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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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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本校榮獲1金4銀3銅亮麗成績

   提供國軍多元進修管道

103學年度國際學生新生訓練

   13國外籍生大集合 形成小型地球村

本校與陸軍第八軍團簽署策略聯盟

機械系「能屈能伸太陽能多功能輕便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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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短數位落差 善盡國際社會責任
 本校榮獲國際志工優選獎

本校「乘愛菲翔」菲律賓縮短數位落差國際志

工團隊受邀至華碩電腦企業公司總部，參與本年度

ADOC秘書處暨ASUS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國際志

工成果展、分享交流服務之成果。本校與交通大學

「Jullay 4」團隊及清華大學「坦尚尼亞」團隊並列

榮獲ASUS國際志工評鑑會議優選獎，由ADOC鄭乃

豪組長親自頒發獎項。本次獲獎顯示本校菲律賓志

工團縮短數位落差任務深受各界肯定。

本校為響應政府APEC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第二階段計畫(簡稱ADOC 2.0計畫)，提升落後國家

之資訊應用能力，縮短數位落差轉換為數位機會，

自2009年開始持續五年利用學校報廢電腦，實施

「再生電腦，希望工程」計畫，為菲律賓大馬尼拉

地區包括Bulacan省、Aurora省、San Ildefonso等地

之中小學建立電腦教室，並訓練當地教師以及學生

電腦資訊處理能力，改變數位環境基礎建設，以縮

短數位落差，多年努力之下，本計畫成為我國協助

友邦及彰顯國際聲望的基石，也善盡國際社會責任

及擴展國際活動空間。

本校國際志工服務長期以來以資訊教育為主、

臺灣文化傳輸為輔。本次除了與菲律賓關愛基金會

和三發製網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外，更與資策會、

華碩文教基金會資訊專業單位進行跨域合作，由

師生10人、華碩志工1人，共11人，組成103年菲

律賓「乘愛菲翔」志工服務團隊，至菲律賓Central 

Luzon地區Bulacan省之Meycauayan National High 

School 服務，將ADOC 2.0 計畫發揚光大，從點擴

展至線，然後串連整合成整體面，幫助提升菲國學

生電腦知識，並間接協助政府擴展活絡國民外交，

促進雙方友誼。

2014國際志工團隊於菲律賓課程教室與學員合影

本校團隊於成果發表頒獎典禮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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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於

9月18日在臺北世貿中心隆重舉行，現場近千

個攤位，展示高達2,000多項的最新發明品及專

利技術。本校於發明競賽區，歷經嚴格初/複審

後，榮獲1金4銀3銅亮麗成績。今年來自全球

15國家大力支持及相關發明單位和發明人來臺

參展，臺北發明展已成為亞洲最具規模的國際

發明展。

本校勇奪金牌之作品「即熱式濾水器構

造」，運用即熱式加熱單元位於濾水器與出水閥

間，藉由設定作即熱式加熱，省卻保溫的過程，

可以有效的節省能源，又可以節省廚房的使用

空間，擴展消費者族群，增加生活的方便性與美

觀。

獲得銀牌獎有四件作品，包含「高發光效

 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本校榮獲1金4銀3銅亮麗成績

02

率大尺寸LED照明燈具」、「拆換式磁性與電磁

性螺旋研拋」、「車用導流式霧化機構」以及

「智慧型遙控裝置」。其中，「高發光效率大尺

寸LED照明燈具」是以側光式結構，並去除導光

板，以光學設計使模具均勻出光，而此設計能泛

用於一般照明、顯示器背光模組等發光系統，而

去除導光板可使成本降低，進而也可降低售價，

提高產品競爭力。「拆換式磁性與電磁性螺旋研

拋」作品可應用於各種精密機械及模具、汽機

車、光學量測、生醫或醫療器具等產業，由於精

度與品質較一般傳統方法更為有效且優異，為低

成本且高效率之精微複合拋光技術。「車用導流

式霧化機構」作品，是透過手機APP操控，行車

前將車窗搖下並啟動噴霧單元，迅速降低車溫，

並透過霧化之液滴吸附車內之高分子有毒物質、

發明團隊解說「銀牌獎」智慧型遙控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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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牌獎-應用於輪椅之復健輔助裝置」發明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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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粉塵或懸浮微粒，並以導流風扇將毒氣排出

