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06月15日發行

156

南 / 臺 / 校 / 訊

人 文 思 維 理 念 ． 寓 科 技 教 育 實 踐

南臺科技大學盛大舉辦
校園實習暨徵才聯合說明會

全國唯一通過世界級認證 
連續通過AACSB國際商管教育認證
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
Ms.Jenny Bloomfield參訪南臺科技大學

資工系教授鄭淑真教研合一 
榮獲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



春暖花開百花爭妍 
風鈴木花海爆發 吸引師生駐足觀賞

	 南臺科技大學為營造優

質的校園環境，美化校園生態景

觀，提供更適宜的學習環境，並

寄寓樹木樹人的期盼，近年來進

行校園植栽美化工程，終於在今

年白色情人節看見了風鈴木花海

盛開，也為南臺科大增添濃濃的

浪漫氣息。

	 南臺科大所種植的風鈴

木區分洋紅、黃花兩種，洋紅風

鈴木環繞在南臺中央廣場，花季

時會有桃花源記中「芳草鮮美，

落英繽紛」的感覺，而在校舍之

間的黃花風鈴木也正爭妍鬥艷，

像似拉開「金黃大道」的序幕，

讓人充滿期待，鳥語花香使整個

校園洋溢著春天的氣息，吸引許

多師生駐足拍照、打卡，讓人流

連忘返。

洋紅風鈴木的花語「美麗、愛

戀」	 之意，遠觀近看都能感

受幸福愛意。黃花風鈴木的花語

則是「再回來的幸福」，也有人

說是「感恩」，但無論花語如

何，風鈴木一年四季都有著獨有

的風姿，春天枝頭花團錦簇，竭

力的展現自己的美麗；夏天掛在

樹梢的果莢，迎風搖曳，幸運的

話，還能見到翅果紛飛，勾勒著

風的線條；秋天枝葉繁盛，醞釀

未來的精采；冬天葉落枝枯，有

種期待與盼望的淒美，這也讓師

生們在花季才開始時，就已經期

待著明年的精采。

	 南臺科大近年來致力於

營造優質校園環境，各項軟硬

體設施工程陸續完工，如全國

最大校園風雨球場、在水一方

親水域廣場、天圓地方廣場、

3D 畫廊、書香園等設施，顛覆

了過去對南臺校園景觀的既定

印象，形塑出屬於南臺人的獨

特人文地景。南臺科大校園植

栽除目前盛開的風鈴木外，在

汙水處理廠西側的山櫻花也正

盛開，椰林的李花也正綻放，

還有苦楝、杜鵑花、草花…等，

都相當值得大家探尋觀賞。支

持這些盛開花朵的背後，除了

要感謝同學們的愛護外，也要

感謝職員工在工作之餘撥空灌

溉、除草，也藉由這些校園美

化工作，讓全校教職員工生的

心緊緊地繫在一起。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南臺校園春花盛開，

蔚為花海，景色宜人，此項美

化校園生態景觀的工作是希望

全校師生在努力課業與研究之

餘，也能獲得心境上的寬慰，

而更大的收穫，則是藉由這項

工作拉近了學生及教職員的心

靈距離，希望明年疫情減緩時，

民眾都能到南臺科大走春、賞

花，一起領略南臺科大校園的

美麗。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AR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活動大合影。

01
輝  煌  南  臺

南 / 臺 / 校 / 訊

2022年04月15日發行

NEWSLETTE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盧燈茂 校長

輝煌南臺
 春暖花開百花爭妍 風鈴木花海爆發 吸引師生駐足觀賞

 全國唯一通過世界級認證 連續通過AACSB國際商管教育認證

 全力推動A+計畫虛實整合的新契機 甄選77名菁英學生赴日圓夢

國際南臺 
 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Ms.Jenny Bloomfield參訪南臺科技大學

 「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境外生體驗臺灣原住民文化  

院系傳真 
 資工系教授鄭淑真教研合一 榮獲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

 管樂社榮獲「11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及優等

 第29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盛大舉行

活動傳真
 「AR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在臺南文創意園區登場

 南臺科技大學盛大舉辦校園實習暨徵才聯合說明會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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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唯一通過世界級認證 
連續通過 AACSB 國際商管教育認證

