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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全國能源科技創意競賽本校獲獎
由教育部指導，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教育

部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共同辦理

之「2012全國能源科技創意競賽」於日前舉辦決

賽，本校分別獲得大專組最佳應用潛能獎以及大

專組銅牌獎之優異成績。

校長戴謙表示，針對能源短缺的問題，積極

發展替代能源，已經是全世界現代化國家在能源

課題上努力的重點。該校積極爭取專案計畫，從

事研究與技術開發之服務，並培育「新能源」、

「再生能源」高科技研發人才，推動新能源科技

研發計畫，協助解決業界在「新能源產業升級」

與「新能源法令政策」過程所遭遇的困難，以促

進產業競爭力。

由機械系林克默老師與謝慶存老師共同指

導，機械系研究生黃僅陽、許博淳與謝竹富三位

學生組成「PVM&M Lab」隊，以「水隔熱式太陽

能模組」獲大專組最佳應用潛能獎，其特色是利

用水吸收紅外線並帶走多餘熱能，達到模組效率

提高之功效。初步成果顯示可提高模組5.0%以上

發電量，絕對效率可增加0.78%。並且未來可與

太陽能熱水器作結合，以達到雙重之功效。

由電機系許毅然老師與企管系蔡宗岳老師共

同指導的「Solar Control」團隊，以「智慧型太

陽能控制系統」獲大專組銅牌獎，團隊由電機系

學生張榮傑及企管系學生鄭芸蕙、陳嘉珮與鍾佩

琦組成，「智慧型太陽能控制系統」目的在於改

良基本的太陽能系統且結合目前的智慧型手機來

做為最新的溝通橋樑，能夠確實的掌控並且透過

簡單的設定，達到最佳的太陽能發電效率及節電

之功效。

本校機械系研發之水隔熱式太陽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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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團隊與評審合照(左起：施伊凡顧問、薛凱文同學、楊維珍老師、金子揚同學、黃雄鵬諮議、張簡昌儀理事長、毛琬婷同學)

本校二組跨學院學生團隊日前參加由正修科技

大學所舉辦的2012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創意與創業

競賽，勇奪第一名與第三名，成果豐碩。該競賽有

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眾多創業團隊參與，經由三位

資深創業專家評選各組企劃書後，僅錄取前12名進

入決賽，競爭激烈。本校由商管學院國際企業系楊

維珍老師及數位設計學院創新產品設計系林佳駿老

師共同指導之團隊「Leben」，不僅企劃書以高分

進入決賽，更以優越的現場簡報表現，擠下國立大

學團隊壓倒群雄勇奪第一。另外，由商管學院企管

系楊雪蘭老師及工學院機械系陳沛仲老師共同指導

之團隊『樂活股份有限公司』，亦以創新的商品、

生動的現場展示拿下第三名。

本校國際企業系「Leben」團隊，以設計學院

林佳駿老師指導設計之創意生活用品多功能衣架、

兩用水果盤及獲得世界工業設計大獎德國紅點設計

獎之多功能搖搖椅，作為創業企畫之主要商品。

「Leben」團隊從開發產品、尋找製造商、推銷到

銷售商品，設計了一套完整的文創設計商品行銷流

程以及參展模式，並在其創業計劃中以短、中、長

期完整的呈現5年半的行銷策略與財務規劃。評審

之一的中華民國創業就業教育育成協會施伊凡顧問

表示，本校「Leben」團隊之創業企劃，內容完整

成熟，相當具有可執行性。高雄市產業職業企業總

工會黃雄鵬理事長，亦對「Leben」團隊以創意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設計出創新生活用品表示贊同，

並對「Leben」團隊的簡報表現能力與團隊精神給

予高度的評價。

本校榮獲「2012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創意
與創業競賽」第一名與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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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楊雪蘭老師所領隊的『樂活股份有限公

