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05月15日發行

157

南 / 臺 / 校 / 訊

人 文 思 維 理 念 ． 寓 科 技 教 育 實 踐

數位設計學院111級畢業展
「疊代→映現」 盛大開幕

中研院陳建仁院士蒞臨 
主講「COVID-19防疫、經濟振興與堅韌發展」
臺南文創園區
「AR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隆重開幕

南臺榮獲國際華文電子書大賽
全國唯一「學校團體獎」



臺南文創意園區「AR 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
互動體驗故事屋」隆重開幕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今

（4／ 9）日舉辦「AR 沉浸式繪

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

此故事屋是臺南目前唯一運用AR

科技將故事繪本變成動態的玩偶

表演，此次魔幻般的親子體驗活

動由園區廠商 - 時光門創意影像

文化公司協助 AR 繪本製作，報

名十分踴躍，現場充滿童趣。

此次故事屋邀請到Hernandez合

南地劇團副團長（小丸子老師）

彭漪婷擔任此活動的繪本導讀老

師，劇場表演經驗豐富的彭漪婷

老師運用劇場表演的經驗來帶領

孩子導讀，跳脫以往傳統的靜態

繪本導讀方式，加上臺南文創園

區精心打造的平行虛擬空間，透

過動畫光影延伸的情境，充滿聽

覺與視覺的刺激，使參與者體驗

前所未有的視覺及聽覺享受，讓

民眾沉浸在天馬行空的繪本世

界。

	 活動一開始進行互動小

遊戲 - 動物森林 123 木頭人，繪

本老師與孩子扮演森林動物進行

123 木頭人遊戲，在互動遊戲的

過程中模仿各種動物，現場充滿

歡笑聲 !

此外，參加活動的親子們在手作

DIY 過程中，激發出無限的想像

力，家長和孩子們動手做出獨一

無二的作品，讓孩子擁有滿滿的

成就感，也在親子互動的氛圍裡

增進親子關係。今天活動包含遊

戲類、繪本導讀、創作類等，過

程搭配著精心設計的互動小遊戲

及音樂，讓活動沒有冷場的時間，

大小朋友都玩得不亦樂乎。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家長每天陪孩子遊戲的

時間逐漸遞減，而孩子平均使用

3C的時間卻逐年上升，親子互動

越來越低，使孩子對認知和整體

發展呈現負面的影響，此類故事

屋親子共同參與的活動可改善此

現象，並使親子全心投入且聚焦

在共同關注的事物上，具體地幫

助孩子語言與認知上的發展，增

進親子關係，未來臺南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會持續將科技導入文化

創意，並繼續舉辦此類親子活動，

提供一個娛樂學習、新奇好玩的

親子休閒場域，發揮文創園區的

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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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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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文創園區「AR沉浸式繪本親子手作互動體驗故事屋」隆重開幕

 南臺舉辦地景文學說唱競賽 校園美景盡收眼底

國際南臺 
 南臺葉羽彤、陳子豪同學榮獲111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南臺榮獲國際華文電子書大賽全國唯一「學校團體獎」

 榮獲「2022年海洋盃全國啦啦隊城市邀請賽」混合小組冠、亞軍 

院系傳真 
 第十五屆全國高中職經營企劃案暨專題製作競賽 決勝南臺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產業系「聲紋船說」畢業演唱會及展演活動正式啟航！

活動傳真
 數位設計學院111級畢業展「疊代→映現」 盛大開幕

 邀請中研院陳建仁院士蒞臨 主講「COVID-19防疫、經濟振興與堅韌發展」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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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舉辦地景文學說唱競賽
校園美景盡收眼底

南臺葉羽彤、陳子豪同學
榮獲 111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南臺科技大學「第一屆地景文學說唱競賽」之頒獎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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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邀請洪仙姿評審於「第一屆地景文學說唱競賽」講評。