全力推動 A+ 計畫虛實整合的新契機 
甄選 77 名菁英學生赴日圓夢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連續通過「AACSB 國際商管教育認證」殊榮，校長盧燈茂 ( 一排
中間 )、副校長周德光 ( 一排右 2) 與院內團隊主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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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分公司暖身實習活動，讓南臺科大實習生在赴日前先熟悉同事，融入未來的工作環境。

	 南臺科技大學日前接獲國

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函文，通知

已正式取得AACSB「持續精進認

證 」(Continuous	Improvement	

Review,	CIR)， 南 臺 科 大 是 全

國唯一通過認證的私立科技大

學。該校於 2017 年 5 月 即 首

次取得 AACSB 國際商管學院認

證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是臺灣九十餘所科技大

學中第三所通過該項世界級認證

的學校	( 前兩所分別為國立台灣

科技大學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全球商管學院中只有 8%能通過

AACSB認證；也因此南臺科大商

管學院連續四年蟬聯遠見雜誌「台

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文法商大學

類」全國科技大學第一，穩坐該

排行榜科技大學龍頭。	

	 AACSB 成立已近百年，

是一個致力提昇全球商管教育品

質的非營利組織，該機構現有超

過1500個會員，遍佈於世界一百

多個國家，此認證被公認為最具

公信力、等級最高的國際商管教

育認證。根據目前教育部規定，

通過 AACSB 商管教育認證的學

校，得免接受教育部定期辦理的

大學系所評鑑。盧校長特別指出，

目前台灣已通過AACSB認證的學

校主要為受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

補助的少數研究型國立大學及辦

學績效獲肯定的私立大學，因此

能取得AACSB認證極為不易，此

些優質學校是以比教育部評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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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給全國所有的大專同學，經由

公開、公平的甄選機制，藉由辦

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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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標準在自我要求，南臺商管

學院取得AACSB認證，並非為了

免受教育部評鑑，而是著眼於未

來要有宏大的格局，能與世界一

流大學在最高的國際平台上互相

交流學習，讓南臺畢業生能夠得

到世界性的認可與重視，進而有

更順利、更成功的職涯發展。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院長張瑞星表示，目前各校皆受

到少子化的影響，南臺科大商管

學院仍設有大學部 9個系、2個

學位學程、7個碩士班、1個博士

班、以及 2個研究中心，現有約

6,400名學生就讀，是台灣規模最

大的商管學院之一，顯見該校辦

學績效擁有強大市場競爭力，並

受社會各界認同，為推動國際化

的腳步，南臺商管學院之博士班、

GMBA、以及大學部的國際商務

學程和國際金融學程皆採全程英

語授課。

該校推動 AACSB 認證的重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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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經歷未來將會成為求職時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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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於疫情和緩後國境開放

時，能藉由此期間所累積的執行

經驗，轉化為虛實整合的步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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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也是商管學院前院長的周德

光副校長進一步表示，培養學生

具備國際觀、熟悉多元文化的情

境、以及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

是南臺積極推動校園國際化的真

正用意，而創業教育也是當前強

力推動的重點，透過校園國際化

以及創業教育，我們要打造一個

優質的大學，為臺灣培養真正具

備國際競爭力的下一代。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

示，AACSB認證歷經的期程很長，

要求標準不但高而且全面，評量

範圍包含學校的經營理念與策略

規劃、資源投入、教師質量、研

究水準、教學品保制度、課程規

劃、學生就業與成就等，本校商

管學院通過AACSB認證是經過相

當長時間的努力，針對每個評量

標準進行檢討與改善，挑戰全球

商管教育最高等級的認證，說明

校方追求卓越的決心，放眼世界，

邁向巔峰。

作學習作為主軸的計畫造成了極

大的影響，包含日籍專業講師無

法入境我國，而被甄選的實習生

也無法依照規畫時程出國等，為

了克服此些困境，計畫發展成實

體加線上遠距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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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到

