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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連續五年稱霸 榮獲《Cheers》雜誌企業
     最愛私立技職校院第一名

 � 本校舉辦南方理想國動漫嘉年華圓滿落幕

� 「科學小博士愛地球冬令營」本校社團
師生用創意帶動兒童科學環保

� 本校「外籍生歲末送舊迎新春」活動暨團圓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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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落實校園第一屆創意發明
                  競賽本校獲獎

多元化之校際交流與合作 澳洲西雪梨       
                     大學協理副校長參訪本校

 本校國際企業系Link Hanger學生團隊榮獲  
      「2013年環球小巨人創業菁英賽」亞軍

本校舉辦「故事設計學產一貫學程」 
             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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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生技產品技術研發中心 獲經濟部國家     
產業創新獎「績優產業創新學術獎」

得獎人合影

本校生技產品試量產暨產品功能性評估技術研發中

心(以下簡稱生技產品技術研發中心) 獲經濟部國家

產業創新獎「績優產業創新學術獎」，10月9日於

臺灣中油國光會議廳接受頒獎。

此次參與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之評選，主要

動機在於藉由外部評審機制來檢視中心之成果及運

作模式，評審委員的意見將做為中心運作之重要參

考。本校生技產品技術研發中心張春生主任表示，

成果主要歸功於中心研發教師團隊之分工合作，其

中戴謙校長扮演掌舵的重要角色，除提供前瞻性的

規劃建議，更對中心運作給予最大的協助。

在教學、服務對活絡產學合作、建立產學創新模

式，該中心藉由執行產學計畫服務廠商，產學研

究成果融入課程教材，聘請業師授課讓學生了解

業界發展趨勢及人才專長需求，並參與課程委員

會，縮短學用落差。並配合校外實習及參訪實地

了解產業經營型態與現況，同時針對產業需求

開設專業課程訓練班，以提供業界人士進修的機

會。

本校生技產品技術研發中心獲教育部計畫補助及

學校支持，從初期通過教育部技職司40個技研中

心之一的六年期計畫，發展食藥用菇菌類及益生

菌保健食品之核心技術平台，又經過激烈競爭成

為教育部生技類私校唯一跨校聯技中心，總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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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超過新台幣1億元。以開發食藥用菇菌類及益

生菌保健食品為研究主軸，銜接執行教育部「發展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核心技術增加中草藥及蛋白質

生產製程兩大研究方向，擴大研發量能及技術深

化。目前可提供食藥用菇菌類(牛樟芝、蟲草、白

樺茸及桑黃等)、益生菌(乳酸菌、納豆菌及酪酸菌

等)及中草藥保健食品之產品開發及技術轉移，同時

建立基因工程開發蛋白質生產製程技術，建置噸級

發酵試量產工廠，提供生技製程產品試量產製程開

發，包括發酵槽放大(5L至1000L) 、分離純化、冷

凍乾燥、噴霧造粒、膠囊填充、300L超音波萃取濃

縮機等完整試量產生產線測試，可有效降低廠商資

本支出。

為擴大服務廠商，本校生技產品技術研發中心主任

張春生教授擔任「台南市政府中小企業服務團」生

技分團團長，輔導廠商撰寫計畫申請政府補助；生

技中心成員參與「臺灣生技產業聯盟」運作，校長

戴謙擔任聯盟理事長，帶領廠商以聯盟主題館參與

國內外重要會展，吸引廠商加入聯盟形成群聚效

應，建置生技國際認證檢測資訊平台，以組織面對

各項挑戰，有效解決廠商問題，降低投入成本，將

研發、行銷及通路之效益最大化。

戴謙校長與生技中心張春生主任於頒獎地點合影

生技中心張春生主任於獲獎海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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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於本月17日假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所辦

