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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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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奪三金四銀一特別獎

 「舊愛攝區」紀錄片首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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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理工3+1專班」結業典禮 

馬總統親臨畢業典禮感謝本校為國培育優秀人才

校方贈高清愿董事長專輯「無私傳承 守護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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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遺失的舊愛 透過影像牽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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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八屆龍騰微笑競賽」
 賀!本校威「振」四方獲百萬獎金

本校機械系與企管系跨系合作勇奪2014年第八屆龍騰微笑競賽第二名佳績與百萬獎金

     由宏碁基金會與天下雜誌主辦之2014年第八屆

龍騰微笑競賽，本校機械系劉雲輝老師與企管系楊

雪蘭老師跨系共同指導，參賽學生為機械所謝宏

恩、羅景裕，以及企管系陳冠宇、劉慧玲，以威

「振」四方―天鉤式阻尼器主動隔振系統為產品名

稱，經過三階段之嚴格考驗，獲得第二名佳績與百

萬獎金之殊榮。

    「天鉤式阻尼器主動隔振系統」結合團隊之專

利技術，以創新的方式提升隔振性能，滿足超精密

設備儀器市場的需求。產品預計初期以「輕負載」

之桌上型主動隔振商品，提供小型奈米尺度量測儀

器極佳的隔振效果，並打開市場知名度與產品信賴

感；中長期將發展「中負載」與「重負載」之主動

隔振商品，打入半導體與光電產業製程設備的隔振

系統市場。除了隔振系統，本團隊關鍵元件加速規

之核心技術可應用於地震監測、廠房與設備震動量

測、地質探勘等領域，增加公司營收；而關鍵元

件音圈致動器技術亦可開發成激振器產品，應用

於結構動態測試、產品品質測試等領域。研發團

隊表示，上述關鍵技術皆已研發完成，並且經過

相關實驗檢測，目前有數家儀器廠商對本產品深

感興趣，因此產品極具可行性。

     以國內半導體產業與其他精密電子產業的蓬勃

發展來看，此項技術應用的需求性一定會不斷的

增加，而國內自行研發，又符合微奈米等級之精

密儀器設備振動規範需求的主動隔振系統商品，

實為高科技產業所迫切需要，產值無可限量。此

次由機械系與企管系組成團隊，在校長戴謙近年

來營造的產學合作及校園創業氛圍之下茁壯成

長，不僅在研發能力、商業模式上獲得主辦單位

的肯定，也展現了本校的創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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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抱回3金4

銀1特別獎，今年遴選作品共8件，奪下8獎項。其

中「智慧型可攜式太陽能追蹤器」獲金牌獎及韓

國特別獎、「捲繞式太陽能藍芽鍵盤」及「車用

導流式霧化機構」獲金牌獎、「智慧型遙控追蹤

裝置」、「地面鎖固裝置」、「鋼索式煞車間隙

自動調整機構」、「還原液態菌種製作系統」獲

銀牌獎，充分呈現校方鼓勵科技與創新之成果，

研發實力並於國際競賽中再度獲得高度肯定。

獲得金牌以及韓國發明促進協會特別獎的

「智慧型可攜式太陽能追蹤器」是由電機系許毅

然教授研究團隊與中科院合作所研發，太陽追蹤

器為聚光型太陽能電池的重要組件，功能為自動

追蹤太陽的精確位置，以期發揮CPV最高的發電效

率。「車用導流式霧化機構」獲得金牌獎，這項

產品是由本校進修推廣部主任吳宗霖與電機系許

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本校為國爭光
勇奪3金4銀1特別獎

毅然教授研究團隊所共同研發。該產品主要的解

決的問題在於汽車在陽光高溫曝曬下，使得車內

易產生毒氣，可能會導致罹病機率增加。本產品

在乘車前，透過手機APP操控，自動將車窗搖下並

啟動噴霧單元，迅速降低車溫，使車廂內空氣淨

化及散熱，達到環保省電之目的。

另一金牌作品「薄膜太陽能藍芽鍵盤」由光

電系陳瑞堂教授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

所共同指導之作品，是一種不需要更換電池的

輕薄型可捲繞收納式鍵盤，用以外出方便打字使

(由左至右) 產設系張家誠老師、許原誌同學、機械系許哲嘉老師、生技系陳啟楨老師、電機系許毅然老師、吳建霖同學於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獲佳績為國爭光

金牌獎及韓國特別獎作品-智慧型可攜式太陽能追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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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銀牌獎作品「智慧型遙控追蹤裝置」由電機

