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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國際燃料電池車競賽
本校榮獲節能賽第二名

「2012國際燃料電池車競賽」於101年10月

26日假勤益科技大學的操場跑道舉行，全長約

300公尺，共有來自各公私立大專校院隊伍共10

支隊伍報名參賽。

燃料電池車是以氫氣為燃料，經由燃料電池

轉為動力。競賽方式為節能賽，每個車子發給一

儲氫瓶，內裝燃料量30g ± 3g的氫氣，比賽成績

的計算方式：若實際消耗氫量小於等於20g時，成

績為實際行駛距離。若實際消耗氫量大於20g時，

成績為實際行駛距離×(20/消耗氫量) ，所得數字

大者為勝。

本校由機械系蕭瑞陽老師所帶領之綠能團

隊，參賽的車子為ST-EleanorII，由於燃料電池效

能退化，僅獲得亞軍。ST-EleanorII車身結構是碳

纖維一體成型，造型是仿水滴形狀，有效降低風

阻，車身完全由學生在南臺科技大學校內的工廠

先以保力龍製作車子形狀，再披上碳纖維；為了

得到更大的強度，車架則採用鋁合金。學生為了

得到好成績，經常在學校工廠熬夜加班。

此次參加燃料電池車競賽之隊員是以節能

車隊之成員為主，因此對於車身結構、行車穩

定度、材料適度性及製作工藝的實作上皆有一定

水準，是結合平時所學知識與實務經驗的應用成

果。本校多年來致力於節能車研究，在國內外各

大競賽也屢獲多項獎項，對綠色能源科技應用的

執著，將本校近幾年在能源相關領域之研究成果

更加完整呈現。此次獲得比賽佳績，全校師生均

倍感與有榮焉。

本校ST-EleanorII車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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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獲2金、1銀、1銅、5優及8個廠商贊助獎等17個獎項的傲人成績，再度奪得「最佳團體表現獎」的團體最高榮譽。

戴謙校長(右)與多樂系張華城主任合影(左)

由經濟部工業局舉辦的2012「4C數位創作競

賽」於11月14日假台北華山文創園區舉辦頒獎典

禮。本校在全國大專院校激烈競爭下，以獲2金、1

銀、1銅、5優及8個廠商贊助獎等17個獎項的傲人

成績，繼2011年連續兩年再度奪得「最佳團體表

現獎」(得獎表現最優異)及「最佳團體精神獎」殊

榮。

「4C數位創作競賽」為經濟部工業局為促進

台灣數位內容產業蓬勃發展並鼓勵國內優秀人才投

入數位創作行列，每年定期舉辦「4C數位創作競

賽」，藉由競賽的推動，不僅讓國內業者發掘好的

創作題材及人才外，同時也能在社會中遍灑希望的

種子，讓數位內容創作在台灣蔚為風氣，進而提昇

國內產業的競爭力。

此次參賽作品中，「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

系」學生作品主要以PC遊戲、行動遊戲及互動裝

置遊戲等三大類型。其中獲得遊戲行動組大會金獎

的作品「胖生地惑星」是跨Android及iOS平台的手

本校連續兩年勇奪4C數位創作競賽
「最佳團體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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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APP遊戲，以獨特有趣的玩法，成功發揮出智慧

