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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資工系教授鄭淑真教研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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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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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南臺 
 南臺推動A+計畫虛實整合的新契機 甄選77名菁英學生赴日圓夢

 承辦教育部「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 

院系傳真 
 南臺科大資傳系梁丹青老師榮獲全國Super教師獎大專組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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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管樂社榮獲「11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及優等

活動傳真
 文化底蘊USR計畫虎年神農街燈展璀璨謝幕

 南臺科大文化底蘊USR團隊設計虎你福氣小提燈 創下排隊人潮

 文化底蘊USR虎年辦「竹幸福」燈展喚起民眾對台文化的珍視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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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推動 A+ 計畫虛實整合的新契機
甄選 77 名菁英學生赴日圓夢

日本公司社長們的專題演講讓南臺科大學生了解日本實務界的重要工作

	 南臺科技大學獲教育部

全力支持的「數位遊戲開發人才

赴日本頂尖專業企業拋光計畫

｣，是集合國內各大專校院優秀

青年學子至國外短期蹲點試辦計

畫 (A+ 計畫 )，此計畫著眼於讓

學生累積海外實務學習經驗，厚

實未來發展的潛能。這項計畫不

畏疫情的侷限，推動迄今已累積

了豐厚執行經驗。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此計畫延續了學校著重

於共享資源的想法，將出國機會

開放給全國的大專同學，以公

開、公平的甄選機制，辦理 34

場甄選研習工作坊，吸引 46 所

大專院校，總計 623 人次報名

甄選活動，日前甄選出 77 名菁

英學生赴日一圓實習夢，希望未

來能有更多台灣學子能參與這項

計畫，讓更多台灣的年輕人能在

國際上發光發熱。

	 為解決同學因疫情無法

出國的問題，此計畫先安排實習

同學至台灣分公司實習，或與日

本總公司遠距實習等方案，讓同

學們能夠在出國前先熟識同事、

熟悉工作和更了解實習內容。此

外，日本合作企業更全力配合南

臺科大協調指導人力，也有公司

提供頗豐的工讀金以減輕同學到

分公司實習的經濟負擔，顯示出

日本合作公司對於共同合作培育

台灣遊戲產業的年輕學子的重

視，日本社長們指出台灣學生是

優秀的公司發展重要人材。

	 計畫主持人張育銘老師

表示，完成實習的學生不僅可以

將在日本公司實習的經歷加入自

己的履歷中，更能佐證自己的能

力，此段實習經歷將會成為未來

求職時吸引公司注意的重要指

標。同學們於實習中學到日本人

對於工作的認真與對細節的執

著，顯示日本公司協助同學培育

了更正確的工作倫理觀，全面提

升同學的就業力，展望於疫情和

緩國境開放時，能藉由此期間所

累積的執行經驗，轉化於虛實整

合的步驟中，著力成為更具標竿

的學海 A+ 試辦計畫。

	 南臺科大副校長周德光

指出，因疫情影響，對於以國際

合作學習作為主軸的計畫造成了

日本公司社長們的專題演講讓南臺科大學生了解日本實務界的重要工作

GAME	JAM 型式辦理的研習工作坊，讓南臺科大學生與公司專家有更多實務技能交流

極大的影響，包含日籍專業講師

無法入境我國、甄選上的實習生

也無法依照規劃時程出國等，為

了克服此些困境，計畫發展成實

體加線上遠距的方式，結合台方

實體工作坊現場與日方講師線上

遠距指導的複合機制，與以往日

本講師到台灣指導同學的做法不

同，此複合機制提供更大的彈

性，讓日方更多講師可以因時、

因事地加入指導，更提高了公司

資深講師參加提報發表等重要場

合的可能性，日方公司社長們也

會親赴各大學線上專題演講，讓

學生與社長們能有更多面對面交

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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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委託南臺科技大學

