實，尤

其技職體系學校在經過這些年的認真經營，學生從

本校榮獲「教育部100年度技專校院
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等3項大獎

教育部100年度全國技專校院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現場與與會貴賓及同學合影



輝煌南台 P3

「服務」過程中得到的成長與內化，已充分反應當

年教育部的政策目標。所以100年開始針對全國技

專校院辦理「全國技專校院辦理具勞作教育及服務

學習內涵課程績優學校及個人甄選」活動，乃希望

技職體系學生能藉由校園勞作打掃及多元的社會服

務，獲得多樣化的寶貴體驗而蛻變，能在企業最愛

的行列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學務長蕭金土代表本校出席頒獎典禮，並與本

校獲獎老師沈湘錤及獲獎學生馬佩君(楊佳陵代理)

共同為現場觀摩師生說明本校推動勞作教育與服務

學習之重點及成效，獲得全場與會人員之肯定。

沈湘錤老師受邀擔任分組座談與談人，分享本

校勞作教育之實施方式，對於本校同時能在進修部

實施勞作教育，獲得與會所有人員之肯定，沈組長

也代表學校歡迎所有夥伴學校能安排到本校進行觀

摩交流，共同切磋。

研討會在綜合座談後告一段落，沈湘錤老師受

主辦單位邀請，代表全場人員接受教育部頒發研習

證書，對全國技專校院能熱烈參與盛會，教育部給

予最大肯定，並相約大家明年再見。

教育部饒邦安副司長(左)頒發績優勞作教育老師給沈湘錤組長(右) 教育部饒邦安副司長(右六)與績優勞作教育學生獎得獎學生合影

教育部饒邦安副司長(左)頒發績優學校給蕭金土學務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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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於100年12月24及

25日假中國文化大學舉行，參賽各隊無不使出渾

身解數，一較高下，場面熱鬧非凡。今年參賽人

數再創新高，有多達70多所學校、250多隊參賽，

本校競技啦啦隊榮獲指定口號公開組第三名成績

斐然。

據本校啦啦隊社社長蘇裕媚與隊長江巧雲共

同表示：本次錦標賽在指定口號公開組評分標準

有1.節奏 (5分)2.跳躍 (5分)3.技巧 (5分)4.空間位置 

(5分)5.表情聲音 (5分)6.手姿動作 (5分)7.同步性 (5

分)總分50分，12支隊伍裡面本校榮獲第三名，特

別感謝學校的全力支持與黃羽淳教練，還有平常

練習時學長姐的指導，雖然比賽當天凌晨三點半

從台南驅車前往中國文化大學，頂著9度低溫，比

賽時大家仍展現出南台灣的熱情，開場以閩南語

數拍進場，這樣特別的進場方式，給評審委員們

留下極深的印象。競賽過程中，全場只聽到屬於

本校宏亮又清楚的口號聲，有力乾淨又整齊一致

的手臂動作，節奏感滿分的拍子，還有自信滿滿

的笑容，都是本校得名的關鍵。

競技啦啦隊社創設至今已邁入十年，是本校

2011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本校榮獲指定口號公開組第三名

P4

幾個歷史悠久的體能性社團。創立初期，經過隊

上元老們的努力，一直到現在後續人才輩出，以

致於社團人數一直是全校最多的。由於大家的努

力讓隊上成績相當亮眼，尤其是在近幾年大專院

校啦啦隊錦標賽，獲得過第二、第三、第四、第

六名的好成績。特別的是，第四名那一年還是沒

有分甲乙組的時代呢！得到第四名已經是超越兩

所有體保生的學校隊伍，是本校最驕傲的一次比

賽了，這次又得第三名大家無不興高采烈，與有

榮焉。

本校啦啦隊於2011年全國比賽表演情況

本校啦啦隊於2011年全國比賽榮獲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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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100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
大專院校組全國優等