型手機觸控操作特色，獲得評審一致肯定；另外，

獲遊戲提案組大會金獎的作品「盔甲騎士」導入AR

擴增實境技術，嘗試呈現出虛擬與現實交錯的特有

決鬥場域及對戰模式使評審們眼睛為之一亮獲得極

高好評；在動畫劇本組方面，也以作品「混色」獲

得大會銀牌。值得一提的是，有八件作品別受到鈊

象電子、奇銳科技、大宇科技、智冠科技、愛迪斯

科技、雷爵科技、昱泉科技、思維工坊等一流遊戲

開發廠商專家青睞，受評為俱備高度商業潛力，獲

頒「廠商特別贊助獎」。

戴謙校長表示，學校大力提倡學、產業界無縫

接軌人才培育，除了以實際行動支持鼓勵學生參加

校外活動比賽，課程安排上，更著重於結合設計、

科技、人文藝術等內涵，以務實的態度培養國內數

位設計之專業人才，並強化與業界之合作關係。此

次得獎作品的眾多作品，即是本校師生努力經營與

規劃成功之鐵証。戴謙校長並期許得獎的團隊：數

位設計學院能有如此亮眼的表現，實賴全體師生的

團結合作，希望學院師生能繼續秉持「既然領先，

一定最好」的信念，繼續常更長遠的目標邁進發

展！追求更高的榮譽，為數位內容產業創造更具意

義的作品！

戴謙校長(右)與多樂系張華城主任合影(左) 戴謙校長(前排中)與校內長官、得獎團隊合影留念

經濟部工業局沈榮津局長(右)頒發團體最高榮譽「最佳團體表現獎」予本校多樂
系張華城主任(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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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際學生合作 再創發明展新一頁

第 3 7 屆 克 羅 埃 西 亞 國 際 發 明 展 （ 2 0 1 2 

INOVA），於西貝尼克市（Sibenik, Croatia）展出，

共有來自全世界15國的創作參與展出，展出作品

共計302件，本校師生作品共計14件參與展出，獲

金牌4面、銀牌4面、銅牌6面，為全場國外參展單

位獲獎數最多的學校，表現極為亮眼。本次參展除

了本校學生代表（電子系博士班 王智永同學）與

會外，畢業於本校MBA的克羅埃西亞籍學生彭安迪

（Ante Pecotic）及江天祥（Darzen）校友，也全程

協助展出及解說工作，結合該國在地資源，讓本校

參與本次的國際發明展競賽更具義意。

本校參與第37屆克羅埃西亞國際發明展展出的

14件作品，為本校電子工程系 田子坤、林永春、

李憲文、李世偉、張文俊、郭金城、楊汎緯老師及

電機工程系 魏兆煌老師等研究團隊師生之共同創

作，其中魏兆煌老師團隊研發之「電子鎖裝置」是

以手指姿態做為密碼輸入的辨識裝置，用以克服電

子式門鎖按鍵的損壤或感應元件的遺失問題；而田

子坤老師團隊共同研發的「綠能發電鞦韆裝置」是

利用鞦韆擺盪的返覆動作進行發電裝置，將其應用

於公共空間（如：公園、運動場、活動中心…等）

中；張文俊老師團隊共同研發的「可攜式太陽能廚

餘清潔裝置」，以太陽能電力產生臭氧分子作為輕

便的廚餘收集袋之殺菌使用；郭金城老師團隊創作

的「逃生枕頭套」是以耐火布製作之枕頭套結合求

救之功能，應用於一般寢具的製作，可於火災發生

時提供逃生使用。以上4件作品均獲大會金牌獎的

肯定。

本校博士班 王智永同學（右一）於大會儀式中代表中華民國參展團與大會主席Ljiljana PediŠi 互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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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創作獲肯定外，畢業於本校MBA的克羅埃