系許毅然教授研究團隊所研發，為解決拍攝者無

法在照片畫面內的困擾。本產品包括手機與一旋

轉雲台，手機以APP透過藍芽界面遙控旋轉雲台，

相機的影像透過WIFI傳回手機可以及時觀看與調

整拍攝結果，已取得多國發明專利，並且獲得通

訊大賽宏達電公司HTC ONE特別獎等大獎。

「發酵槽磁石攪拌裝置」亦獲得銀牌獎，這

項產品是由物科技系陳啟楨老師研究團隊所研

發，本作品的特色有強力磁石攪拌發酵槽，無油

封軸承，不與外界接觸，無污染問題。搭配還原

液體菌種，可直接使用在菇類栽培液體菌種接種

應用，使菇類生產更有效率。強力磁石攪拌發酵

槽可應用在好氣性、兼氣性與絕對厭氧發酵，應

用範圍遠勝於一般馬達攪拌發酵槽。

除了機械與生技作品之外，本校今年產品設

計作品亦表現優異，由創新產品設計系張家誠老

師研究團隊所研發「公共自行車停車磚」獲得銀

牌獎。指導老師張家誠老師表示，「OFFUGO」此

設計為新形態的公共自行車停車設施，將自行車

停車設施與人行道地磚結合，以簡化人行道的物

件，隱形式的停車磚在不使用時，能大幅減低對

路人的影響，也可大量排列在人行道上，讓停車

距離更加舒適。此外，「鋼索式煞車間隙自動調

整機構」作品亦獲得銀牌獎，本作品使用簡單可

靠的單向棘輪與渦卷彈簧等零件，使煞車作動機

構可自動調整煞車拉桿作動行程，讓煞車機構自

動保持在最佳運作狀態，進而達到讓使用者安全

行車的目的。

台灣發明能量屢創佳績並獲得國際肯定，本

校不論是在美國匹茲堡、瑞士日內瓦以及德國紐

倫堡世界三大發明展中都積極參與、大放異彩並

為國爭光，再次展現校方在科技與創新歷年之亮

眼成果。

(由左至右)韓國發明協會理事長、本校許毅然教授、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大會主席於頒獎典禮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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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師學會為促進公、民營單位與學

界之產學合作，以提昇並落實我國工程技術與

管理水準，因應國家經濟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培養工程技術人力，每年舉辦表揚產學合作績

優之甄選活動。本校從93年~102年（依規定獲

獎單位，須間隔一年得再申請）連續榮獲中國

工程師學會頒贈「產學合作績優單位」，今年

再度獲獎，已蟬聯六屆獲得學會之肯定，績效

顯著。

本校獲頒產學績優單位之重點績效包含通

過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於101年獲7,500

萬元、於102年獲8,000萬元、於103年再獲

9,100萬元，三年合計補助24,600萬元，為私立

大專校院第一，全國第五。並通過教育部102-

105年教學卓越計畫，102年獲補助7,000萬元，

以「特色、創新、深化、永續」發展為理念，

推動四個分項計畫，分別為整體面─技職燈塔

領航分享計畫、教師面─實務精進知能認證計

本校連續蟬聯六屆榮獲肯定
中國工程師學會頒贈「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畫、學生面―國際頂尖黑手培育計畫、課程面

―產業連結就業接軌計畫。

此外，本校於102年度獲奇美醫院委託執

行12件研究案、補助經費達320萬元，除協助

醫院各類領域醫療前瞻性研究，以提昇醫療品

質外，更促進本校教師研發精進及參與計畫學

生實務技能提升。同年，亦獲經濟部能源局學

界能源科技專案―矽基態照明元件技術開發之

研發計畫，補助經費900萬，所達成計畫效益:

創新產業與降低成本、增加產品附加價值、協

助廠商技術提升及人才培育、建立專利佈局與

技術轉移模式等。工業技術研究院更委以14件

計畫案、計畫經費達3,317,017元，協助工研院

南分院發展各領域前瞻技術，協力促進產業技

術升級與轉型。同時，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辦理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就業學程計畫，補助經費4,275,720元，以協助

大專畢業生就業，透過實習訓練及企業講師等

中國工程師學會陳振川理事長(左七)與本校黃永慈處長(右七)及各得獎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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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師學會陳振川理事長(左)頒發產合作學績優獎予南臺科大黃永慈處長(右)

產學合作績優獎得獎獎狀

規劃，使其學生與職場接軌，有效解決青少年

失業率問題，不僅參訓人數超過預定目標，並

協助大專畢業生順利進入職場之比例也超乎預

期。

本校在校長戴謙領導下，連續八年獲得教

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總計6.19億元，為全國

技職院校第二；六度蟬聯Cheers雜誌發布「二千

大企業最愛大學生」私立技職科大第一，超越

多所國立大學與技職科大，足證本校在人才培

育、產學研發與制度調整的作法上，有效縮短

學用落差，達到產業無縫接軌，成為「產業合

作最佳夥伴科技大學」，並朝發展產學卓越、

塑立典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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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念慈同學榮獲
103學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優秀工程學生獎
為獎勵國內各工程院校具有領導才能之優秀

學生從事研究工程科學，中國工程師學會自民國

80年起每年由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遴選10名得獎

者，並於年會中頒獎。本校電機系魏兆煌老師指

導推薦電資四甲陳念慈同學經中國工程師學會評

審委員評定榮獲此獎項，並獲得新臺幣參萬元獎

學金。該獎學金每年吸引全國包括台、成、清、

交等名校學生參加角逐，競爭相當激烈，陳同學

為本年度私立科大唯一得獎者，難能可貴。

陳念慈是台南市人，高職畢業以極優越成績

選擇登記分發進入本校，獲得學校一百萬獎助學

金，入學後隨即加入魏兆煌老師的實驗室，擔任

國科會研究計畫助理，參與各項軟硬體電路與系

統之設計與實驗。在學期間學業成績一直保持系

上第一名，實作方面已獲准8件專利，並積極參

與國內外各項競賽，榮獲無數獎項，包括國際發

明展7金5銀2銅，及國內賽第一名與第二名。個

人也連續兩年獲准「國科會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

畫」，此為今年度10位得獎者唯一的一位。

陳同學表示：「南臺科技大學或許沒有國立

名校的聲望，但只要認真求學、誠心接受老師的

指導就能得到很好的成就」。對於未來，陳同學

已考取成功大學碩士班，將從事於電力電子相關

科技的研究。

吳敦義副總統於頒獎典禮致詞

南臺科大陳念慈同學(右三)於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獎典禮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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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跨學院學生團隊榮獲雙冠王

