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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核定張信雄博士擔任南臺科技大學
董事長帶領南臺再創新猷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日前召

開董事會，張信雄博士獲高票當選

為董事長，並奉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11年1月7日核定榮任南臺學校

財團法人第十六屆董事會董事長。

	 領導南臺科技大學成為頂

尖技職校院的董事長張信雄博士，

臺南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系

學士、企業管理碩士，日本東京農

業大學農業經濟博士。歷任台灣最

大企業集團-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

處總經理室高級專員，國立成功大

學工業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在企

業管理、國際行銷、銷售管理、行

銷管理與實務之領域中，具有豐富

學養與經驗。自民國75年獲聘為南

台工專副校長，任內除了對提升學

校各項硬體建設及校園美化多所貢

獻外，為提升師資更首創專科學校

引進博士級師資之前例，奠定日後

南臺科技大學優良師資之基礎。民

國78年因推動校務能力深受校方董

事會肯定，擢升校長，秉持董事會

辦理「一流大學」之目標，提出以

「前瞻性」、「合理化」、「效率化」、

「速度化」及「追蹤制度」之企業

管理精神，以及自我要求「凡事要

做到最好」之經營理念來經營學校。

	 張董事長深信教育是百年

大計，在擔任南臺科技大學校長18

年期間(民國78-96年7月 )，承續

「取之學生，用之學生」無私奉獻

之精神，秉持「全人教育」、「一

流學府」之理念戮力辦學，卓然有

成。民國83年南台工業類五個科及

行政、教務、學務等3個單位共計

8個單位，皆由教育部評鑑為第一等

(最優等)、民國84年六個商學類科

也被評鑑第一等，與當時最負眾望

之國立台北工專之評鑑成績並列全

國第一，由於表現優越於民國85年

成為全國第一梯次領先升格改制為

技術學院的學校，再於民國88年從

最績優的「公」「私」立技術學院

中第一所領先改名為科技大學，成

功轉型為全國最具特色之優良科技

大學，且成為各技專校院辦學之楷

模。此一傳奇般的教育界先輩，常

為教育及社會各界津津樂道，並有

些研究生將張董事長校長任內之卓

著功績做為論文研究的主題。

	 民國88年張董事長榮獲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會頒發「李國鼎管

理獎章」，民國90年榮獲中華民國

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第十五屆「弘道

獎」，民國92年及95年分別榮獲

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學會頒贈「技職

教育卓越貢獻獎」及「技職教育終

身榮譽獎」，民國95~102年被推

選為中華服務管理學會理事長，民

國	98年獲頒日本創價大學頒授名譽

博士學位，民國101年榮獲教育部

頒贈「技職教育卓越貢獻獎」。證

明了張董事長在學校經營多方面的

卓越成就，普遍受到國人和國際社

會的肯定與推崇。

	 張董事長表示，此次承蒙

董事會抬愛，委以出任董事長一職，

除倍感榮耀外，實感責任重大。未

來將持續秉持歷屆董事會「良心辦

學」理念及「無私奉獻」精神之優

良傳統，做為南臺成為一流國際大

學願景的堅強後盾，並督促學校精

進教學品質，提供高額獎學金吸引

優秀學生就讀南臺，以期培養兼具

國際觀、實務與理論並重、並能掌

握未來科技與人文素養之人才。張

董事長亦表示，南臺科大近年大量

投資5G、AI、電動車、元宇宙（以

VR或MR設備產生三D立體的方

式和他人互動）等新興科技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並強化產學合作和創

新研發，譬如已正在研發使用AI機

器人提供知名藥妝旗艦店進行帶位

服務、與奇美醫學中心合作開發AI

生醫技術、在台南文創園區已使用

VR及MR技術做出「府城幻宴」展

示，至於「府城幻鏡」展現出台南

古代風貌，將在2-3個月完成。未

來更將建置南部唯一5G校內專網

之自動化「智慧製造基地」以發展

5G及AI等高科技產品。另外也與

法人機構或其他廠商擬共同開發電

池管理系統等電動車零組件。至於

商管學院已在研發應用AI機器人於

餐飲業之點餐及帶位服務。數位設

計學院也擬使用元宇宙技術開發遠

距社交活動（如遠距三D會議、健

身教學、虛擬演唱會等），以提供

師生新興科技的教學機會，並做為

教師開拓尖端技術和培養具國際視

野的人才，如此可招攬更多優秀的

師資及學生來加入學校研究團隊。

最後，張董事長希望各位教育界先

進和前輩以及媒體朋友們持續能給

予本人及南臺科技大學更多的指導

與鞭策，而能為臺灣的教育盡一點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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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善用校內綠地空間
開墾「元氣心田大農場」