司』團隊，是以機械系陳沛仲老師指導研發之多功

能代步車作為創業企劃之主要商品。『樂活股份有

限公司』團隊的多功能代步車只要與一般市販輪椅

連結，即可變成高齡者的代步車。將龍頭升高後，

亦可當成高齡者或復健中人士的輔助步行器。此商

品不僅能提供高齡者使用，亦可變裝成滑板車，供

年輕人使用。『樂活股份有限公司』團隊的多功能

代步車，展示時引發評審及各參賽團隊的高度興

趣，會後的試乘更是深獲好評。

此 次 商 管 學 院 與 數 位 設 計 學 院 合 作 之

「Leben」團隊及商管學院與工學院合作之『樂活

股份有限公司』團隊，在「2012全國大專院校學

生創意與創業競賽」中得以壓倒群雄分別獲得第一

名與第三名優異的成績表現，是因計畫基於產業聘

用以能實際解決問題之整合性人材為趨勢，鼓勵學

生在學期間打破系所專業限制，推動跨院系團隊。

同時本校致力於推動創新創意活動，鼓勵學生們參

與校內、外創業創意競賽。本校產學運籌中心亦舉

辦『南台科技大學校園創業競賽』等活動，以激發

學生創業與創意之實作能力，並尋求理想之創業模

式，培育學生在創業基礎上的概念與能力。

『樂活股份有限公司』團隊頒獎照(左起：莊立榮同學、楊佳蓉同學、吳宜靜同學、張簡昌儀理事長、楊雪蘭老師、翁浩耀同學、高永發同學及謝安庭同學)



國際南臺04

亞太大學交流會會員國理事代表團蒞校參訪

教育部翁勤瑛科長帶領由輔仁大學組成的

UMAP台灣國家秘書處與UMAP會員國理事一行

二十四人，於10月25日參訪本校。副校長吳新興率

領數位設計學院張育銘院長、圖書館楊智晶館長、

工學院王啟州副主任、商管學院施武榮執行長、人

文學院陳詩卉老師、陳怡如老師、國際處鄭玫玲組

長、圖書館同仁及國際處同仁等均親自接待，熱情

歡迎來訪。

此行來台，代表團一行人於中午參觀陳列於本

校圖書館一樓內之電子鼠及太陽能車研發成果展

示、緊接著參觀十二樓之數位圖書館，包含網路

視聽區、兒童閱覽室、電影欣賞室及視聽資料存置

室。接下來，舉辦國際交流座談會，面對日本、菲

律賓、泰國、孟加拉等國家來的貴賓，副校長吳新

興博士首先表達深切歡迎之意，並表示近年來，國

際教育重要性與日俱增，全球化已成為各個大學的

重要目標之一，台灣亦積極選送本籍學生赴國外短

期留遊學或實習，以拓展國際觀、提昇高等教育

的國際競爭力；除了激勵本國學生到外國留學外，

吳副校長亦十分歡迎亞太地區之優秀學生申請就讀

南台全英語授課之交換或學位課程，他強調透過課

程學分轉換之認定機制，學生可以在返校時同時取

得雙方學校的學分或學位授予，這對學生面臨國際

化，帶來莫大的助益。他殷切期盼亞洲大學交流會

能發揮最大的功能，開拓更多的國與國、大學與大

學的合作空間與機會，激勵更多學生到國外相互學

習，認識多元文化，以培養跨領域與具備國際素養

之卓越人才。

亞太大學交流會會員國理事主席Prof. Belen 

Tangco表示很榮幸來到台灣的文化首都台南，與亞

洲大學交流會的成員夥伴們一同參訪本校。自2011

年至2015年，台灣擔任亞太大學交流會國際秘書

處，這對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項重要的里程

碑，相信台灣會帶來更多的卓越貢獻。她亦期待透

過此次的參訪座談，本校與亞太大學交流會會員國

校間之合作關係能擴展到更多層面的實質交流。

與會貴賓參觀圖書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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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飛鷹方程式賽車團隊遠赴上海參加
「學生方程式汽車大賽」

本校「飛鷹方程式賽車團隊」遠赴中國上海

參加「學生方程式汽車大賽（Formula SAE China) 