本校二組學生團隊參加由中華會展貿易促進

會所主辦的「第五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

競賽」，6月8日於嶺東科技大學舉行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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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鹼重生，重獲新生2014

台南老式建築改造國際研討會暨研習營」團隊，

壓倒群雄勇奪企劃組及簡報組雙項冠軍。另一組

「2015 Fantastic Queen全國第一屆變裝藝術節」

獲得企劃組及簡報組雙項佳作。

「由鹼重生，重獲新生2014台南老式建築改

造國際研討會暨研習營」乃模擬由本校與台南市

政府合作，推動「傳承文化，創意台南」之系列

活動，開幕活動以台鹼宿舍保存計畫為主軸舉辦

「由鹼重生，重獲新生青年提案競賽」並配合台

南文創園區舉行國際研討會及國際社區改造立體

模型展。將地方文化融合區域改造重建理念為主

旨，其企劃內容具特色並詳盡，獲得了企劃書組

第一名最高榮譽。同時活潑流暢的簡報加上特殊

音效動畫之PPT製作，亦獲得簡報組第一名，成為

雙冠王。

「2015 Fantastic Queen全國第一屆變裝藝術

節」以獨特新潮的構思所企劃出前所未有的變裝

藝術活動，不僅獲得企劃書佳作，華麗新潮之簡

報亦獲得佳作獎項之肯定。

本校之「國際會展學分學程」乃獲得教育部

特色典範計畫補助之學程，國際企業系積極培育

國際會展企劃人才，近年來並接受教育部教學卓

越計畫經費輔助積極參加各項會展競賽，歷年競

賽成績表現優異。此次國際企業系與創新產設計

系的跨學院團隊，發揮創意、創新與企劃能力，

使得國際會議與國際藝術活動之二個企劃案在

「第五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中獲

得注目與肯定。

嶺東科大管理學院劉自強院長(右五)頒發佳作獎予南臺科大獲獎團隊

吳敦義副總統於頒獎典禮致詞

「由鹼重生」團隊講解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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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24日舉行「廈門理工3+1分段對接合作專

班」結業式，44位學員同時舉辦專題成果展，包括

單片機程式控制、機械設計、電腦輔助製圖與基本機

械加工技巧等。廈門理工學院李文望書記率團前來觀

禮。透過此次專班結業式之舉辦，展現兩岸教育學術

交流與合作的成果，不但增進兩岸學生交流，也拉近

距離並擴大視野。

本校與廈門理工學院於2013年4月簽訂「3+1專

班計畫」合約，並開辦「廈門理工3+1分段對接合作

專班」，同年9月，廈門理工學院方遒院長助理帶領

共44位計畫專班學員抵台，開始在本校的求學生活

與在地文化體驗。該計畫主要是廈門理工學院汽車及

交通工程系委託本校機械工程系開設汽車專班(大三

課程)，課程包含機械設計、電動機控制、電機機械

原理、單片機課程設計、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汽車電器與電子實習、汽車

電器與電子技術等內容，專班學生在學期間，除接受

校內正式學科課程與術科實作技能訓練外，亦有業界

講師授課、校外參觀及文化參訪等活動。

在生活體驗方面，專班學生也踴躍參加由本校

國際事務處主辦的 「墾丁兩天一夜遊」、 「臺北台

中三天兩夜遊」、「青壯年遊臺灣」等活動，參觀的

內容包含墾丁、清境農場、臺東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

等熱門景點。此計畫之推動，提供了多元化的學習方

式，讓廈門理工學院學生對於專業學習與台灣在地文

化皆有了豐富的體驗。戴謙校長表示，透過此次專班

的交流，期望學生能於求學時期培養與產業界之間的

互動、強化組織溝通能力，更希望參與其中的學生能

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彼此的競爭力。

 學有所成 衣錦還鄉
「廈門理工3+1專班」結業典禮

戴謙校長(右七)、廈門理工學院李文望書記(右六)、校內長官及授課老師與畢業班學生合影

國際南臺

本校廈門理工專班畢業生與專班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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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傳真 09國際南臺