南臺科大舉辦
「外籍生華語文賀歲迎新春」

南臺科大樂齡大學長輩學員教導園藝治療活動學生植物照料澆灌的情形

南臺科大樂齡大學長輩學員教導園藝治療活動學生植物照料澆灌的情形

南臺科大樂齡大學長輩學員教導園藝治療活動學生植物照料澆灌的情形

	 南臺科技大學日前善用

校內綠地空間開墾園「元氣心田

大農場」，並規劃校園心理健康

促進活動之園藝治療，讓輔導志

工社學員、園藝治療活動學生與

樂齡大學長輩學員們進行代間學

習，增加不同世代的相互溝通、

互動、融合，藉此培養代間情感

的接納，體驗生命成長的意義。

	 南臺科技大學於 108 學

年度諮商輔導組心理師們在諮輔

組教室外的陽台規劃了景觀治療

的療癒小花園，110 學年度諮商

輔導組心理師們邀請樂齡大學一

起合作，共同在「元氣心田大農

場」中種下蔬菜水果、香草植物

( 薰衣草、迷迭香 ) 等。此活動過

程中，豐富農作經驗的長輩學員

教導年輕學生拿鋤頭的手勢、挖

鬆土的技巧與植物照料澆灌的細

節，年輕學生則主動擔負重物與

專心聽取長輩學員傳授的農作知

識。

	 面對家庭結構改變、人

際情感疏離、網路快速發達等社

會因素，學務與輔導工作都面臨

挑戰，南臺科技大學長期以來致

力於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與友善

校園環境營造，2021 年學務處

諮商輔導組在輔導工作委員會

中獲得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的

支持，加速推動校園的園藝治療

(Horticultural	Therapy) 與 環境

型塑，鼓勵全校師、生、教職員

從室內走到室外、由靜態講座延

伸到動態園藝體驗，讓每天到學

	 人間喜慶康平世，虎歲

承歡幸福春！南臺科技大學日前

舉辦「111 年外籍生華語文賀歲

迎新春」活動，邀請全校外籍生

學生一同體驗臺灣傳統過農曆新

年的氣氛，現場氣氛相當熱烈。

活動一開始由華語中心兼任老師

帶領參與活動的外籍學生認識農

曆新年的文化習俗與由來，也介

紹年菜的意義及過年的活動如寫

春聯、發紅包、舞龍舞獅等等，

接著老師們從舞龍舞獅的主題中

引導學生製作祥獅獻瑞吉祥面

具，透過製作面具的課程，了解

舞龍舞獅的文化意義，並發揮個

人創意創作屬於自己的作品，認

識臺灣傳統藝術之美的同時，也

瞭解舞獅是一種舞蹈，用以象徵

趨吉辟邪，更教導學生說年節吉

校的師、生、教職員們能擁有更

健康、更友善的校園生活環境。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本校諮商輔導組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再次申請教育部

111 學年度申請心理健康促進計

畫，讓「元氣心田大農場」可以

創造與規劃更多有關身心健康與

祥話與其代表的吉祥意涵，讓學

生們實際寫下吉祥話為新年祈

福，最後由接待家庭跟學生介紹

新年接待家庭體驗及元宵節活

動，以期讓學生更能實際體驗台

灣過年的氛圍。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於

活動中發放象徵吉祥富貴的壓歲

錢，預祝所有學生虎年行大運，

身體健康，平安順利，外籍學生

們也向校長說吉祥話拜年，除了

拿到紅包以外，也帶著象徵新年

的禮物離開，每位外籍生既興奮

又開心，大家滿載而歸，一年一

度的外籍生華語文賀歲迎新春活

動就在外籍學生互道新年快樂

中，順利圓滿落幕。

	 南臺科大泰國學生賴沙

佳表示，這是她第一次在台灣過

生命教育的園藝治療活動，期待

未來南臺校園的師、生、教職員

有更多機會來到「元氣心田大農

場」，學習認識植物的栽種方式

與生長歷程，重要是在體驗照顧

植物的過程中，感受到生命鼓勵

生命，就像是發新葉、新芽、花

開、花落，生生不息。

新年，覺得又新奇又好玩，此

活動不但可以增加很多中文的

知識，也能學習台灣文化，讓

她覺得很有收穫。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代

表南臺科技大學全體師長提前

向外籍學生恭賀新年快樂，並

向外籍學生們說明虎年在華人

社會的象徵及十二生肖的意涵，

讓在場每位外籍生更了解台灣

文化。盧校長也表示，每年在

農曆新年前夕辦理此活動，目

的就是希望留在臺灣的本校外

籍生能藉著此活動，體驗傳統

新年文化，感受熱鬧過年的氣

氛，今年因為國際疫情關係，

大家留在台灣過年，也要繼續

做好防疫，遵守防疫規範，並

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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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舉辦僑陸生 111 年
春節師生聯歡餐會 歡慶新春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攜一級主管各學院院長與同學們同歡之大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為了讓離鄉