車外，使車廂內空氣淨化及散熱，達到環保省

電之目的；同時，「智慧型遙控裝置」作品是

藉由手機以APP透過藍芽界面遙控旋轉雲臺，

透過相機的影像以WIFI傳回手機可以及時觀看

與調整拍攝結果。

獲得銅牌獎三件作品分別為「具直線奈米

定位之自動聚焦三維量測系統」、「應用於輪

椅之復健輔助裝置」以及「具有第二屏幕之穿

透式顯示互動平臺」。「具直線奈米定位之自

動聚焦三維量測系統」從奈米定位平臺設計、

光 路 設 計 、 感 測 系 統 與 電 路 製 作 … 等 皆 自 行

研製，所需成本約2萬元，此3D量測系統已技

術 移 轉 給 廠 商 ， 深 獲 業 界 肯 定 ； 另 一 銅 牌 作

品為「應用於輪椅之復健輔助裝置」，為一多

「金牌獎-即熱式濾水器構造」發明團隊合影

用途的復健輪椅，採用模組化設計，不用時可

拆卸，減少收納空間，方便攜帶外出。轉向把

手採用省力設計，握把有電動馬達速度控制旋

鈕，方便使用者操控及轉向。「具有第二屏幕

之穿透式顯示互動平臺」，是一種具有第二屏

幕之穿透式顯示互動平臺，系統包含有：旋轉

的展示臺、透明顯示螢幕、可以調整其透明度

的屏幕、互動系統。此創新產品可以讓廣告品

與顧客產生良好的互動優點並增加廣告觀看的

視覺效果，進而產生更好的廣告效益。

本校長期鼓勵師生參加國際發明展競賽，

並屢創佳績，此次國際發明展獲獎之作品，充

分呈現學校鼓勵科技與創新之成果，研發實力

再次於國際競賽中獲得高度肯定，同時立即吸

引廠商注意，創造研發成果技轉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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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梁仁建主任率領教師一

行共18人於8月18日-29日前來本校交流並針對機

械車輛相關專業進行師資培訓課程，同時也參訪了

太陽能車、綠能、節能車、汽車工廠與相關教學實

驗設備，對本校完善的課程規劃與設備建置十分感

佩，梁仁建主任也強調將極力爭取更多的教師同仁

前來交流，期望藉由本校的卓越辦學經驗，做為未

來廣東輕工發展的借鏡。

副校長張鴻德於培訓始業式中提到，本校與廣

東輕工在車輛專業上都具有良好的基礎與發展，藉

本次師資培訓機會讓兩校的專業教師能夠有交流的

平臺，十分難能可貴。學校之間的交流以老師交流

為重要的項目，透過兩校老師的互相認識，往後再

推動其他的交流方案就能更加的具體，因此也非常

感謝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選擇前來本校培訓。張

副校長期許在這次為期12天的培訓課程行程中，深

化兩校老師之間的情誼，並期待能透過兩校教師的

對談交流，更進一步的激盪出教育的革新理念。

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梁仁建主任表示，感謝

本校全體師生的熱情款待，兩校的交流於近期越發

熱絡，也佩服本校在汽車車輛專業上的卓越表現。

本次培訓團前來不僅希望能夠學習汽車車輛專業的

課程建置、教學方法等實務上的辦學經驗，同時也

希望吸收本校的學生輔導與管理理念。梁仁建主任

也極力邀請本校老師前往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參

訪，強化兩校之間的交流。

張鴻德副校長(前排右五)與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師資培訓團體合照

張鴻德副校長(右)致贈紀念品予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梁仁建主任(左)

 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蒞校舉行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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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9月中舉辦103學年度國際學生新生訓

練，今年計有來自美國、日本、捷克、丹麥、印

度、瓜地馬拉、聖克里斯多福、約旦、印尼、馬

來西亞、越南、蒙古及克羅埃西亞等13個國家，

共約80位外籍學生前來本校修習學位。本學期共

有3位學生獲得臺灣獎學金，4位為印尼政府DIKTI

獎學金遴選來臺的公費留學生。而丹麥、聖克里

斯多福及約旦等國，則是第一次有學生前來本校

就讀。今年的新生加上原有的在校生，目前在本

校就讀的外籍學生已超過250位，累計的學生國家

數已有30餘國，本校宛如一個小型地球村。

校長戴謙在開訓典禮時對遠道而來的國際學

生表達歡迎之意，並期勉他們在本校學習期間不

僅充實專業知能，也能多多學習華語並深入體驗

臺灣文化，學成之後能將臺灣文化及所學帶到世

界各地並發揚光大。學校設有華語中心，規劃多

元化的華語課程，教導在校國際學生具備基本華

語溝通能力，以適應臺灣生活。在生活方面，

本校為國際學生規劃了完善的照顧配套措施，例

如：接待家庭與學伴制度，協助國際學生在臺生

活的適應及更深入認識臺灣文化。

隨著臺商企業在全世界的佈局，本校積極輔

導國際學生赴臺灣企業實習，並安排應屆畢業生

與臺商企業之就業媒合，本校所培育的國際學生

因為懂華語，對臺灣文化有深度瞭解及向心力，

往往成為臺商與當地政府之間的最佳橋樑，深獲

臺商企業的喜愛。  

外籍生新生訓練聆聽簡報情形

103級國際生新生訓練合影

 103學年度國際學生新生訓練
 13國外籍生大集合 形成小型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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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8月中舉辦2014年第八屆華語暨臺