台灣指導同學的講師們做法不同，

此複合機制提供更大的彈性，讓

日方更多講師可以因時、因事的

加入指導，而在提報發表等重要

場合，更提高了公司資深講師參

加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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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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
Ms.Jenny Bloomfield 參訪南臺科技大學

「 友 善 臺 灣 － 境 外 學 生 接 待 家 庭 專 案 計
畫」境外生體驗臺灣原住民文化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中 )率領校內主管與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Ms.Jenny	Bloomfield( 右 2)
大合影。

南臺科大舉辦「【打獵趣】臺灣文化體驗活動－清流部落巡禮」之全體大合影。

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 Ms.Jenny	Bloomfield( 右 ) 致贈紀念品予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 左 ) 之合影。

	 澳洲辦事處 (Australian	

Office	Taipei) 代表露珍怡女士

Ms.	Jenny	Bloomfield、經濟暨

政策處宋洛若副處長Ms.	Laura	

Salt 一行於 2022 年 3 月 30 日

參訪南臺科技大學，由南臺科技

大學校長盧燈茂博士、副校長周

德光博士及主任秘書王永鵬博士

等人親自接待，熱情歡迎來訪。

	 南臺科技大學與澳洲

有長久且密切的合作關係，如

教師及學生交流，自 101 年

起，多次邀請澳洲西雪梨大學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之學者前來參與國際研討會及短

期授課等，為增加全英語授課師

資，南臺科技大學特別選送 78

位教師前往澳洲西雪梨大學及教

育學院進行英語及英語教學培

訓。南臺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及語言中心於 104-108 年辦理

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學子來臺

蹲點」計畫，並邀請西雪梨大學

教育學院之學生共同執行英語夏

令營，澳洲學生、南臺科大學生

及台南市國中學生可以透過此夏

令營進行語言及文化交流，同時

提升台南英語學習環境，目前已

有 90 位西雪梨大學的學生參與

此計畫。	

	 南臺科技大學自 109 年

起配合辦理教育部「臺澳合作試

辦技術教育課程認證」計畫，補

助餐旅管理系、休閒事業管理系

及國際企業系學生，共 15 位前

往澳洲技職培訓學校研修一學期

	 共舉辦兩場「【打獵趣】

臺灣文化體驗活動－清流部落

巡禮」，由接待家庭攜境外學

生深入臺灣山區－南投仁愛鄉，

探索珍貴的原住民文化資產，

讓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境外學

生認識臺灣原住民文化、體驗

傳統部落生活。

	 邀請 32 戶接待家庭及

來自英國、法國、捷克、尼泊

爾、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

印尼、印度、泰國、秘魯、馬

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26國，

共 83 位境外學生一同前往南投

仁愛鄉清流部落，由莫那 ‧ 魯道

的曾孫女瑪恒 ‧ 巴丸老師帶領接

待家庭及境外學生探索清流部

落、享用部落山珍以及體驗賽

德克族的文化。

或一學年，並取得相關領域之證

照或文憑。澳洲辦事處露代表對

於技職教育及此計畫相當關心，

希望透過此次參訪及與學生交流

	 此次活動安排享用部落

風味餐，餐後部落耆老帶領境外

學生拜訪了「餘生紀念館」，讓

接待家庭與境外學生對霧社事件

及賽德克族有進一步的體悟及了

解，隨後大伙整裝待發換上了賽

德克族傳統服飾並參觀部落傳統

家屋，聽取賽德克族早期建屋的

傳統智慧，而此次活動的主軸便

是狩獵文化體驗，由族人們帶領

接待家庭與境外學生對陷阱生態

進行實作解說並體驗射箭，氣氛

熱絡！境外學生表示，經過一日

的洗禮，不僅對臺灣原住民有更

深的認識，也對他們盡力維護及

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感到贊同！

	 活動尾聲部落族人們吟

唱著賽德克古謠，圍成圈邀請接

待家庭與境外學生一起起舞，於

座談，瞭解未來澳洲與南臺科技

大學合作之機會、學校執行計畫

之過程及學生對於參加此計畫之

心情，期許有更深入交流合作。

古謠樂舞中圓滿落幕，接待家庭

與境外學生透過此次活動有機會

進一步了解臺灣原住民文化，並

透過一日活動之相處雙方互相認

識，成為日後文化交流的開端。

	 此計畫推動迄今累計有

4731 戶家庭完成培訓，並成功

媒合了 106 個國家地區 6844

位境外生至 3728 戶接待家庭，

創造接待家庭與境外學生互動的

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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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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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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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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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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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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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管樂社榮獲「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及優等之團隊大合影。