理102年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大會，共計

有大專校院、高中、國中、國小組104所各級學校

獲得表揚。本校自配合教育部推動「品德教育促進

方案」以來己分別榮獲96及100年品德教育績優學

校，今再度榮獲品德教育特色學校之獎項，實乃學

校持續推動品德教育之最佳展現。

    教育部陳德華常務次長表示，品德教育是教育

重要的基礎，本校對於品德教育之推廣不遺餘力，

學校長期持續推動品德教育，將品德教育推動的更

廣泛及深入，校長戴謙上任以來除了以身作則，也

要求行政部門在生活教育上加強品德教育的落實，

也加強系所倫理及服務學習課程推廣。

    在潛移默化的品德教育活動中，除了配合各項

特殊節日母親節、教師節辦理的感恩活動之外，日

常生活中更辦理「禮貌天使」、「南臺青年」、

「教育有愛」選拔與推薦，在情境教育上辦理誠

實商店等，用行動讓學生體會飢餓30，用校歌暨

創意演唱比賽體會傳承，設計品德教育網站宣導

與分享（網址為http://my.stust.edu.tw/site/moral）；

在關懷弱勢生命教育辦理攜手計畫生活營活動及

品德體驗營；推動班級經營辦理學生宿舍導師輔

導；推廣331運動辦理身心健康倡導、運動學習、

閱讀終身學習；深入教育部分以融入課程方式進

行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系所專業倫理推廣等。

    會場安排雲林科大、羅東工商、柑園國中、埔

里國小四所學校做經驗及案例分享；最後由陳次

長分梯次頒發獎牌與獲獎學校合影。另外，本校

也連續三年榮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

深耕學校獎助，發揮學生所長深化國中小學，讓

學生從中學習成長，以培育本校學生成為品學兼

優的社會棟樑。

教育部陳德華常務次長與獲獎學校合影

用創意潛移默化 帶動校園品德
本校榮獲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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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冷凍空調學會激勵冷凍空調領域學生從

事創新研發工作，特推動創意發明競賽。本校由

機械系張烔堡老師指導機械系學生周家弘、黃翊

華、施冠銘、李嘉展組成之「內部噴擊殼管式蒸

發器」獲得佳作獎。目前大型空調的冷媒使用量

非常龐大且熱傳效果普通，而張烔堡教授研發的

內部噴擊型蒸發器讓所有水管均得到冷媒充分之

冷卻，大幅提升蒸發器熱傳性能並減少空調系統

之耗電量與冷媒使用量，對節能減碳與環境保護

有很大的助益。本項發明的學術研究成果同時也

發表於國際優良SCI期刊，並榮獲2013年台灣冷凍

空調學會工程論文獎，堪稱為學術與實務研發之

雙料贏家。

由機械系張烔堡老師與企管系蔡宗岳老師共

同指導機械工程系王宇照、楊勝尹以及企管系學

減碳落實校園第一屆創意發明競賽本校獲獎

04

生林如玉、張雅筑同學組成之「節能型空調椅」

團隊，獲大專校院組佳作。該作品為一套全新

空調系統，經由實驗與計算流體力學軟體輔助分

析，並使用熱舒適儀進行人體舒適度 PMV 與 PPD 

量測與分析，不斷修正以研發出兼具舒適、節能

之個人節能型空調椅，不僅可以因應現有開放式

電動載具之需求，未來亦可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促使全面綠色環保生活模式的啟動。

校長戴謙表示除了積極的研發新能源應用及

開發節能設施，亦將節能減碳的理念落實於校園

生活中，透過有效用電與節約用水，養成愛惜資

源的習慣，營造優質綠活校園。也鼓勵學生發揮

創意，將之轉化成作品，激發潛在創造力，藉此

培養學生動腦比創意之習慣，達到提高學生的創

新能力。

「內部噴擊殼官式蒸發器」獲獎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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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之校際交流與合作 澳洲西雪梨大學
協理副校長參訪本校

澳洲西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UWS)協理副校長Dr.Yi-Chen Lan於10月22日參訪本