	 南臺科技大學近年美化

校園有成，營造出優質的校園

環境，為提升學生校園地景的

體會與認同，日前由通識中心

舉辦「第一屆地景文學說唱競

賽」，鼓勵學生以南臺校園地

景為創作對象，運用朗誦、相

聲、演唱等方式，展現自創地

景文學作品，競賽十分踴躍。

	 此次競賽共有十七組

隊伍報名參加，並邀請到演員

洪仙姿、陳鍾琇助理教授、楊

淑雯助理教授來擔任評審，評

分標準包含表演呈現、發音標

準、咬字清晰及觀眾理解與否

等項目，表演形式十分多元，

有戲劇演出、自彈自唱、自創

歌曲、朗誦、Rap、演說等，

參賽者透過自創作品表達自身

對校園地景的感觸和情意，文

字優美，歌曲動人，搭配校園

美景的展現，使臺下的觀眾及

評審沉浸其中，讓全場的氣氛

達到最高點。

此次競賽由自控一甲廖科宇組

獲得第一名，該組以台風穩健

和作品質量佳脫穎而出，其他

得獎者為第二名資工三甲王鈴

雅、自控一甲邱家珞組，第三

名為資工一乙諸家彬組、商設

一甲蒲咨云組 ;另有三組佳作，

分別為財金一甲陳汶雅組、生

技三甲卓冠賢、電資一甲曾英

哲組。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

心邱創雄主任表示，本學年度

	 中國青年救國團日前舉

辦「111 年青年節全國優秀青

年表揚大會」，南臺科技大學財

務金融系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葉羽彤同學及資訊工程系陳子豪

同學分別榮獲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獎，二位同學在校表現優異、社

團經歷豐富、積極服務及辦理校

內活動，各方面表現優異，堪為

全國優秀青年之表率。

	 此次榮獲全國大專優秀

青年獎的葉羽彤同學，大一便加

入學生會，積極協助學生會各項

活動，大二時擔任社務部次長，

讓她對學生自治組織運作及發展

工作有進一步的認識及磨練，大

三時獲選學生會會長，更使他的

理想得以實踐，進而獲得充分的

組織工作經驗。此期間，充實的

首次舉辦南臺地景文學說唱競

賽，鼓勵學生以『天圓地方』、

『在水一方』與『書香亭』等

南臺校園地景，或校園的花草

植物，像是前一陣子盛開的粉

紅風林木、木棉、白千層等，

皆可以為創作題材，同學可

社團活動經歷，讓她的大學生活

多采多姿，生活中發生許多意想

不到的蛻變。葉羽彤同學表示，

於南臺科大就學期間，舉辦社團

活動、演唱會等大型活動及擔任

各項校內會議學生代表，讓她累

積很多的經驗，也因擔任學生會

會長的經歷讓她學習成長，能當

選此次全國大專優秀青年感到非

常榮幸，同時也鼓勵學弟妹能夠

多多參加社團活動並充實自己的

大學生活。

	 另一位獲獎的資工系陳

子豪同學，陳同學自大二即加入

系學會擔任公關長，並協辦及主

辦各項活動擔任總召、副召、隊

長等工作，大三時當選學生議會

議長，帶領議會監督學生會施政

的職責，行使質詢權及審核學生

以運用多種形式展現自創地景

的文學作品。評審洪仙姿也驚

嘆地表示，同學們的作品都深

深地打動了我，雖然表演時略

為緊張，但不影響精采度的呈

現，期待南臺科大學生日後的

創作形式可以更多元！

會行政中心所提出之預算與決

算等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陳子

豪同學表示，從懵懂的進入校

園到現在轉眼間就要畢業了，

就學期間參加了許多的活動，

經歷不同的歷練，認識了各式

各樣的人，受益良多，謝謝自

己讓大學過得如此充實，也感

謝學校讓自己有機會獲得長足

的進步及成長。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對兩位同學的出色的表現表

示欣慰，希望未來南臺的學生，

都能在精進課業之餘，學習如

何藉由組織的力量來解決問題，

並恭喜兩位榮獲今年全國及臺

南市大專優秀青年殊榮的同學，

不僅讓全校師生引以為傲，更

讓同學們以其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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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榮獲國際華文電子書大賽
全國唯一「學校團體獎」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與全體得獎師生大合影。