背景求學的僑生與陸生感受農曆

新年氣氛，還有因國際疫情嚴峻

無法返家過節的學生，特別於寒

假開始，舉行僑、陸生春節師生

聯歡餐會，餐會邀集學校僑、陸

生們齊聚一堂，由南臺科技大學

校長盧燈茂及校內主管與60餘位

僑、陸生同歡，提前相互慶賀農

曆春節的到來，此次餐會首次踏

出校園舉辦，希望讓學生有更好

的體驗。

	 此次活動中除餐點提供菜

色外，更特別準備馬來西亞農曆

新年時的特色賀年菜「撈生」，寓

意讓每個人都能今年都能「風生水

起」「越撈越旺」。盧校長於餐會

中逐桌發送紅包，祝賀每位僑陸生

新年快樂，與會同歡的學生亦以家

鄉話向校長表達新春祝賀之意，場

面溫馨熱絡。

	 此次活動表演則由南臺科

大就讀流行音樂產業系僑生擔綱

演出，發揮所學將氣氛營造成演唱

會般，帶起現場師生情緒一波波高

潮，增添了活動的趣味，餐會中並

穿插摸彩活動，分別由盧校長及與

會師長上台為同學抽出各項精美

禮品，活動在歡慶新年祝福歌曲與

歡樂氣氛下圓滿落幕，讓僑、陸生

留下美好、深刻的回憶。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

科技大學辦學績效深獲教育部、

企業界及家長的認同，藉此使

得學生在畢業踏出校門之後，就

有實力、能力面對與迎接多元的

國際競爭，並開展絢麗豐富的人

生，目前台灣政策給予許多僑生

來台就學與留台的利多措施，學

校亦提供獎學金優惠，希冀同學

們能多鼓勵親友選擇南臺就讀，

亦期勉學生在學階段能認真學

習，畢業後能將所學運用於僑居

地或留臺發展，現疫情嚴峻，同

學無法返回家鄉過年，希望能做

好假期規劃，盡量避免出外旅

行，遵守防疫要求，以保護自己

與他人的安全。

	 南臺科技大學承辦教育部

補助「樂齡大學」計畫至今已進

入第12年，日前歡慶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結業，學員與老師們齊

聚一堂，相當熱鬧，當天樂齡大學

舊生所成立的自立學習團體，在

南臺科大的大力支持與豐富資源

的提供下，亦於當日正式成立「南

臺呷佰二樂活學會」，該學會係

以以促進新舊學員學習共勉與合

作互助，啟發高齡者潛能以貢獻

社會為宗旨，相當受到學員歡迎，

讓學員在相互潛能激發上，受益

良多。

	 此學期開設課程多元，除

健康有氧、肌力體適能與舒活瑜

珈等運動課程外，更有法律新知、

醫學養生、外國語言和各國風俗

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校長（左五）與樂齡大學學員於「元氣心田」合影

南臺科大樂齡大學歡慶結業
南臺呷佰二樂活學會熱鬧成立

民情等切合學員需要的豐富課程，

讓學員收穫相當豐碩。

	 結業當日正逢學校提供讓

學員種植的「元氣心田」農場收

成，學員們特別邀請校長盧燈茂共

享豐收及互相分享種植經驗，現場

互動相當熱絡，學員們歷經一學期

的相處，從陌生到熟悉，相互分享

人生，並肯定活到老學到老的精

神。

	 此外，學員們於學期中參

加了該校高齡福祉服務系同學規

劃辦理的各項活動，包括高齡新飲

食體驗、高齡輕旅行、紀錄片拍攝

等等，學員反應熱烈，並表示感受

到青春活力與熱情，希望未來能參

加更多能參與更多的青銀互動。

	 為了展現在校所學，學員

們更與高齡福祉服務系同學共同

合作，邀請羅純燕老師指導並編

舞，經歷 2個多月的辛苦練習，

在校慶活動上，透過動感的節奏，

融合輕快的爵士舞蹈，一同祝賀

學校 52 週年生日，熱情的舞蹈

讓大家感受到學員們的努力與青

銀共創的無限可能。

	 南臺科技大學長期致力

爭取資源與學員共享，持續辦理

樂大服務社區鄰里，也積極培育

青年學子投入服務長者的行列，

開拓銀髮事業領域，大學部及進

修部皆有專業課程提供選擇，歡

迎對高齡服務有興趣的同學來就

讀南臺「高齡福祉服務系」。同

時鼓勵 55 歲以上的朋友一起加

入樂大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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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於7日舉辦

「產學共構機械手臂與視覺智慧

整合產業應用暨化妝品鋁皿自動

分檢機台設備捐贈」記者會，由

校長盧燈茂率領校內主管邀請濠

瀅機械公司董事長蘇錦春、總經

理傅文祺與會，會中除由濠瀅機

械捐贈180萬元化妝品鋁皿自動

分檢機台，予以南臺科大智慧整

合製造研究中心外，雙方更將合

作開發智慧型機器手臂視覺應用，

建構創新的「虛實孿生」化妝品

壓粉系列機台，以符合新世代工

具機市場應用，並基於產學共構

的理念，長期合作發展智慧機械

與電腦視覺核心技術，共同培育

工業4.0前緣技術人才。

	 濠瀅機械有限公司，係創

濠瀅機械總經理傅文祺於「產學共構機械手臂與視覺智慧整合產業應用暨化妝品鋁皿自動分
檢機台設備捐贈」記者會中致詞。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 左 1)、濠瀅機械總經理傅文祺 ( 中 ) 與濠瀅機械董事長蘇錦春 ( 右 1)
於記者會中合影。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於「產學共構機械手臂與視覺智慧整合產業應用暨化妝品鋁皿自動分檢
機台設備捐贈」記者會中致詞。

