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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本校榮獲3金2銀佳績

美國匹茲堡發明展大會主席(左)頒獎給本校獲獎代表

2012年第27屆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於日前

在美國匹茲堡舉辦，共有20個國家參展。其中來自

台灣的參展作品，在國際發明展中大放異彩,獲得

40金28銀。其中本校，抱回3金2銀。

作品「人性化多點觸控螢幕功能之投影機」獲

得金牌獎，這項產品是由電機系許毅然老師研究團

隊所研發，本產品以一般的雷射筆光點作為簡報的

指引以及兼做滑鼠功能的使用，而在這次發明展裡

裝置更進一步整合投影機，完成人性化多點觸控螢

幕功能，使得多點觸控操作更加的流暢，提供了許

多應用上的可能，尤其是在多媒體互動的遊戲上提

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多家廠商對此技術感興趣，

正在進一步洽談合作事宜當中。

作品「智慧型可攜式身高計」獲得金牌獎，這

項產品是由電機系許毅然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主

要的設計考量是傳統的身高量測裝置，因重量較

重、體積較大而有機動性較低及攜帶不便的問題。

作品為「數位式電纜連接辨識儀」獲得金牌

獎，這項產品是由電機系魏兆煌老師研究團隊所研

發，錯誤的連接將導致電器設備無法運轉，甚致造

成嚴重的損壞。本發明提供一種新的電纜導線檢驗

與標誌方式。

作品為「即熱式開飲機」獲得銀牌獎，這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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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包括2012美國匹茲堡國際發

明展銀牌獎，2012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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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2012海峽兩岸三地富士通半導體盃MCU

競賽叁等獎、2011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金牌、

2011校園創業競賽第三名等大獎。並且也完成多項

的專利佈局。

本產品主要的特色是開發一種能免去長期保溫

之耗電、且加熱快、安全性高的即熱式開飲機。以

一個家庭一天需6000C.C.熱飲水計算，一般開飲機

一天用電約3.2Kw-hr，一年約用電1168 Kw-hr(以

2.76元/每度算需要3224元)。本節能開飲機6000C.

C.熱水，約需0.3Kw-hr電，一年僅用110 Kw-hr電

(303元)，每年可減少0.5噸二氧化碳排放。本產品

已經獲得台灣經濟部CITD的經費補助，並且已完成

產品，取得CNS13516認證，與通過開飲機化學試

驗報告。

「高品質側光式環狀LED燈具」獲得銀牌獎，

這項產品是由光電系康智傑/林正峰老師研究團隊

所研發，本作品為一高品質高效率之側光式正多邊

形LED室內照明燈具，可用以建構一高品質之居家

或商用照明生活環境。除此以外，本作品可經由附

加之控制電路，調控其照度、色彩及其均齊度之表

現，所以本作品在無論是在商品效能、質感與外觀

上應可吸引消費者目光，並契合消費者心目中的高

品質燈具之印象。

許毅然老師(右)與《即熱開飲機》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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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富士通半導體亞太有限公司所舉辦的第二

屆海峽兩岸三地富士通半導體杯MCU競賽，於日

前在上海舉行頒獎典禮，本校為最大贏家，計獲

得兩項三等獎、兩項優等獎與最佳環保意識獎。

校長戴謙表示，多年來本校致力於實務專題製

作，榮獲如此嘉績是本校多年努力經營的成果。

本屆富士通半導體杯MCU大賽是以「異想天開 創

意未來」為主題，並以「消費性電子設計方案」

為主要設計方向，期為兩岸三地的師生建立一個

透過電子設計來溝通與交流的重要平臺。頒獎典

禮在上海舉行，主辦單位更招待海峽兩岸三地得

獎作品的師生至上海接受頒獎典禮，因此規模非

常盛大。

　　本校獲得三等獎的作品為"碳 is money"是由吳

宗霖、許毅然、曾信智老師所共同指導的學生甘

晏璇、周士平、曾耀緯所獲得，主要在探討機車

待速的相關問題，提供機車一個兼顧環保、與機

車壽命問題的方式，本作品更進一步獲得最佳環

保意識獎。

　　"即時行熱"是由許毅然老師所指導的學生陳宥

全、林柏榕、洪義峰所獲得的三等獎。該產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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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s calling"是獲得優等獎的作品，由許毅