」。本次比賽共42隊報名，參賽隊伍中有清華大

學、浙江大學、上海交大等一流學府，競爭非常激

烈。飛鷹賽車隊通過嚴格的車輛檢查，並在39支參

賽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兩個獎項，分別為<營銷

報告>第一名以及會場最佳表現的<精神文明獎>。

本校自2005年開始發展學生方程式賽車，不僅

是全台首部，亦是目前唯一參與賽事的台灣學生方

程式賽車團隊。本次車隊由機械系先進車輛組教師

群領軍，工學院郭聰源院長為指導老師。早在2011

年於南台車展雛形車展示期間，車隊即獲校長戴謙

允諾全力支持，今年並由副校長盧燈茂揭幕授旗，

發展過程一直深受校方支持。長達一年的製作時

間，機械系朱志良主任、研發處張烔堡副處長及車

輛組許哲嘉組長更經常對車隊成員勉勵關懷，提供

必要的協助。本車製作費用由本校教學卓越計畫之

特色專題經費支出，經費雖不及其他中國隊伍之一

半，但表現卻依然亮眼。

本車特色為輕量化車體結構 (188公斤，所有參

賽隊伍中最輕)、流線碳纖維車殼、使用自我調校

之外加引擎電腦，以及氣動式換檔機構等。由於製

作精緻且團隊默契良好，獲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鋼

鐵工業紀錄片小組青睞且全程跟拍，內容預計將於

明年1月在中國《央視科教節目》中播出，同時也

被《汽車之友及易車網》雜誌社特別採訪。不僅如

此，MSC軟體公司與SKF軸承等贊助廠商也派代表

親臨本車隊予以打氣加油。此外上海汽車集團也親

臨車隊帳篷招募研發專員，為學生帶來就業機會。

本次赴大陸比賽共16名學生，成員以機械系車

輛組為主，並包括行銷流通所與視覺傳達系學生。

比賽期間與其他學校互動熱絡，密切交流之友校有

同濟大學、廈門理工大學、湖南大學、華南理工大

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等車

隊，吸取了許多製作經驗和細節，對車隊未來的發

展及規劃有很大幫助。

本車隊雖較中國其他車隊發展更早，但由於曾

經中斷，目前在整車技術方面有許多進步空間。若

能獲得更多國內廠商支持，南台科大學生方程式賽

車團隊將可以更精進，繼續以車隊口號 <One Team 

One Dream一個車隊 一個夢想>，在更多賽事中，扛

著台灣製造的名號，讓本土賽車在國際發光發熱。

飛鷹方程式賽車團隊比賽情形



院系傳真

2012年第七屆龍騰微笑競賽由宏碁基金會、天

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與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

競賽宗旨為推動學界研發能量，參與產品、技術、

營運模式與品牌行銷的研發創新，提升台灣產業知

識經濟的產值。

本校由機械系林聰益、陳沛仲老師與企管系楊

雪蘭老師共同指導機械系學生謝翔宇、邱奕善、林

泓緯、張君瑋以及企管系學生曾麗珠、李婕瑩、陳

怡伶參加競賽，以「力量之神-多模態健康照護平

台」為企劃書名稱，經過三階段之嚴格考驗，獲得

第三名的佳績。

「力量之神－多模態健康照護平台」是針對自

主行動能力較差、甚至失能的患者（包含僅能躺臥

者）而設計，以提供照護人員更容易解決患者或

是年長者之轉位、移行、站立及運動問題的一台照

2012年第七屆龍騰微笑競賽 機械系與
企管系榮獲第三名佳績

戴謙校長(前左3)與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沈榮津處長(前中)以及西基動畫股份有限公司施文祥董事長(前右3)及與會貴賓合影

護輔助裝置，讓照護人員很方便地獨自將患者在輪

椅、床鋪、浴室、馬桶、餐桌、汽車座椅間進行移

位與轉位，且可滿足患者用餐、休閒、如廁、沐浴

等日常生活需求的載具，以減輕照護人員的人力和

負擔，並增加患者在移位與照護過程的舒適性及安

全性，其主機提供多個模組化介面，隨使用者需求

搭配任意模組，包含照護系列模組、復健系列模組

及運動系列模組。

「力量之神－多模態健康照護平台」具有劃時

代的意義，將解決高齡化社會所存在的種種醫療和

照護問題，讓老人與殘障者的照護變得很簡單並成

為人類的福祉。這是由本校機械系與企管系合組團

隊的研發成果，不僅在研發能力、商業模式上獲得

主辦單位的肯定，更是前三名得獎團隊中唯一的非

跨校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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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長官與樂齡大學學員合影