南臺科大機械系蘇嘉祥老師帶領貴賓到智慧整合製造技研中心參觀之情形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產學共構機械手臂與視覺智慧整合產業應用暨化妝品鋁皿自動分檢機台設備捐贈」記者會大合影

南臺科大與濠瀅機械攜手發展
機械手臂與視覺智慧整合技術

立30年以上的專業化妝品設備製

造公司，生產的組裝與充填自動化

設備在全球市場上具領導地位，贏

得世界各地許多知名品牌客戶的

信任與肯定，目前客戶據點遍佈全

球50多個國家，此次與南臺科大

攜手合作發展智慧型機器手臂視

覺應用更具指標性意義。

	 產學共構的經營係南臺

科大透過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支

持，近 5 年以來已投入近 800

萬經費建構智慧整合製造研究中

心，採購深度學習伺服器、多款

機器手臂、視覺設備等，該中心

也陸續達成百萬以上眼科雷射眼

追蹤技轉、鞋機智慧化控制 / 運

算軟體方案銷售、深度學習太陽

能板瑕疵檢測應用等產業應用實

蹟，累計產學績效達 500 萬以

上，並獲得多項台灣創新技術發

明獎，學生專題競賽也獲獎豐

碩，該實驗室培育出來的學生目

前多為南部各大中小企業研發主

力。

	 濠瀅機械公司董事長蘇錦

春表示，此次捐贈「化妝品鋁皿自

動分檢機台」予南臺科大，期望雙

方合作研發成果，能夠連結國內外

化妝品廠製造產線的應用，希望未

來能夠創造令人期待的產值；同

時，濠瀅機械總經理傅文祺先生也

以南臺校友的身份，希望以回饋母

校與人才培育為出發點，期能培養

更多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自動化控

制系統研發技術人才，目前，南臺

科大亦有多位優秀畢業學生已進

入濠瀅機械公司工作，表現也非常

優異。期許未來南臺科大的學生，

畢業後能投入相關領域的工作，提

升我國的自動化產業競爭力。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

示，產學共構是技職體系深耕技

術、培育人才與活絡產業的重要策

略，此次與濠瀅機械的深化合作，

是一個好的開端，合作方式也非常

多元，包括進行產學合作案、機械

與資工系學生到公司實習、公司提

供研究生獎學金方式先延攬由技

研中心所培育的人才等，希望雙方

能在這個合作基礎上，深化技術研

發，厚植產業應用與促成人才培

育，未來產出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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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青銀共

創 USR 日前榮獲教育部 2021

大學社會實踐線上博覽會 (USR	

ONLINE	EXPO)	 健康促進與食

品安全主題中之「最佳亮點故事

獎」，USR	ONLINE	EXPO 自開

辦以來，該校即連年獲獎，相當

不易。	此次比賽共有93所學校、

204 件計畫投稿報名參加，「計

畫亮點故事」總獲

	 獎件數僅 36 件，南臺科

大青銀共創USR團隊於眾多徵件

中脫穎而出，教育部將故事收錄

在 110 成果專書中，肯定大家長

期投入USR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的努力。此次頒獎典禮採現場

同步直播方式，讓全國各地關心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及在地連結的

夥伴們都能夠共襄盛舉。

	 教育部 USR 推動邁入第

四年，以大學助陣、地方共振作

為號召，在疫情影響下，此次得

	 中華倫理教育協進會已連

續11年舉辦全國大專校院倫理競

赛，今年競賽以「環境永續」為

主題，日前於元智大學舉行決賽，

此比賽從 16 校 195 隊 961 名學

生中海選的27個團隊，在激烈競

爭下共評選出中文個案分析組、

英文個案分析組及微電影組決賽

前三名，南臺科技大學財金系學生

團隊共入圍5隊，佔入圍決賽27

個團隊的18%，表現亮眼。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獲獎

團隊皆係由南臺科大陳孟修老師

及張民昌老師共同指導，其中

Moonlight 隊榮獲中文個案分析

社區青銀互動無礙，呈現世代共融難得之美。

南臺科大財金系學生「Moonlight 隊」榮獲「第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中文個案組第一名

青銀共創 USR 團隊榮獲教育部
USR ONLINE EXPO 最佳亮點故事獎

財金系榮獲「第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倫理
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五項殊榮