灣文化體驗營，完美落幕。今年共有來自5個國

家，包含日本、韓國、德國、奧地利及菲律賓，

共44位學員、16所的姐妹校及3位帶隊老師參

與。華語暨臺灣文化體驗營中，學員不僅學習華

語，在文化課程及參訪中充分體驗臺灣的風俗民

情，更透過與本校志工學伴的互動深入瞭解這塊

美麗的寶島以及溫暖的人情。體驗營活動中除了

華語課程外，也安排多項與臺灣文化相關活動，

包含：布袋戲、客家藍染、臺灣童玩、烹飪及陶

藝等。

活動期間本校精心安排臺南市、嘉義戶外教

學以及臺中參訪行程；臺南市戶外教學除了練習

基礎中文應對外，也帶領學員飽覽古都風光。嘉

義戶外教學安排參觀嘉義民雄金桔農莊，體驗濃

厚懷舊氣息的臺灣農莊早期生活，讓學員親手製

作金桔醬。臺中之行帶領學員赴臺灣八景之一景

色優美的日月潭和九族文化村，探訪臺灣各種族

群的原住民生活樣貌，觀賞原住民歌舞秀，了解

臺灣多元文化。參與的國際學員大部分對於臺灣

文化都很有興趣，能夠親自體驗對他們來說是難

得的經驗，每項活動都讓學員驚奇萬分。

與會學員經過兩星期之華語及臺灣文化體

驗，華語皆有相當程度的成長，學員們將短短兩

周在臺所學，以歌唱、戲劇等方式展現，說學逗

唱之中文口語表現令人刮目相看。透過參與本校

學華語暨臺灣文化體驗營活動，不僅可以激起國

際學生學習華語的興趣，同時也讓學員對臺灣有

更深一層瞭解。學員表示回國後願意將臺灣之美

與生活體驗分享給親朋好友，將臺灣文化推廣散

播至世界各地，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可愛的寶島。

第八屆華語暨臺灣文化體驗營帶領外籍學生體驗客家藍染體現質樸的臺灣精神

本校外籍生與休閒管理系遊憩體驗教學區感受林蔭下的南臺灣午後時光

 2014華語暨臺灣文化體驗營 
 美麗寶島風俗民情親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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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生物科技系游黛、林岳廷、施伯勳、林澤、謝宇丰、蘇璿穎、方士源組隊參加健康博覽會踩街競賽，勇奪冠軍

話劇表演現場情形

院系傳真

「精神健康博覽會」踩街嘉年華
  生物科技系衛教戲劇奪冠
本校衛生保健組指導生物科技系7位同學，參

加日前臺南市衛生局在文化中心廣場舉辦的「103

年度的精神健康博覽會」，團隊以一齣「口腔衛生

戒檳榔」之衛教戲劇演出，從19組競賽團隊中脫穎

而出，奪得冠軍，並獲得1萬元高額獎金。

整場「精神健康博覽會」活動以踩街嘉年華方

式進行，由本校生物科技系團隊所演出的「衛教口

腔衛生戒檳榔」戲劇表演生動活潑、寓教於樂，獲

得評審及現場觀眾青睞；劇情呈現一位上班族因經

常熬夜加班，藉由嚼食檳榔提神，女友憤而離他而

去，爾後男主角便下定決心戒吃檳榔，並接受醫生

建議，鍥而不捨的治療口腔問題，維持口腔衛生，

一年後終於重新擄獲女友芳心。戲劇中最突出的是

男扮女裝的檳榔西施，活潑的聲調、火辣的動作，

加上清涼比基尼裝扮，引起全場轟動，5分鐘的短

劇，同學演出精湛、生動逗趣、寫實且饒富趣味與

創意，榮獲冠軍實至名歸。

生物科技系方士源同學表示，一開始校方提供

此競賽訊息時，因適逢暑假期間，同學們大多已規

劃打工時間皆興趣缺缺，但由於有1萬元高額獎金

之激勵，同學決定利用打工下班時間討論與練習。

每天晚上10點以後，開始討論劇本、做道具、練

習、彩排，比賽前一天還彩排到凌晨四點才休息，

過程雖辛苦，但卻很值得。方同學更表示，透過此

次活動，不僅同學們感情更加融洽，衛保組從中協

助與指導呈現方式與衛教內容讓他們獲益良多，也

藉此更瞭解口腔衛生的重要，透過活動中的討論、

演練、修改、彩排，同學間亦學會彼此包容與相互

扶持，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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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獲獎團隊合影