樂齡大學花開三度 學員歡喜來上學

幼保系承辦的「樂齡大學」已正式邁入第三

年，於日前舉行開學典禮，典禮中人文社會學院李

新鄉院長期勉學員「活到老，學到老」，充分享受

人生樂趣；幼保系陳志盛主任表示學員有反應暑假

放太久，很期待開學，所以將來會朝開樂齡夏令營

和冬令營努力；會中更有陳松江班長的精彩魔術表

演及學員代表李美玲的感性致詞，整個會場充滿歡

樂與溫馨。

值得一提的是學員中余林簪及陳世鐘分別是18

及19年次出生，年齡有83及82歲，他們與許多學員

一樣，喜歡上樂齡大學，從99年開辦到現在，一直

樂在其中，問他們為何喜歡上樂齡大學，他們都認

為樂齡的養生課程，讓他們活得更健康，活動課程

讓他們更有活力，同時認識結交很多朋友，分享人

生寶貴經驗，彼此相互扶持，更是難能可貴。

本次樂齡大學課程具有多項特色：融入學生社

團，開辦魔術課程，增加課程的趣味性；加強養生

課程，使學員更懂得保健之道；同時由學員共同參

與規劃安排兩天一夜的宜蘭蘭陽博物館參訪課程更

是一大突破。

樂齡大學陳松江班長表演魔術   本校人文學院李新鄉院長致詞

07



院系傳真

早點回家紀錄片
資傳系師生用影像敘事帶動社區關懷

由本校資訊傳播學系師生所拍攝的社區影像紀

錄影片「早點回家」，透過記錄社區的真實面貌，

探索「社區人口老化」以及「福利化社區」的議

題。從2011年底展開一連串巡迴播映會，本紀錄

片除了獲得行政院青輔會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的

補助外，並獲得本年度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舉辦「臺

南市政府社會局福利服務活動設計競賽」第二名的

殊榮。由於影片預告片在網路上放映時受到許多網

友關注與點閱，師生更在青輔會所主辦的青年社區

行動參與計畫過程中，到各大學校演講、座談，同

時在各方的支持下，決定再度開始巡迴播映，日前

(17日)於台南房間咖啡廳(A Room)舉行，各社區里

長也蒞臨現場，店內座無虛席，客人站著看完整場

放映與座談，感動之餘，並允諾將繼續用行動支持

社區活動。

全名為「早點回家，一項用影像敘事的社區服

務」的紀錄片，在南台科技大學師生拍攝完成後，

歷經一年時間，再次於台南市房間咖啡廳放映，現

場的觀眾除了有市民之外，紀錄片拍攝社區的里長

「早點回家」社區紀錄片導演陳亭鈞與觀眾座談

本校資訊傳播系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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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到場參與座談，學生講到對社區從陌生到與社區