獎文章須包含著 USR 精神落實

度、亮點獨特性、照片的表現力

發揮創作力，以及優異的溫暖度

和完整度為評分標準，為了增加

公信力，此屆博覽會邀請了 47

位各界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進

行評比，秉持公開透明的原則，

針對六大主題—在地關懷、永續

環境、產業鏈結與經濟永續、健

康促進與食品安全、文化永續、

其他社會實踐，選出「最佳主題

秀」、「最佳亮點故事」兩獎項

之得獎者。

	 南臺科大青銀共創 USR

團隊長期致力深耕於高齡社區，

為社區高齡者創造友善與福祉生

活而努力，此次獲獎青銀共創的

計畫亮點故事正是論述團隊與社

區長輩互動感人的故事，主要以

執行者的角度撰寫，轉動的齒輪

為隱喻學校與社區間的鏈結，文

字間參雜著一點一滴的辛酸苦辣

組第一名、獎金二萬元；統一發票

好難隊榮獲第三名、獎金八千元；

另外中文個案分析組有兩隊榮獲

全國佳作獎、微電影組有一隊榮獲

全國佳作獎，顯見南臺科大老師每

年帶領同學參賽，已累積豐厚的經

驗。

此次中英文個案分析組決賽的主

題是「Lego樂高積木應該繼續與

Shell 石油公司合作開發印有該品

牌的玩具加油站、貨車與挖土機

嗎？」，讓學生思考在經過環保團

體杯葛之後，若你是樂高總裁應如

何判斷？進入決賽的每一團隊均

須經過報告及評審委員提問與回

鹹味，也將獨居長者的困境和孤

獨呈現，在一群滿腔熱血的教授、

助理與大學生的介入下而漸漸有

所改變，雖然社區合作在疫情的

限制條件下層層困難，但南臺科

大青銀共創USR 團隊還是在有限

資源與空間持續努力，讓沉寂封

閉的老社區因南臺科大USR 團隊

翻轉而樂活，動能活化找到生命

延續的舞台。

	 南臺科大副校長賴明材

表示，南臺科大剛成立的計劃「蚵

在心底的鯤鯓」工作站正是在地

青年屋主因看見團隊的付出與投

入而備受感動，主動表示願意提

供住屋作為我們駐地工作站的基

地，希望自己也能為在地的長者

們盡一份心力，給了團隊一劑強

心針，實證了善的循環，令人動

容，顯見南臺科大青銀共創USR

團隊在地深耕之社會影響力正逐

步蔓延擴散。

答，並於決賽當天評分與頒獎。

	 指導教師陳孟修老師表

示，南臺科大商管學院課程一向重

視企業倫理教育，財金系學生參

賽團隊從110年 10月初賽開始，

到12月的決賽能脫穎而出，表現

傑出，主要關鍵點乃在於同學們勤

奮不懈的積極準備，有系統且有組

織的分析問題能力和秉持團隊合

作的精神，最終才能呈現優異的

作品，並獲得評審委員們的讚賞，

此次南臺科大同學們的素質及能

力能在全國大賽中發光發亮，並勝

過眾多參賽的國立大專校院團隊，

值得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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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人壽與南臺科技大

學發揮 CSR Ⅹ USR 精神，特於

農曆年前與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攜

手，進行產、官、學三方合作辦

理「暖冬送餐	幸福延續」活動系

列二圍爐團圓辦桌聚餐活動，今

日 (14)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在社會

局陳榮枝局長陪同下，特別到南

區鯤鯓里活動中心與 14個據點共

160 位長輩圍爐團圓，付諸實際

行動持續關懷多元暨獨居社區長

輩，也讓長者們在歲末年終之際，

在充滿年節團圓的好日子，感受

到社會的關懷與溫暖，場面熱鬧，

為寒冬注入暖流。

	 此活動由富邦人壽公益贊

助，並結合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南區區公所與南臺科大合作共同

參與暖冬送餐及圍爐辦桌大團圓

活動，至今共服務了 420 人次的

多元暨獨居社區長輩，以開展愛

與善的循環，讓愛能更深入社區

的小角落。此次活動溫暖送餐服

南臺科大青銀 USR、富邦人壽與社會局攜手歲末寒冬送暖讓關懷幸福延續之活動大合影。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 ( 左 ) 頒發感謝狀予南臺科大主任秘書朱志良 ( 右 )。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 ( 左 ) 頒發感謝狀予南臺科大主任秘書朱志良 ( 右 )。

南臺科大青銀 USR、富邦人壽與社會局攜手歲末寒冬送暖之活動情形。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於活動中致詞。