本校推動校園環境保護、節能減碳、資源回收

再利用等活動成效斐然。繼99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

節能績優企業傑出獎後，今年又獲「100年推動環

境保護有功學校」大專院校組全國優等榮譽。環保

署並於日前假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特別盛大舉行

「100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團體、學校、教師、義

工、學生社團及第20屆全國環境保護模範社區暨模

範專責人員聯合頒獎典禮」，表揚國內各層級對環

保工作推動有功的團體、人員及學校。

環保署沈世宏署長也特別致詞感謝本校的師生

們對於環保無私的付出與貢獻，並期許每個人能將

推動環保的力量向外延伸，帶動周遭民眾共同參與

環保行動及創意。

100年度參與推動環保有功學校遴選頒獎典禮

中由沈韶儀總務長代表本校領獎。沈總務長表示，

本校是目前台南市第一所參賽也是唯一一所獲獎的

大專校院，更是台南市致力推動「打造低碳城市」

伙伴學校之一，藉由該校在節能資源研發成就及校

園環保推動工作之經驗，期望能協助府城完成「低

碳城市」願景。

環境保護、節能工作之推動是一項無止盡、無

假期且涵蓋甚廣的課題，而身為教育傳承工作的教

師，在現今全球環境變化異常日益嚴重的時代，更

應以身作則從小地方做起，在獲獎歡慶之餘期許該

校師生持續共同努力營造優質教學研究環境及綠色

校園；我們的一小跨步是地球邁向永續的一大步，

以此共勉。

P5

教育部吳清基部長(左四)與沈韶儀總務長(左一)及100年推動環境有功各學校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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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友善臺灣－國際學生接待家庭專
案計畫」成果發表會

教育部吳清基部長(中)與銘傳大學國際學生合影

因應政府「萬馬奔騰」政策，本校承辦教育部

「友善臺灣－國際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於12

月22日假教育部5樓大禮堂舉行成果發表會。「友善

臺灣－國際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是全球首創由

政府、學校與民間機構共同合作而成立全國性計畫

推動辦公室。目前已完成1162戶接待家庭培訓，並

成功促成327組國際學生接待案例，協助國內近80所

中等以上學校建立校內國際學生接待家庭機制，發

展國際學生友善校園環境標竿。

本次成果發表會活動內容在友校銘傳大學國際

學生「各國文化禁忌」表演中揭開序幕，並由本計

畫協同主持人-本校國際事務處王永鵬處長簡介計畫

概況及成效，同時發表新書「友善臺灣-接待家庭實

錄彙編」，而三組國際學生及接待家庭代表也上台

分享參與接待活動心得。教育部吳清基部長更於會

中頒發感謝狀予接待家庭代表。

99年起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正式成立「友善

臺灣－國際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全國性計畫推

動辦公室，以建立完整的接待家庭資訊分享平台，

及辦理接待家庭培訓課程。除上述培訓課程，另增

加辦理接待家庭成員的臺灣文化體驗示範活動，來

引導接待家庭成員與國際學生共同認識與欣賞臺灣

文化。

舉辦本次成果發表會，希望透過媒體宣傳力

量，廣邀臺灣民眾、各級學校及非營利機構一同加

入國際學生接待家庭行列，以期國際學生返國後能

成為「留學臺灣、學華語到臺灣」親善大使，提升

臺灣的國際社群形象。

「友善臺灣－國際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成果發表會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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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一屆「Sigma Awards」競賽
多樂系榮獲多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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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樂系學生所設計的遊戲操作介面