承辦「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

家庭專案計畫」，日前舉辦「【踩

街趣】臺灣文化體驗活動－米街

巡禮」，由接待家庭攜境外學生

探索臺南百年歷史街區—米街，

讓這些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境外

學生認識臺灣、愛上臺灣並體驗

臺灣新年氣氛。

	 此次活動由 11戶接待家

庭帶領來自印度、越南、史瓦濟

蘭、印尼、菲律賓、土耳其等10

個國家共 30位境外學生一同踩

街，並由當地民間團體「臺南市

米街人文協會」帶領接待家庭與

南臺科大境外學生們一起穿梭在

南臺科大境外學生與接待家庭拜訪新協益紙行，	王洪美戀老闆娘熱情贈送傳統十二生肖替身作為伴手禮之全體大合影

承辦教育部「友善臺灣
－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

充滿歷史的小巷弄，拜訪富有歷史

及文化意義的建築與特色店家，如

臺灣本島第一座媽祖廟「開基天后

祖廟」、隆興亞鉛店、新協益紙行、

舊來發餅舖等，探索臺南不同的歷

史面貌。

	 走進米街，映入眼簾的是

滿街通紅春聯及大紅燈籠，濃厚的

春節氣氛伴隨著敲打聲，原來是

「隆興亞鉛行」在製作亞鉛製品，

純手工製作而不以機器代工的亞

鉛製品，此文化對境外學生來說充

滿新鮮與好奇！透過此次活動讓

接待家庭與南臺科大境外學生有

機會進一步了解古早民生的臺南

文化，並透過一日活動之相處，成

為雙方互相認識的契機，成為日後

文化交流的開端。

	 南臺科大印度學生表示，

境外學生們漫步在古色古香的小

巷弄，與接待家庭一邊探索臺南老

屋一邊聽著古老的傳言，這是我們

所不知道的臺南，隨著活動步入尾

聲，大家前往百年歷史餅舖「舊來

發餅舖」，除了解糕點的歷史外，

更體驗了神明最愛的點心鳳片糕

之製作過程，即使學生們宗教信仰

不同，但仍專注並抱持著尊重的態

度製作。更有學生表示希望將鳳片

糕獻給神明，祈求在臺求學期間能

獲得臺灣神明的保佑。

	 此計畫推動迄今已累積 全美戲院吳俊誠經理與南臺科大境外學生分享全美戲院的歷史，並介紹手繪的電影看板

南臺科大境外學生與接待家庭於舊來發餅舖合影

4731戶家庭完成培訓，係創造接

待家庭與境外學生互動的平臺，並

成功媒合了106個國家地區6844

位境外生至3728戶接待家庭，同

時讓境外學生有機會深入體驗臺

灣在地文化。有興趣參與國際交流

的民眾可參加「線上培訓課程」，

不受空間、時間限制，在家上課也

能成為計畫的一份子。另外計畫辦

公室將不定期舉辦活動，以利接待

家庭與境外學生們可以藉由活動

加深彼此的互動、促進文化交流。

想瞭解更多接待家庭培訓及體驗

交流活動訊息，請參考計畫網站：

https://www.hostfamil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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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資傳系梁

丹青老師參加號稱教育界的「奧

斯卡獎」之「全國 SUPER 教師

獎」，榮獲 110 年度 SUPER 教

師獎大專組全國首獎。此次共有

來自全國各縣市遴選出來的 52

位 SUPER 教師齊聚一堂。

	 由全國教師會（全教總）

主辦的「SUPER 教師獎」原定在

教師節表揚，但受到疫情影響，

延後至日前舉行，為發掘深耕教

育的良師、樹立不同特質的人師

典範，藉此影響並鼓勵抱持教育

理想的教師持續投入教育工作。

全國「SUPER	教師獎」自 2003	

年起由全教會與全教總共同辦

理，係為發掘優良教師典範，鼓

教育部長潘文忠 ( 左 4) 與全國各縣市大專組 Super 教師合影

南臺科大資傳系梁丹青老師
榮獲全國 Super 教師獎大專組首獎

勵專注認真、抱持理想的好老師

投入教育界深耕。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

SUPER 教師具備超策略 (S)、超

獨特 (U)、超熱情 (P)、超效能

(E) 及超感應 (R) 五項特質，有這

五項的能力，一定會非常受到學

生喜愛，他希望所有的老師都是

SUPER 教師。

	 南臺科大梁丹青老師在

美國新聞與傳播業工作多年，熟

悉業界的運作模式，與業界關係

良好，時常邀請業界大師級人物

到校分享經驗，打開學生的視野

與格局。梁老師以「成果導向」

為其教學理念，以學生為中心，

希望學生能「成長 -成果 -成才 -

成功」，是個強調要有「具體成

果與作品」的教師，極具個人魅

力。梁老師來自新加坡，後到美

國唸書工作後，隨夫移居台灣，

此期間秉持「用心做事、用情做

人、用愛教書」的理念戰勝挑戰，

她非常感謝所有教過的學生與南

臺科大提供一個好的教學環境，

讓她發揮所長。教學多年，梁丹

青老師仍保有初心與熱忱，在看

到學生進步與蛻變後，一切的

努力都是值得的，展望未來，梁

老師仍將繼續在教學現場貢獻所

學，期待能讓更多的學子開拓視

野，邁向璀璨的未來 !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

示，梁丹青老師除了在教學領域

南臺科技大學資傳系梁丹青老師榮獲 110 年度「全國 SUPER 教師獎」大專組全國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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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競賽指導有傑出表現之外，連