然老師所指導的學生陳宥全、高啟瑋、葉信助所

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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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獲得優勝獎的作品是由陳文耀老師所指導

的學生王星皓、葉昱德、杜駿昌所獲得。自動照

明系統則是在主人半夜起床時提供自動照明、及

行動偵測，同樣是有狀況時就啟動警報，保障獨

居老人的安全。

富士通半導體杯MCU競賽 本校為最大贏家

許毅然教授(中)與獲獎學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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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國際志工與國內教育優先區服務團隊日

前在本校L棟玄關，由副校長吳新興主持出發授旗

儀式，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國內外志工服務活動。

這次的活動獲得了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外交

部等單位補助，以及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

金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華碩文教基金

會、統一社福基金會的認同並取得經費的挹注；

本次共有20支國內教育優先區服務隊和4支海外國

際志工服務團隊，其出隊數量依據過去資料顯示

屬全國各大專院校第一多的學校，各服務隊分赴

國內偏遠地區學校和海外中南美洲及亞太地區進

行志工服務和國際青年大使交流活動。

本校在今年2月19日榮獲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函知為雲嘉南地區26所大專校院推動「101年強

化青年志工網絡協助推廣志工大學計畫」合作夥

伴學校，今年暑假更組成20支國內教育優先區服

務隊和4支海外國際志工服務團隊，分赴國內偏遠

101年暑期國際暨國內志工服務隊
聯合授旗典禮

P4

地區學校和海外中南美洲及亞太地區進行志工服

務和國際青年大使交流活動。國際志工團隊師生

則利用每年暑假課餘時間規劃至海外國家進行國

際志工服務活動，除可增進己身國際視野外，也

間接協助政府國民外交事務的拓展。

副校長吳新興在授旗典禮中表示，非常敬佩

抱著犧牲奉獻精神的同學，積極參與國際及國內

志工服務活動；今年暑假派出4支國際服務隊伍25

教育優先區服務團隊與校內師長合影留念

吳新興副校長(右)授旗給暑期國際暨國內志工服務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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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師生，分別有聖文森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由國企

系許淑媖老師帶隊、菲律賓國際志工服務團由電子

系余兆棠副主任帶隊、印尼蘇南巨港華語教學服務

隊由幼保系陳志盛主任帶隊、印尼雅加達幼兒華語

教學服務隊由幼保系沈玫宜老師帶隊分赴中南美洲

聖文森和亞太地區菲律賓、印尼等國家推動國際青

年大使交流、幼兒華語教學、縮短數位落差等服務

課程，預計服務及交流人數可達600餘人，可有效

達成「讓大愛跨越國界的藩籬，令全世界都看得見

台灣！」的宏觀願景。

今年暑假本校國內教育優先區由學生自治會、

基層文化服務社等21個學生精英社團，450餘人次

師生組織設計規劃20支服務隊伍、深入台灣本島的

屏東、台南及南投等偏遠地區，從數據上可以深刻

感受到大家都希望能夠將志工服務精神完整的傳達

到每一個偏遠鄉鎮國中小學童的心田深處，在選擇

服務對象皆是以隔代教養、新住民、清寒、單親、

弱勢家庭之子女為主，服務學童預計可達1,200餘

人，這次所動員社團師生參加人數及服務隊伍數更

是歷年之冠。屏東偏遠地區服務隊由該校課外組劉

嘉坤與陳水品擔任帶隊老師、南投地區由該校課外

組吳文法擔任帶隊老師、嘉義台南地區則由由課外

組李侑宗與蕭啟賢擔任帶隊老師。

副校長吳新興並期勉同學從參與志工當中學習

到精神層面的價值，可以從參與社團活動或國際、

社會志工活動，認識好伙伴與增加人脈的擴充及視

野所產生的有形及無形資產。

P5

暑期國際暨國內志工服務隊聯合授旗典禮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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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業大學校長蒞校參訪