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王永鵬處長、謝學務長世

傑、商管學院施武榮執行長、電機系王明賢主任、

行流系林吉祥副教授、應英系沈主任、語言中心黃

主任及本校今年暑假研習之教師代表等人親自接

待，熱情歡迎來訪。

兩校於今年七月簽訂校際學術交流合約與交

換學生合約，本校正式成為紐澳地區的第六所姐妹

校，相信未來兩校在穩固的基礎下，將會持續發展

更多元化之校際交流與合作。

訪賓來訪期間，兩校舉辦國際學術交流座談，

面對遠道而來的貴賓，本校王國際長首先表達深切

歡迎之意，並表示近年來，國際教育的重要性與日

俱增，全球化已成為各個大學的重要目標之一，臺

灣亦積極選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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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際長亦十分歡迎澳洲

地區之優秀學子申請該國聯邦政府設立之獎學金，

就讀本校全英語授課之交換課程、研修華語課程或

來臺參與文化體驗課程。他殷切期盼此獎學金能發

揮最大的功效，開拓更多國與國間之學生交流機

會，激勵更多澳洲學子到海外姐妹校相互學習，認

識多元文化，以培養跨領域與具備國際素養之卓越

人才。會中，兩校針對今年暑期英語授課教師培訓

計畫、兩校學生交流、兩校語言教育、研究之合作

交流及未來合作推動國際志工之議題充分討論，達

成多項共識，兩校未來將保持密切聯繫，持續推動

兩校交流事務。

此行，訪賓Dr. Lan亦參訪本校，走訪本校校史

室，參觀位於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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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觀創意研發成果展示區，訪賓對於本校

的各項發展十分讚揚且留下極佳的印象。

澳洲西雪梨大學協理副校長Dr.Yi-Chen Lan參訪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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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最大的國際設計展—東京設計師週（Tokyo 

Designers Week）將於10月26日至11月4日，於日本

明治神宮外苑舉行。東京設計師週是一個每年都超過

12萬人參觀的國際設計展會，舉辦28屆來，很少有

台灣學生能受邀參展，本校創新產品設計系的彭嘉偉

等3名學生，今年參加東京設計師週「ASIA AWARDS 

YOUNG CREATORS EXHIBITION 」選拔賽獲入選，不

僅是台灣唯一入選亞洲盃的學生團隊，更是全亞洲最

年輕的入選者之一，要讓國際看見台灣青年學子的創

意及設計力。

東京設計師週的「ASIA AWARDS YOUNG 

CREATORS EXHIBITION」是為30歲以下的亞洲年輕

設計師所舉行的國際設計競賽，希望藉此競賽為亞洲

青年設計力發聲。此次入選之作品不僅將在東京設計

師週的中央會場展出，更將由伊東豐雄等日本重量級

設計大師親自評選出優秀作品表揚頒獎。  

此次入選作品「Projection warning board」是由

林佳駿老師指導團隊學生彭嘉偉、組員康志鴻、陳資

勳所設計。團隊師生致力之設計目標，不僅希望發揮

創意，做出創新設計，更致力於探索、了解人性的潛

在需求，同時關照老人族群和弱勢族群的生活問題，

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設計。

本校致力於推廣親產學校園，並鼓勵學生在學

期間打破系所專業限制，推動跨院系團隊，接觸產業

實際問題並協助解決。本校亦獲得台南文創園區的經

營權，數位設計學院全力協同以台南豐厚文化傳承中

擷取出當代創意的技術面議題，思考文創藝術與產業

的結合。校長戴謙表示，此次產設系師生能夠入選參

展，證明本校數位設計學院之實力在國際間已獲得認

同。同時亦期望在參展過程中，師生能透過國際會展

的文創精品展示，與國際各大城市的文化創意交流與

串聯，激盪出更多台南文創產業的實力與能量。

本校數位設計學院創新產品設計系 學生作品
入選「2013東京設計師週亞洲盃」

得獎團隊師生合照(左起︰王文雄主任、組長彭嘉偉、組員陳資勳、康志鴻、林佳駿老師)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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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同學合照