多樂系學生所設計的遊戲操作介面

為引領產業界與學界互相結合之「廠商需

求，學生提案」精神而設立之「Sigma Awards」

競賽，於日前在高雄軟體園區舉辦決賽並評選出

各獎項得獎者。本校多媒體與電腦娛樂學系在中

南部大學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在遊戲類獨佔鰲

頭，囊括前一、二、三名、「遊戲特別獎」及佳

作等大獎，並獲得半數參與廠商之各類獎項，為

此次獲得主題廠商競賽獎最多之大學。

此次本校在遊戲整體競賽項目前三名得獎者

為「故宮夜未眠」、「烏達阿邦」以及「星戰幻

域」。「故宮夜未眠」為指導老師孫志誠領導之

團隊新作，具有高度文化創意與遊戲樂趣，想法

獨特且趣味橫生，在此次競賽中獲得第一名殊

榮，而第二名「烏達阿邦」則是陳光學老師指導

之作品，充分展現橫向捲軸遊戲特色，強調動作

的即時反應與遊戲進行時思考解謎之樂趣。吳思

璿老師指導「星戰幻域」則是以高度的可玩性與

均衡感，華麗的即時3D場景以及多樣的角色選

擇，大畫面之特效，完整的關卡設計、穩定的連

線內容，除獲得第三名外，並亦得到本屆「遊戲

特別獎」之獎項。另外，張明裕老師指導之橫向

捲軸類題材遊戲「符蘿拉」以奇幻的題材亦獲得

佳作成績。

在廠商出題獎項方面，本校則得到包含「大

宇資訊」、「摩鉅科技」、「唯晶科技」以及

「鈊象電子」等國內知名遊戲上市、櫃大廠五個

獎項，計有13組選手獲獎，此為繼今年全國「4C

數位創作」大賽獲得多項大獎並得到團體獎後，

又一次的肯定本校貼近實務之教學成效斐然，深

得產業界青睞之表現。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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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一百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十點至

下午五點三十分，於圖書館大樓13樓國際會議廳

舉辦「2011企業及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吸引

校內外人士約兩百人參加。此次學術研討會由該校

「財經法律研究所」與「張麗堂文教助學基金會」

以產學合作方式共同主辦，「台南律師公會」及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共同協辦。

「張麗堂文教助學基金會」以獎助大台南市中小學

清寒學生、補助台南啟聰學校、及其他大台南市學

術活動為成立目的；台南律師公會則在於強化正當

之法律程序，以維護人權及人性尊嚴，進而實現社

會正義；法扶基金會台南分會旨在加強律師在職訓

練，改善服務態度，提高敬業精神，保障經濟弱勢

者的訴訟權。 

研討會首先由副校長盧燈茂致歡迎詞，副校長

盧燈茂表示，此次學術研討會能再度以產學合作模

式舉辦；六月份時，台南律師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

會也曾以類似模式與南台科大合辦「民事法學名家

講座」，非常感謝兩基金會對本研討會的支持及贊

助。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創立至今已邁入

第九個年頭；從創所以來，即致力於提升南部地區

財經法學之研究、培訓法律從業人員並積極開拓產

學合作之機會；目前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

南分會及台南律師公會均有若干合作事宜；而該

所學生成員甚至包含律師、檢察官、醫師、銀行經

理、政府及司法機關公務人員及產業界專家等，尤

其在該所開設訴狀寫作實務、契約撰寫實務並積極

鼓勵學生參與實務研習課程後，考取公職人數亦隨

「企業及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盧燈茂副校長(左6)、翁岳生教授(左7)、張麗堂董事長(右7)及與會貴賓們合影

2011企業及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財經法律研究所舉辦
「企業及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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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遞增；而歷經兩次教育部評鑑後，該所均持續以

保持優等的態度，在教學、研究、課程規劃及人才

培訓上，盡力協助學生以「畢業即就業」為最高目

標，一切活動及作為也朝向以規劃設系為目標前

進。 

隨後張麗堂文教助學基金會董事長張麗堂亦致

詞表示，相當肯定此次研討會的主題及講者的學術

貢獻，並表示日後的學術活動將持續予以贊助。開

幕式後，隨即邀請前司法院院長翁岳生以「臺灣的

法治建設」為題發表近一個半小時的演說；翁教授

引經據典、講述內容活潑生動，博得滿場來賓熱

烈掌聲，為本次研討會揭開精彩序幕。緊接著，

研討會舉辦學術論文發表會，共有九位教授發表論

文，主題包含時下最為產業界重視的「個人資料保

護及營業秘密」、「企業財經犯罪」、「就業歧視

法制」、「環境經濟議題」、「智慧財產權」等；

除了邀集政治大學、交通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

學、高雄大學、台北科大、高雄第一科大、雲林科

大、長榮大學、文化大學、逢甲大學等法律系所教

授擔任報告人及與談人，為貫徹產學合作之精神，

本次研討會更邀請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應用研究

組組長及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等業界專家一同

參與，不僅使本次的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具備全國

性特色，更增添了主題及內容的多元性。

前司法院院長翁岳生教授演講情形

副校長盧燈茂致贈紀念品給張麗堂文教助學基金會董事長張麗堂 「企業及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活動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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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戴謙(左)代表本校接受姐妹校約翰克普勒大學國際副校長Friedrich Roithmayr(右)致贈之禮品

台下老師及同學參加慶祝大會情形 台上貴賓們聆聽貴賓們之祝賀情況 吳逸民先生頒發獎金及獎狀給得獎同學

42週年校慶全校同歡 熱鬧非凡

本校於100年12月10日舉辦42週年校慶系列

活動，邀請校內外來賓蒞臨本校一同慶生，本校

之姐妹校－奧地利約翰克普勒大學國際副校長Dr. 