獨居奶奶之間親人般的互動之處，不禁潸然淚下，

現場觀眾也紛紛被學生的真誠感動，台南市東安里

里長施進賢表示：學生拍紀錄片時對於社區的認真

與投入之精神，都可以來競選里長了。崑山科大的

劉同學也表示影片十分有意義，有別於以往學生製

片的風格，並非常期待早點回家的拍攝紀錄能持續

下去，希望未來可以看到更多社區的改變與青年的

投入。活動於當晚直接招兵買馬，希望喜歡「早點

回家」的民眾一起來參與，看到更多不一樣的社區

文化。

此次紀錄片結合台南市大旗艦計畫，拍攝的社

區包含台南市東安社區、裕農社區、自強社區、大

智、富強以及理想社區。本紀錄片總監黃瓊儀老師

表示：從接觸社區到現在已經有快十年的光景，每

次進到社區，看見阿公阿嬤一雙雙看著我們的眼

神，都彷彿訴說著好久沒有看到年輕人了，這次能

帶學生以專業技能記錄社區的點滴，讓學生感受到

以生命感動生命的體驗，進而在被需要的地方找回

自我的價值。此次巡迴播映，除了對學生努力的作

品有所肯定，更具意義的是將社區人口逐漸老化以

及如何落實福利化社區的議題讓更多人看到。 

活動總召李鈺青同學表示：沒有想到活動會就這樣

延續了一整年，社區活動的議題也不應該就拍一次

影片就結束，應該是不間斷的，不停的去做，因為

還有很多社區值得我們去深入了解，進入社區是很

有意義的一件事，並可以在過程中看見自己的改

變。有了觀眾的肯定，參與同學表示更有信心接下

來的巡迴播映了，監製黃顯淨同學表示，希望這一

次巡迴放映，可以深入更多社區，透過巡迴展很想

回到社區和熟悉的阿公阿嬤聊聊天。

「早點回家」放映會現場情形

現場觀眾被學生的真誠感動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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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系「樂齡大學」開學囉！

幼兒保育系於日前舉辦「幼兒保育與教育多元

發展：產學對話組曲」國際研討會。此次的國際研

討會秉持本校一貫之擴展台灣幼教國際觀點和致

力成為產學合作平台，邀請韓國東岡大學國際長

Prof. Kim Gwangik就韓國幼兒英語教育及印尼國立

Sriwijaya University 校長Badia Perizade和教育學院 

Tatang Suhery院長就印尼幼兒教育發展現況進行兩

場國外專題演講；並邀請台灣國際達克羅士音樂節

奏研究學會謝鴻鳴理事長及倫敦藝術大學畢業的魏

欣如老師就幼兒音樂和藝術進行實務演講和操作。

此外，此次研討會從35篇投稿中，選出24篇優秀

論文，進行海報論文發表。在台南市幼稚教育學會

李琇碧理事長和台南市幼托教育創新協會林瑩貞理

事長的協助下，號招多位園長及幼教老師參與盛

會。

校長戴謙在致詞時表示，本校秉持『親產學』

的理念，致力產學合作，因此今年榮獲教育部典範

科大第三名，補助本校7500萬元經費，為私校唯

一獲補助的學校。本校幼保系是以培養學生擁有國

際視野、具備人文關懷、並兼具理論與實務合一的

優質教保員為目標，所以系上在服務學習、產學

合作、國際志工、及教育部企業實習領域上積極努

力，具體作為有連續三年至印尼進行幼兒華語志

工，連續兩年到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地區進行中華文

化推廣志工服務，今年暑假有87位學生進行教育

部企業實習方案，並每學期開設多門『融滲式服務

學習』課程，服務特殊兒童，可說是台灣幼教界上

的先鋒。目前本校幼保系除了台灣學生外，有來自

馬來西亞9位學生，今年開始招收來自香港兩位學

生；明年度除了四技外，將開始招收包含台灣、香

港地區及海內外各地二技學生，歡迎在場來賓廣為

宣傳，一起為提昇台灣及全球幼教界，提供學齡前

幼兒最佳保育與教育努力。

由於本校在國際化的努力，在印尼留台學生總

會林一心副總會長的協助下，於研討會後順利和印

尼國立Sriwijaya University互簽姐妹校，印尼國立

Sriwijaya University願意協助提供獎學金給前來本

校就讀之學生，以達成合作交流之目標。

戴謙校長(前左六)與Prof. Dr. Badia Perizade(前左五) 與會貴賓、校內長官合影留念

幼保系舉辦國際研討會
擴展台灣幼教界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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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2012智慧化工具機專題實作競賽」獲獎