續獲選為南臺科大教學優良教

師，同時亦積極投入班級經營的

工作，與學生及家長的互動良

好，因此也獲選為績優導師。南

臺科大學一直以來非常重視教師

教學實務與品保，包括梁丹青老

師在內，先後已經有四位老師獲

得 Super 教師獎，104 年度全國

Super 教師大專組機械系吳忠春

教授、106 年度 SUPER 教師獎

「全國評審特別獎」電機系杜翌

群老師及 107 年度全國 Super 教

師大專組電子系李博明老師，再

再顯示南臺科大對教學的重視，

也看出教師教學革新上已經獲得

豐碩的成果。 教育部潘文忠與南臺科大資傳系梁丹青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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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將毒品防制

列為治安維護中最優先的項目，

投入大量的資源和努力積極推

動，以求降低毒品的危害，日前

舉辦「臺南反毒深耕計畫 - 入班

宣導影片」記者會，地點於臺南

市永華市政中心 6 樓，南臺科技

大學商管學院所屬虛假訊息研究

中心與臺南市政府、臺南律師公

會、成功大學及國際扶輪 3470

地區臺南鳳凰扶輪社共同合作臺

南市政府國小防毒影片計畫，並

獲得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署

分署的支持，期盼能為臺南校園

反毒一起盡一份心力。

	 此次反毒宣傳影片製作

模式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南臺科技大學資工系教

授鄭淑真教研合一，堪為教育良

範，榮獲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

獎，長年致力公益協助弱勢學童

學習，第九屆星雲教育獎頒獎典

禮日前於佛光山台北道場舉行。

	 此獎項係由公益信託星

雲大師教育基金主辦，鼓勵能堅

持教育理想、默默耕耘、致力提

升教育品質之良師，樹立教師典

範，肯定其對國家及社會的貢

獻，遴選委員會每年縝密審議，

公正評選出深具教育熱誠與愛心

的典範教師，希望發揮標竿功能

帶動風潮，讓一群熱愛教育樂於

分享的良師們成為激勵社會人心

的力量。

「臺南反毒深耕計畫 - 入班宣導影片」記者會大合影。 南臺科大資訊工程系教授鄭淑真榮獲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之頒獎典禮情形。

南臺科大虛假訊息研究中心
參與「臺南反毒深耕計畫」

南臺科大資工系教授鄭淑真教研合一
榮獲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

署防疫廣告，透過 1-2 分鐘短

片與圖卡，搭配專家學者、師

長、警察人員與市長黃偉哲的

解說與宣導，建立學生對於非

法成癮藥物的正確認知並了解

及遠離其危害。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院長張瑞星院長表示，有幸參

與市府這次的國小防毒影片計

畫，南臺科大的虛假訊息研究

中心除對虛假訊息進行分析與

破解之研究分析外，亦積極地

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的在

地連結合作，參與此次計畫連

結了區域內公私部門資源，以

跨科系、跨領域、跨團隊、跨

校串聯的力量，建立公私部門

鄭淑真教授已於南臺科大資工系

服務十七年，利用自身的資訊科

技能力應用在工程教育，將自己

的研究成果直接在其教學內容進

行教學改善與實踐，達到教研合

一，很有特色。鄭教授對於學生

總是用正向、引導的方式鼓勵學

生，讓學生有成果產出並有成就

感，她的教學成效與認真受到同

仁們的極大讚揚，鄭教授的教學

優良表現，獲得學校頒給 9 次

校級優良教師甲等的獎勵，並榮

獲臺南市 109 年度 SUPER 教師

獎首獎。

	 南臺科大資工系鄭教授

平日忙於學校的研究與教學工

作，更於 103 年成立臺南市推

協力之夥伴關係，對以往的防

毒計畫提出創新解決之對策。

	 張瑞星院長同時也指

出，現今大學不僅需培育人才，

更應善盡社會責任，南臺科大

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列為校務

發展五項主軸計畫之一，鼓勵

師生透過課程或活動與在地政

府或組織連結合作，藉由對社

會議題的探討與理解，共同解

決在地議題與致力創新永續發

展，此次藉由協助市府之機會，

讓學校的知識與地方資源整合，

也更加重視人才培育與地方的

連結互動，期望未來能與市府

及各單位繼續合作，持續發揮

大學應負的社會正向影響力。

廣弱勢學童免費課程協會擔任過

五年的協會理事長，每個週末在

該協會擔任義工老師，教導弱勢

學童學習小提琴、英文、電腦課

程，她的愛心與奉獻令人敬佩。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南臺科大執行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頗具成果，教師教學