資工系教授鄭淑真教研合一 
榮獲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

管樂社獲「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特優及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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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成立臺南市推廣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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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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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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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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

學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111 年 3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南臺科技大學念

慈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行。今年年

會以「疫後時代人因工程應變面

面觀」為主題，探討人因工程在

新冠疫情下，對於產品、服務、

系統與政策的發展。

	 今年學會專題講座特別

邀請科技部工工學門召集人范書

愷博士、宏碁智醫許銀雄總經

理、高科大資管系蘇國瑋主任、

中科院歐陽力行副院長、佐臻股

份有限公司梁文隆董事長、D3A	

investment 李師銘董事長以及雲

科大工管系柳永青教授，針對人

工智慧、智慧醫療、人機互動設

計、軍備人因工程、元宇宙、創

新創業經歷、駕駛科技等議題進

行專業講習。

	 此次年會以三場專題講

座、四個論壇、學生論文及設計

競賽，以及各類學術研討會的方

式，匯集各方人因工程之研究與

應用等領域相關之研究菁英與各

界產業先進，以學生論文競賽、

學生創意競賽、專題研獎與論壇、

年度會員大會與學術研討會等，

進行各先進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

及經驗交流，讓與會人員能汲取

更多知識與經驗，在人因工程未

來的職涯發展上能更為精進。

	 此次大會論壇特邀涵蓋醫

療、職安、國防軍事及設計人因

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與各界產

業先進，整合產官學資源並達到

	 臺南唯一「AR 沉浸式繪

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將

於 (111 年 )4 月 9 日在臺南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隆重登場。臺南文

化創意產業園區此次推出的「AR

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

事屋」，是構建一個真實與虛擬

交疊的 AR 世界，讓導讀老師帶

領家長和孩子一起跨出想像的域

限，親子攜手進入奇幻冒險，體

會真實的幻想虛擬世界。

	 園區為了讓參加活動的

「繪本讀者」，能充分地沉浸在

「繪本世界」中，特別規劃「小

丸子老師音樂互動式遊戲」、

「AR 投影動態式繪本導讀」及

「沉浸式奇幻冒險親子互動手作

DIY」等精彩內容，現場更安排

了專業的繪本老師，以劇場表演

的方式取代傳統的繪本導讀，讓

參加活動的「繪本讀者」們，充

分感受到園區精心打造的「平行

虛擬空間」，體驗全新的視覺及

聽覺感受，讓大家盡情享受長達

90分鐘的沉浸式奇幻冒險旅程。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在此次活動設計中，加入了相當

多有益孩童發展的重要元素，包

含可促進孩子的感覺統合發展及

肢體協調性的互動體驗。過程中，

老師會以表演的方式，引導「讀

者」進入繪本世界，使「讀者」

身歷其境的在進行繪本導讀過程

中，得到視覺與聽覺的滿足，開

啟孩子五感的感官世界，這將有

利孩子們於日後的學習中，提升

EST2022 第 29 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大合影。

「AR 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之體驗內容。

「AR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4月 9日在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驚奇登場。