校長戴謙(左五)與日本工業大學校長波多野純校長(右四)、貴賓及校內主管合影留念

本校的姊妹校日本工業大學訪問團於日前由該

校校長波多野純博士率領成田健一教務長及共通教

育系劉雯老師蒞臨參訪，校長戴謙、副校長吳新興

博士、工學院郭聰源院長與國際事務處王永鵬處長

等人均親自接待，並舉行交流座談會針對兩校校際

合作進行熱烈討論。

校長戴謙致詞時表示，日本工業大學位於日本

琦玉縣，創校已有105年的歷史，該校為工學專門

之大學，本校也是以工學起家，希望本次參訪可成

為兩校今後發展的新開始，在學術及學生交換各方

面能夠更深化交流。此外戴謙校長也說明南台科技

大學近年來推動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擁有許多應

用型人才培育之相關經驗，經由與日本姐妹校之交

流，今後將會更加推動研究交流、學術情報及學生

交換等，希望能更深化兩校之間的交流使合作關係

擴展到更多層面。有助於共同成長。本校致力於國

際化，現在全球已有117所姐妹校，國際化可讓學生

了解國際化的潮流趨勢，更能增加本校學生的國際

競爭力。

波多野純校長表示因日本工業大學僅有工學

院，他十分敬佩本校在工學方面的研究，並高度肯

定本校的產學合作研發高量能與輝煌成果。

本校安排貴賓參觀該校獲得多項國際大獎之電

腦鼠、奈米中心及精密機械中心。雙方期望不久的

未來，兩校能透過學生交換幫助學生取得留學與就

業實習的機會，並能共同合作研究，以達成兩校之

實質交流。

戴謙校長(左)贈送本校校旗給波多野純校長(右)演講情形

User
線段

User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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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展創意 城市充滿愛
資傳系學生用行動關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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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謙校長(前排中)、校內主管及與會貴賓參加揭牌儀式」

超級英雄導演資傳三甲周祈達(中)同學說明創作動機

資訊傳播系舉辦「愛的方城市—跨媒體整合

與媒體公關學課程期末成果發表會」，共計有14

個學生團隊以不同創意形式表達對社會的愛與關

懷。

 資傳系老師洪敏莉表示，「愛的方城市」

活動是結合資傳系三年級的「跨媒體整合」與二

年級的「媒體公關學」二門課程的學期專案成果

展。「跨媒體整合」課程是以專案方式進行，希

望同學能以不同的媒體溝通型式，傳達對社會的

關懷。本次的主題是「愛的方城市」，希望能透

過學子的作品創作，讓社會充滿愛的溫暖。

今年資傳系「跨媒體整合」課程共推出「超

級英雄」、「咱的厝」、「幻癮」、「空屋」與

「逝去的愛」等五部微電影作品及「創業家天

堂」創業網站等作品，內容涵蓋親情、自我認

同、社會壓力與創業協助等主題，展現學生對社

會的觀察與省思。值得一提的是，各專案團隊特

別強調以網路行銷手法宣傳作品，不論是在網站

的功能性或是FB宣傳活動上，都有令人激賞的成

績，總計已有超過萬人觀賞作品。

另外，「媒體公關學」課程是以社會關懷或

是素人成名等專題進行，希望能培養學生議題擬

定及活動操作的公關能力。專案類型包括「世界

和平會感恩餐會」、「回溯契約學生電影」、

「姿龍-部落格素人畫家」、「亞洲籃球機紀錄保

持人周育霆友誼賽」、「學生明星小豬出道」及

「省電大作戰」等主題。德豐公關總經理郭學政

在看過學生的提案後表示，非常驚喜學生能發揮

創意，展現不同的公關操作能力。

「愛的方城市發表會」於6月6日到6月7日在

圖書館一樓展出，成果展也同時舉辦「集點送星

巴客」活動，吸引不少人潮參觀。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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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蕭金土(右六)與貴賓及得獎同學合影留念