Friedrich Roithmayr、日本立命館大學校長特別顧問

谷口吉弘博士、韓國東岡大學國際交流院長金光益

博士等亦率團前來慶賀，全校同歡，熱鬧非凡。

戴謙校長表示，學校創校已邁入第42個年頭，

在台灣南部地區，已是社會大眾公認頗具規模的技

職教育高等學府，而畢業校友累計更已超過九萬

二千人，遍佈海內外各階層，表現傑出，其貢獻早

為各界肯定。

而為求精進，本校之願景乃成為「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一流科技大學及產業之最佳合作夥伴」，並

以日本立命館大學為標竿學校，藉由創新的經營策

略，在短期內突破日本教育產業的困境，成為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學府，其發展策略頗值得借鏡。

此外，本校亦深入瞭解產業與企業的需求，培養企

業最愛的優秀人才，並透過產學合作，提供實用的

技能與知識，為產業與企業解決問題，成為產業與

企業之最佳合作夥伴。

戴謙校長再度表示，近年來學校不斷朝上述目

標努力邁進，為落實辦學理念，注重專業知能與人

文關懷、硬體建設與軟體建設、理論教學與專題製

作、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國內發展與國際交流等

多方位的平衡發展。希望對「教與學」、「產業

研發」做出嚴謹的規範以及有效率的輔導。竭心盡

力將本校發展成為南台灣科技暨人文教育的重鎮，

並逐漸成為在國內及國際間具有高知名度之科技大

學。



活動傳真 P11

戴謙校長(左3)、張信雄董事(左4)及車展工作人員與方程式賽車合影

每一年大家眾所期待的南台灣最大車展

『第23屆南台汽車大展』於12月3、4日兩天在

本校校園內隆重舉行。

今年車展特別劃分為「進口車區」、「國

內新車區」、「機車區」、「電動車區」「百

貨音響區」、「改裝性能車區」與「汽車儀器

工具區」，約有350個攤位，計有一百多家汽

機車相關廠商參與展出，展出的內容有各家最

新汽車、機車、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儀器工

具設備、性能改裝車、汽車音響與精品百貨

等，幾乎將所有汽機車相關行業全部匯集於

此。

本次南台車展再度與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

會合作，邀集了一些電動車廠商共襄盛舉，陳

列一系列與綠能環保動力相關的車輛。並且特

別邀請賓泓賓士公司展出七部有看頭之經典車

款，其中一部是今年話題性十足的夢幻敞篷跑

車SLS AMG Roadster，將以上空絕美身姿於4

日驚豔登場，長車頭、短車尾的造型，搭配後

移的駕駛座艙及經典織布軟頂設計，不論頂篷

閉或合，都優美協調一如頂級視覺饗宴，完美

演繹剽悍美學與上空樂趣，請大家記得前往欣

賞。

凡是年底想要買車或對車輛有興趣的人

士，可藉本校辦理車展機會，一次欣賞所有的

汽機車、電動自行車等車款，各廠商亦在現場

將搭配各種優惠方案，在南台汽車大展所買到

的車輛或其它物品絕對比外面更加優惠及便

宜。主辦單位亦經心設計各式小吃攤位，讓您

在參觀之餘亦能滿足口腹之慾；車展活動當天

尚有舉辦即時摸彩活動，精品萬分。

激爆南台灣的年度盛事
　　　　　　　　　南台汽車大展隆重登場



活動傳真P12

工學院郭聰源院長(右)為與會貴賓介紹能源館用途 工學院郭聰源院長(左)替與會貴賓介紹能源館用途

戴謙校長(左七)與蒞臨現場的與會貴賓及姊妺校貴賓合影

愛護地球，環保抬頭，能源科技已成全球產

業發展主流。本校為了使能源科技的教學、發展

與研究，在國內科技大學中保持領先優勢，增編

9,000萬元投建現代化的能源工程館，在校慶當天

揭牌啟用。

能源工程館揭牌典禮，邀請到董事會張信雄

董事、校友會魏子夏理事長、EMBA季孝緯理事