認真與創新蔚為風氣，歷年來已

有五位 Super 教師首獎得主，

本校是一所注重學生教學，強調

品德教育的優良大學，此次鄭老

師能獲此榮譽，實為學生的表

率，未來南臺將持續推動教學革

新與品德教育，戮力辦學，秉持

優良教育理念，繼續推動優質教

育環境，以造福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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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管樂社日前分別榮

獲「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管樂合奏大專 B 組」特優

獎與「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銅管五重奏大專 B 組」優

等獎，成果豐碩。今年比賽在主

辦單位的努力下，制定各種防疫

規則，成功推進此次賽事，南臺

科大管樂社也以平日充分的準備

與信心，站上嘉義表演藝術中心

的舞台，藉由管樂合奏，以磅礡

的氣勢與真摯的情感，引發現場

聽眾的共鳴，南臺管樂社盡顯魅

力，使聽眾沉浸在星空點點的氛

圍之中。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因疫情影響已

停辦兩年，此期間南臺科大管樂

「臺南反毒深耕計畫 - 入班宣導影片」記者會大合影。

南臺管樂社榮獲「110 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及優等

社的社員們，因學長姐的畢業，

人員結構上有著很大的變化，但

社團成員仍精益求精，努力磨練

技術，並沉澱、調整心態，在

新、舊社員相互交融成長下，繼

續把優良的傳統傳承下去，終於

成功拿下睽違多年的特優成績！

南臺科大管樂社社員們表示，表

演的過程中雖然出現了些許失

誤，但指揮仍處變不驚的把失誤

轉為亮點，充分表現出社員們的

合作默契與互信，隨著指揮的引

領，完成這項讓人驚喜的展演，

社員們的心更緊密，對團隊更具

信心，也給過去如此努力的自

己，交出最好的成績。

南臺科大管樂社社長林姿妤表

示，在比賽中最致命的遺憾是熱

嘴調音時間僅僅只有十分鐘，且

距離上臺演奏的時間也已經過了

半小時以上，以如此狀態上臺所

表現的音色與理想狀態還是有所

差距，但社員們卻表現出了比以

往練習中更加出色的演奏，共同

吹奏出震撼的進行曲，演繹了一

片深情的星空故事，以亮眼的表

現彌補中途的小失誤。

南臺管樂社在黃耀德老師的指導

下持續的成長，黃老師除了恭喜

同學，也表示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此次比賽對大家來說是一個

很好的經驗，希望能從中反思自

己的不足，於下個舞台有更好的

演出。
南臺科技大學管樂社銅管五重奏之學生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管樂社於「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之演奏情形。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

科大非常重視學生在專業課程外

的表現，近年來在體育及社團都

有很好的成績，社團可以磨練學

生的組織、溝通協調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對未來畢業後的發展非

常重要，所以我們非常鼓勵學生

在學期間多多參與社團活動，提

升本質學能，以奠定未來發展的

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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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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年神農街燈展主打為神農街換