視覺傳達設計系舉辦
第五屆全國高中職創意公仔設計競賽

教育部為鼓勵技專校院與高職及綜合高中互動

與強化夥伴關係，整合教育資源、促進學生學習銜

接，將社區合作擴展至技專校院，提升學生就近

就讀高職及技專校院意願，體現適性發展的教育

理想，特辦理「技專院校與高職建立策略聯盟計

畫」，並由視傳系在此計畫下舉辦第五屆的全國

高中職創意公仔設計競賽，此次是以家鄉印象為

主題，該競賽針對全國各個高中職生進行的設計競

賽，共685件作品，再從中選取前三名優秀作品，

第一名由國立後壁高中－嚴晨威同學以我愛嘉義

雞肉飯作品獲得，第二名由市立海青商工賴姿辰同

學，以大溪豆干阿公作品獲得，第三名是由國立台

中高工陳嘉妤同學以小文旦作品獲得，同時並選取

十名佳作和二十名入選獎，這些作品於日前在本校

的藝文中心舉行頒獎和作品展覽。

視傳系系主任黃國禮主任表示，公仔設計在這

幾年變化很大，除了一般平面美術設計或多媒體運

用，還要結合時下流行題材，讓「公仔」重新賦予

人偶生命，還讓公仔成為商品行銷的利器。間接的

將品牌形象具體化，並且能延續每一季推出新品的

精神，而衍生不同的面貌出現。

舉辦這別具意義的設計競賽活動。乃是希望各

高中職的同學們能藉由這個活動，以更多元的創意

設計角度來發展出屬於自己獨特風格的公仔設計，

並且體驗設計作品從自己手中誕生的喜悅感，以及

了解創意設計過程中的苦樂。因此，希望透過這

個活動，激發具有潛質的設計新血投入創意設計產

業，以達人才培育的目的，將台灣的創意設計產業

能有更大的發展。

全國高中職創意公仔競賽金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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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商管學院院長Prof. Basu, Ph.D.（右四）與戴謙校長（左四）及校內師長合影留念

商管學院於6月11與12日，在本校辦理

AACSB高等商管學院聯盟認證Mentor Visit，

擔任商管學院AACSB認證的Mentor為來自美國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商管學院的院長