西亞籍國際學生彭安迪及江天祥，更是全程陪同展

覽競賽之進行，提供克國在地人力、物力、民生及

廠商企業…等資源，全力協助本校展出，彭安迪於

本校畢業返國已三年，在克國從事機械設備相關工

作，對台灣的生活表示懷念及嚮往，更期待有機會

來台修習下一階段的學業或在台工作的機會。

主辦大會表示，克羅埃西亞現正處於建設初期

階段，眾多產業及需求正在萌芽，期望尋求各國創

作及科技業者之合作」，預期於2013年加入歐盟。

在展出期間，經參觀民眾及主辦單位的反應，可感

受到克國對台灣科技及創造力的高度興趣及需求，

在彭安迪的協助引見下，有不少當地業者希望有機

會可以與我國建立科技合作及貿易關係。

經本次的參展經驗，參與國際發明展及競賽，

除了能鼓勵本校師生投入創作、提昇研發量能外，

更可結合本校多年來投入國際交流合作的資源及成

果，擴大國際交流的效益，亦可藉此建立與其他

國際單位的合作關係（如：產學合作、校辦企業…

等），戴謙校長表示：「樂見本校多年來建立的國

際事務關係在參展國際展覽競賽的過程中得到新的

連結，日後也將持續鼓勵師生極積投入三創思維，

參與各大國際發明展競賽，增強本校的國際競爭

力」。

畢業於本校MBA的克羅埃西亞籍學生彭安迪（Ante Pecotic）於展場協助作品解說

電子系田子坤老師團隊研發的「綠能發電鞦韆裝置」榮獲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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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司提供本校畢業生創業金
展現跨國產學合作新里程碑

盧燈茂副校長(前右三)與山川設計公司山川富喜子社長(前右四)及校內師長、學生合影

本校將教學卓越與典範科大計畫充分結合，展

開跨國產學合作新里程碑，日商RF YAMAKAWA山

川社長成立山川設計，21日在該校舉行「公司揭牌

與進駐育成中心」儀式，為國內技職高等教育樹立

成功的合作典範，展現該校的技職教育中所扮演的

領頭羊的角色，揭櫫親產學校園的目標。

    盧副校長表示，本校與日商山川設計的合

作，不只是慶賀一個設計公司的成立，或者是公司

進駐的儀式，而是反映了本校在教學卓越以及產學

卓越上的非凡成就。山川設計公司的成員全部是本

校的學生，包含郭志佳、林文柄、陳靜怡等人，並

且都是剛畢業的學生，表示學校運用教育部教學卓

越計畫，在多年的先進規劃與務實運作執行經驗中

已經建立了成效，印證了本校畢業生為企業最愛的

第一名的調查資料。本校所培育的人才，不僅只是

國內企業最愛之外，也已經為國外的專業設計公司

所肯定，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教學成就。

盧副校長進一步指出，山川設計有限公司進駐

本校育成中心並以為主要營運據點，這又是代表公

司的營運能夠與學校更緊密的結合，充分展現了

本校在典範計畫所企圖建立親產學環境的另一重要

具體指標，也深信公司的營運能夠更緊密與學校結

合，達到互蒙其利的目標。

山川社長在致詞中，除了感謝本校對於公司成

立與進駐方面給予的全力協助，並指出這兩年在本

校開設國外專家短期設計營之時，對於參與設計營

學生的表現非常肯定，因此當數位設計學院張院長

洽談學生前去日本公司實習，公司也非常的重視與

期待。兩位實習學生的表現也讓山川社長更有信心

將公司交給南台的學生來經營，也對於這個年輕的

團隊也寄予重望。山川社長綜合指出，本校的學生

學習能力強、實務經驗充實、做事認真負責，如此

優秀的人才若非學校有扎實的教育政策也不可得。

展望今後，也期望藉由進駐育成中心能夠與本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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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燈茂副校長(左四)與山川設計公司山川富喜子社長(右三)、視傳系學生合影

記者會情形 記者會情形 山川設計公司山川富喜子社長介紹公司作品

展更長遠的合作關係。

盧副校長會後受訪時也表示，自本校創校以

來，就以建構與產業充分合作的科技大學為目標，

而在各方面的表現也有目共睹，無論在教育部教學

卓越計畫、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拔得頭籌之外，更在

研發項目，或者是學生競賽部分，都有非常好的表

現。在戴謙校長領軍下，本校對於創新創業也是不

遺餘力，一直以來都致力於協助學生創新創業，並

重視產學的合作，除了順應世界潮流外，更重要的

是希望將教師的研發能量及專業技術，轉化為符合

企業需求的實用知能，尤其是技職體系學校更應重

視務實致用能力，因此未來在課程設計方面，將結

合創新、創意、創業思維，並培養學生具備創業家

精神，養成勤懇、吃苦耐勞、重視職場倫理的工作

態度。

國內技職教育正在逐步確立自我價值觀之際，

本校藉由與山川設計有限公司之合作實例，已經將

教學卓越計畫與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充分結合，為國

內技職高等教育呈現了一個成功的合作典範!