長、老闆娘促進交流會劉麗滿會長及姐妹校奧地

利約翰克普勒大學Dr. Roithmayr Friedrich、日本

立命館大學谷口吉弘博士、韓國東岡大學金光益

博士等貴賓，參與盛會。

校長戴謙表示，在能源工程館成立後，將以

現有的研發量能，結合南科的太陽能光電產業，

及大台南地區綠能車輛產業，使本校成為大台南

地區能源科技的研發重鎮之一，並將與週遭大學

合作，積極爭取政府計畫，共為能源科技研發及

培養優秀人才做努力。

本校向來重視能源科技的研發，早在民國92

年即成立「新能源中心」，並開發出全台灣第一

部太陽能車，且在長年來的努力，亦陸續成功開

發出太陽能光電系統設計、模組製作與性能檢測

技術，與南部太陽能相關廠商建立良好的產學合

作關係。本校在「節能載具」研發，投入相當積

極，在全國技術最高的SAE節能車大賽中，屢創佳

績。

近年來，本校能源相關研究已開始導入商品

化，例如開發出「太陽能輔助手電動輪椅」、

「太陽能寵物屋」、「 LED 七彩光牆」等，這些

作品，除獲得國內外多項比賽金銀牌外，並有多

項完成技轉或洽談中。

能源工程館啟用　　為教學研究、產學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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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謙校長(前左四)、教育部技職司李彥儀司長(前左五)淡江大學張佳宜校長(前右五)及與會貴賓合影

本校日前舉辦「2011第三次國際事務主管

交流會議」，邀請教育部技職司李司長彥儀、

淡江大學校長暨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

金會張董事長佳宜及其他十多位學者專家蒞臨

演講。

本校此次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合作基金會

委託辦理「2011第三次國際主管交流會議」，

除了延伸本年度前兩場次交流會議之主題，特

別將交流會議之內容聚焦於國際學生招募之代

理人制度、國際學生服務之精進措施以及就業

輔導與實習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及分析並提

供有效策略，以協助各校擬定成功的國際學生

招募策略規劃以及長線佈局經營。

此次交流會議共有來自全台52所大專院校

64名代表與會，會議邀請學界以及業界專家現

身說法，全程包含一場專題演講及四場專題座

談，分別邀請教育部技職司李彥儀司長、成功

大學、文藻外語學院、銘傳大學、南台科技大

學、明新科技大學、AIESEC(國際經濟商管學生

會)、教育部「友善台灣─國際學生接待家庭計

畫」辦公室以及三位業界代表提供寶貴經驗以

及具體做法，拋磚引玉，希望藉此會議相互分

享國際學生招募及經營之經驗，透過此交流會

議提供各校未來推動國際化之參考。

教育部技職司李彥儀司長以「外語紮基」

為主軸，主講技職教育國際化，結合台灣技職

教育現況及國際趨勢分析，說明推動技職教育

國際化之相關政策、成果與願景。此外，李彥

儀司長亦提出日本、韓國及新加坡招生策略之

概況與分析與我國政府人才培育計畫做比較，

強調技職教育必須持續追求創新卓越、融入國

際思維並維持技職教育的核心價值，已培育出

符合社會產也需要的人才。

本校舉辦「2011第三次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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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戴謙(右五)、西門子大中國區林昇平銷售總監(左四)、校內長官及與會貴賓合影