南臺科大青銀 USR、富邦人壽與社會局
攜手歲末寒冬送暖

務發放給南區 12個里的多元暨獨

居弱勢長輩，對長者來說一個人

吃飯食而無味、二個人吃配話都

香、三個人吃是幸福餐桌，在春

節將至，為讓長輩也能感受年節

氣氛，邀請逾百位長者與志工同

歡，現場有高齡囝仔團隊帶來的

海海鯤鯓暖身表演，並由臺南市

廚師職業工會理事暨鯤鯓里陳金

江里長親手烹飪熱騰騰的辦桌料

理，希望讓長輩們可以感受用心

準備的年節溫暖，此外，現場準

備了 160 份實用的「愛無限暖心

包」給據點長輩，有輕便摺疊包、

輕毛毯、保溫瓶與燕麥片等物資，

讓長輩們能夠吃飽飽、喝暖暖、

持續暖心過好年！希望長輩能吃

著桌上暖胃的圍爐餐，帶著愛無

限暖心包，「虎」你歡喜過新年。

	 富邦人壽台南業務區部長

郭豐榮表示，富邦人壽長期關注

高齡議題，落實公益關懷在地化、

與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一直是富

邦人壽的重要使命，面對高齡社

會企業必須展現影響力，富邦人

壽不僅長期關注伴隨高齡而來的

失智議題，也期盼透過此次之年

節關懷行動，陪伴高齡與弱勢長

輩過好年。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表示，

隨著老年人口增加，關懷長者需

要各界共襄盛舉，特別感謝富邦

人壽及南臺科技大學長期以來熱

心公益，關懷社區長者，為社會

挹注溫暖，期待更多民間的力量

攜手投入社區關懷行列，希望透

過此次贊助公益活動，讓臺南市

的社褔能量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

力量，加倍成長茁壯，市府未來

也會持續積極連結各界資源，落

實各項福利措施，達成「做得更

好，過得更好」的施政理念，營

造溫暖臺南。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

表示，南臺科大一向重視關懷高

齡社會議題，並重視在地連結、

與人才培育為己任，以善盡大學

社會責任，本校青銀共創USR團

隊長期以實際行動陪伴關懷社區

長輩，此次藉由暖冬送餐，幸福

延續活動讓大家看見產官學共同

合作的力量，實踐弱勢高齡者關

懷，深植社區力友善高齡社會的

共好社會影響力。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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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

承辦教育部「文化底蘊的在地創

生與傳播─府城 VS月津」計畫，

致力於在地文化扎根的工作，

因闖關遊戲對於國小學童難度較

高，因此特別針對國小學童開發

幼兒版「尋找小枸、靈芝與薄荷」

的教材，日前邀請永福國小三、

四年級小朋友共 56 人來體驗，

以作為正式上市前的測試修正。

	 該款遊戲以神農街街底

藥王廟為發想，用擬人化的方式

讓學童進入故事情境，讓民眾在

闖關遊玩中入戲，加深對神農街

文化的印象，遊戲透過藥王廟管

理藥材的人蔘爺爺發現三種藥材

不見了，人蔘爺爺需要學童協助

尋找在神農街亂跑貪玩的枸杞、

靈芝與薄荷們，為了讓參與學童

有尋找的感覺，因此將擬人化藥

材藏於想讓學童認識神農街文

化的地點，讓學童於遊戲中了

解神農街文化，更為了讓小朋

國小學童於闖關活動中合

南臺科大文化底蘊 USR 團隊學生透過遊戲引導國小學童認識神農街文化之情形。

南臺科大文化底蘊 USR 團隊
開發遊戲式的幼兒教材

友輕易閱讀各地點的文化內涵，

所有遊戲字卡都標上注音外，並

針對幼兒園學童在說明卡上附上

QRCode 掃碼，讓家長或陪同老

師透過手機掃碼，觀看動畫式的

有聲解說，增加學童認識文化的

記憶點。

	 此活動與台南市文化協

會合作，以年級分成兩梯次，四

年級學童先體驗闖關遊戲，三年

級學童則由協會做簡單導覽解

說，讓學童親自印製虎年春聯，

學童們都很認真參與活動，與南

臺科大學生組成的關主有良好的

互動外，也在帶隊的永福老師們

協助下，學童們開心認真閱讀字

卡，文化扎根幼苗看到曙光。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教育是百年大計，文化

是國家根本，南臺科大神農街團

隊正視到文化得從扎根幼苗做

起，帶領學生無論在軟體做幼兒

教材遊戲的開發，或是讓學生投

身於遊戲中引導學童認識文化，

都是文化傳承的良好示範，值得

嘉許。歡迎全國各國小到「五條

港文化會館臉書」以私訊方式，

洽談團體報名，一起透過遊戲讓

台灣本土文化被認識，讓在地文

化能發揚與發光。

師  生  榮  譽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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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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4 資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SHOW創意」
                            租稅短片創作競賽 
     參賽項目：短片創作
     參賽學生：古晟佑、呂怡萱

佳作 梁丹青

2022/02/04 資傳系
　 活動名稱：第五屆「TVBS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參賽項目：學生組影片類(短片)
     參賽學生：房佳潁

優等獎 梁丹青

2022/02/04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 三好微電影國際創作競賽    
      參賽作品：微電影創作類
     參賽學生： 劉芷如、吳祥宇、 賴渝瑾,、林子豪、
                             陳煒靜、 施馨惠、周家名

優 選 梁丹青

2022/02/04 資傳系

　 活動名稱：第五屆「TVBS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參賽項目：學生組影片類(長片)
     參賽學生： 張博瑋、吳翊弘、史庭瑄、江苡煊,、
                             汪晏慈、 黃惠玲

優等獎 梁丹青

2022/02/07 產設系
　 活動名稱：2021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參賽作品：產品設計類Go Walk
     參賽學生： 陳威奇、邵映慈、 歐淑青、許瀞心

Finalist 陳亞麟

2022/02/07 產設系
　 活動名稱：2021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參賽作品：產品設計類Tunnel Keeper
     參賽學生： 陳威奇、邵映慈、 歐淑青、許瀞心

Finalist 陳亞麟

2022/02/07 電子系

　 活動名稱：2021第十七屆電腦鼠暨智慧輪型機器人
                           國內及國際競賽
     參賽作品：電腦鼠走迷宮大專組
     參賽學生：梁書桓、陳誌陽