院系傳真P8

2012第三屆育企盃全國創意創新創業競賽
管資系與電機系專題作品榮獲專利組第二名

2012第三屆育企盃全國創意創新創業競賽為

培養學生應用所學，增強實際操作能力，俾提升企

業經營競爭力，由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許願賓果公司、微析科技

公司特舉辦本競賽，並藉由優秀作品的發表會，促

使教師的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可以經由競賽研究的

途徑傳授給學生。

本校由管資系曾碧卿老師與電機系陳文耀老師

帶領管資系學生鍾承妤、黃鈺婷、朱嬿瑾、吳佳恩

與電機系學生李東沂共同合作之整合實務專題作品

「瑪麗亞Follow me」參賽，榮獲大學專利組第二

名。此作品是以電機系陳文耀老師近年來致力研究

之隨行車產品為企劃對象，隨著全球老化人口持續

攀升，和老年相關的議題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要指

標之一，然而目前對於相關老年議題的關注，大多

著重於如何預防疾病，增加照顧的品質……等社會

經濟與健康議題，鮮少著墨於健康老年人生活輔助

相關產品之研發與討論。本企劃在「照護健康長者

居家安全」的重要課題與研究動機下，以「安全可

靠‧伴您身旁」為宗旨，「康健樂活‧幸福老年」

為目標，希望將自行研發之健康照護產品導入市

場，提升老年人之生活便利性與安全性。

基於產業聘用以能解決實際問題之整合性創新

人才為趨勢，本校以培養學生具有結合科技、行銷

管理、創新設計等跨領域解決問題之領導能力為目

標，作為未來南部產業之重要領導幹部。本校將打

破系所專業限制，推動以跨院系整合團隊模式，

作為學生專題製作課程執行方式。此次獲獎之作品

「瑪麗亞Follow me」即是補助獎勵之整合式專題

之一。

「瑪麗亞Follow me」獲獎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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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榮獲「第四屆i-ONE國際儀器
科技創新獎」二獎

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為促進儀

器科技發展，提升儀器自製能力，使我國儀器科

技發展與世界同步，舉辦i-ONE國際儀器科技創新

獎。競賽分初選與決選兩輪嚴謹的評選，決選則

以簡報答詢、海報與實體展示方式進行，經過各

界參賽作品的激烈競爭，於11月21日正式公佈得

獎名單。首獎為台灣大學、三獎為交通大學，本

校機械系朱志良教授指導博士生廖鴻維、陳泓錡

與碩士生柯志憲、許清雲、劉政良，在全國各大

專院校的優秀團隊中脫穎而出，勇奪二獎及獲得

獎金5萬元。

此次獲獎作品「三次元接觸式掃描量測系

統」，是整合量測機台、定位平台、控制系統、

量測探頭、量測軟體等所研發而成的三維精密量

測儀器，可針對精密加工產品進行三維的檢測。

此量測系統皆自行開發完成，除有多項專利外，

系統中的接觸式掃描量測探頭技術於台灣國際工

具機展覽中受廠商青睞，目前正進行技術轉移，

該項探頭技術 11月2日發表於「中華民國第二十

屆全國自動化科技研討會」的文章更在全部的投

稿論文中脫穎而出，榮獲最佳論文獎，為理論與

實務兼備的作品。

校長戴謙表示，學校除致力於創新產品開發

與產學合作外，對於培育未來科技發展所需優秀

人力更不於餘力。此次參賽的作品為博碩士生論

文的研究主題與成果，充分展現出學生在校期間

接受理論研究與實驗分析兼備的訓練成效。這些

學生畢業後將可運用研發儀器設備過程中所獲得

的知識，直接投入產業界替國家貢獻一份心力。

本校機械系朱志良主任(右三)與獲獎團隊及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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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系「樂齡大學」開學囉！