校長戴謙於記者會中致詞南台科大新出爐的第八屆親善大使

Siemens與凱德科技捐贈3D專業繪圖軟體
嘉惠本校學子

本校產學合作再添一樁佳績，Siemens PLM 

Software與Solid Edge台灣區教育市場總代理商凱

德科技大手筆捐贈本校價值2,500萬元之3D專業

繪圖軟體，捐贈儀式於12月23日在藝文中心舉

行，由校長戴謙親自主持。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強調創意發展與國際交

流，屢屢在環保車設計競賽、各項國內外重要發

明競賽上奪冠，並與美、加、歐、澳、日等113

所國際著名大學簽訂姊妹校、雙學位、大三菁英

出國及交流合作協定。此外，每一位學生從大一

開始即進行(UCAN)之職涯興趣量表與共通職能的

測驗，學生可清楚了解自己興趣所在，並配合南

台人學習檔的規劃，讓學生提早進行有計畫之學

習，讓畢業生養成最佳就業即戰力，達成「畢業

即就業，上班即上手」之目標。

台南為精密機械、模具、汽機車零組件產業

大本營，本校積極參與各項產、學、研創新研發

合作事宜，致力於發展區域特色之合作，2010年

配合台南縣政府推動『台灣精密機械與模具策略

聯盟』，並藉由聯盟的推動，帶動產業升級、強

化地方特色產業。

西門子大中國區林昇平銷售總監表示，Solid 

Edge是最完整的2D/3D CAD 混合系統，它採用

了同步建模技術，加快設計和變更速度，並提

高導入模型的重用效率。Solid Edge是Velocity 

SeriesTM產品組合的核心組成部分，具有優異的

零組件和裝配建模、製圖、透明資料管理和內置



活動傳真 P15

西門子大中國區林昇平銷售總監(左二)與凱德科技(股)公司余亮賢總經理(左一)致贈市價2500萬元之3D專業軟體給本校，
校長戴謙(右二)與副校長盧燈茂(右一)並回贈感謝牌。

西門子大中國區林昇平銷售總監於記者會中致詞

有限元分析功能，使日益複雜的產品設計變得輕

而易舉。

Solid Edge 將直接建模、參數化建模和新的

用戶介面相結合，是一項重大的突破。Siemens 

PLM Software 認真研究了用戶如何能夠在3D環境

下更輕鬆地建模，用戶一定會喜歡這種建立和編

輯模型的易用性，而且無需預先規劃模型在未來

的可能應用，Solid Edge的競爭者將需要數年才能

趕上。”

凱德科技提供客戶從CAD、CAM、CAE、

PDM完整服務及解決方案，該公司於2009年成立

了台北及台中服務據點，並於今年6月進駐南台科

技大學育成中心，除了協助本校成為西門子合法

授權Solid Edge認證中心以外，亦將透過課程來培

養3D CAD/CAM系統專業人才，讓學生在學校裡

就可以取得西門子原廠專業認證證書，增加學生

專業技能及就業機會。

凱德科技總經理余亮賢表示，未來將與本校

透過雙方產學與企業資源的整合與分享，有規劃

性的培養出學生再創新的能力與綜合知識運用的

能力，加上在電腦輔助設計、加工製造、分析、

機電、光電…等工程類相關課程進修及訓練，讓

學生除了有3D設計繪圖能力外，也提供了高階的

電腦數值控制軟體CAM Express進行CAD/CAM整

合，讓設計原型實體化，將培養出國際上3D CAD/

CAM專業性高階工程優秀設計人才來投入職場。

最後，西門子中國區林昇平銷售總監也承諾

校長戴謙，在不久的將來將把該公司國際認證設

立在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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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院舉辦「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研習
營」培育經營企劃人才向下扎根