本校機械系林宗賢教授以「儲熱式太陽能熱

水器」以及「太陽能烹飪器」兩項作品分別榮獲

「2014全國工業節能創意實作競賽」全國第二名

及佳作獎，充分展現出本校在創意設計與實務成品

製作上，技術純熟與研究水平的高度。

此次「2014全國工業節能創意實作競賽」是

由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中心暨工業節能教

學聯盟中心所主辦，經過初審進入決賽入圍隊伍共

計81隊，計有30餘所大專院校參與競賽，競爭相

當激烈。而工業節能涵蓋範圍包括再生能源，參賽

之作品須符合綠色設計之概念，即具有「提高效

率、生態永續或節能減碳等其中一項」且具「新穎

性」。另外，參與決賽隊伍於現場展示其作品，審

查時須做3分鐘的作品說明，並回答評審委員提出

的問題。在激烈的評審競爭中，機械系林宗賢教授

以「儲熱式太陽能熱水器」以及「太陽能烹飪器」

兩項作品受到與會評審與業界專家的青睞與肯定，

在81件決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勇奪第二名與佳作之

佳績，實屬不易。

林宗賢教授表示，「儲熱式太陽能熱水器」作

品，使用相變化材料來增強太陽能熱水器的蓄熱效

果，在集熱板與反射板間安裝3片相變化材料，當

白天太陽照射時相變材料溶解吸收大量潛熱，夜晚

使用熱水時相變化材料凝固釋放潛熱加溫熱水，使

熱水使用量大增。實驗顯示，當室溫的水在大太

陽照射下，經過兩個小時，無相變材料之熱水器

水溫達到51。C後，開始使用熱水到40。C則可產生

6300ml的熱水量，然而在加入相變化材料後，熱

水量可以達到12000ml，顯示相變化材料的儲熱效

「2014全國工業節能創意實作競賽」
 機械系「儲熱式太陽能熱水器」榮獲第二名

機械系林宗賢教授指導作品「儲熱式太陽能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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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林宗賢教授表示，此原創作品商品化的可行性

極高，正積極尋求有意承接技轉的廠商，希望能合

作共創商機。

此外，此次佳作獎作品-「太陽能烹飪器」，

可進化製成分離式烹飪器，適合綠能家庭用烹飪。

其設計是利用真空管(47mm×1200mm)、槽型拋物

鏡面反射板(1250mm×1250mm)、絕熱烹飪鍋以及

可依照太陽的方位而進行調整方位角以及高度角的

機架腳所組成，槽型拋物鏡面反射板的製作是由高

教育部「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之103

年度半導體及光電AOI專題競賽暨設備展，本校機

械系系主任朱志良教授指導之博士生陳泓錡及碩士

生許清雲、陳冠宇，在激烈競爭及嚴格的評審後，

「具直線奈米定位之自動聚焦三維量測系統」作

品勇奪研究所組第一名(金牌獎)，獲頒獎金參萬元

整，受到學界與業界評審們的青睞與肯定。

此競賽主要目的是為鼓勵全國各大專院校系所

學生積極從事半導體及光電AOI專題製作，並培養

反射率陽極處理拋物面鋁板所製成，拋物面焦點對

正於真空管上，聚焦後擁有高度熱能集中力，可以

在短短幾秒鐘即感受到灼熱感；另外利用中空管其

外圍真空特性大幅度的減少熱傳導以及熱對流的熱

損失；真空管內以水作為熱傳遞媒介，利用自然對

流將烹飪室內水煮沸，烹飪室部分外圍包裹玻璃纖

維以減少熱損，在800日照強度下，烹飪室內溫升

達6。C/min，光熱轉換性能效率高達35%，其節能

效果相當符合綠色設計之概念。

「103年度半導體及光電AOI專題競賽」
賀!機械系師生勇奪冠軍

競賽團隊與作品「具直線奈米定位之自動聚焦三維量測系統」合照(由左至右：陳冠宇、陳泓錡、朱志良教授、許清雲)

下一代相關領域之研發人才，以具備半導體及光電

跨領域產業設備的設計、製作與軟硬體整合能力。

此次獲獎作品「具直線奈米定位之自動聚焦三維量

測系統」是整合量測機臺、奈米定位平臺、量測探

頭、控制系統、量測軟體等所研發而成的自動聚焦

三維精密量測儀器，可針對微機電等微小製程產品

進行三維的量測。此量測系統皆自行開發完成，所

需成本低，且皆可客製化，目前此自動聚焦三維量

測系統已技術轉移給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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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所有參賽隊伍代表及評審委員合影留念

教育部能源科技教學聯盟中心舉辦「2014東

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共28所大專院校參

加，60餘隊獲選進入決賽，本校機械系吳忠春副

教授以「能屈能伸太陽能多功能輕便椅」作品榮獲

太陽光電大專創意應用組第一名，獲頒獎金陸萬元

整，受到與會評審及業界專家的青睞與肯定，在眾

多參賽作品中拔得頭籌，展現出本校在創意設計與

專題成品製作上的積極投入與研究水準。

「能屈能伸太陽能多功能輕便椅」作品，最大

的設計亮點於摺疊椅子和遮陽板的完美結合。遮陽

板結合太陽能板，利用太陽產生發電；修改傳統折

疊椅，將椅架設計成能伸縮自如的鋁管，完全不影

響摺疊椅的功能。加上內側有小風扇及LED燈，小

風扇能幫助排熱，讓長期暴露在太陽下的人能夠快

速散熱，達到更好的降溫效果，再也不用擔心坐在

大太陽下的炎熱環境。   

此外加裝LED燈，可以讓使用者在天色昏暗或

夜晚時，不用另外準備燈具即可照明，同時加上 

USB插座，讓智慧型手機能快速充電，輕鬆省帶行

動電源的困擾，減少手機沒電無法聯絡或發生危險

沒辦法迅速求救的困境發生。「能屈能伸太陽能多

功能輕便椅」作品，頗具產業發展潛力，目前已有

廠商正在洽詢相關技術授權與移轉事宜。                                                

機械系吳忠春副教授指導的「能屈能伸太陽能多功能輕便椅」作品是由邱淑鳳
及黃廷圻兩位同學合力完成

 機械系「能屈能伸太陽能多功能輕便座椅」
 勇奪「2014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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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幼兒園小朋友在「敬師感恩」活動大合照