P10

電機系碩士陳宥全同學獲得教育部學生最高榮

譽「技職之光」殊榮，消息傳來，全校師生感到無

比光榮與驕傲。陳宥全同學自小為了減少家庭的負

擔從高工時就半工半讀，一面讀書努力向上，一面

賺錢貼補家用。就讀南臺科技大學電機系碩士班

時，跟隨電機系許毅然教授從事有關人性化、智慧

型相關的實務研究。多次獲得大獎，如「具有人性

化介面之投影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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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熱式節能開

飲機」、「碳Is Money」等主題獲得包含瑞士日內

瓦、美國匹茲堡、德國紐倫堡、3CII等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與海峽兩岸三地富士通半導體盃三等獎與環

保意識獎、旺宏金矽獎等多項大獎。並且協助教育

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中無縫式數位生活相關的

實務研究，完成亮眼的成果。因而獲得教育部頒發

給學生最高榮耀的"技職之光"獎項。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訓練學生以科技大學的主

旨「學以致用」為最大的目標。訓練學生以實務導

向為主，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裡，仍然能夠面對職

場的挑戰。因此不僅連續四年獲得Cheers雜誌調查

企業最愛的私立科技大學，日前本校也獲選為教育

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與台灣科大、台北科大、雲

林科大各獲教育部補助款7500萬，本校為唯一一

所私立科技大學入榜。校長戴謙說陳宥全同學獲得

教育部頒發的技職之光獎項，更是對本校的人才培

育與實務教學的一種肯定。

教育部蔣偉寧部長(左)頒贈獎杯給本校電機系陳宥全同學(右)

本校電機系陳宥全同學獲得教育部學生
最高榮譽「技職之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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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系教師榮獲第七屆世界
中國烹飪大賽特金獎與金牌獎

餐旅管理系胡永輝與蔡宏儒教師，參加由世界

中餐烹飪聯合會主辦，新加坡餐飲協會辦理的第七

屆中國烹飪世界大賽，榮獲特金獎與金牌獎。此競

賽有堪稱中餐烹飪界的「奧林匹克」大賽，每四年

舉辦，今年包括台灣在內共有12國、53隊參加比

賽，共分成三天五場次競賽，每場競賽時間為3.5

小時。

餐旅系黃旭怡主任表示，兩項獲獎分別為胡永

輝專技助理教授參加的前菜組競賽，以「花開富

貴」前菜組合榮獲金牌獎。利用關廟鳳梨烹煮猴頭

菇，襯出開胃菜應有的酸酸甜甜口感。運用善化的

九層塔結合台中產的杏鮑菇，燒煮獨特台菜風味的

開胃菜。以高麗菜包入甲仙芋頭絲與高麗菜，再淋

上梅嶺產的梅汁，蒸熟後冷卻，以蝦卵與櫻花蝦作

點綴，讓此道料理具有畫龍點睛得效果。胡老師的

三道前菜組合色、香、味俱全，以創新手法將台灣

食材融入開味菜，極具創意巧思。

蔡宏儒老師則是拿到甜品麵點項目特金獎，主

要靈感為運用台灣食材製作中式點心，包含利用埔

里有機玫瑰花醬製作帶有淡淡的玫瑰花香餘韻果

凍。「芋香紫玉」甜點為利用富含花青素的紫地瓜

製作麻糬，包入令人驚豔的芋頭內餡，紫色麵皮外

裹上椰子粉，製作出美麗白中透紫的甜點。「酥皮

花生泡芙」則是有別於一般傳統泡芙，以創意花生

造型為主，披覆特調的花生酥皮，搭配香味濃郁的

花生內餡，使作品呈現不同層次口感。

本校餐旅系蔡宏儒老師榮獲第七屆世界中國烹飪大賽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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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國際奈米科技研討會」於11月8日至9日，於本校