為因應競爭日趨嚴酷的產業環境，台灣對經營

企劃人才的培育也將要再進一步向下扎根！由商管

學院主辦的「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研習營」於12

月29日在本校念慈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行。本次研習

營一反過去商管教育給人較為靜態的印象，主辦單

位別出心裁的將研習活動規劃成由團康熱身開場，

成功的讓現場展現歡笑與活力。 

學術副校長盧燈茂博士於開幕致辭時表示，在

本質上，商管教育原來應該是一個高度強調知識統

整的領域，人才培育目標強調畢業生能綜合應用所

學知能，進而對於實際面臨的問題能提出思慮周延

的解決方案。但近年來，在高職階段，學生為了準

備升學考試，學習活動的焦點更是過度集中在應考

的少數專業科目上，對於商管相關知識綜合應用能

力的培育，則是極度忽略。這不僅使得高職層級商

管教育背離了其應有的實用意義，也不利於技專校

院進行更深入的跨專業統整教學規劃。因此，本校

舉辦此項研習活動，實可說是深具意義。

透過這項商業經營企劃案的撰寫教學研習活

動，除了讓學生在過程中能嘗試模擬實際企業經營

情境，就新創事業或解決特定經營問題進行有系統

的思考，同時也能磨練撰寫書面報告與進行正式口

頭簡報的能力。此外，來自不同學校的參與教師亦

能有機會彼此觀摩並交換教學心得。由於活動安排

精彩，參加學生都感到興奮且收獲良多。

副校長盧燈茂(前右四)高文民主祕(前右三)周德光副院長(前右五)及與會帶隊老師們合影

帶動唱教學，學生們參與相當踴躍



活動傳真 P17校友聯誼南台科大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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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02 機械工程系 2011運動科技創新設計競賽 優選獎
林聰益、
陳沛仲

100/12/03 電子系
100 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作品:南台一號
電腦鼠走迷宮 第二名 黎靖

100/12/03 電子系
100 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作品:南台三號
電腦鼠走迷宮 第三名 黎靖

100/12/05 視傳系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優等(第二名)：非死不可入選：

未來進行式
施炳煌

100/12/05 視傳系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優等(第二名)：給我一個家
甲等(第三名)：醉後結果

林奕嘉

100/12/07 應用英語系 100萬能盃全國英語話劇比賽 第四名 柯謙君

100/12/09
學務處諮商
輔導組-幼保

系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100年度生命教育系列活
動」-『我與生命的約會~

幸福滿滿』戲劇競賽
大專院校組第二名 沈玫宜

100/12/09
學務處諮商
輔導組-管資

系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100年度生命教育系列活
動」-『我與生命的約會~

幸福滿滿』戲劇競賽
大專院校組第三名 曾碧卿

100/12/09
學務處諮商
輔導組-輔導

志工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100年度生命教育系列活
動」-『我與生命的約會~

幸福滿滿』戲劇競賽
大專院校組佳作 林姿穎

100/12/09
企電三甲
陳儀軒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100年度生命教育系列活
動」-生命教育體驗學習活動－『生命體驗 幸

福築願』計畫
大專院校組第二名 林姿穎

100/12/09
學務處諮商

輔導組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100年度生命教育系列
活動」-生命教育體驗學習活動－『校園生之

歌』徵選計畫
大專院校組特優 林姿穎心理師

100/12/10 機械工程系
教育部100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

競賽
大專組第三名 吳忠春

100/12/10 機械工程系 2011化學車創意競賽 總錦標第三名 劉全

100/12/10 機械工程系 2011化學車創意競賽 海報獎第二名 劉全

100/12/15 資工系 2011 iNEMO校園設計競賽 佳作 吳建中

100/12/16
學務處生輔
組史明明組

長

99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暨南區學務
中心優秀學務人員與優秀新進學務人員

南區大專校院優秀學務人員

100/12/16
學務處課外
組周進源組

長

99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暨南區學務
中心優秀學務人員與優秀新進學務人員

南區大專校院優秀新進學務人員

100/12/21 研發處 2011電信創新應用大賽 資通訊創作學校團體獎冠軍

100/12/21 資工系 2011電信創意大賽行動應用創新遊戲獎 行動應用(遊戲)校園組季軍 鄭淑真

100/12/24

學務處課外
組

競技啦啦隊
社

2011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指定口號組-公開組第三名 黃羽淳

南台師生榮譽榜



國家清潔週全國活動

100學年度教育部在校生校外實習職

前說明會（輔導老師）

本校辦理100學年吳尊賢文教基金會

得獎學生感恩傳承活動

資訊安全暨防範惡意電子郵件

社交工程宣導
10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

100-1學生宿舍撤宿活動  

101年國家清潔週活動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樂齡大學結業式

100學年度教育部在校生校外實習

職前說明會（實習生）

教育部正式授權自審

教師資格實地訪視  

2012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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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100學年第一學期服務學

習指導委員會議  

自治幹部研習營

南台活動預告

100-1校園民主法治教育宣導講座  

100-1學生宿舍跳蚤市場活動

期末系會長會議

課程委員會

100-1教育有愛故事推薦表揚活動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

期末導師工作研討會 

南台英語情境學習暨Live DVD

平台學習成果展示記者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