第一名 楊峻泓
黎靖

2022/02/07 電子系

　 活動名稱：2021第十七屆電腦鼠暨智慧輪型機器人
                           國內及國際競賽
      參賽作品： 電腦鼠走迷宮國內大專組
      參賽學生：陳煜侖、陳盈兆

第二名 楊峻泓
黎靖

2022/02/08 機械系

　 活動名稱：2021第五屆台灣磨潤科技研討會
      參賽作品：離子氮化處理對FC250片墨鑄鐵活塞環表面
                            之微觀組織與磨耗性能探討
      參賽學生：陳炯勳、王柏穎、張允翰、黃滋艶

最佳海報獎  吳忠春
林宏茂

2022/02/08 機械系

　 活動名稱：台灣金屬熱處理學會2021年會員大會
                            暨論文研討會
      參賽作品：離子氮化處理對腐蝕特性及滑動磨耗行為
                             影響研究
      參賽學生：黃滋艶

高熱爐業論文
獎佳作

 吳忠春
林宏茂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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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1 流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卅四屆亞洲盃國際音樂大賽
     參賽作品：電吉他青年音樂班組
     參賽學生：張棟權

第一名 莊承翃

2022/02/11 流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卅四屆亞洲盃國際音樂大賽
     參賽作品：爵士鼓大學社青組
     參賽學生：王得企

第二名 莊承翃

2022/02/11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年平安順興門帖創意設計徵選活動
     參賽作品：個人
     參賽學生：楊慧英

佳作 劉秋雪

2022/02/11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年平安順興門帖創意設計徵選活動
     參賽作品：個人
     參賽學生：林子文

佳作 劉秋雪

2022/02/11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年平安順興門帖創意設計徵選活動
     參賽作品：個人
     參賽學生：陳雅萱

佳作 劉秋雪

2022/02/11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第七屆繪本創作徵件
     參賽作品：大專組
     參賽學生： 賴韻晴、陳玟妡、 邱家蓁

銅獎 劉秋雪

2022/02/11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華新創意口罩全國設計大賽     
     參賽作品：破繭而出賽
     參賽學生： 陳玟妡

入圍獎 劉秋雪

2022/02/13 化材系

　 活動名稱：2022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年會海報論文競賽 
     參賽作品：Surface modification of cellulose paper 
                          with zwitterionic sulfobetaine copolymer to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lateral flow 
                          biosensor
     參賽學生：姚美蓮

銀牌 陳瑜霞

2022/02/15 財金系
　 活動名稱：2021第一屆 Big Data 財務金融科技應用大賽 
     參賽作品：Big Data財金應用組
     參賽學生：鄭紫妘、 陳幼庭、胡艾嵐、吳佳蓁、施佩環

第一名 黃保憲

2022/02/15 財金系
　 活動名稱：2021第一屆 Big Data 財務金融科技應用大賽 
     參賽作品：Big Data財金應用組
     參賽學生：陳欣余、丁榆宴、吳永霖、蔡汶樺、鍾佩妤

第三名 黃保憲

2022/02/15 財金系
　 活動名稱：2021第一屆 Big Data 財務金融科技應用大賽 
     參賽作品：Big Data財金應用組
     參賽學生： 陳慧雯、黃家恩、張芷昀、陳佳玟、 游盈芷

佳作 黃保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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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7 餐旅系
　 活動名稱：2021第8屆國際文創盃國際技能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組蝶古巴特靜態作品(安全帽)
     參賽學生：鄭宇翔

第一名  

2022/02/17 餐旅系
　 活動名稱：2021第8屆國際文創盃國際技能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組創意藝術面具靜態作品
     參賽學生：鄭宇翔

佳作

2022/02/17 餐旅系
　 活動名稱：2021第8屆國際文創盃國際技能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組黏土藝術創意造型靜態作品
     參賽學生：鄭宇翔

第一名

2022/02/17 餐旅系
　 活動名稱：2021第8屆國際文創盃國際技能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組
     參賽學生： 鄭宇翔

文創菁英獎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掌閱精選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獎－
                            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鄧詠璇、張譽東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掌閱精選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獎－
                            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 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掌閱精選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獎－
                            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黃子維、劉安琪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掌閱精選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獎－
                            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陳佳暄、張皓瑋、 蕭國晉、呂怡萱、蔡嘉榮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掌閱精選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獎－
                            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賴宛欣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掌閱精選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獎－
                            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賴宛欣、陳芯珏

入圍獎 梁丹青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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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旺旺集團廣告設計-產品類－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賴宛欣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旺旺集團廣告設計-產品類－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余婕錡、吳宜蓁、林嘉葦、羅嫻玲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旺旺集團廣告設計-產品類－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陳佳暄、張皓瑋、蕭國晉、呂怡萱、蔡嘉榮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陳佳暄、張皓瑋、蕭國晉、呂怡萱、蔡嘉榮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項目：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邱淳暄、盧姿妤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項目：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非平面項組
     參賽學生：鄧詠璇、張譽東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項目：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項目：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黃子維、劉安琪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賴宛欣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文案對白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吳語白、宋思源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文案對白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文案對白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入圍獎 梁丹青