Prof. Basu, Ph.D.。商管學院AACSB小組成員40

餘人共聚一堂，與Dean Basu進行兩天的討論與

學習。實地訪視後，Dean Basu對本校以及商管

學院的辦學績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分享其

豐富的AACSB經驗，使得商管學院又更進一步

地邁向通過AACSB認證。

校長戴謙在致詞時表示，感謝Dean Basu遠

從美國前來學校協助商管學院準備認證工作，

相信以本校在過去的辦學績效基礎下，商管學

院必能在Dean Basu的指導下，順利通過AACSB

認證。

校長戴謙更鼓勵商管學院持續追求更深遠

的目標，因此商管學院兩年前開始推動AACSB

認證工作，期望透過與國際制度接軌，達到學

校的國際化目標。在全球超過14,000所的學

校，僅有650所商管學院通過認證，認證比率

不到5%，可見其具有相當高的挑戰性。校長戴

謙勉勵所有商管學院同仁，務必要在Dean Basu

的指導之下，盡全力準備，期望能在2015年

成為全國第一家通過AACSB認證的私立科技大

學。

AACSB高等商管教育聯盟是國際上最具盛

名的商管教育認證機構之一，通過該認證費時

甚久。加入會員之後，必須先通過資格認證，

進入為期1-2兩年的先期認證階段，目前商管

學院正處於此階段。在Mentor指導下所發展的

Standards Alignment Plan通過認可之後，進

入為期3-5年的初次認證階段。通過後始取得

AACSB認證，之後每5年尚需接受維持認證。商

管學院期望能夠在2015年底達成AACSB的各項

認證標準，通過AACSB認證之後，將使本校的

商管教育完成國際化的目標，教育內容與品質

達到國際標準，進一步提升商管學院的競爭利

基。

商管學院辦理AACSB
高等商管學院聯盟認證Mentor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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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法律研究所於6月16日國際會議廳舉辦

「2012南台法學名家講座」，這是本校財經法律

研究所連續第三年與台南律師公會及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共同舉辦大型法律講座，今年

持續邀請到在法學界赫赫有名的大師級人物擔任講

座，與到場的律師、法律界人士以及師生共約兩百

人共同分享他們的所學心得。 

校長戴謙首先歡迎與會貴賓，並對本校財經法

律研究所連年與台南律師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共

同舉辦如此大型講座表示肯定，也特別強調該校財

經法律研究所歷經兩次教育部評鑑均為一等，10年

來不僅已有7位台南地區的律師、檢察官、司法事

務官到所裡就讀且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也多繼續

在本所擔任講師，負起教導學弟妹的工作；另外更

有多位在民間企業擔任主管，例如銀行經理或專利

商標事務所主管等同學就讀，而在報考101學年度

研究生考試名單中，來自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國

稅局等單位之具公務員身份的考生就佔一半以上，

學生素質極為優秀。在今年財法所更有一位大學畢

業於南台資管系的學生，在研三時順利考取律師，

不僅為學校爭光，也為所上學弟及學妹帶來鼓舞的

士氣。本校財法所的課程有別於一般大學法律系或

研究所，將訓練學生的重點放在實務能力的養成

上，例如學生都必須學會怎麼寫訴狀、寫契約才能

畢業，校外暑期或全學期實習單位，也從法律扶助

基金會增加到台南地檢署、平民法律服務中心及資

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與京城銀行法務室。101學年

度起財法所更推出以招收英語系畢業生為主的英文

財法所舉辦2012南台法學名家講座

戴謙校長(右六)與貴賓、校內師長合影留念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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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學程，逐步邁向全英語教學的環境。 

台南律師公會理事長張文嘉在隨後的致詞中

也表示，希望這樣有意義的活動可以持續辦下

去，這樣的活動不僅可以帶動南部地區的法律學

術風氣，也讓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律師、法官及教

授、學生，甚或企業界的法律人都能齊聚一堂，

感受前輩的風範。這樣的活動也會持續鎖定國內

的大師級法學前輩、以不同主題，在每年的6月

都把他們一一地請來台南，並期待每年都能在

這樣的一天到場聆聽，讓學術與實務得以融合交

流，豐富活化南部地區的法律學術風氣。

此次講座議題非常精彩，也較往年更為多

元，包括傳統「債法上幾個有待釐清」的法律問

題、受大眾關注的「數位環境下著作權侵害認定

與相關案例」、及「性侵幼童案」法律研究、實

用的「仲裁判斷撤銷在我國實務發展」等議題。

邀請到的來賓有馮震宇教授、姚志明教授、林誠

二教授、以及甘添貴教授四位大師級的人物，到

場的法律界人士多是大師們的門徒子弟，後輩學

生更是閱讀大師們的書籍才得以在法學的領域中

成長。平時只能在書本中接觸到的大人物，透過

這次講座，學生有機會與他們面對面貼近，講座

的豐富內容與博學的講者，都讓與會貴賓在聽完

講座後，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家。

法學名家講座活動情形

張瑞星所長致贈本校禮品給馮震宇教授台南律師公會理事長張文嘉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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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謙校長(中)與獲獎同學合影