	 由文化部、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灣

圖書館、花蓮縣政府指導，臺灣

電子書協會與	GOGOFINDER 雲

端電子刊物平台共同主辦的「第

十二屆國際華文暨教育盃電子書

創作大賽」，競賽成績日前揭曉，

南臺科技大學脫穎而出，勇奪全

國唯一「學校團體獎」，也是大

賽中表現最好、獲獎最多的學校，

表現相當亮眼。

	 第十二屆國際華文暨教育

盃電子書創作大賽報名參加人數

高達	16,642	人，參與學校共	146

所，參賽作品	1327	件，大賽網路

投票活動票數總計	45	萬票，參賽

學校橫跨海內外各國，歷屆參加

的總人數、作品量屢創新高，是

臺灣電子書出版界最盛大、最重

要、最有名的國際性大賽。

	 南臺科技大學此次共有休

閒事業管理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資訊傳播系、多媒體與電腦娛樂

科學系、工業管理與資訊系、應

用英語系、幼兒保育系等七個系

參加競賽，橫跨商業管理、人文

素養、數位多媒體等各個領域，

每支隊都發揮在校所學所長，將

各系特色發揮的淋漓盡致，獲得

豐碩的成果，更讓南臺科技大學

在此次大賽中奪得全國第一的「學

校團體獎」。

在「大專組」競賽中，視傳系劉

千凡老師、蕭雨青老師、資傳系

鄭靜怡老師指導的隊伍分別奪得

了第三名、第五名 ;「專題組」競

賽中，休閒系楊智晶老師、資傳

系鄭靜怡老師指導的隊伍更是包

辦了第一、二、三名，值得一提

的是休閒系陳韻雯、邱筠捷同學

以不同的作品榮獲第一名及第三

名，在大會「網路票選人氣獎」

中，休閒系張婷玥老師、資傳系

蕭雨青老師指導的隊伍也勇奪第

二名與第三名，各組比賽中南臺

科大的獲得「佳作」的數量更是

高達了56組，是全國大專院校中

表現最好的學校。 南臺科大榮獲「國際華文電子書大賽」專題組第一名、第三名之隊伍與盧燈茂校長合影。

南臺科大榮獲「國際華文電子書大賽」大專組第三名、第五名之隊伍與盧燈茂校長合影。

南臺科大榮獲「國際華文電子書大賽」網路票選人氣獎第二名、第三名之隊伍與盧燈茂校長
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校長

表示，此次校內各系參加的隊伍

都表現得不錯，也榮獲全國第一

的學校團體獎，值得鼓勵。在這

多變充滿挑戰的世代中，社會上

所需的人材不再只是單一的技能，

而是要更加全面，有彈性應對變

化的能力，南臺科技大學很早就

察覺這樣的趨勢，並規劃要進行

全方位的教育模式，各系課程不

會只單單偏重某個領域，而是在

科技、人文、商業等領域都會得

到充足的訓練與教導，讓學生們

都能成為一個能順應社會時勢，

不斷自我成長的優秀人材，正是

這樣的教育理念下所蘊育出的優

秀成果，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所

有在南臺科技大學受到教育的學

生，能在各個領域上得著更多豐

盛的成果，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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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競技啦啦

隊日前參加由中華民國啦啦隊總

會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體育館舉辦之「2022 年第五屆

海洋盃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榮

獲混合小組第一級第 2名、第二

級第 1名，表現優異。此次競賽

組別分為啦啦舞蹈、啦啦隊、挑

戰賽及邀請賽四種競賽項目，共

計 17 個單位、264 位隊職員、

參賽隊數總計 44 隊報名，中華

民國啦啦隊總會期盼每年都能於

熱情的南臺灣繼續舉辦賽事。

	 此競賽為大專盃競賽前

參賽選手們重要的暖身賽，各參

賽選手自年初就緊鑼密鼓的參加

訓練競賽流程，南臺科大今年報

南臺科大競技啦啦隊榮獲「2022 年第五屆海洋盃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混合小組第二級第 1
名，( 由左至右 ) 南臺科大學生陳宇柔、蔡豐岑、林政翰、陳柚廷、林濬騰。