第 29 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盛大舉行

「AR 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
在臺南文創意園區登場

產、學、研充分交流之目的，提

升人因設計、情境科技與智慧製

造的影響力以培養更多跨領域的

專業人才及面對未來挑戰。醫療

人因論壇以「智慧醫療，人工智

慧與人因工程之發展」為主題，

職安衛人因論壇以「疫情中的重

複性肌肉骨骼傷害防制現況與未

來展望」為主題，國防人因論壇

則是有「人體計測與裝備發展設

計」、「從軍備看人因」兩個主題，

最後設計人因論壇之主題為「策

展的體驗傳遞與後疫情的挑戰」。

	 各校學生一同參與此次

研討會，共有 18 篇論文競賽、

62 篇設計競賽與 123 篇論文發

表之投稿，此次學生論文競賽第

一名由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

工程管理學系學生林怡婷及蕭志

宇獲此殊榮，學生專題設計競賽

多元發展的可能性；「兒童手作

DIY」更是運用孩子小手觸感，

提升孩子雙手的靈敏度，促進觸

覺、本體感覺與視覺整合能力，

讓孩子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可以落

實。在這些活動的手作過程中，

老師將誘導孩子們在互動遊戲中

盡情發揮創意，進而發展成為精

采有趣的遊戲式藝術創作！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教育目的首重創造力

則由南臺科技大學產品設計系團

隊學生莫于寬、蘇沛洋、林瑞

苓、何堉楨、王堇慈獲獎，透過

學術研究經驗的交流切磋，讓所

有人因相關領域的新血與資深學

者專家們能有一個互相認識及學

習的寶貴機會。( 得獎名單請參

閱 :	http://est.org.tw/est2022/

student_p_competition.html)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年會暨研討會自 1993 年起至今

已舉行 29 屆，歷屆論文發表及

參與人員都相當熱烈，對於學術

界不僅有不可或缺的貢獻，亦有

助於人因工程於學術上的推廣，

為一個學者與研究生發表其研究

與工作經驗的完美舞台，以人因

工程為主軸建立起不同領域研究

菁英之間的溝通橋樑。

啟發，將 AR 技術導入童書，童

書靜態文字轉換為立體影像與

對話的奇幻時刻，即改變孩子

與閱讀內容的互動關係，栩栩

如生的繪本主角誘發孩子主動

提問，色彩繽紛的動畫特效提

升孩子閱讀興趣。以真實世界

和虛擬世界交疊的 AR 童書正開

啟更多樣的教育可能，邀請家

長與小朋友身歷其境，豐富兒

童的想像力與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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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學年度實習媒合

期程與畢業季的到來，南臺科技

大學日前於校內盛大舉辦為期兩

週的校園實習暨徵才聯合說明

會，邀集台積電、穩懋、聯電、

Garmin、南茂、京元電子、啟碁

科技等 20 家知名大廠參與校園

實習暨徵才活動，今年的南臺科

大校園徵才現場提供超過 2000

個工作機會，參加人數約 1500

人次，投遞履歷有 700 人次，擬

錄用 500 人次，媒合率為 70%，

為期兩週的活動順利圓滿完成。

	 南臺科大 2022 校園實

習暨徵才聯合說明會以「創造非

凡、職引未來」為主題，期許畢

業生能藉由校園徵才的現場，

找到理想職務踏入職場、追求

1. 台積電校園實習暨徵才聯合說明會之現場情形。

南臺科技大學盛大舉辦
校園實習暨徵才聯合說明會

人生夢想；而大三大四學生也能

透過實習機會，提早習得職場實

務操作能力，實現畢業即就業的

目標。由於產業潮流趨勢，今年

職缺以半導體、AI、智慧製造、

智慧服務與整合等領域與專長居

多，徵才企業開出的待遇也依經

驗與專長不同有所區別，學士約

2 萬 6 千元至 6 萬元，碩士則為

3 萬 5 千元至 7 萬元之間，科學

園區與工業區的科技業一如往年

受到學生的關注與熱烈參與，金

融企業、文教、長照、運動健身

管理服務等產業也積極加入徵才

的行列。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

示，南臺科大向來致力培育企業

即用人才，在遠見雜誌最佳大學

排名及 cheers 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排名上都有優秀的表現，

104 人力銀行「企業邀請面試

畢業或役畢邀約者學校排名」在

「半導體業」最愛邀約大學排

名，更從去年第九躍居前三。而

近年來因少子化現象影響，讓就

業市場上的人力資源更形珍貴，

人才培育也要從以往的普及教

育，調整邁向跨域且精緻教育的

方向，在這兩年來，南臺科大更

致力於學校軟硬體設施革新，打

造讓每位學生的特長都能得到適

性發展的人才培育基地，繼續強

化學生研發、創新及國際移動能

力，使其在畢業後大展長才，對

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個人

成就上，都能有卓越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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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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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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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2022/03/10 資傳系