修齊大樓念慈國際會議廳舉辦，本次研討會係由教育部、國科

會以及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共同指導，本校主辦，此研討會

自2003年開始舉辦，迄今已邁入第十年。

在今年的大會演講中，分別邀請來自英國牛津大學電機工

程系Jong Min Kim教授，與國立台灣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林清

富教授，針對奈米科技在先進顯示技術、太陽能電池及光電系

統之應用，發表精采的演說，同時還有來自法國、日本、新加

坡、印度等國家的7位學者發表論文，包刮可繞式敏化染料太

陽能電池、半導體奈米蝕刻技術、擾場效應對水結晶成長之影

響、奈米矽晶光電元件、奈米材料在鋰電池技術應用等。

此次研討會計有6國32所學校與研究機構參與，超過135

篇的口頭與海報發表。在兩天的會議中，針對奈米材料、奈米

生醫技術、奈米光電、奈米微影製程、奈米理論與物理、奈米量測與奈米系統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

此年度盛會，除了展現本校在奈米科技研究上的成果外，也成功扮演跨領域的產學交流平台，冀望讓

不同領域的國內、外學者，在此研討會中有充分之知識交流，進而激發在奈米科技上的新穎應用。

本校舉辦2012國際奈米研討會

盧燈茂副校長(前右五)與經發局殷世熙副局長(前右六)、英國牛津大學電機工程系Jong Min Kim教授(前右四)、國立台灣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林清富教授(前左四)、
Shuichi Torii學者(右三)等與會貴賓及校內長官合影留念

Shuichi Torii學者演講情形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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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機械創新技術交流會

101年11月9日本校舉行「機械創新技術交流

會」，吸引產官學研界超過100位專家參加，主講

人對專題的深入探討與剖析，協助與會者對機械產

業的創新技術與新商機有更進一步了解。

精密機械產業是帶動國家基礎工業的火車頭，

台灣精密機械產業一直扮演著台灣產業升級階段性

的幕後推手，對國家整體產業發展扮演著極為重要

的角色；然而隨著時代變遷、技術變化日新月異，

企業若沒有跟上技術的快速變化，很容易掩沒在產

業洪流中；面對製造模式的改變，無論生產決策、

整合製造、友善人機、節能環保加工及全球化生產

決策，創新技術都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也是決定

企業能否永續經營的因素之一。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除了強調理論基礎的紮根

之外，更注重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因此積極投入

與產學研界聯繫，目的在於提供給學生學產一貫的

資源，培育優秀的機械產業從業人員。今年本校更

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主要是本校與

產業界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產學攜手共同研發技

術與人才培育；新成立的產學運籌中心將會使產學

合作更加頻繁與流暢。

「機械創新技術交流會」結合產學研資源，除

了產業與技術發展現況，更邀請精密機械上、中、

下游廠商分享產業鏈的技術變遷；期能為與會者帶

來新思維，在企業的未來策略佈局有所幫助，一同

為台灣經濟創下另一個高峰。

左一戴謙校長_右一鳳記國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魏燦文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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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台灣世界展望會第24屆飢餓三十人