本校機械系學生榮獲102年度
全國學生模具實務專題競賽研究所組第一名 

　教育部「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之

102年度全國學生模具實務專題競賽，於日前在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舉辦決賽暨頒獎典禮。此競賽主要

目的是為了鼓勵國內大專校院學生投入設備產業跨

領域設計及製造，並提升系統設計實作技術能力，

爰舉辦產業先進設備專題實作競賽。本次競賽內容

涵蓋模具設計製造與智慧型模具、模具產業應用與

工業設計創新製程等重點領域。藉以強化學生動手

實作與應用能力為目標，並經由相互觀摩學習，共

同激盪新思維之研發方向，促進新知及技術交流，

在眾多作品參賽，經過激烈競爭及嚴格的評審後，

南臺科大機械系榮獲研究所組第一名。

　　獲獎作品「可攜式微模具奈米級三次元

量測儀之研製」是由機械系系主任朱志良教授的博

士生陳泓錡及碩士生陳冠宇、朱子宏、賴冠文等投

入研究，此量測儀可針對微小模具與精密加工產品

進行三維的量測。量測儀從整體結構、三維量測探

頭、系統整合與控制、量測軟體等皆自行研製，所

需成本低，且皆可客製化。

　　南臺科技大學在校長戴謙的領導下，落實

優質務實致用技職教育、培育產業專技人才、強化

產業競爭力，學校除致力於創新產品開發與產學合

作外，更積極培養學生創新創意之能力，轉化成實

際產品，以求達到產學合作與技術交流之實務經

驗，讓學生在就業時，可以有更多業界的經驗，讓

南臺科大的學生可以在業界闖出一番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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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Hanger』團隊授獎圖

本校國際企業系『Link Hanger』學生團隊，

日前受邀參加由環球科技大學主辦的『2013年環

球小巨人創業菁英賽』取得亞軍。『環球小巨人

創業菁英賽』主旨在藉由競賽活動的舉辦，激發

出嶄新宏觀的視野與跳脫思維的框架，並以新思

維、新創意連結市場，進而邁入創新管理階段。

為培育優秀創業人才，提升創意創新與團隊合作

能力，縮短學用落差，達成學以致用的目的。邀

請各大專院校曾在各全國性創業競賽中獲獎之團

隊參賽，互相切磋學習。並與企業主及創業專家

齊聚一堂，分享企業家精神與創業家經驗。

本校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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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Hanger』團隊，

是本校2012年校園創業競賽第一名的團隊，亦曾

獲得『2013全國大專院校(第二屆)三創行銷企劃

競賽』創意行銷組冠軍。這次在『2013年環球小

巨人創業菁英賽』中，與來自全曾獲得國內大獎

的團隊來競逐，『Link Hanger』團隊能在菁英團隊

中脫穎而出，獲得亞軍，可說是菁英中的菁英。

創業已是大學商管教育重點學習方向之一，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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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教學發展中心、創新育成中心亦舉辦『南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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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系傳真國際南臺

Link Hanger』學生團隊授獎圖

 本校國際企業系Link Hanger學生團隊榮獲
「2013年環球小巨人創業菁英賽」亞軍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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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駿傑專員和戴謙校長合影

本校與宏佳騰動力科技有限公司於10月1日

下午14時假本校L204會議室舉行校外獎學金捐贈

儀式。本校校長戴謙率領副校長、各院院長、職

涯發展與校友中心主任、各系系主任與相關行政

單位主管，熱烈歡迎于駿傑專員代表宏佳騰動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鍾杰霖，蒞臨本校參加