戴謙校長(前排中)、資傳系黃瓊儀老師(右四)與資傳系同學合影

資訊傳播系學生舉辦一場「舊愛攝區」紀錄片

首映會，由學生們到台南各社區探訪、田野調查後

所拍攝紀錄的社區小人物大故事，感動人心。學生

希望透過影像牽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找回現代社

會逐漸遺失的舊愛。這場名為「舊愛攝區」影像紀

錄首映會，囊括了由一群大三年輕學子們透過「策

略傳播課程」，到台南六社區，包含大港、警察新

村、正覺、新興、永慶、及陸嘉，所做的服務與紀

錄。其中，包含幫爺爺奶奶拍攝婚紗過程的採訪剪

輯成紀錄片，每位奶奶將近80歲的人生故事，透過

影像真實紀錄，首映會現場，爺爺奶奶包車親自來

到本校，首次成為影片的男女主角，爺爺奶奶都感

到非常的開心，感動人心的故事，更讓現場觀眾頻

頻拭淚。六段感動人心的影片，六個不同風貌與特

色的社區，唯一的共同點都記錄著人們生命中的真

摯故事。

學生總召謝怡君表示，同學們透過製作這些紀

錄片，拍攝出「家」的樣貌，描繪出每人內心的歸

屬感，希望藉此活動能讓忙碌的現代人，珍惜自己

身邊的人、事、物。指導老師黃瓊儀表示，同學在

拍攝紀錄片的籌備過程中，為了幫社區的爺爺奶奶

圓夢，找了許多合作夥伴，像是六信高中、嘉藥等

學校師生共同完成許多不可能的任務，真正做到跨

領域的結合，非常難得。

六部影片連播下來，讓人看見台南真摯的人情

味，同學們也透過社區接觸、辦活動的過程中，分

享了居民背後的故事。六部影片包含記錄社區香草

生機的「香伴」；拍攝花甲婚紗的「不渝」；策畫

母親節活動對媽媽說出愛的「至親」；及看見導護

媽媽「無藏私的愛」；更有懷舊童年柑仔店的「心

繪」；敘述人生追求平靜的「漣漪」，意義非凡，

卻引人省思。

國際南臺

「舊愛攝區」紀錄片首映會
找回遺失的舊愛  透過影像牽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爺爺奶奶參與「舊愛攝區」紀錄片首映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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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關懷與特色行銷獎】-特優「銀波布甸」團隊及【影片行銷獎】-特優組「木馬‧牧瑪」手工牛軋糖團隊獲獎合影

 本校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參加由國立中山大

學與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共

同主辦之「Yahoo!奇摩全國大專院校電子商務創

意競賽」，歷經兩個月的激烈賽程，於5月31日舉

行決賽及頒獎。本校在16所大專院校，106個隊伍

中脫穎而出，榮獲2項特優獎項與1項優等獎項，

成績斐然。

「Yahoo!奇摩全國大專院校電子商務創意競

賽」舉辦至今已是第8屆，乃台灣歷史最悠久，參

與校數與人數最多之電子商務競賽。為鼓勵大專

院校學生參與創新應用，本次競賽主題為「愛台

灣 揪感心」希望能讓參賽學生從自身、學區到地

方，透過拍賣平台展現在地關懷與特色。本校在

章至豪老師的指導下，從在地角度出發，協助台

南傳統老店，進行特色產業創新與網路行銷，使

老店能有新氣象，進而提高整體銷售業績。更可

藉由活動競賽過程，體驗網路銷售的經營模式，

引發學生對創業與企業經營之興趣。

本校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長期以來結合了商

管全院的師資與教學資源，培育出兼具商管專業

知識與資訊應用能力的跨界人才，此次比賽「影

片行銷獎」與「在地關懷與特色行銷獎」皆獲得

特優的佳績，得獎作品分別為「木馬‧牧瑪-- 手

工牛軋糖」以及「銀波布甸」。此外，「影片行

銷獎」優等作品為「台南--名東傳統現烤蛋糕」。

隨著全球產業環境日益變遷，不論是手持及穿戴

裝置、物聯網或是大數據(Big Data)等潮流，正顛

覆傳統的商業運作模式，而商業及管理知識的學

習，已不再侷限於單一領域。

「Yahoo!奇摩全國大專院校電子商務創意競賽」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榮獲佳績

國際南臺

【在地關懷與特色行銷獎】-特優組「銀波布甸」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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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產系參展同學合影