師生榮譽榜 師生榮譽榜
      比賽日期

 得獎日期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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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指導
老師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文案對白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余婕錡、吳宜蓁,、林嘉葦、 羅嫻玲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文案對白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陳佳暄、張皓瑋、蕭國晉、呂怡萱、蔡嘉榮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文案對白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鄧詠璇、張譽東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文案對白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 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旺旺集團廣告設計-品牌類－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賴宛欣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掌閱精選APP品牌形象廣告設計獎－
                           非平面類
     參賽學生：賴宛欣、陳芯珏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獎－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第三名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技術類－最佳美術設計獎－非平面項
     參賽學生：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優勝 梁丹青

2022/02/21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短片組
     參賽學生：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優勝 梁丹青

2022/02/21 電機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BEATTRAK
     參賽學生： 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吳祥宇、
                           廖育陞、蔡怡樺

優勝 梁丹青

2022/02/21 電機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POPCAM
     參賽學生：楊芷菱、余婕錡、劉真清

佳作 梁丹青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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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作品：社會組
     參賽學生：陳俞蓁

第二名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作品：社會組
     參賽作品：蔡佳融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作品：社會組
     參賽學生：周思妏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項目：社會組
     參賽學生：吳嘉勳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作品：社會組
     參賽學生：高雅琪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作品：社會組
     參賽學生：吳明祺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作品：社會組
     參賽學生：林妤潔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作品：社會組
     參賽學生：羅章垿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
     參賽作品：社會組
     參賽學生：許惠琇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 府城普濟燈會十週年慶花燈彩繪競賽
     參賽項目：社會組
     參賽學生：許惠琇

第一名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22022 府城普濟燈會十週年慶花燈彩繪競賽
     參賽項目：社會組
     參賽學生：蔡佳融

第二名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22022 府城普濟燈會十週年慶花燈彩繪競賽
     參賽項目：社會組
     參賽學生：凃佩妤

入選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22022 府城普濟燈會十週年慶花燈彩繪競賽
     參賽項目：社會組
     參賽學生：王嘉妤

佳作 劉秋雪

師生榮譽榜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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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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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 府城普濟燈會十週年慶花燈彩繪競賽
     參賽項目：社會組
     參賽學生：王嘉妤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5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 府城普濟燈會十週年慶花燈彩繪競賽
     參賽項目：社會組
     參賽學生：陳虹妃

佳作 劉秋雪

2021/12/16 資工系
     活動名稱：2021 全國技職盃創新創意專題實作競賽
     參賽作品：資訊網路應用群-大專組
     參賽學生：李冠岳、陳冠勳

佳作 鄭錦楸
席家年

2021/12/16 資工系
    活動名稱：萬潤2021創新創意競賽
     參賽項目：大專組/電機資訊類
     參賽學生：陳羿凱、陳顗竣、白松霖

入 圍 獎 鄧瑞哲
席家年

2021/12/16 機械系
    活動名稱：2021 全國機器人科技教灶應用創新競賽
     參賽作品：飆風戰士_AI玩命關頭組大專組
     參賽學生：張育銘、王志偉、黃厚誠

第三名 李友竹

2021/12/16 電子系
    活動名稱：2021創新與永續科技國際研討會
     參賽作品：海報組
     參賽學生：饒詠鈞、楊宇誠、謝翔安、李健平

優秀海報論文
獎 陳文山

2021/12/16 電子系
    活動名稱：2021創新與永續科技國際研討會
     參賽作品：海報組
     參賽學生：蘇詠智、江文成、蔡秉宏、李健平

優秀海報論文
獎 陳文山

2021/12/16  生技系
    活動名稱：2021創新與永續科技國際研討會
     參賽作品：Biocatalysis & Protein Engineering
     參賽學生：王威程、周柏勳

Excellent 
Award

林家妤
陳柏庭

2021/12/16 財金系
    活動名稱：全國創意行銷實務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校院類創意行銷組
     參賽學生：范家瑜、陳育荃、林芳瑜、林毅朋

優 選 蔡惠丞

2021/12/16 電子系

    活動名稱：2021創新與永續科技國際研討會
     參賽作品：Implementation of Para Table Tennis 
                           Training Analyze System
     參賽學生：施柏丞、黃子軒

Excellent Oral 
Presentation 楊峻泓

2021/12/17 流音系
    活動名稱：2021 JVC 勝利盃全國音樂大賽
     參賽項目：烏克麗麗類 演奏比賽UK3J組
     參賽學生：呂小卉

第一名 莊承翃

2021/12/17 流音系
    活動名稱：2021 JVC 勝利盃全國音樂大賽
     參賽項目：流行歌唱組O3J組
     參賽學生：郭俐伶

第一名 莊承翃

2021/12/17 流音系
    活動名稱：2021 JVC 勝利盃全國音樂大賽
     參賽項目：流行歌唱O3J組
     參賽學生：曾昱心

第二名 莊承翃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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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表

第110-14次行政會議

110學年度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高教深耕】經費預算管考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