教育部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舉辦之

「2012智慧化工具機專題實作競賽」於10月3日在

崑山科技大學舉辦，大專組在經過激烈的初選過

程，全國大專校院共有7件作品進入決賽，其中優

勝隊伍將獲計畫資源中心推薦，參加教育部產業先

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於101年11月30日，在國立臺

灣科學教育館九樓舉辦之「2012全國學生專題實

作競賽」。其中來自本校的作品榮獲大專組第一

名，並唯一獲資源中心推薦直接參加「2012全國

學生專題實作競賽」決賽之殊榮。

本校作品為「機械軸承損壞之自動監測系

統」，這項新穎產品是由機械系沈毓泰與余遠渠兩

位老師的研究團隊所研發，係針對一般機械軸承的

運作進行損壞自動監測，尤其應用於工具機之主軸

損壞，更可確保其加工精度。本產品結合訊號處理

電路、單晶片程式與無線傳輸技術，無須人員操

作分析，即可進行機械軸承運轉狀況之即時自動監

測，並可於軸承損壞發生時，立即透過無線傳輸送

出警示訊號，通知機械系統操作人員進行機械軸承

檢修。此外，本系統輕巧亦可方便攜帶外出，提供

維修工程師對軸承損壞檢測之精確、簡易工具。此

一系列監測技術已申請多項發明專利，此次獲獎更

肯定本項技術之產業實用性。

作品「機械軸承損壞之自動監測系統」

獲獎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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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聯合17間技職校院共同舉辦「專利與
研發成果聯展暨產學合作聯合簽約儀式」

戴謙校長與與會貴賓合影

本校秉持應用研究及實務技術並行發展之目

標，訂於101年10月5日，在本校體育館舉辦「專

利與研發成果聯展暨產學合作聯合簽約儀式」，充

分展現本校之技術量能與雄厚的產學研發實力。今

年特別展出各產業領域最新之研究成果與國內外各

大國際發明展得獎的金牌作品，歡迎廠商前往洽談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

此次的「專利與研發成果聯展」，共展出98件

師生精心研發的作品，其中包含榮獲國內外重要國

際發明競賽金牌獎之專利與國科會研發成果作品。

充分展現該校一年來的研究成果，展出領域涵蓋電

子電機、機械自動化、光電與能源、化工材料、農

業生技、生醫器材、多媒體與資訊、人文與設計

等。本校也將此豐碩成果編纂成精美手冊資料，讓

產業界了解並用以推動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此

外，此次展出也邀請全校師生參觀，讓師生互相觀

摩尋找目標作品，再藉由跨院、系所合作，將成果

展中的技術加值。預計於12月本校校慶當日舉辦專

利加值競賽，針對加值前後產生的效益作評比，希

望將已有的研發成果及技術推廣至業界，達到專利

商品化的目標，並建立創新、創意、創業之三創校

園，營造親產學的校園環境。

今年展覽與往年不同，本校結合教育部南區區

戴謙校長與盲人時鐘研發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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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參觀專利研發成果展

戴謙校長與控制出水溫度與即熱式開飲機研發同學合影

域教學資源中心的17間夥伴學校，共同舉辦此次聯

合展覽。本校也特別在展場中設置「揚名國際 金

光閃閃」-國際發明展得獎專區。展示例如「智慧

型即熱式節能開飲機」等今年在美國匹茲堡、瑞士

日內瓦、台北等國際發明競賽展之金獎成果共15

件，予以各界先進參觀及指教。

除成果展示活動外，當日亦將舉辦「產學合作

聯合簽約儀式」。這些合作廠商來自食品、生技、

電子、傢俱等領域，例如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益全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一加一家飾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五花馬國際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等15家知名合作廠商進行簽約儀

式。於當天上午10時30分開幕式時，特別邀請到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南

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創智智權公司蔡新源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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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

1萬9千名師生，正是最大的創意源頭。學校透過各

種獎勵措施，並舉辦各類校園三創競賽活動，不斷

地把師生的創造力變成具體的成果展現出來。而研

發處處長黃永慈博士亦表示：本校為將研發成果擴

散到產業界，除制訂相關的激勵措施、鼓勵師生專

題研究外，並訂有完備的專利申請補助與技轉推廣

的相關機制。近年來產學合作績效才得以快速地成

長，成為產業研發創新最佳合作夥伴。

本校為促進產學交流與合作，每年定期且隆重

地舉辦專利與研發成果展，促使該校在深化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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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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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繼101年4月份於該校辦理101年志工大