捐贈儀式。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台南

市山上區，設立於1998年，並創立品牌AEON。

AEON堅持用技術和速度為客戶創造即時的價

值，並以創新與維新幫品牌開拓趨勢的疆土。秉

持「品質第一、精益求精、顧客滿意、永續經

營」政策，產品朝向「重型化、 多元化、休閒

化、生活化、創意化 」目標發展。AEON 2005

年榮獲經濟部金貿獎及小巨人獎。2012年宏佳騰

榮獲第九屆國家品牌玉山獎，並且於當年12月25

日正式掛牌上櫃。2013年宏佳騰榮獲遠見雜誌評

選為18家突圍品牌企業。AEON將以「用心、知

心、維新、創新」的態度打開市場新紀元。　

　　校長戴謙表示，宏佳騰公司發展的歷史

一步一腳印，踏實地走向成功之路，可說是台南

傑出的在地企業，也是台灣品牌的光榮。而于駿

傑專員是本校75級五專機械科校友，學生時代

曾擔任活動中心的總幹事，目前也擔任校友總會

理事。于專員長期以來熱心參與母校活動，對於

母校的發展十分關注。這次由于駿傑專員居中協

助，本校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立即與各系密切討

論獎學金辦法，獲得宏佳騰公司同意，提供本校

機械系、管理與資訊系及企管系三系，自102學

年度至106學年度，一年16萬元，五年共計80萬

元獎學金。除了提供優渥獎學金之外，宏佳騰公

司更提供畢業後工作機會。

活動傳真院系傳真

本校與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外獎學金捐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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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人員合影

　　校長戴謙表示，在目前整個台灣經濟不景

氣情況下，對於弱勢優秀學生的支持是相當重要

的，在此刻宏佳騰鍾杰霖董事長展現傑出企業家的

社會責任，提供本校學生獎學金與就業機會，讓人

深感振奮與敬佩。本校要特別感謝宏佳騰公司慷慨

的捐獻與支持，也對於于專員回饋母校的心意，致

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希望宏佳騰公司與本校日後

可以有更密切的合作。

　　校長戴謙進一步指出，本校通過典範科技

大學計畫後，推動了許多措施來逐步進行學校的體

質改造。本校以產學合作為追求的績效目標，以培

育適合產業所需的人才為本校的教育定位，希望可

以成為產學合作的最佳夥伴，也期待本校所培育出

來的學生可以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于駿傑專員表示，宏佳騰公司自草創時期

並且能發展至今，公司重要幹部皆是本校校友，

鍾董事長對於本校畢業的學生給予高度肯定，也

希望學生能至宏佳騰公司服務。宏佳騰公司距離

本校不遠，目前已積極建置宿舍，希望能以更好

的條件吸引更多學弟妹前來工作。今日藉由捐贈

獎學金拋磚引玉，希望能讓更多校友企業家共襄

盛舉，無私奉獻提攜年輕學子。

戴謙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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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與與會貴賓、校內長官合影

 本校與台灣生技產業聯盟 共同舉辦
「生技產業群聚觀摩活動」

本校與台灣生技產業聯盟承接台南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之「臺南市產業群聚暨生技綠能、流行時尚

產業推動計畫」，為推廣生技產業新知及促進產

業群聚交流，特於9／27舉辦「生技產業群聚觀摩

交流活動」，活動中除了參訪「嘉義創新研發中

心」、「港香蘭綠色健康知識館」及「立康中草藥

產業文化館」外，更規畫產業交流聯誼時間，促成

產業廠商間合作商機。

    首站參觀「嘉義創新研發中心」，該研發

中心提供整套的服務，包括針對生產業者整套機械

的客製化及採購協助，提供相關生技業者更多政府

服務與資源。提供生技業者客製化及有價競爭力優

勢的設備，例如:無菌內容物充填飲料產線、無縫

膠囊及滴丸生產線。

在「港香蘭綠色健康知識館」及「立康中草藥

產業文化館」的觀摩形成，除了參觀兩家業者生產

線外，也特別邀請到港香蘭蔡宗義董事長、立康黃

處長與生技業者對生技及中草藥產業現況進行經驗

交流。

生技聯盟理事長及本校戴謙校長表示，聯盟於

2010年2月成立，今年邁入第4年，未來聯盟將規劃

更多產業相關研討會及觀摩活動，在結合產、官、

學、研的資源共同促進與加速台灣生技產業的發

展，強化生技廠商及學研單位合作的機制，搭配本

校在生技領域的軟硬實力，推動聯盟成長茁壯，為

會員拓展商機。未來也期許藉由會員的參與，持續

支持聯盟後續推動的各項工作，共同為生技產業優

質化，以及提升臺灣生技產業發展量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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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聯合「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
10間夥伴學校共同舉辦專利與研發成果聯展