路燈，為期一個多月的「2022

虎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日前

在火樹銀花下啟動轉換模式，將

花燈順利轉換成路燈後，圓滿落

幕。神農街花燈展深受神農街住

戶的喜愛，每年燈展結束後，各

戶的花燈並未被住戶拆下來，而

是持續掛了 365 天，全台也只

有神農街的花燈全年無休，因此

住戶認為花燈是神農街路燈的象

徵。

	 南臺科大神農街團隊有

別於往年的閉幕模式，特別設計

「花燈‧路燈─神農街璀燦相承」

的閉幕式，在回顧從自主說明會

開跑以來到閉幕的 139 個日子

後，由南臺科大朱志良副校長與

2022 虎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謝幕之大合影。

文化底蘊 USR 計畫
虎年神農街燈展璀璨謝幕

台南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

等貴賓帶領下，在康樂街口以仙

女棒先點燃 101 號到 147 號參

與畫花燈的每戶學生手上的仙女

棒後，再率領團隊往海安路神農

街口前進，到每戶花燈前點燃各

戶彩繪花燈學生手上的仙女棒，

神農街被花燈與仙女棒的亮光渲

染下，特別溫馨閃耀，最後在大

家揮手跟花燈說再見時，神農街

口火樹銀花煙火後，啟動了「花

燈 ‧ 路燈轉換模式」，虎年神農

街路燈正式上路。

	 虎年神農街燈展迎來至

少十萬人次來走春賞燈，神農街

花燈是由南臺科大彩繪花燈自主

學習課程 120 位學生，與認養

的住戶共同討論，以畫該戶故事

為主軸，細膩的畫出每一盞燈，

無論白天或夜晚皆精緻美麗，有

別於其他燈展總得等到夜晚天黑

亮燈後才能賞燈，因此每天中午

過後賞燈人潮逐漸湧現，IG 上

的花燈美照是日夜相間相互輝

映，除此之外，南臺科大神農街

團隊在燈展期間舉辦了猜燈謎、

發放虎你福氣小提燈活動，及

「國寶謎蹤」、「探索神農」與

「掃疫大作戰」三款認識神農

街的街區遊戲，皆受到民眾的喜

愛，完備了神農街元宵燈展。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從 2018 狗年到 2022

的虎年，南臺科大在神農街籌辦

了五年燈展，與住民建立深厚的

情誼，虎年閉幕式才能以住民的

視角，在燈展結束後把花燈轉換

成路燈，繼續的守護神農街，還

沒來神農街賞燈的民眾，無論白

天或夜晚，歡迎您來神農街漫

步，看看全臺獨樹一格畫有每戶

故事的美麗路燈。

	 南臺科大教育部的「文

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於神

農街舉辦燈展已邁入第五年，在

元宵節前夕為嘉惠喜愛燈展的民

眾，特別舉辦 2022 神農街虎年

小提燈發放活動，限量 200 個擾

動民眾排隊領取「虎你福氣」小

提燈。

	 整個提燈夜遊包含「虎

年小提燈發放」與「夜遊賞燈

趣」兩個活動，南臺科大計畫團

隊事先在五條港文化會館臉書公

告資訊，於當日下午四點起開始

發放小提燈，有民眾中午就前來

排隊，四點領燈時已從五條港文

化會館往康樂街排隊，人潮又從

康樂街繞回會館前，擠滿了神農

街，可見卡哇伊的特殊提燈造

型，吸引民眾前來領取。神農街

國小學童於闖關活動中合

南臺科大文化底蘊 USR 團隊設計
虎你福氣小提燈 創下排隊人潮

小提燈從豬年起由南臺科大計畫

團隊研發出球狀的生肖小提燈，

組裝極具挑戰性，有別於全台各

地的小提燈造型，獨束一格十分

吸睛，因而打出好口碑，吸引眾

多民眾前來領燈，經過填問卷、

燈展打卡與填寫祈福卡的層層步

驟，不到一小時 200 份小提燈已

全數發完，許多親子組在在計畫

志工的協助下完成組裝，大手牽

小手提燈逛神農街慶元宵的溫馨

畫面，處處可見。

	 七點的「夜遊賞燈趣」

活動則先於臉書開放報名，30

個名額早早秒殺額滿，許多民眾

不到七點就先挑戰組裝虎你福氣

小提燈，一同來感受元宵提燈趣

氛圍，今年賞燈趣同樣是由台南

市文化協會鄭采芩執行長，以在

地住民的身分，帶領提燈民眾賞

燈，透過由南臺科大花燈彩繪自

主課程學生，畫出每家每戶講神

農街故事的燈籠，讓賞燈民眾認

識神農街秘境、小故事與特殊的

郊商文化，參與民眾都留下深刻

的印象。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南臺科大在神農街辦了

五年的元宵燈展，對神農街的創

生與效益逐漸浮現，民眾不僅知

道神農街有南臺科大計畫團隊駐

點的五條港文化會館，更在團隊

的帶領下，透過燈展活動看到神

農街文化之美，看到大家踴躍領

取小提燈，以及日前國寶謎蹤街

區遊戲一上架就報名額滿，都展

現出民眾對於燈展的喜愛，燈展

即將於 2 月 28 日閉幕式畫下句

點，歡迎民眾抓住燈展最後的時

間，來神農街漫遊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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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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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獲鹽水區公所陳