道救援行動，本校師生舉辦「飢於我心、兒童人

權、由我做起」公益活動，於11月19日中午12

時起，體驗飢餓30小時，至11月20日世界兒童

日下午六時止，全校師生捐出一日餐費100元及

以行動熱情參與，共同體驗飢餓感受。本次活動

捐贈金額高達近新台幣伍萬元，由台灣世界展望

會南區辦事處陳雅玲主任代表受贈。

11月20日為世界兒童目，本次活動深具教育

意義，現場由本校啦啦隊及幼稚園可愛的小朋友

的歌唱，象徵帶來未來主人翁的希望，並祈求全

世界兒童都能平安快樂成長。

2012年9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最

新研究報告顯示，全球每年有690萬兒童活不過

五歲！在這690萬名五歲以下兒童的死因中，大

部份為可預防或可治癒的疾病，包括肺炎、腹

瀉、瘧疾、生產併發症等，超過三分之一死因都

來自於營養不良的背景。出生在新加坡、法國、

英國及美國的兒童都會染患腹瀉、肺炎，但這不

會造成他們的死亡，而身處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兒

童中，大多擁有營養不良的成長背景，或擁有極

不佳的健康醫療環境。

回應全球重大災情，每年獲得許多青年學子

支持響應，本校參與活動師生生活一切正常作

息，上班上課；師生以不吃固體食物，可飲用牛

奶、豆漿、奶茶等液體食物補充體力方式完成體

驗，活動結束後台灣世界展望會致贈中英文證

書；學校也會貼心準備解飢餐補充體力，大家能

持之以恆。希望能感動更多師生共襄盛舉。師生

在完成飢餓體驗獲得飢餓證書後，可免費報名於

飢餓三十體驗世界兒童日「飢
於我心、兒童人權、由我做起」

飢餓30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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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30活動情形

展望會於102年2月2-3日在高雄世運主場館辦理

的「飢餓勇士大會師」，展望會也熱情邀請本校

學生擔任小隊輔工作。

近年來本校對於學生品德教育與志願服務之

推動不遺餘力，此次活動亦是響應台灣世界展望

會所舉辦飢餓30之活動，此活動舉辦迄今已邁入

第24屆，超過100萬人次參與(含捐款、飢餓體驗

者)，獲得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國人參與飢餓

體驗的人數逐年增加，飢餓創意更隨著愛心串連

全台各地。台灣世界展望會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

動24年來救援行動的愛心足跡遍及台灣及全球約

80個國家自第17屆開始改為自辦營會後，更有不

少企業學校團體於上班時間體驗飢餓，參與人道

救援行列，使飢餓體驗行動跨越時間、空間、年

齡、職業的限制，成為全民運動。

飢餓30活動情形 本校謝世傑學務長致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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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臺南職訓

中心於日前在L007舉行合作交流座談會，臺南職

訓中心施貞仰主任及雲嘉南區就服中心劉邦棟主任

帶領工作團隊一行10人蒞臨本校。職訓中心此行至

本校，主要是進行雙方業務交流，雙方可能合作方

案，包含青年就業達人班、就業服務、就業學程、

校園徵才、委外職前訓練、雙軌訓練計畫、產業人

才投資方案…等。

校長戴謙首先表達歡迎之意並表示本校自創校

至今已有43年，學校歷經許多轉型改變，職訓中心

一直給予許多關愛和支持，讓本校的學生畢業後能

夠在職涯上成為優秀人才更在配合政府機構政策及

各式訓練下，政府單位與學術單位合作為產業創造更高價值。

臺南職訓中心主任施貞仰表示，近來職涯發展重要性與日俱增，“就業”已成為各大專校院的重要目

標之一，很榮幸與工作團隊來到本校參訪座談，在102年1月1日行政院主改之後，臺南職訓中心及雲嘉南

就業服務中心兩個單位合併變成“雲嘉南分署”。而雲嘉南區就服中心劉邦棟主任亦表示，相信資源如果

用在對的地方，就會發揮最大的效用,如同資源如果能放在本校，相對也會發揮它應有的效能，這是此行的

目地。促進學生們在未來就業率及職場的競爭力,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整個合作交流座談會在彼此熱絡交換意見下圓滿結束，彼此雙方皆期待能透過此次的座談，能讓臺南

職訓中心與本校間之合作關係開拓出更多元化且更實質的方案，並發揮最大的效能。

本校與勞委會職業訓練局舉行臺南職訓
中心合作交流座談會

互相贈送禮品 劉邦棟主任(左) 施貞仰主任(左中) 戴謙校長(右中) 盧燈茂學術副校長(右)

雲嘉南區就服中心劉邦棟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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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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25 電機系 2012年第三屆韓國CIGIF發明競賽 金牌 魏兆煌