南臺科大盧燈茂副校長(右)贈送感謝狀以及南臺科大紀念品給台灣聯合系統大學曾志朗總校長(左)

「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技職校院秉持

應用研究及實務技術並行發展之目標，於10月9日

在本校體育館(三連堂)舉辦「專利與研發成果聯

展」，充分展現10間學校之技術量能與雄厚的產學

研發實力。

此次的「專利與研發成果聯展」，共展出104

件師生精心研發的作品，再加上本校育成中心

IQSpace與國科會工程處工程科技推展中心成果共

106個攤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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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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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本校結合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雲嘉

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10間夥伴學校，共同舉辦此

次聯合展覽，並透過廣邀廠商共同與會，期望能推

廣各校研發成果、專利之應用與技術移轉機會。除

成果展示活動外，當日亦將舉辦「產學合作聯合簽

約儀式」。這些合作廠商來自機械、生技、電子、

旅遊等領域，例如鳳記國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昶牧生物科技企業有限公

司、研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葉旅行社有限公

司、泓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等18家知名合作廠商進

行簽約儀式。當天上午10時30分開幕式時，特別邀

請到輔英科技大學許淑蓮校長、東方設計學院吳淑

明校長、南科管理局郭坤明副局長、工業區廠商聯

合總會蔡圖晉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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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

學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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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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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本校與夥伴學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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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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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 
中區接待家庭培訓圓滿完成

教育部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中區培訓課

程已於10月5日(星期六)上午假彰化女中舉行，課

程除了邀請專業學者介紹跨文化溝通經驗及擔任接

待家庭所需職責外，亦邀請曾參加本計畫之國際學

生與接待家庭分享其心得，此次培訓課程共計134

人參加，為本年度培訓規模最大之場次。

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

待家庭專案計畫」，計畫辦公室成立至今已完成培

訓並授證1577戶接待家庭志工，彰化女中鄭曜忠

校長指出：「全球化社會已來臨，教育國際化為現

今推行的政策主軸，具備多元文化觀點乃現今學子

必備的能力之一。這是本校第二次與教育部接待家

庭計畫辦公室合作，希望透過此計畫專業的培訓課

程，提高實質接待品質，帶給國際學生不一樣的回

憶。」另外，此次培訓課程亦邀請剛加入接待家庭

活動之甘比亞學生Mustapha Jallow分享接待經驗，

Jallow表示：「臺灣這個國家在地球儀上看起來雖

然只有小小一個，卻蘊藏著非常豐富的文化色彩，

每個城市都有專屬於自己的故事。我很感謝我的接

待家庭，我與他們相處的時候，我沒有感受到任何

的種族歧視，黑人、黃種人、白人，對他們來說都

是一樣的，我覺得這點很了不起。最後，很高興教

育部辦理這個計畫，讓我有機會與熱情的臺灣接待

家庭，一起認識臺灣。」Jallow這番深切的分享，

讓在座的接待家庭們非常感動，也紛紛表示願意投

入接待工作，成為接待家庭的一員。

本年度活動即將進入尾聲，歡迎有意願成為本

計畫接待家庭的民眾請加快腳步，加入本計畫之行

列！詳情請參閱計畫網址：http://hostfamily.org.tw/

main.php

文化差異與跨文化溝通講師Kris Vicca精彩有趣的授課內容使現場歡笑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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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致詞