南台科大新出爐的第八屆親善大使

本校舉辦101級畢業典禮 

本校於101年6月9日假三連堂舉辦「101級

畢業典禮」，為能展現本校重視所有畢業生邁入

人生另一階段的重要里程碑，今年的畢業典禮除

了舉辦上午場及下午場之外，特別安排星光場舉

辦，讓所有畢業生及家長都能感受畢業盛會！

畢業典禮當天戴謙校長以最真摰的心情祝福

4,900多位畢業生擁有美好的未來。現場除許多

家長到場觀禮，吳敦義副總統、立法院王金平院

長、台南市賴清德市長、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

心林清強副執行長、本校校友會全國總會理事長

謝鎮龍等人皆蒞臨現場，給予畢業生祝福。企管

碩士班外籍生陳碧雲(Lim Mega Okfiyati)、資源教

室代表黃怡蓉、吳佳蓉等畢業生致詞代表感性地

向家長及本校所有師長表達謝意。

吳敦義副總統致詞時指出，本校是經過嚴

格評選的典範科技大學，在吳三連、張麗堂等創

辦人及高清愿董事長、歷任校長、師長的努力之

下，培育眾多務實致用的人才，對於社會及國家

貢獻良多，貴校所獲得之績效乃實至名歸。吳副

總統亦表示，我國在全世界的競爭力逐年提升，

本校所培育的人才亦是成就國家的重要因素之

一，特別肯定與感謝南台科大全體師生的努力。

王金平院長致詞時表示，連續幾年都不曾缺

席本校的畢業典禮，也代表教育當局對於本校辦

學的肯定。王院長亦勉勵所有畢業生(1)對上尊

敬；(2)對下懷慈；(3)做人以和；(4)對事以真，尊

敬父母、長輩，對後輩友愛、關懷，做人圓融、

和氣以待，做事以科學的態度面對及處理，除了

勉勵畢業生之外，並祝福所有畢業生未來光明、

美滿、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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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自2006年以來，共獲4.79億元補助，名

列私立科技大學第一；今年3月份更通過教育部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為私立科大唯

一獲補助學校；連續四年榮獲「Cheers雜誌問卷

調查為企業最愛畢業生的私立科大」。校長戴謙

表示，這些績效與榮譽，都是來自於全體師長與

年輕朋友們四年在校期間及畢業校友們共同努力

的成果。

校長戴謙致詞時表示，感謝無怨無悔付出養

育所有畢業生的家長及辛勞教誨的師長，使這群

社會新生力軍順利畢業，也勉勵所有畢業生經過

四年的辛勤努力，畢業後即將踏入人生旅途的重

要階段，迎戰社會的洗禮，期勉所有學生提醒南

台科大校訓「信義誠實」，並終身學習、謙卑受

教、盡責路自開，成功來自堅持與努力不懈，踏

出校門之後仍要謹記以上幾點並繼續努力，展翅

高飛，迎向美好的未來。

本校101級畢業典禮活動盛況

張信雄董事致詞

吳敦義副總統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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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西門子工業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凱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6月