教育部訂九月為敬師月，本校為表達對老師的

辛勞與感謝，辦理一系列慶祝教師節敬師活動，於

9月15日至10月9日舉辦「真情告白」謝師留言及

吾愛吾師感恩活動；學生於學校網站真情告白專區

內登錄，藉由闖關遊戲向老師傳達感謝小語，參加

學生相當踴躍，並舉辦「敬師感恩」活動來慶祝教

師節，活動過程溫馨感人。

本校於9月26日「敬師感恩」活動中，啦啦隊

熱情演出大喊「教師節快樂」、「老師我愛您」炒

熱現場氣氛。副校長張鴻德會中致詞時表示，少子

化問題日益嚴重，而本校可以在此大環境下有目前

不錯的招生情形，全校師生應該更為努力，尤其許

多學生捨棄國立科大選擇本校就讀，都是本校師生

多年努力得來的。張副校長表示自己在校服務二十

多年來，教過無數學生，同學不會因為在校表現好

壞而減少對老師的感謝之意，畢業後每年都會收到

許多校友寄來的教師節賀卡，讓任教生涯得以安

慰；期許教師們學習孔子「學不厭、教不倦」的精

神，對學生發揮愛心及耐心，也提醒學生現今「尊

師重道」的重要性，不僅只是形式的表現，更需從

內心對師長敬重，營造校園溫馨學習環境，培養健

全師生倫理。      

活動也安排由外籍生、本地生代表致贈教師一

袋由學生包裝精美的桃李禮物，象徵教師春風化

雨，桃李滿天下，同時也透過活動讓外籍生了解節

慶的由來。基輔社同學帶領著本校幼兒園中班小朋

友表演活潑生動的舞蹈，表達對教師的感謝。小朋

友天真活潑的拿著插著象徵智慧毛的棒棒糖牛隻祭

品分送大哥大姐們，校園洋溢著尊師重道的教師節

氣氛。

「桃李」小物謝師恩
  敬師感恩真情告白

南臺幼兒園孩童拔象徵智慧毛的棒棒糖牛隻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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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龍杏林哲男董事長、北京天星旺余波董事長、北京天星旺宋捷總經理、生技聯盟戴謙理事長、天機開發何東皓董事總經理、麗豐實業葉文麗董事長、可秝生
技林進安總經理、天一藥廠施依萍副理等人大合照

臺灣生技產業聯盟(生技聯盟)在校長戴謙，同

時也是聯盟理事長之推動帶領下，聯盟成員「天

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可秝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麗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9月4日

在校長戴謙見證下，與中國聯通全資子公司聯通

支付公司的策略合作夥伴「北京天星旺網絡科技

公司」及「臺北天機開發科技公司」共同合作，

於所建構之電子商務平臺「沃支付旺鋪商城」，

全新打造出「臺灣專區」，提供大陸民眾直接購

買優良M.I.T產品，並由臺北的「天機開發科技公

司」扮演規劃與招商的角色，積極推廣臺灣領先

技術、成熟且豐富多樣的生技產品。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積極推動產業之合作與

發展，以生技聯盟來說，除協助建置生技認證檢

測平臺、技術開發諮詢以及人才之培育外，更積

極推動行銷布局，協助聯盟成員成果推廣及參與

國內外重要會展等，有感於臺灣生技廠商於通路

推廣上，常陷於單打獨鬥局面，相當辛苦，若能

整合聯盟成員，以團隊方式合作推廣，其效益將

是倍數之成長，對於聯盟成員之公司營運上，必

定能更上一層。本次簽約合作只是第一步，聯盟

亦積極運作，希望未來能讓聯盟成員所開發之優

良產品，直接於中國大陸實體超市內販賣，充分

協助聯盟通路之推廣。

9月4日的簽約儀式，由校長戴謙主持，邀請

北京天星旺網絡科技公司董事長余波、總經理宋

捷，以及臺北天機開發科技董事總經理何東晧與

聯盟成員等，共同舉行三方簽約儀式，期能為兩

岸的電子商務合作帶來一番新的氣象。

 本校協助「臺灣生技產業聯盟」
 推動兩岸移動電子商務

(由左至右)北京天星旺余波董事長，北京天星旺宋捷總經理，生技聯盟戴謙理事
長，天機開發何東董事總經理，天一藥廠施怡萍副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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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委託本校主辦的「老闆娘學院」進