101/11/30 企管系
2012全國大專院校貝拉婚禮藝術集團行銷競

賽
佳作 楊雪蘭

101/11/30 機械工程系 2012產業先進設備全國學生專題實作競賽 研究所組二獎 朱志良

101/11/30 機械工程系 2012產業先進設備全國學生專題實作競賽
智慧化工具機領
域大專組企業獎

沈毓泰、余遠渠

101/11/30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全國大專院校貝拉婚禮藝術集團
行銷競賽

廣告組第一名 梁丹青

101/11/30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2012全國大專院校貝拉婚禮藝術集團
行銷競賽

微電影組第三名 梁丹青

101/11/30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創意就是力量」第六屆交通安全FLASH影
音動畫大賽

佳作 葉禾田

101/12/01 餐旅系
2012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健康餐飲實務暨

創意能力競賽
點心之美味製作-

第一名
胡永輝、蔡宏儒

101/12/01 餐旅系
2012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健康餐飲實務暨

創意能力競賽
冷盤之大顯身手-

第二名
胡永輝、蔡宏儒

101/12/01 餐旅系
2012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健康餐飲實務暨

創意能力競賽
熱菜之養生藥膳-

佳作
胡永輝、蔡宏儒

101/12/01 餐旅系
2012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健康餐飲實務暨

創意能力競賽
團體總成績-第一 胡永輝、蔡宏儒

101/12/01 餐旅系 第二屆蓬萊盃全國校園創意調酒大賽 傳統調酒組-佳作
黃旭怡、施慧雯、

梁仲正

101/12/01 餐旅系 第二屆蓬萊盃全國校園創意調酒大賽 傳統調酒組-優選
黃旭怡、施慧雯、

梁仲正

101/12/01
電機系
企管系

財團法人中技社101年度「科技獎學金」 「科技獎學金」
王明賢老師
楊雪蘭老師

101/12/01 管資系 2012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 南區 大專社會組 
英文看打類第二

名
曾文宏

101/12/01 管資系 2012年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 南區 大專社會組
中文看打類第二

名
曾文宏

101/12/02 電機系 Soul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Fair 2012(SIIF) 銀牌 許毅然

101/12/02 電機系 Soul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Fair 2012(SIIF) 金牌 許毅然

101/12/03 學務處諮輔組
教育部101年度生命教育系列活動-全國生命

教育戲劇競賽-「人生四面鏡」
大專院校組佳作

管資系
曾碧卿老師

101/12/03 學務處課外組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揚琴獨奏大

專B組-國樂社盧禹雯同學
冠軍

南臺師生榮譽榜本校與勞委會職業訓練局舉行臺南職訓
中心合作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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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技職教育論壇 

南台科技大學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  

親善大使決選  

全國大專校院「校園柯南--節能減碳點子王」

創意競賽  

滾印技術研發聯盟論壇

2012 教育部「友善臺灣-國際學生接

待家庭專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  

全校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及

系學會正、副負責人改選  

101學年度心肺復甦術(CPR)研習  

校園創業基金執行座談會暨頒獎典禮  

天逸財金簽約合作備忘錄 

南區技專校院問題導向學習教學觀摩會  

浙江經濟技術學院來訪  

人民幣金融商品及供應鏈金融資產證券

化研討會  
第24屆南台汽車大展  

2012電動車輛關鍵技術研討會  

第十五屆校慶學生專題製作競賽  

東北三省教育廳來訪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蒞校簽締姐妹

校合約  

天主教普照中學&香港仔工業中學台

灣升學考察團 

無線通訊領域產學交流座談會  

應用英語系年度公演

公民素養讀書會期末成果分享會  

第49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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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活動預告

教職員工LiveDVD英語闖關競賽  

101年度全國技能檢定第三梯次烘焙食品術

科測試協調會   

聖誕節校園迎新演唱會

晶心科技捐贈軟體予南台科大記者會 校外實習廠商分享會

發展典範科大計畫-職業倫理研討會  

新生利用圖書館與閱讀比賽成果發表會  

老公公的奇幻旅程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