8日在圖資大樓E棟舉辦「國際認證中心」揭牌儀

式，本次國際認證中心揭牌共有二家公司，分別為

凱德科公司及科盛科技公司，讓本校產學合作再添

一樁佳績。

校長戴謙表示，國際認證中心之成立，是本校

與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人員，經過多次討論協商努力，並簽署合作協

議書後，在計網中心E202教室所成立的「國際認證

中心」，此中心為台灣第一個結合電腦輔助3D設

計與CAE 3D模流分析之專業國際認證中心，該中

心成立後，將搭配完善的培訓課程，養成南部被國

際認可之電腦輔助設計人才，持續透過融入教學實

習課程、產業人力培訓與證照認證考試，培養產業

人才，並應用於產業新產品開發，協助產業提升設

計、分析測試與製造能力。

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余亮賢總經理表示，此

次成立的「國際認證中心」，讓凱德科技有此機會

能與南台科技大學一起來推動教育培訓及國際專業

認証.我們將透過產學資源的整合與分享進而提昇台

灣產業的競爭力及創新力,雙方一起培養出更多優秀

的設計人才，提供產業人力需求，為台灣在國際舞

台上創造另一個MIT的殊榮。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榮語總顧問表示，

Moldex3D 為全球塑膠射出成型產業中的 CAE 模

國際認證中心揭牌儀式 台南市政府經發局殷世熙主任秘書致詞

本校「國際認證中心」揭牌

國際認證中心揭牌儀式戴謙校長(前右四)、與會貴賓及校內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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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軟體領導品牌，以高階三維模擬分析技術，幫

助全球相關產業客戶更精確與快速解決各種塑膠

產品的設計與製造問題，獲得許多全球知名大

廠採用。以模流分析產品技術及市佔率而言，

Moldex3D已躍居國內第一大、全球第二大的品

牌。科盛公司目前在全球有9間直營分公司，以

及超過150家經銷商全球通路佈局。Moldex3D勇

於創新，所有技術的開發，皆以協助客戶解決問

題、提升競爭力為出發點，除了不斷精進技術，

更以最真誠的態度來服務每一位客戶，期望將客

戶的設計做最完美的呈現。隨著「國際認證中

心」在南台科技大學成立，今後科盛科技將與南

台科技大學更密切合作，辦理在校學生或企業人

士CAE 3D模流相關技術訓練課程，培養3D CAD/

CAM系統及CAE 3D模流專業人才， 並提供國際認

證，使其技術達到世界一流水準。

本校對CAD/CAM專業人才之培訓與推動辦理

專業認證是積極而有效的，自去年獲得Siemens與

凱德科技及科盛科技公司捐贈3D專業電腦輔助設

計軟體後，短短不到一年間，已培育CAD 人才超

過500人次及CAE 3D模流專業人才超過100人次，

並輔導超過40人取得勞委會辦理之電腦輔助立體

製圖之專業證照，隨著國際認證中心之成立，今

後將可提供更多學生或專業人士可以取得國際專

業認證，增加專業技能及就業機會，也是CAD暨

國際認證人才培育實驗室計畫之重要里程。

戴謙校長（中）與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余亮賢總經理（左）、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榮語總顧問（右）簽訂國際認證合約

戴謙校長（中）帶領貴賓們參觀國際認證中心 戴謙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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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聖導演(左)贈送簽名之《賽德克．巴萊》小說給戴謙校長(右)

魏德聖導演蒞校演講    勉勵學子堅持理想 
創造屬於自己的年代

享譽國際的魏德聖導演6月6日上午蒞臨本校，

以『電影製作實務』為題，和學生進行精彩座談。

魏德聖導演此次是應資訊傳播系邀請，蒞臨本校演

講。演講地點在圖資大樓13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吸

引學生前往聽講，場面爆滿，熱鬧非凡。

校長戴謙在致詞時表示，非常高興能邀請到台

灣之光魏德聖導演蒞校演講，魏導演出生於永康，

也在台南成長就學，是道道地地的台南之光。本校

近年來辦學績效卓越，一路走來，除了各位老師與

同學努力之外，「一步一腳印 十足十努力」的精

神，是本校能在技職院校中獨佔螯頭的主因。這一

點與魏導演為理想堅持的熱情是一樣的。

魏德聖導演執導的影片《海角七號》與《賽

德克 巴萊》不只在國內的票房上引領風騷，《賽

德克 巴萊》一片更榮獲第48屆金馬獎的最佳影片

的肯定；在國際影壇也屢創佳績，包括獲邀參加

2011年威尼斯國際影展並評選入圍正式競賽片，

《賽德克》一片也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參與座談的資傳系三年級學生李儀鳳說，她深