院系傳真

創新產品設計系舉辦立體造型展-「座秀」
首創金工「座中秀」 用表演詮釋作品故事

創新產品設計系一年級學生於6月9日在人文

藝術中心，發表「2014創新產品設計系立體造型

期末聯展」，並舉辦大型開幕及「座秀」展走秀

表演，陣仗可比擬業界之規模。此展覽「座秀大

展」意指「座」為鋼管座椅、「秀」為服飾走秀

之意，以金屬及皮革為材料元素，以「人體支撐

之座具」及「人體裝置之表演」為主題，應用不

鏽鋼金屬氬焊、金屬鍛敲、金屬蝕刻、皮革雕塑

等技法，設計製作1:1之鋼管座椅及人體裝置，更

同時運用多媒體將創作品，結合走秀方式，以影

像呈現創作品的文化創意意涵。

指導老師楊彩玲老師表示，自己專精於皮革

與不銹鋼創作，深知通常金工的作業，往往僅以

保麗龍來設計立體展示，並不適合走秀，因此這

次是學校第一次將金工作業以走秀大展，讓學生

嘗試多媒體結合多媒材創作，讓一年級的學生大

膽創新，希望大家能親自到現場參觀，給他們最

直接的鼓勵。

此次展出希望透過課程來訓練學生做出一個

真實的設計品，透過1:1的座具發包，提早跟產業

接觸溝通，而非將作業視為一個假物的製作，讓

他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作品而不是作業，這次主

題是以「中國元素」為核心，讓學生自由發揮。

而最後，作品的呈現男女有別，男學生的主題會

以荊軻刺秦王、包青天為主，而女學生則是以元

朝公主、唐朝的楊貴妃為主。在創作完成後，並

非結束，楊老師特地規劃讓學生以走秀特展的方

式，希望學生也能提早體驗如何透過動態與靜態

的活動方式，詮釋自己的作品，讓學生將自己的

設計作品穿戴在身上，展演給大家看，透過表演

詮釋自己的創作品故事。

「座秀」大展組別與指導老師楊彩玲老師(右三)合影



院系傳真12

 幼保系師生前往石泉國小進行志工服務

  當科普遇上戲劇
  幼保系科學志工從台灣跨海到澎湖

幼兒保育系堅持培養學生人文關懷情操及學用

合一之教學精神，配合教保基本知能及專業課程

之訓練，鼓勵學生將課堂所學，實際透過志工服

務學習方式來達到最佳學習成效。從今(103)年1月

到5月之間，由「行政院科技部科學志工火車頭計

畫」經費大力支持，由沈玫宜老師帶領，邀請南

部在地深耕極為著名之兒童劇團「豆子劇團」進行

專業培訓，在台灣本島及澎湖外島公立國小及幼兒

園共演出近10場次，觀看人次達到將近800人次之

多，頗受好評。

「科學普及」是近年來政府教育單位推動之重

點，科學知識是理性思考的基礎，藉由科普閱讀及

人文藝術活動的融入，更能夠激發學童對科學的好

奇心。此計畫特別之處是選用由「信誼基金會」和

「遠哲教育基金會」共同出版的「甘特寓言」中的

兩本綠繪本：《別丟下我一個人》及《河馬美容

院》為基礎，藉由參與「甘特寓言:兒童科學戲劇

與遊戲服務」子計畫的19位大四同學共同腦力激

盪，發揮各有的專才，善用幼保系學生繪本說演

技巧、音樂創作、道具製作及科學遊戲等專業知

能設計而成。

此計畫服務目的就是要透過兒童科學環保戲

劇中的多元動物角色來傳達，生物與環境之間的

共生關係，進而將生活科學常識傳達並正確教導

學童要懂得愛護地球。服務不僅限於台灣本島，

更將能量延伸到澎湖外島；目的就是要讓外島學

童也有機會感受到戲劇與遊戲的魔力。專業級且

活潑生動的呈現，受到大朋友小朋友們的喜愛與

肯定。也完全體現了大學生「服務學習、學習服

務」的最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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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en異類們」影展資傳系師生合影

第十一屆資訊傳播系學生經過三年的學習與

成長，於6月11日至13日在校內舉辦「Eleven異

類們」影展，內容包含微電影、繪本、整合行銷

類、紀錄片、新聞深度報導以及文創商品等，學

生製片吸引了許多師生到場觀看，現場除了影片

的放映外，還安排了同學策展行銷影片之週邊商

品，儼然是一場校園電影節，場面相當熱鬧。

此次影展之所以稱為「Eleven異類們」，除

了是因為是資傳系第11屆的學生作品之外，也

希望透過影展可以讓更多人看見資傳系同學的與

眾不同、創意無限。影展除了影片播放外，現場

的攤位更是琳瑯滿目，包含「文化之種」的布袋

戲偶、動畫片的繪本、更有許多劇情片的拍攝道

具，讓觀賞的觀眾可以體會現場拍攝的場景。其

中，可以發現同學們所拍攝的主題除了熱門的劇

情片之外，也漸漸的有許多學生開始關心社會

議題，進而拍攝紀錄片討論社會現況，如影片

「歸」討論著菁寮因為無米樂的興起成為觀光地

區，雖然湧入許多人潮，但農村地區高齡化的事

實卻不見改善，藉此探討年輕人外流之議題。

「同樂會影像製作團隊」蔡晨儀同學有感而發

的表示：「一切從無到有非常辛苦，為了呈現好

的作品，設法撐過去，從中得到的經驗是最棒的

成長。」魚骨頭影像製作團隊何彥君同學更表示

當看到自己辛苦製作的作品展出的時刻，幾乎感

動得快落淚。總指導邱俊惠老師肯定同學為這次

的展出付出許多心力，雖然在策劃展覽的過程中

遇到許多問題也很辛苦，但看到同學們盡心盡力

讓影展順利進行，感到非常欣慰，期望未來大家

用同樣的熱忱準備畢業專題，為資傳系爭光。

  資傳系舉辦「Eleven異類們」影展
  校園瀰漫電影節氣氛

「Eleven異類們」影展周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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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系承辦經濟部「一縣市一幸福點心」徵選
 推廣在地飲食 縣市點心幸福登場