階班於9月25日晚間在商管學院舉行開訓典禮。包

括校長戴謙、副校長盧燈茂、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

策進會王建民總幹事、商管學院院長周德光、副院

長施武榮以及本校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楊壽美會

長、劉麗滿輔導會長等佳賓皆應邀與會。現場氣氛

熱絡有加，顯見這個草根味十足的工商研習活動已

日益受到各界重視。

校長戴謙於致詞時指出，臺灣經濟主要是由

中小企業所構成，而中小企業的靈魂人物，往往

就是老闆娘。老闆娘的工作包括打理家庭、帶領

員工、調度資金、交際應酬，甚至在趕工時，還

會親自加入最基層的第一線作業，可說是裡、

外、上、下，無所不包。所以在臺灣經濟發展

的過程中，老闆娘絕對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

素。賴清德市長有鑑於此，也特別委託本校繼續

辦理「老闆娘學院」，以厚植基層產業的知識基

礎，而中小企業老闆娘們的進步，最終一定會轉

化成為臺灣經濟的進步！

本屆「老闆娘學院」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課程

內容含括「勞資關係處理」、「行銷企劃」、「人

際溝通與領導」、「競爭策略分析工具」、「企

業經營與策略規劃」、「企業法律知識及案例分

析」、「理財規劃及投資工具」、「人力資源規

劃」、「婦女醫學保健常識」、「社交舞教學」、

「臺灣企業經營環境之展望」、「彩妝與整體造

型」等十多項實用的主題。由於學員們都是長期忙

於照顧家庭與事業的老闆娘、女性企業負責人或高

階幹部，對於有機會回到學校進修並且認識來自各

行各業的姐妹，都感到非常興奮，咸認這是一個進

修充電與拓展人際關係的最佳機會。

戴謙校長(前排左八)與校內主管及老闆娘學院學員於開訓典禮合影

 姊姊妹妹亮起來 老闆娘學院熱鬧開訓

老闆娘學院開訓典禮現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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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謙校長(中)、周荃董事長(左四)與鄭又平董事(右三)及校內主管合影

兩岸民意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鄭又平博士則熱心

於教育工作，曾獲得臺北大學的「傑出教師獎」、

「模範教師獎」等獎項並連續六年獲得「教學評量

優良教師獎」的榮譽。鄭博士不僅深入中國大陸社

會各層面，並擔任中國大陸中央電視臺最具權威性

的兩岸專欄節目CCTV-4「海峽兩岸」與直播新聞

欄目「中國新聞」「今日關注」的特約評論員，也

曾受邀擔任深圳衛視「直播港澳臺」、海峽衛視、

與東南衛視「海峽論壇」欄目特約評論員。

本校EMBA於9月27日邀請賢德惜福文教基金

會周荃董事長及鄭又平董事蒞校演講，主題為「中

國發展的大戰略」。周董事長及鄭董事根據他們多

年對於中國大陸的發展之觀察與接觸，提出許多目

前中國大陸發展的經濟佈局與國際提升的策略議題

給予參與的學生反思，包含「一線城市的規劃」、

「與美國及其他國際聯盟的互動」、「政經官員貼

近民眾的政策與措施」、「媒體對於13億人口的影

響」等議題與本校EMBA與碩專班師生分享他們精

彩的生活歷程與觀察經驗。

周荃董事長在電視廣播界具有高度的知名度，

不僅首創臺語新聞播報，還連任了立法院第一至三

屆的三屆立法委員，為臺灣有線電視法的領銜催生

者，更被稱為有線電視的媽祖婆，同時也是1986

年時的朝野「大和解咖啡」的主要推動者。鄭又平

博士目前除了擔任賢德惜福文教基金會董事外，也

是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專任副教授並擔任

以國際觀點看中國之發展與佈局
賢德惜福基金會周荃董事長EMBA開講

周荃董事長(左)與戴謙校長(右)的互動與對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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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又平董事以sca le (規模)、si z e (大小)、