文琪區長的支持，再度攜手台南

市竹會策畫虎年「福祿滿滿竹幸

福」竹燈展，於 2022 年 1 月底

在鹽水中山路區公所正門兩側開

展，伴隨月津港燈節展到 2月 28

日止，落實文化底蘊USR計畫深

耕在地與實踐文化永續的願景。

	 今年燈展主要展現 110

年津之竹創藝教室的成果，共有

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鹽水、歡

雅、岸內、仁光四所國小，於認

識竹炮台課程中，將學童製作的

小型傳統竹炮架築成城牆，象徵

守護鹽水民眾之心；第二部分是

此計畫的鹽水團隊想發揚鹽水傳

統葫蘆造型的擲炮台文化，由合

作夥伴台南市竹會協力製作大型

葫蘆造型竹炮台，藉此喚起民眾

記起往昔伽藍廟前擲炮台的風俗；

第三部分透過津之竹創藝教室的

葫蘆炮台製作課程，由南臺科大

學生與社區民眾協力完成 500 個

小型葫蘆炮台，以眾星拱月的方

式，讓賞燈展的民眾對於葫蘆炮

台與民俗留下深刻印象；第四部

分則請鹽水在地的幼兒園與國小

學童，於小葫蘆炮台上寫心願與

祝福語，掛上牛年津之竹創藝教

室所產出的 5座大型蜂炮竹炮架

與虎年的主燈大型葫蘆造型竹炮

台上，透過薪火相承的意涵，期

待虎年帶來滿滿的福 ( 葫 ) 氣。

「福祿滿滿竹幸福」燈展之夜晚展出情形

文化底蘊 USR 虎年辦「竹幸福」
燈展喚起民眾對台文化的珍視

	 南臺科大文化底蘊 USR

計畫團隊致力於鹽水蜂炮與竹文

化的推動，從 109 年「津之竹

創藝教室」的主力放在復原傳統

竹炮台上，這樣的用心深獲鹽水

武廟的肯定，特別申請國發會計

畫發揚傳統蜂炮文化，因此今年

「津之竹創藝教室」特別提供兩

座大型傳統竹炮架，在 2022 年

元宵節蜂炮慶典中，重現往昔傳

統竹炮架燃放蜂炮的樣貌，兩座

竹炮架於 2 月 10 日時，由武廟

管理委員會指導在地年輕人綁上

蜂炮，於元宵節施放，希望疫情

快快退去，而參與蜂炮慶典的二

座竹炮架，武廟也將典藏於鹽水

武廟文物館持續展示，供民眾觀

賞了解蜂炮文化。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

示，此計畫的鹽水團隊自開辦「津

之竹創藝教室」竹藝系列課程，

就結合大學在地特色課程，以青

銀共學創作模式，成功打進在地

國小及社區對竹藝與蜂炮的重

視，深耕地方，其精心規劃的課

程活動與傳承文化的努力，有目

共睹值得嘉許，虎年竹燈展將展

至 2 月 28 日止，歡迎民眾把握

時間前往區公所賞燈，認識鹽水

另一種傳統的炮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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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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02 企管系
　 活動名稱：2021 創意專題暨官田烏金行銷企劃競賽 
     參賽項目：妙菱人生企畫書
     參賽學生：廖英傑、蔡承洋、葉憶昇

佳作 王姿力

2022/03/02 產設系
　 活動名稱：2021 全國智慧長期照顧與應用專題提案競賽
     參賽項目：Hosp Barber Cart
     參賽學生：郭庭瑋、吳旻燦、黃又儀、林奕萱、鄭凱昀

第二名 陳亞麟

2022/03/02 產設系
　 活動名稱：2021 臺灣工藝競賽    
      參賽作品：花開
     參賽學生： 史淯晴

入 選 陳亞麟
方健民

2022/03/03 行流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院校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項目：花使-花藝店商平台
     參賽學生： 陳俞銘、蔡欣柔、 蘇子涵、盧怡君

優勝 邱美倫
施坤壽

2022/03/03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成人組
     參賽學生： 陳皆佑

佳作 童鼎鈞

2022/03/03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成人組
     參賽學生： 吳秉樺

入 選 童鼎鈞

2022/03/03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成人組
     參賽學生：張莉妍

入 選 童鼎鈞

2022/03/03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 成人組
      參賽學生：凌郁珽

入 選 童鼎鈞

2022/03/03 視傳系
　 活動名稱：2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成人組
      參賽學生：余冠宜

入 選 童鼎鈞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網路行銷策略組
      參賽學生：李玟佑、張銘偉、古崧均、蔡文勇、
                            曾禹翔、周柏丞

優勝 洪敏莉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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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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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校園創新創業組
     參賽學生：楊偉鏗

優勝 洪敏莉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網路行銷策略組
     參賽學生：簡靖如、林昀萱,、王怡惠、陳佳玲、張安斈