「103年一縣市一幸福點心」盧燈茂副校長(中)與甄選活動得獎店家與來賓大合照

 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之計畫「103年一縣市一幸福點心」甄選活

動，由本校餐旅管理系辦理南區各縣市幸福點心競

賽及創意牛軋糖甄選競賽。本次甄選活動主要目的

是邀請各地食品廠商，透過競賽的方式，結合各縣

市農特產特色，研發並製作出能深刻的反映土地、

反映環境，反映在地人文、飲食特質的「幸福點

心」常溫伴手禮。本次南區參賽者相當踴躍，共有

40家來自嘉義縣市、台南、高雄與屏東之優秀廠商

參與。經過激烈競賽，本次獲選的各縣市第一名幸

福點心有：嘉義縣新寶珍餅店-紅豆麻糬餅、台南縣

賓寶食品企業-芒果牛奶三Q餅、屏東縣魚之香食品

杏仁蝦酥、綜合堅果蝦酥等。

經濟部工業局陳昭榮副組長表示，台灣烘焙業

目前發展相當蓬勃，近年來大家生活水準提高，飲

食習慣漸漸提升，飲食訴求越來越講究，不管是

在食材、營養衛生的考量都相當重視。政府與產業

界與學界合作透過各種產業輔導、辦理教育訓練與

競賽等方式，大大提升台灣飲食品質。烘焙業者隨

著參與國內外競賽與展覽活動，也激勵廠商精益求

精，製作出優良品質的點心產品。

副校長盧燈茂指出，此次比賽不論是參加的隊

伍甚至是主辦單位邀請的評審團陣容都相當龐大，

包含擔任世界技能競賽西點製作國際裁判與全國技

能競賽西點製作裁判長的餐旅系主任黃旭怡、總務

長沈韶儀、台南遠東香格里拉點心房主廚蘇曉芬、

大億麗緻酒店點心房主廚吳穎勳、台糖長榮酒店點

心房主廚謝錦良、義大天悅飯店點心房副主廚林政台南縣第一名幸福點心─賓寶食品企業芒果牛奶三Q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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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LETTER

陞與高雄寒軒國際大飯店西點副主廚莊建宏先生擔

任本次評審，由此可以看出主辦單位對此次比賽的

重視與規模。

校長戴謙指出本校是相當具有前瞻性與競爭優

勢的學校，獲選為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及獲得豐厚

教學卓越獎補助等之肯定外，致力於培養學以致用

務實的知識與技術人才。餐旅管理系亦有各種餐

飲、旅館優良設備與專業教師，近幾年來輔導學生

參加各項中餐、西餐、調酒、烘焙等餐飲技術競賽

獲得國內外共一百多個獎項，校內亦設有由師生共

同營運的來恩烘焙坊，培養過不少優秀烘焙學生。

本次競賽活動亦結合產官學界交流，競賽後除各縣

市烘焙廠商間與評審交流外，並有本校餐旅、行

銷、管理等領域系所主管與業者交流。除此之外，

亦有生技、設計、資訊、會計資訊、休閒等系所專

長教師，若日後業者有各領域合作之需求，將可整

合跨領域專長協助業者為台灣食品產業共同努力，

推廣優良幸福點心。

屏東市第一名幸福點心─魚之香食品杏仁蝦酥嘉義縣第一名幸福點心─新寶珍餅店紅豆麻糬餅

「103年一縣市一幸福點心」甄選活動得獎店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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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中)與獲德育智育獎同學合影

至2014年）榮獲知名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全國私校

第一，並獲得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營運權，且

參與2010年廣州亞運開幕影片、電影賽德克˙

巴萊、痞子英雄視覺特效製作，獲名導魏德聖青

睞，獨力負責「KANO天下嘉農」特效製作，創下

學校承接商業電影特效首例，對科技大學來說真

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並期許在座所有畢業

生皆為自己身為「南臺人」感到榮耀。

同時，在早場畢業典禮中，王金平院長到場

祝賀畢業同學完成學習階段，取得學位，並祝福

同學未來前程遠大，離開學校至社會就業、當

兵，皆能順心如意！並引述企業家用人哲學與同

學分享，如經營之神王永慶先生是重視誠信、有

高尚品德、忠誠度，並成為值得被信任的人；同

時敬業、刻苦耐勞，扮演好己身角色、擁有成本

及經濟學的觀念等能力，不宜只在意領22K，需

有國際化思維、外語能力、溝通能力及創新理念

更為重要。

校長戴謙代表全校一萬九千名師生，歡迎總

本校103級學生畢業典禮於7日舉行，今年畢

業生總人數多達4,630人，因此校方特別規劃辦理

上、下午場及星光場畢業典禮，以及在各系所自

行為畢業生辦理「撥帽穗」暨頒獎儀式，藉以傳

達在校師生對畢業生的重視和祝福之意，而參加

典禮觀禮家長和貴賓亦高達2,400餘人，因此，共

計有6,200餘人參加此次畢業盛會。總統馬英九先

生也應邀參加下午場的畢業典禮，校長戴謙為感

謝馬總統前來給予畢業學生祝福，特地致贈由校

方出版的前董事長高清愿專輯 「無私傳承 守護南

臺」給予總統，並代表畢業生、家長以及全校師

生感謝總統對學生的關懷以及技職教育的重視。

總統馬英九先生於下午場畢業典禮親臨現

場，除恭喜與勉勵即將畢業的同學外，同時也感

謝在座所有的師長及家長，總統表示由於大家的

付出及辛勞，才能為國家培育擁有專業技術的新

秀人才。並表示本校自2006年以來，共獲得「教

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補

助6.19億元，非常不容易，而且連續六年（2009

   馬總統親臨畢業典禮感謝本校為國培育優秀人才
   校方贈高清愿董事長專輯「無私傳承 守護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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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蒞臨畢業典禮，由於總統親臨會場，讓此次畢