學計畫「青年志工培力訓練第1梯」活動後，再

次成功捲動雲嘉南地區大專青年學生，於101年

10月13至14日於台南市麻豆區台灣首府大學圖

書資訊大樓國際會議廳辦理「青年志工培力訓練

第2梯」活動，完成兩天訓練的學生近200位，成

功的號召雲嘉南地區18所學校之師生積極參與，

充分表現各校踴躍鼓勵學生參與志工服務訓練之

熱忱與宣導效益。

校長戴謙表示，為落實該校長期推動服務學

習課程策略，達到該校培育具社會人文社會關懷

學生之教育目標，除了在大一開設「勞作教育與

服務學習」必修課程外，並鼓勵全校系所教師廣

泛開設融滲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或通識課程，同

時鼓勵各單位踴躍爭取校外機構相關計畫，藉由

更多元之動、靜態志工培育方式及活動，養成青

年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關懷弱勢之習慣、成

為具正確人生觀及現代公民素養之優秀青年。

101年志工大學計畫主持人副校長吳新興首

先於活動開場儀式中表達對青輔會每年積極提供

經費推動青年志工系列活動感到敬佩，並對於雲

嘉南地區志工大學伙伴學校熱烈的參與給予最高

的敬意，並勉勵所有參與學生要認真學習如何做

一個稱職的志工。

青輔會副主委林辰璋在百忙中特別南下給本

校及台灣首府大學打氣，並以有趣的寓言故事勉

勵所有青年學生，做志工要把握正確方法，千萬

不要因自己的疏忽而殃及無辜。

本校主辦101年志工大學計畫
近兩百位熱血青年完成志工培力訓練

吳新興副校長及台灣首府大學副校
長戴文雄與熱情參加青年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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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大學計畫活動情形

台灣首府大學副校長戴文雄也代表該校校長

歡迎所有與會的青年學生，藉由提供場地與服

務，讓學員能在舒適與方便的環境下學習，並希

望將來有機會再與夥伴學校合作。

隨後由校內、外專業講師進行各單元課程講

解，及各類運用單位志工服務說明，其中國際志

工社陳燕儒同學的聖文森文化交流團經驗分享，

讓全場學生在幽默、風趣的氣氛中了解如何參與

外交部的文化交流團，並達成優良的國民外交。

陳懷欣同學則以二次參與印尼華語教學團之經驗

讓所有與會學員充分了解，如何參與國外的語言

教學團，如何在出團前作最完善的準備。

此次參與志工培力訓練課程的學校包含本

校、成功大學、嘉藥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大學、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崇仁醫護管理專校、南

華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康寧大學、遠東科技大

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南榮技術學院、敏惠醫

護管理專校及真理大學、育英護專、新營高中、

新興國中、北興國中等18所學校，經過整整二

天的研習，學員覺得犧牲二天的假期，換來不一

樣的學習成長，除了了解做志工的方法、規定，

也體驗到做志工的樂趣，同時改變了人生的價值

觀，雖然辛苦，卻覺得受用無窮！

台灣首府大學副校長戴文雄致詞 志工大學計畫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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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10月24日舉辦青輔會雲嘉南區志工大學

「青年志工服務研討會暨服務成果展」，並吸引26

所大專校院的青年志工朋友共襄盛舉。

出席本次本次研討會者除26所大專校院的青年

志工外，有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第三處蕭智文副

處長、黃郁芬科長、薛懿含科員、成功大學林啟禎

學務長、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黃永賢學務長，財團法

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吳逸人秘書長、財團法人

華碩文教基金會李文玲總幹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鄭乃豪經理、財團法人台灣省立統一企業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陳文山幹事，以及與會的志

工中心代表、NPO組織代表。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有機會榮膺志工大學計畫主要「推手」的角色深感榮幸和責任的加重，他要向青

輔會表達最崇高的敬意，克服萬難的在全國各區持續擴大辦理推動「志工大學」這麼好的政策理念。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第三處蕭智文副處長表示，在近些年隨著各類志工服務觀念的不斷傳播和制度

逐漸的確立，嘗試將政府、商界及民間的力量整合，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尋求更趨完備的服務，引領著現