population(人口)的三個觀點，說明任何小問題經過

大數目的人口數的放大，都會成為以臺灣角度而言

的大問題，如大陸返鄉春運期間得處理約10億人的

運輸問題就是一例。周董事長及鄭董事也鼓勵本校

師生「對於問題或環境應勇於面對及了解，將可發

現成功機會而掌握成功的來臨」，這場宏觀國際視

野出發的演說讓師生對大陸近來發展有了新的認識

與了解。

校長戴謙表示，這已經是他第三次聽周董事長

與鄭董事的演講，每次聽講後都能對於中國的發展

有更新的了解與收穫。經由周董事長風趣並具深度

的導言以及鄭董事精闢的大陸局勢剖析，不僅讓在

座聽講同學聚精會神地聆聽還欲罷不能。本校的

EMBA除了著重於加強學生的專業能力，同時也希

望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經過這次的演講，參與的

學生不僅對於中國的發展版圖與策略更加地了解，

同時也因此了解如何轉換以「世界的觀點」看大陸

的佈局，而非僅從臺灣看大陸。校方希望透過此項

企業經營大師的實務演講活動，一方面讓EMBA及

碩專班等回校再學習的社會中堅學生，有機會接觸

及認識社會賢達並有所互動，進而培養思辨、批

判、美感、多元視界之能力，並拓展內在涵養的視

野與高度；南臺學子透過這一場場的經營實務演

講，無形中提升自我的視野、生活品味及國際變化

的觀察力，並可藉以沈潛、轉化、淬煉為深層的人

生智慧。

鄭又平董事對於中國發展的大戰略進行精闢的解說

委會在收集發票後全數捐贈給創世基金會。

此次活動參加的同學超過一千人次，生技一

甲黃翊娟同學表示，從小到大第一次離鄉背井，

難免有點鄉愁，學校宿委會特別為新生辦理這麼

新奇又溫馨的活動，很令人感動!此次學生宿舍自

治委員會為達到「迎接新生」、「學以致用」、

「公益行善」及「品格陶塑」的多重效益，集思

廣益並整合多方資源共同完成這具有意義的活

動，深獲全校師生的認同及讚許。

大學新生第一次離鄉背井到外地求學難免鄉

愁，本校「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發揮巧思與創

意，結合網路行銷、商品設計等創意，邀約喜憨

兒協會、創世基金會共同辦理「驚奇屋闖關憑發

票送點心活動」。活動藉由學生第三宿舍特殊的

蜿蜒設計空間，創造出趣味且驚險的奇幻空間，

提供學生闖關體驗，現場除邀約住宿生參加外，

另外辦理大一新生共同參與，藉此消除同學們剛

入學的焦慮感，參加人員可憑發票換取點心，宿

 宿委會舉行「驚奇屋」體驗  
 迎新活動創意溫馨解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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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與陸軍第八軍團簽署策略聯盟
 提供國軍多元進修管道

本校與陸軍第八軍團9月25日簽署策略聯盟，

校長戴謙與陸軍第八軍團指揮官何安繼中將共同出

席見證。未來雙方除積極推動產學與學術合作外，

軍團成員可透過此一合作管道，修讀進修課程與碩

士班等課程，第八軍團也可與本校一起合作全民國

防教育與募兵推廣，為國內現有募兵制管道加分。

此次簽約儀式，除了陸軍第八軍團外，砲訓部指揮

官陳積元少將、五四六旅旅長景耀宗少將、臺南憲

兵隊長陳文聰上校、臺南後指部參謀主任陳建廷中

校也一起見證雙方的合作。

 何安繼中將表示，為建立軍方與學術單位

合作機制，並增進雙方實務與學術經驗間密切交

流，因而與本校簽訂策略聯盟。何中將說，本校

不管在國際化或人才培育的成就皆有目共睹，期

待未來能共同合作，借重本校豐富的教學與學術

資源，建立軍方人員進修管道，讓許多軍團成員

有向上提升的機會。

 校長戴謙表示，過去在南部地區遭受「八八

風災」、「凡那比颱風」、「甲仙大地震」等幾次

重大災害，在電視新聞上都能看見第八軍團弟兄的

身影，提供機具、挖掘工具及偵測器材等協助，無

日無夜付出，可說是災難時全國民眾最信賴的憑

藉。尤其，在此次高雄氣爆事件中，為了搶救這場

戴謙校長(右)與第八軍團指揮官何安繼中將參觀志願役招生攤位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前排右三)、第八軍團指揮官何安繼中將(前排右四)、砲訓部指揮官陳積元少將(前排左二)、五四六旅旅長景耀宗少將(前排左一)及各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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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災難，陸軍第八軍團更投入大量人力、救護車

與各型機具全力協助高雄市政府進行救災，特別展

現出陸軍第八軍團弟兄親民愛民的作為，已是最珍

貴的良好傳統，更能展現讓國人信賴的形象。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有

豐碩成果，自102年已經連續兩年獲得「全民國防

教育傑出貢獻獎」，能獲得此殊榮，充分展現本

校推動全民國防的用心與辦學的績效獲得肯定，

今(103)年才能成為全國所有大學中唯一獲獎的大

學，實屬不易。

校長戴謙最後表示，本校此次與陸軍第八軍團

建立合作機制，簽訂策略聯盟，增進雙方實務與學

術經驗間密切交流，竭誠歡迎陸軍第八軍團之伙伴

們，儘量來使用我們豐富的教學與學術資源。本校

將先以工學院與商管學院等相關系所，運用陸軍第

八軍團營區教學設施，規劃完善的師資與課程前往

營區授課，在學位部份，將以碩士在職專班、進修

學士班及碩士學分班等學程，提供便捷進修管道，

讓國軍官兵有充裕的進修機會。

 
由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南區平臺結合

文藻外語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高雄醫學

大學、臺東大學與本校等五所學校，共同舉辦的

「梓愛環保」路跑暨園遊會活動，即將於11月30

日在高雄市楠梓區大學路與援中路口辦理。

公民素養，是現代公民所要培養的核心能

力，關心公眾議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及關懷社

會等，已經成為現代公民所必須關注的焦點。南

部五所大專校院學生首次聯合辦理以環保為主題

的「梓愛環保」路跑暨園遊會活動，期盼激起北

高雄因石化工業汙染之後勁溪地區民眾對環保議

題的重視。

路跑活動路線將先沿後勁溪為出發點，跨越北

高雄楠梓及梓官兩區之各環境保護景點，藉此激發

民眾了解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活動當日五

所大專校院學生志工亦將同時進行環保教育宣導與

園遊會，以實際具體的環保議題義賣行動，鼓舞民

眾發揮環保概念，落實及深耕環境保護之精神。

戴謙校長(右)與陸軍第八軍團指揮官何安繼中將(左)簽訂策略聯盟意向書陸軍第八軍團軍官招募志願役宣導情況

「梓愛環保」路跑活動  激起民眾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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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彩繪牛公仔 校友聯誼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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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9/17
企管系
機械系

103年度全國學生模具實務專題競賽 佳作×2
蔡宗岳
曾信志

103/09/19 機械工程系
上銀科技2014 Jimtof大學生參訪團

學生：施靜芬
菁英獎 曾信智

103/09/20 機械工程系
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產品名稱：拆換式磁性與電磁性螺旋研拋
銀牌獎 曾信智