優勝 洪敏莉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網路行銷策略組
     參賽學生：吳健維、林思岑、陳衍融、許文生、
                           曾冠瑋、尤雋楷

複賽佳作 洪敏莉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校園創新創業組
     參賽學生：黃鈺淇、 黃薇芯、林念潔、陳虹年、
                            蕭姵琪、郭佳昕

複賽佳作 洪敏莉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校園創新創業組
     參賽學生：吳怡君、程芷盈、周芷萱、沈子欣、
                            陳知杏、鍾易儒

複賽佳作 洪敏莉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校園創新創業組
     參賽學生： 郭芳萍、羅予婕、許文潔、楊家瑄

複賽佳作 洪敏莉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校園創新創業組
     參賽學生： 巫承峰,、賴亦彬、王奕程、李毅誠、鄒澔庭

複賽佳作 洪敏莉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網路行銷策略組
     參賽學生：陳姵璇、許惠菁、蕭紫瑩、陳郁仁

複賽佳作 洪敏莉

2022/03/03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年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賽作品：校園創新創業組
     參賽學生：吳慧蓁、温心妤、顏玉婷、楊瀚逸

複賽佳作 洪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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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03 產設系
　 活動名稱：第四屆康堤盃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學生組
     參賽學生：郭庭瑋、吳旻燦、黃又儀、林奕萱、鄭凱昀

創新獎  陳亞麟

2022/03/03 產設系
　 活動名稱：第四屆康堤盃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學生組
     參賽學生： 張羽萱、陳怡伶、蔡明臻、 康育嬋

創新獎  陳亞麟

2022/03/03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第十六屆螺絲起子國際學生創作短片展     
     參賽作品：大專動畫組
     參賽學生：曹允耀

銀螺絲獎 徐文俊 

2022/03/03 餐旅系
　 活動名稱：東京都公司110年度碩士論文獎助    
     參賽作品：在職生-論文學位論文
     參賽學生：蔡玉敏

佳作 陳孟修

2022/03/04 視傳系
　 活動名稱：第四屆康堤盃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學生組
     參賽學生：王易思媛、李曉雲、陳芊宇、楊枘穆

第一名 李雅雪

202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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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傳恩、王怡蓉、杜修億、張皓瑋、
                            廖育陞、蔡怡樺

入圍獎 梁丹青

2022/03/04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南臺科技大學投資模擬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組
     參賽學生：賴孟琦

佳作

2022/03/04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南臺科技大學投資模擬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組
     參賽學生： 洪婉玲

佳作

2022/03/04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1南臺科技大學投資模擬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組
     參賽學生：吳佩芸

佳作

2022/03/07 化材系
     活動名稱：2021華立創新材料大賽
     參賽作品：機不可濕-以螢光石墨烯量子點建立快
                           速且超靈敏檢測多種有機溶劑含水率感測器

佳作 陳澄河

2022/03/07 多樂系
     活動名稱：2021時報金犢獎
     參賽作品：廣告設計獎
     參賽學生：江倇瑈、蔡雅琦、李柏妤、吳采蓁

銅犢獎(全球總
決審獎項) 孫志誠

2022/03/07 化材系

     活動名稱：2021年功能性材料研討會暨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參賽作品：有機材料組
     參賽學生：高詩涵、曾玟臻、吳麗鳳、王渝屏、周翰藝

優勝 陳澄河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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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07 化材系

     活動名稱：2021華立創新材料大賽
     參賽作品：追蹤者－原位聚合螢光碳點聚酯粒
                            與螢光纖維
     參賽學生：朱冠竹

入圍獎 陳澄河
陳威宇

2022/03/07 休閒系
　 活動名稱：2021屏東可可遊程規劃設計競賽     
     參賽作品：大專組
     參賽學生：黃義展、林士傑、陳賢谷

優勝 潘盈仁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華新創意口罩全國設計大賽     
     參賽作品：迎接新年
     參賽學生：蘇倚萱

特別獎 童鼎鈞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華新創意口罩全國設計大賽   
     參賽作品：窗花之美
     參賽學生：邱芷晴

入圍獎 童鼎鈞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華新創意口罩全國設計大賽     
     參賽項目：爆米花
     參賽學生：林彥淳

入圍獎 童鼎鈞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華新創意口罩全國設計大賽     
     參賽項目：大家的努力
     參賽學生：翁語函

入圍獎 童鼎鈞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華新創意口罩全國設計大賽     
     參賽項目：希望之草
     參賽學生：顏妙恩

入圍獎 童鼎鈞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1華新創意口罩全國設計大賽
     參賽項目：2021的夏天 
     參賽學生：蔡宏炫