　 活動名稱：青春有影 2021 大學盃 
     參賽項目：百大精選影片
     參賽學生：黃旳、藍靖雯、黃筱雯、朱軍達、楊雅茹、
                            劉昶亨、郭嘉怡、林姿穎、 王子維、蘇奕誠

百大精選獎 鄭靜怡

2022/03/26 餐旅系
　 活動名稱：2022年龜甲萬盃烹飪大賽
     參賽項目：學生組—大專組
     參賽學生：施東辰

入 圍 獎 胡永輝
施慧雯

2022/03/26 餐旅系
　 活動名稱：2022年龜甲萬盃烹飪大賽    
      參賽作品：學生組—大專組
     參賽學生： 施志韋

入 圍 獎 胡永輝
施慧雯

202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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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2022年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參賽項目：田徑4x100公尺接力-
     參賽學生： 陳世得、吳建誼、姚博薰、楊國志

第六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2022年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參賽項目：田徑400公尺跨欄
     參賽學生：姚博薰

第六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跳遠-大專女乙組
     參賽學生：林雅沛

第三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400公尺跨欄-大專男乙組
     參賽學生：吳建誼

第八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100公尺-大專男乙組
     參賽學生：陳禮民

第五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4x400公尺接力-大專男乙組
     參賽學生：陳世得、吳建誼、 陳禮民、姚博薰

第三名 杜珈霖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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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200公尺-大專男乙組
     參賽學生：陳世得

第三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100公尺-大專男乙組
     參賽學生：姚博薰

第三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4x100公尺接力-大專男乙組
     參賽學生：陳世得、吳建誼、 陳禮民、姚博薰

第一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400公尺跨欄-大專男乙組
     參賽學生：姚博薰

第一名 杜珈霖

2022/02/28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1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參賽項目：400公尺-大專男乙組
     參賽學生：陳世得

第一名 杜珈霖

2022/03/09 資傳系
　 活動名稱：2022第七屆崇越行銷大賞競賽
     參賽項目：行銷微影音
     參賽學生：余婕錡、吳宜蓁、 林嘉葦、羅嫻玲

銀質獎 梁丹青

2022/03/17 餐旅系
　 活動名稱：2022  台灣蛋糕技藝競賽
     參賽項目：職業組
     參賽學生：楊芷鈴

亞軍 林政陞

2022/03/17 餐旅系
　 活動名稱：2022  台灣蛋糕技藝競賽
     參賽項目：職業組
     參賽學生：林易辰

冠軍 林政陞

2022/03/12 創設系

　 活動名稱：2022第29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學生專題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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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陳亞麟

2022/03/12 創設系

　 活動名稱：2022第29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學生專題設計競賽
     參賽項目：輪椅無障礙機車
                            Wheelchair Accessible E-Scooter
     參賽學生：杜偉笙、楊詠翔

佳作 陳亞麟

2022/03/12 創設系

　 活動名稱：2022第29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學生專題設計競賽
     參賽項目：兒童廚具設計Cookidlike 
     參賽學生：李玟綾、鄭芷盈、蔡芝琳

佳作 陳亞麟

師生榮譽榜
2022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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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7次行政會議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111年老闆娘學院_開訓典禮

111年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宣導說明會(線上)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職員桌球比賽

金融證照測驗電腦應試
 (台灣金融研訓院 台南考區)

臺南市南臺科技大學退休暨離職人員互助關
懷協進會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成立大會)

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111年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宣導說明會(線上)

數位設計學院五系聯合校內展

走讀臺灣II-Udn電子書線上書展-
2022世界閱讀日系列活動

【高教深耕】經費預算管考會議

110學年度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第十六屆第二次董事會議

元大證券『理財菁英實習計畫』
說明會暨現場面試活動

走讀臺灣I-HyRead電子書線上書展-
2022世界閱讀日系列活動

2020世界閱讀日：品藏美好生活閱讀

南臺地景文學說唱競賽

2022第十五屆全國高中職經營企劃案暨專題
製作競賽

教職員工 
心肺復甦術暨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