103/09/20 機械工程系
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產品名稱：具直線奈米定位之自動聚焦三維量測系統
銅牌獎 朱志良

103/09/20 機械工程系
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產品名稱：應用於輪椅之復健輔助裝置
銅牌獎 陳沛仲

103/09/20 電機系
2014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產品名稱：即熱式濾水器構造
金牌獎 許毅然

103/09/20 電機系
2014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產品名稱：車用導流式霧化機構

銀牌獎
吳宗霖
許毅然

103/09/20 電機系
2014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作品：具有第二屏幕之穿透式顯示互動平臺
銅牌獎 許毅然

103/09/20 電機系
2014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作品：智慧型遙控裝置
銀牌獎 許毅然

103/09/23 資訊工程系

2014數位創新應用系列賽 
Hami Apps軟體開發暨供應商大賞

參賽學生：高瑋慈、梁景棠、張景舜、周昕儀、
陳冠潔、趙令婷、藍偉瑞、黃峻維

最佳旅遊APP優
選

鄭淑真

103/09/23
企管系 
生技系

2014年臺灣生醫暨生農產業選秀大賽 潛力新秀獎
蔡宗岳
褚俊傑

103/09/24
機械工程系

企管系
萬潤2014創新創意競賽

產品名稱：i-box智慧型藥盒
入圍獎

曾信智
蔡宗岳

103/09/24
機械工程系

企管系
萬潤2014創新創意競賽

產品名稱：E-Polishing拆換式磁性電磁性螺旋研拋
最佳創意獎

曾信智
蔡宗岳

103/09/24 電機系
萬潤2014創新創意競賽

作品：一夜好眠
最佳應用獎 陳文耀

103/09/24
學務處

勞作教育組
教育部103年度全國技專校院通識課程及作教育績優

甄選
績優行政人員 林世哲

103/09/24
學務處

勞作教育組
教育部103年度全國技專校院通識課程及作教育績優

甄選    獲獎同學：宋鉉傑
績優學生

103/09/26 機械工程系 2014模具及精密機械領域學生專題實作競賽 第二名 吳忠春

103/09/26 機械工程系
2014模具及精密機械領域學生專題實作競賽

產品名稱：拆換式磁性電磁性螺旋研拋
佳作

曾信智
蔡宗岳

103/09/26 機械工程系
2014模具及精密機械領域學生專題實作競賽

產品名稱：噴射渦流研拋
佳作

曾信智
蔡宗岳

103/09/26 機械工程系 2014模具及精密機械領域學生專題實作競賽 佳作 朱志良

103/09/27 電機系 2014年全國自走車競速大賽-大專院校組 優選 朱慶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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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表

紫錐花春暉巡菸志工訓練教育部菁英來臺留學專案-
「2014專案公費生探訪計畫」訪視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社團嘉年華招生

性教育宣導活動

流行音樂產業教育論壇  

2014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友誼單位接待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賃居生防災訓練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有獎徵答活動

愛滋病與安全性行為講座  

節能減碳打造低碳臺灣

性教育宣導活動  

運動傷害基本預防及處理  

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整體
發展經費申請作業學校基本資料表訪視計畫

運動傷害基本預防及處理

第四屆南方理想國動漫嘉年華活動

ISO27001國際資訊安全認證年度複評

103學年度第一次校園路跑

辦理紫錐花運動拒菸反毒路跑活動

全校學生桌球排名賽
辦理103-1學年度校園人權法治教育-臺南監
獄參訪活動  
103年度「選送教師海外培訓返國經驗分享
座談會」  

103學年度品德教育系列講座  
日本三重大學來訪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周燦德講座教授 

勞作教育小組長第一次工作精進檢討會

辦理103-1學年度紫錐花運動--拒菸反毒三
對三籃球競賽活動  

名人講座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提案
策劃及審議委員會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房東座談會

來恩盃資訊能力暨創意應用專題競賽

班級網頁設計競賽活動  

「抒情與寫意：古典戲曲裡的愛戀與盟約」
系列活動臺南場次巡迴講座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
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黃榮村講座教授  

運動傷害基本預防及處理  

BULATS劍橋博思英檢  

2014國際奈米科技研討會

BULATS劍橋博思英檢  

金融專業證照電腦應試 (臺灣金融研訓院 臺南考區)  

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課程研習  

2014臺南美食美學系列講座-美的饗宴：頂級美食

運動傷害基本預防及處理  

資源教室- 始業式  

2014南臺科技大學 專利與研發成果展暨產
學合作聯合簽約儀式  

臺南在地傳統產業文創加值活動 【在地、
跨界、新創意】講座暨傳統產業見習

慶祝南臺科大應日系成立二十周年 國際啄
木學會特別研討會

103學年第一學期大陸研修生校外旅遊

多益測驗

2014大學公民新聞獎決賽暨頒獎典禮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

103-1 LiveDVD英語鐵人三項競賽

優良騎士選拔活動

第二屆築夢逐夢計畫成果展

「願景工程—為青年尋路論壇」

文創論壇

防溺暨CPR急救教學

食品選購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