入圍獎 童鼎鈞

2022/03/08 管樂社

     活動名稱：11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參賽作品：管樂合奏 大專團體B組
     參賽學生：劉晏岑、江丞翔、 林韋宇、 廖品淵、
                            林輝諺、江昱承、張閔涵、張芮甄、
                            簡志有、蔡絢如、黃孟涵、劉秉崧、
                            黃歆恬、陳奕偉、王嘉宏、巫允宸、
                            林姿妤、王峻毅、藍佳承、陳韋豪、
                            鄧家恩、王昀資、陳通達、 洪菘佑、
                            蔡智翔、蔡靜美、劉祐寧、林哲睿、
                            萬叡穎、蘇亞辰、邱芳駿、沈嘉妤、
                            蘇郁涵、張靜媚、林煜堂、王逸芃、
                            吳孟庭、李依柔、侯昱成、黃楷婷、
                            陳珈儀、黃琬心、劉佳歆,、楊晋峰、
                            尤于綸、林廷嘉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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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燈籠彩繪
     參賽學生：鄭安捷

佳作 陳姿汝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燈籠彩繪
     參賽學生：侯芊蕙

佳作 陳姿汝

2022/03/08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燈籠彩繪
     參賽學生：蔣欣怡

入選 陳姿汝

2022/03/09 機械系

     活動名稱：第25屆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
                            與製作競賽 
     參賽作品：遙控組
     參賽學生：楊曜銓、張育韶、王靖惠、田維豐

競賽獎佳作 林克默

2022/03/09 機械系

     活動名稱：第25屆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
                            與製作競賽  
     參賽作品：遙控組
     參賽學生：楊曜銓、張育韶、王靖惠、田維豐

創意獎佳作 林克默

2022/03/09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十屆府城普濟燈會彩繪花燈比賽 
     參賽作品：燈籠彩繪
     參賽學生：曾琬喻

佳作 陳姿汝

2022/03/10 視傳系

　 活動名稱："第五屆中華視覺科學與藝術學會論壇"
                              論文海報及圖片競賽 
     參賽作品：圖片組
     參賽學生： 曾堂閔、李旻修、洪億琇、邱鈺心、
                             李偲詩、陳家絹、周家民

第二名 黃綝怡

2022/03/10 視傳系

     活動名稱："第五屆中華視覺科學與藝術學會論壇"
                              論文海報及圖片競賽  
     參賽作品：圖片組
     參賽學生：曾堂閔、李旻修、周家民

佳作 黃綝怡

2022/03/10 視傳系

     活動名稱："第五屆中華視覺科學與藝術學會論壇"
                              論文海報及圖片競賽  
     參賽作品：圖片組
     參賽學生：曾堂閔、李旻修、周家民

第三名 黃綝怡

2022/03/10 視傳系

     活動名稱："第五屆中華視覺科學與藝術學會論壇"
                              論文海報及圖片競賽  
     參賽作品：圖片組
     參賽學生：李姿瑩

第一名 黃綝怡

2022/03/10 視傳系

     活動名稱："第五屆中華視覺科學與藝術學會論壇"
                              論文海報及圖片競賽  
     參賽作品：海報組
     參賽學生：江沛辰、黃芬妮

佳作 黃綝怡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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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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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10 視傳系
     活動名稱：青春有影 2021 大學盃 
     參賽作品：《拾糖》Pick Up
     參賽學生：洪尉筑、黃子綾、蔡雅雯、簡珮筑、蔡沛婕

百大精選獎 徐文俊

2022/03/11 電機系

     活動名稱：第25屆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
                            與製作競賽 
     參賽作品：遙控組
     參賽學生： 蘇聖安、馬承源、林桀呈、職紹恩

第四名 吳忠春

2022/03/11 電機系

     活動名稱：第25屆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
                            與製作競賽  
     參賽作品：遙控組
     參賽學生：蘇聖安、馬承源、林桀呈、職紹恩

創意獎佳作 吳忠春

師生榮譽榜
2022 / 0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活動一覽表

「第26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
作競賽」報名開始 

第110-15次行政會議

基本救命術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

【高教深耕】第一季季管考會議

流音系OPENDAY開箱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會前會

金融證照測驗電腦應試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第一場)
沙丁龐客劇團謝卉君

110學年度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

經費預算管考會議

第17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第110-16次行政會議

110學年度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2022第12屆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日語
「看圖說故事」（紙芝居）比賽

教育部111年「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認可展延驗證計畫」

實務管理能力驗證審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