深折服於魏導演的風範，尤其是他對電影製作實務

的說明，讓即將面臨進入畢業專題製作挑戰的同

學，對影片製作實務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李儀鳳笑

著說，希望將來畢業專題作品完成後，能有機會讓

魏導演過目。

戴謙校長亦再度表示，本校以產業最佳合作夥

伴的科技大學做為定位，並以培育學生具備產業實

務經驗，專業證照，創新創業職能，職場英語溝通

能力，職業倫理道德等素養為目標。文化創意產業

是政府明定的六大新興產業之一，影視相關產業前

景可期，今天能邀請到魏德聖導演來分享他的創作

歷程與專業觀點，相信能對年輕學生的創作產生典

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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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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6/01 化材系 「2012南臺灣傑出博碩士論文校際發表競賽」
傑出論文發表獎-

理工領域
江禎立

101/06/01 企管系 「2012南臺灣傑出博碩士論文校際發表競賽」
傑出論文發表獎-

商管領域
鄭滄祥

101/06/01 視傳系 「提升圖書館服務海報競賽及展覽活動獎」, 第一名 黃國禮

101/06/01 視傳系 「提升圖書館服務海報競賽及展覽活動獎」, 佳作 陳武雄

101/06/01 圖書館 「提升圖書館服務海報競賽及展覽活動獎」, 佳作 楊智晶

101/06/02
學務處課外

組
101年台南市第十一屆鳳凰盃跆拳道錦標賽

     高中以上男子
組68~74公斤第二

名

外聘
嚴森鋒老師

101/06/02
跆拳道社/鄭

丞佑
101年台南市第十一屆鳳凰盃跆拳道錦標賽

高中以上男子組
63~68公斤第三名

外聘
嚴森鋒老師

101/06/02
學務處課外

組
101年台南市第十一屆鳳凰盃跆拳道錦標賽

高中以上女子組
49~53公斤第三名

外聘
嚴森鋒老師

101/06/03
跆拳道社/陳

相境
2012年全國大學生日語配音比賽 第六名 榊祐一

101/06/07
學務處課外

組
2012第六屆全國大專學生暨第十屆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創新設計實作競賽
第二名 魏慶華

101/6/13
跆拳道社/蔡

羽婷
27th the Invention&New Product Exposition

金牌- A Projector 
with User Friendly 

Multi-Touch 
Functions  

許毅然

101/6/13 應用日語系 27th the Invention&New Product Exposition
金牌-An Intelligent 

portable Height 
Scale

許毅然

101/6/13 機械工程系 27th the Invention&New Product Exposition
銀牌- Instant 
Boiling Water 

Dispenser
許毅然

101/6/15 電機系 富士通半導體盃MCU競賽 叁等獎
吳宗霖、曾信
智、(電機)許毅

然

101/6/15 電機系 富士通半導體盃MCU競賽 最佳環保意識獎
吳宗霖、曾信
智、(電機)許毅

然

南台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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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研習-SAP Business One 

師資培訓基礎班  

光電與積體電路中心揭牌儀式   

金融專業證照即測即評考照測驗 

2012專業英語文教學理論與實

務研習營 

第43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書面審查)  

GoGo聯技中心三校第三次會議

Go Go聯合技術發展中心評議委員會會議 

101年台灣芒果冰品創意競賽

與推廣活動 記者會  

南台活動預告

7UP國中生技職教育體驗學習參訪活動 

浙江省金華市赴台交流參訪團來校參訪  

優活館揭牌典禮 

第二屆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與南部工業區意見領袖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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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波市大學生來校參訪

101年台灣芒果嘉年華會 
101暑假轉學考 

第十三屆第九次董事會議  

美國姊妹校梅瑟大學(Mercer University) 

簽約儀式
法國巴黎第12大學華語暑期班

第二梯次開幕

101年度「教師暑期企業研習」誓師大會 
101學年度嘉南區四技進修部二專

夜間部聯合登記分發現場個別報名 

行流系產學一貫簽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