業典禮蓬蓽生輝，也讓所有在場畢業生留下難得

的回憶。典禮中致贈由校方出版的前董事長高清

愿專輯 「無私傳承 守護南臺」給予總統，高清愿

先生自民國61年第二屆董事會起，一直擔任本校

董事，自民國88年獲選擔任董事長乙職，直到今

年1月卸任，前後帶領本校歷經15年的歲月，長期

呵護學校成長與發展，功不可沒，書中收錄高清

愿先生擔任本校董事長期間的許多重要事蹟、文

稿、媒體報導、照片、榮譽以及嘉言錄等匯集成

冊，不僅可以洞悉高董事長領導成果，亦可見證

本校成長的軌跡，藉著此次總統先生蒞臨該校畢

業典禮的機會，特以此專輯致贈馬總統留念。

戴謙校長(右)致贈馬英九總統(左)高清愿董事長專輯

立法院長王金平親臨本校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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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台南熊環保 南臺熊蓋讚

良好的節能習慣，並且落實於生活中。「節能減

碳」為本校教育重點之一，從日常生活中培養學生

愛護環境，增進環保意識，進而節約能源，愛護地

球。本校願意肩負起社會責任，與各校分享節能經

驗及心得，相信在全民的攜手努力下，節約能源行

動將開枝散葉，並將台灣打造成為低碳社會，朝環

境、社會及經濟永續發展邁進。

為響應台南府城低碳城市宣導系列活動，由科

技部指導，台南市環保局主辦，並且搭配本校高瞻

計劃的展品展示，促成「低碳台南熊環保」活動，

於6月12日舉辦開幕記者會，在台南遠東百貨B1金

石堂做為期一個月展出。

台南市環保局致力於台南低碳城市的推動及宣

導，搭配時尚話題最親近民眾，以環保作品-紙貓

熊作為本次展覽的主題，透過裝置藝術讓民眾欣賞

到環保的藝術。在科技部的指導上，由本校承辦，

將剛剛落幕的「科技回嘉」特展中，具高互動性的

展品及出版品移至活動現場同步展出。另外更將本

校於國際發明展榮獲優等的相關太陽能應用發明品

於現場展出。

近年來，本校連續獲得經濟部節約能源績效優

等獎，校長戴謙表示，在全球氣候變遷、環境惡化

及能源逐漸匱乏之年代，全民應有危機意識，養成

(後排由左至右)本校張文俊副教授、遠東百貨台南公司促銷室徐聖彬襄理、臺南市環保局張皇珍局長、科技部科國司湯卿媺研究員、協進國小洪榮進校長等人大合影

(由左至右)本校張文俊副教授、臺南市環保局張皇珍局長、科技部科國司湯卿媺
研究員、遠東百貨台南公司促銷室徐聖彬襄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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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未來還有二年時間希望可以繼續學習3D建模