今志工服務發展的走向，也大大彌補了政府對社會資源挹注不足的缺憾。然而有效率的將各類志工資源全

方位統整在一起，才能夠將有限的志工資源做成最佳的運用，而我們雲嘉南區志工大學正是擔綱扮演與執

行著這樣有意義且吃重的角色。

展現青年志工活力，於會中共有13隊表演團隊展現青春與活力隊呼與表演。而參與青年志工服務研討

與經驗分享有國內志工8隊，海外海外青年國際志工共有6隊

戴謙校長(中)參觀雲嘉南志工成果展情形

戴謙校長(中)與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第三處
蕭志文副處長(左)參觀雲嘉南志工成果展情形

青輔會雲嘉南區志工大學
「青年志工服務研討會暨服務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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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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03 機械工程系 2012智慧化工具機專題實作競賽 第一名 沈毓泰、余遠渠

101/10/03 機械工程系 2012智慧化工具機專題實作競賽 第一名 沈毓泰、余遠渠

101/10/06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感動101華人金僑獎 佳作獎 鄭祿平

101/10/14 機械工程系 2012年全國能源科技創意競賽 最佳應用潛能獎 林克默，謝慶存

101/10/14 圖書館
經濟部工業局主辦,台北市電腦公會承辦之

「第10屆雲端服務創新競賽」
黃金企鵝獎 佳作 楊智晶

101/10/19 機械工程系 第一屆模具論文獎 佳作獎 吳忠春

101/10/19
創新產品設計系

國際企業系
2012 red dot design award(德國紅點設計獎)

des ign  concep t 
winner

林佳駿
楊維珍

101/10/19
創新產品設計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12 Reddot Design Award Design concept
陳重任
童鼎鈞

101/10/19 電機系 2012年全國LED照明光電創意競賽 佳作 朱慶隆

101/10/19 機械工程系 學生方程式汽車大賽（Formula SAE China) 精神文明獎 張崴縉

101/10/22 電機系
第16屆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

競賽
自動組第一名 陳文耀

101/10/22 電機系
第16屆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

競賽
自動組最佳創意

獎
陳文耀

101/10/26 機械工程系 2012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 第二名 蕭瑞陽

101/10/26 電子工程系 101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大專組 佳作 楊榮林

101/10/26 電子工程系 101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大專組 佳作
方信普、陳昭綾、

張文俊

101/10/26 電子工程系 101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大專組 佳作 楊榮林

101/10/27 機械工程系 2012節能減碳搶救環境創意大競賽 佳作獎 張烔堡

101/10/27 機械工程系 2012節能減碳搶救環境創意大競賽 最佳創意獎 張烔堡

101/10/30
數位設計學院資

訊傳播系
我是節能王－創意CF短片拍攝徵選活動 佳作獎 戴偉峻

南臺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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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校園創業競賽決賽暨頒獎典禮

寧波市教育局來訪  

教職員羽球錦標賽

柯一正導演專題講座  

學生社團結合服務學習  

101年度節約用水績優選拔現勘  

吉林動畫學院締結姊妹校簽約儀式   

山川設計公司開幕式暨南台產學合作記者會

區域勞動力發展策進諮詢論壇  

行政院青輔會 青年社區行動參與訪視 

101學年班級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自我評鑑

2012 機械創新技術交流會

公民素養陶塑之生活學習圈

推動經驗分享會 

第十五屆全國機構與機器設計學術研討會

101學年第一學期交通安全教育才藝競賽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青春飛揚、

書香兩岸活動 

本校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臺南職訓中心合作交流座談會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學生獎懲

審議委員會

101學年班級優良騎士推薦選拔活動

2012智財加值案例分享座談會  

進修部師生座談會  

期中導師工作研討會暨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館藏自動化系統與電子書利用研習會  

101學年度教育部「反貪倡廉」-名人演講  

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委員人才庫  

鄰近中小學及社區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青春劇場

全校班際大隊接力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第23屆飢餓30活動  

浙江省高等教育學會代表團來訪

101年秋季班老闆娘學院結訓典禮

電子系在校生校外實習座談會暨

聯合教學書卷獎頒獎典禮

2012資訊傳播暨創意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年通識教育創新教學國際研討會  

『微控制器人才培育室』

揭牌儀式議程規劃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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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南臺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