簽約儀式合影

神；相對的，也將使得本校學生的教育課程不會與

產業脫節，畢業後可立即投入實務工作，節省業界

人力訓練再教育的資源浪費，更提供產業發展優質

的人力需求。

    此外，中華平面設計協會、高雄市廣告創

意協會、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台灣插畫師協會，

長期以來集結了台灣平面、包裝與CI設計領域中的

菁英，在彼此共識理念的激發鼓勵下，提昇台灣設

計能力並積極推動國際化，有著令人矚目的成果，

使台灣的設計在國際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相信對於

台灣的設計產業發展具有指標與帶頭作用。

結合典範科大計畫、教學卓越計畫與業界的力

量，全力建構 「故事設計」學產一貫學程。五個

台灣知名設計協會於10月14日在本校舉行「故事

設計學產一貫學程合作備忘錄」的簽約儀式，並召

開記者會。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與中華平面設計協

會、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

台灣插畫師協會合作進行學產一貫學程，與業界共

同培育職場所需之人才，學生可在學校學習業界工

作流程與專業經驗技術，達到真正的無縫接軌。

    「故事設計」學產一貫課程規劃學程為期

四年，大一每學期皆有一門課程；大二、大三每

學期有二門課程；大四上學期一門課程；每一門課

皆與設計協會的專業人員協同授課。本校視覺傳達

設計系之學產一貫學程著重於數位內容設計和文化

創意產業，例如有開設「故事情境設計」、「品牌

規劃與設計」、「識別系統設計」、「包裝設計實

務」、「文化創意商品與周邊設計」等課程，將使

得本校規劃之課程更為「實務性」與「應用性」，

更貼近產業界的真正實務需求，並符合技職教育精

本校舉辦「故事設計學產一貫學程」
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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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視傳系與台南美術設計協會產學一貫合作

之故事設計學程中，為落實學、用一貫的原則，也

為了讓同學提早了解業界需求與操作環境，舉辦此

次「物的想像漫遊」主題創作及南方作品精選特

展。本展覽集結協會會員優秀作品於10月29日至

11月30日於本校藝文中心展出，歡迎有興趣的民

眾一起體驗遊歷在設計中的情境氛圍。

歷時七年的累積，二年期的規劃，多屆國內外

設計競賽獎項的肯定，本展覽集結台南市美術設計

協會近二百位會員優秀得獎及參展作品，以發散南

方設計能量定位，由校園巡迴出發到文化中心展出

結束共計長達七個月的展出，務使本次展覽可以讓

參觀者透過文本的刺激內化，形成未來的需求，進

行其結構模式的不同思考。

由台南市文化局指導，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

本校藝文中心共同主辦的「物的想像漫遊主題創作

及南方作品精選特展」展覽活動，設定所有參與者

以身為 Baudelaire 筆下的一位「都市漫遊者」，

在象徵文明高度發展的展館中「閒逛」，透過展示

設計、實際作品邂逅參觀行為、建立獨特的審美觀

點。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與沈琮祐理事長合影

本校與台南美術設計協會共同舉辦「物的想
像漫遊」主題創作及南方作品精選特展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與沈琮祐理事長導覽參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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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識大師講座 邀請知名作家魚夫開講
數位生活的樂趣