與數位影音結合的技術，將傳統戲劇與資訊傳播

發揮到淋漓盡致。

嘉南區進修部四技二專聯登會主任委員暨戴

謙校長表示，同學在高中、職校畢業後，面臨升

學或就業的抉擇，鼓勵年輕人要努力學習多元知

識，不只是死讀書，還是要多接觸社會與磨練，

雖然選讀進修部比日間部要來得辛苦，但未來的

發展與機會卻是會更紮實可靠。  

今年度主辦學校由本校擔任，其他委員學校

依序有：大同技術學院、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台

南應用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南榮科技大

學、崑山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遠

東科技大學及嘉南藥理大學。自103學年度起應屆

高級中學畢業生可報名參加技術校院四技進修部

登記分發，沒有統測成績也可以報名。

103學年度嘉南區進修部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

發委員會於6月30日在本校舉行招生說明記者會，

並於7月5日舉辦考生說明會，其目的為了讓考

生與家長們能夠了解就讀進修部未來的優勢與進

路。記者會現場找來進修部傑出人士「專誠不動

產仲介公司」張文龍董事長，以及現正就讀本校

進修部同學也是「其雄木偶劇團」負責人朱其島

和朱南雄現身說法，展現出只要肯努力，夜間進

修，白天仍可上班工作開拓寬廣無限的人生。

記者會上，「其雄木偶劇團」現場口白的

「真」實力演出，單人單機，八音分明的真功力

呈現，還特地為此次聯合登記分發招生說明會編

寫劇本與跨刀演出，幽默風趣的木偶劇，獲得現

場如雷的掌聲。朱南雄表示，在本校資訊傳播系

進修已經二年多，對他工作上最有幫助的是學

習到影片製作以及電影分鏡與拍攝角度等相關課

南區聯登會主任委員戴謙(前排右三)、吳宗霖總幹事(前排右二)及其雄木偶劇團團員合影

嘉南區進修部聯合登記分發招生說明記者會
「其雄木偶劇團」跨刀演出 吸睛宣傳效果佳



活動傳真20

  本校附設台南市幼兒園舉辦溫馨畢業典禮

本校附設台南市幼兒園於28日舉辦了第十一屆

畢業典禮。30位畢業生參加人生首次畢業典禮顯

得有些緊張，在老師以及家長的掌聲鼓勵中，畢業

生完成在結業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以及從盧燈茂副校

長以及林春月園長手中接過生命中的第一張畢業證

書，孩子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三年的幼兒園生活。

禮堂外則展示許多畢業小朋友在學期間的作品，家

長們對於孩子能順利完成幼兒園學業，同時即將邁

入下一階段求學歷程，都感到相當欣慰。

幼兒園的畢業典禮是許多孩子人生中的第一場

盛會，也是學習成果驗收的時候，30位畢業生穿

著正式的禮服依序進場，螢幕上則播放著孩子們從

小班到大班的影像。在等待進場時，畢業生鄭昕妮

忍不住說：「好緊張又好捨不得喔！」看到自己的

孩子昂首闊步走到台前，畢業生的家長心中有著滿

滿的感動。畢業生家長戴郁玫表示：「看到孩子今

天穩重、懂事，身為父母的我們真的是又驕傲又感

動。」

校長戴謙在致詞時表示，每位小朋友都是父母

親以及爺爺奶奶的寶貝，本校會提供最完整的資源

給予幼兒園，不僅無私奉獻，更會盡全力用心培育

每一位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如此臺灣明天的力量會

更扎實，也才可以看見更美好的未來與希望。畢

業生家長為感謝畢業班高碧君老師及謝依靜老師，

還瞞著其他老師，偷偷安排了一段特別節目。朗誦

感謝詩、播放私底下幫孩子錄製的感謝老師的話、

獻花以及幫老師戴上代表家長及孩子心意的項鍊，

隨著活動的進行，許多家長都感動落淚。畢業典禮

活動也以孩子們精彩的成果發表會表演活動畫下圓

滿的句點，畢業生們帶著全校師生及家長滿滿的祝

福，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幼稚園園長(左)、盧燈茂副校長(中)頒發畢業證書及禮物予畢業學童葉乃豪(右二)

畢業班無尾熊家獻唱感謝師長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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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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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7/04
國際企業系

創新產品設計系

教育部103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創新創業競賽
作品︰遮蘭洋行

參賽學生：張資卿、侯冠吟、康志鴻、彭嘉偉
佳作

國際企業系  
楊維珍

創新產品設計系  
林佳駿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3C電子創意組

作品：LED家具型植物工廠
優等 田子坤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汽車電子創意組

作品：基於CAN Bus之新型櫃台叫號機
佳作 田子坤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3C電子創意組

作品：高爾夫球安全網
優等 余兆棠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3C電子創意組

作品：矩陣式紅外線室內多點人員定位系統
優等 余兆棠、黎靖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綠能電子創意組

作品：綠能無線發令槍
佳作 余兆棠、陳新福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綠能電子創意組

作品：天然資源運用消波塊之發電系統
特優 李大輝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3C電子創意組

作品：創意音樂遊樂器
優等 李博明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3C電子創意組

作品：LED Lucky Ring
佳作 黎靖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汽車電子創意組

作品：基於車用 CAN Bus 之調光系統
特優 黎靖

103/07/10 電子系
2014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綠能電子創意組

作品：Hand Dryer
特優 黎靖

103/07/10 機械工程系
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產品名稱：電子人因輔助動力

優等 彭守道

103/07/11 多樂系
2014 巴哈姆特ACG創作設計大賽

參賽同學：吳韋中、黃瀚頡、沈紓伶
、阮韋愷、周文奎

銀獎 謝承勳

103/07/11 多樂系
2014 巴哈姆特ACG創作設計大賽

參賽同學：陳冠廷、蔡宥縉、劉岳鑫、黃浩維
、郭孟翰、關皓仁

佳作 謝承勳

103/07/11 多樂系
2014 巴哈姆特ACG創作設計大賽

參賽同學:林鼎傑、林高源、方國仲、徐瑋鴻
、王忠平、李栩昇

佳作 楊政達

103/07/11 多樂系 2014 巴哈姆特ACG創作設計大賽 佳作 楊智傑

103/07/11 多樂系
2014 巴哈姆特ACG創作設計大賽

參賽同學:吳韋中、黃瀚頡、沈紓伶
、阮韋愷、周文奎

最佳創意獎 謝承勳

103/07/11 多樂系
2014 巴哈姆特ACG創作設計大賽

參賽同學:林鼎傑、林高源、方國仲
、徐瑋鴻、王忠平、李栩昇

最佳技術獎 楊政達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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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表

院主管會議

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院主管會議  

103年度基礎生物技術訓練課程 

102學年度職涯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第2次會議

多益測驗  

奇景蔡志忠技術長及吳展良資深經

理捐贈獎學金儀式  

103學年度嘉南區聯合登記分發總會擬

辦理「進修部招生說明會」 

金融專業證照電腦應試  

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103學年度嘉南區四技二專

聯合登記分發現場報名

「再現傳統金工價值」座談會

2014臺南美食美學系列講座 第七場

【驚豔私房秘境‧古早小吃‧傳統技藝】  

臺灣優質生技及農業產品

銷售大陸通路座談會 

103年第二梯次-勞委會技術士技能

檢定報名

第14屆第3次董事會議  

玩美茶藝-座談會  

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技職產學聯盟及自動化實驗室暨

  人才培育中心記者會」

2014年南區高中職化工與材料創意

科學營

「戀念金小姐為電影首映會」暨

「安平七夕嘉年華活動」宣傳記者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