本校102學年第一學期的通識大師講座已經開

始囉，首場邀請筆名魚夫的林奎佑教授演講「數位

生活的樂趣」，他以幽默的口吻、精采的圖片，分

享他悠遊數位科技世界的樂趣。

　　魚夫的演講與數位多媒體充分結合，不但

使用隨手攜帶的ipad，連結個人的部落格「魚腸劍

譜」侃侃而談，強調「數位科技時代的知識會自動

來找你，你只要懂得如何分工和分享」。

　　魚夫透過人手一機埋頭打卡、拍照、上網

的景象，談智慧型手機和上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面

貌。並播放一段自己實作的作品，展現「用手機就

可以製作災難片」， 說明現在的手機功能直逼專

業級的攝影機，因此未來會暢銷的相機，必然要有

上網的功能。

　　最後，魚夫提到數位科技創造虛與實的

合作，例如進入google 雲端即可遨遊世界遺產的

景點、看遍世界各大美術館、博物館的名畫和收

藏品。利用QR code 可以將實體商店和網路商店結

合，產生擴增實境的效果，協助發展觀光、教育、

醫療等事業的發展。

　　當人們遨遊在數位科技世界，所有按讚、

留言、分享的行為都會被電腦記錄和元件化，因而

造成網路世界會依照使用者的特徵、喜好，自動將

相關知識送到使用者的面前。因此，大家在享受數

位科技的生活樂趣之餘，也要注意到求知的行為已

經逐漸變成分工和分享，不要再死守過去的學習經

驗，跟不上數位時代的腳步。同學在聽完魚夫充滿

現代科技的演講後，對於數位與生活的結合則有更

深的體會。

知名作家魚夫與本校教職員合照

知名作家魚夫與戴謙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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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聯誼南臺科大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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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02 機械工程系 2013智慧化工具機專題實作競賽 第一名 劉乃上

102/10/02 機械工程系 2013智慧化工具機專題實作競賽 優選獎 劉乃上

102/10/04 機械工程系 2013第五屆氫能車競賽-ST-Eleanor II隊
虎躍獎/獎金（禮
券）10,000元及獎

狀
蕭瑞陽

102/10/04 機械工程系 鋼鐵意象海報競賽-鋼鐵與你科普活動 佳作 吳忠春

102/10/09

生技產品試
量暨產品功
能性評估技
術研發中心

第3屆國家產業創新獎 
績優產業創新學術

獎
張春生

102/10/13 機械工程系 2013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節水特別獎 楊政峰、吳忠春

102/10/13 餐旅系 LOVE HITA COCKTAIL CONTEST  2013 佳作 施慧雯

102/10/14 電機系 第17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自動組第二名 陳文耀

102/10/19 電子系
2013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H

組-BeRobot機器人創意應用競賽 (作品名稱：
SD)

第三名 楊金良

102/10/19 機械工程系
2013年第一屆『創意發明』競賽

冷凍空調創意作品「內部噴擊殼管式蒸發器」
佳作獎 機械-張烔堡

102/10/19 國際企業系 2013年環球小巨人創業菁英賽 第二名

國際企業系:
楊維珍

創產系：林佳駿

102/10/26 機械工程系
2013節能減碳搶救環境創意大競賽

「節能型空調椅」團隊 楊維珍 蘇嘉祥

南臺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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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活動預告

2013 國際奈米科技研討會 

拓展國際行銷座談會

2013 工業管理與資訊應用創新研討會  

102年度公文撰寫、流程暨代理人制度

研習第一梯次 

勞作教育校外參訪

BULATS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語檢測  

102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102-1宿舍管理觀摩研習活動  

「數位時代館務秘技：談推廣   

         服務的小撇步」研習會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第五場) 中央研究   

  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李羅權代理所長  

社團評鑑

勞作教育第二次檢討會

CSEPT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日本文學展

第13屆第13次董事會議  

第56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肝炎防治暨新陳代謝症候群衛教宣導  

香港浸信會永隆中學參訪團校內參訪   

BULATS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語檢測 

102學年度「飢餓30」活動 

102學年度第1學期人權教育專題研習

102學年度第1學期約聘人員

             行政溝通座談研習 導師工作坊-紫錐花運動反毒宣導 

 2013創業競賽初賽成績公告  

CPR&AED研習  

2013第九屆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

國際研討會  

第55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專利資料庫檢索與應用研討會

102年度公文撰寫、流程暨代理人        

                    制度研習第二梯次

台南文創基因庫研討會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 

102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暨轉部

及轉系組會議

學生社團青春劇場(第7場武術社)  

防治毒品暨關懷愛滋教育講座    

大一Globish單字大會考  

漆彈競賽

LiveDVD英語鐵人三項競賽 

2013 12th ISAT先端科技國際研討會  

制服晚會

學生社團青春劇場(第8場嘻哈文化

研究社)

CPR&AED研習

多益測驗

金融專業證照電腦應試 (台灣金融研

訓院 台南考區)

圖書館「閱讀．悅讀」系列活動之

一：媒體識讀主題書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