南臺科大畢業校友榮獲「2022 年第五屆海洋盃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啦啦隊雙人組第二級第
1 名，畢業校友施弘哲 ( 左 2) 與吳若慈 ( 右 2) 合影。

競技啦啦隊榮獲「2022年第五屆海洋盃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多項佳績，同學各獲得獎牌一面。

南臺科技大學競技啦啦隊全體隊員合影。

榮獲「2022 年海洋盃全國啦啦隊
城市邀請賽」混合小組冠、亞軍

名參加啦啦隊混合小組第一級與

第二級，共計 2 組參賽，畢業校

友則報名參加啦啦隊雙人組第二

級，共計 1 組參賽。小組組別對

於參賽選手來說是最基礎的技巧

訓練課程，亦是參加大組競賽之

重要環節，多底層技巧講求的是

隊員間彼此的基礎功力及默契訓

練之養成，有穩定技巧展現力的

小組，才能成就全隊參加大組競

賽中完美流程之展現，此外，啦

啦隊雙人組第二級第 1名之選手

吳若慈與施弘哲，分別為南臺科

大資訊管理系及機械工程系之畢

業校友，兩人初次合作參賽獲得

優異成績值得鼓勵，亦為在校生

學弟妹之好榜樣，時常回南臺科

大傳授專業技術上之教導。

	 南臺科大競技啦啦隊隊

員許瑄庭表示，今年是加入競技

啦啦隊社的第二年，參加海洋盃

競賽一直是自己的目標之一，想

給自己一個鑑定與成長的機會。

在練習過程中，隊員們必須透過

溝通、配合、探討專業技術，進

而呈現出完美的流程，其中的酸

甜苦辣都是進步與成長的必要元

素，透過參加這次海洋盃的競

賽，期盼自己的專業技術能更為

突破精進。」，該隊伍於比賽當

日發揮高於平時練習之水準，展

現全上之競賽流程，初次組隊參

賽榮獲混合小組第一級第 2名之

佳績，值得嘉許。南臺科大競技

啦啦隊隊長蔡豐岑則表示，代表

全體隊員感謝學校的支持、學務

處課外組的幫助、黃伊婷教練的

指導，以及眾多畢業學長姐之關

愛。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今年體育賽事在疫情的

影響下，各項處境及條件備受

挑戰，但只要秉持喜歡運動的初

衷、熱情及永不放棄的精神，相

信南臺科大競技啦啦隊將永續的

發展與傳承。此次海洋盃全國啦

啦隊錦標賽結束之後，	5 月初將

迎戰由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

會所主辦的「110 學年度啦啦隊

錦標賽」，期盼在南臺科大競技

啦啦隊可以勤奮的努力訓練，繼

續保持亮眼成績，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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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南臺科技大學主辦的

「2022 第十五屆全國高中職經

營企劃案暨專題製作競賽」日前

於南臺科技大學念慈國際會議廳

盛大舉行。此項競賽已連續舉辦

十五年，共有來自全國各地 158

個隊伍報名參賽，經過評審初選，

入圍獲得機會上臺簡報的有 30

隊、另有 24 隊受邀在會場以壁

報方式呈現，競爭非常激烈。

	 此次參賽隊伍分別來自

臺北、新北、新竹、苗栗、南投、

臺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

高雄與屏東等縣市。現場共計有

超過 200 位參賽師生，為南臺灣

難得一見商管領域高中職學生的

專題競賽活動。

	 此次競賽是透過商業經

營企劃案的撰寫與教學，讓學生

在參賽過程中能嘗試模擬實際企

業經營情境，就新創事業或解決

特定經營問題進行有系統的思考，

同時也能磨練撰寫書面報告與進

行正式口頭簡報的能力。此外，

來自不同學校的參與教師亦能有

機會彼此觀摩並交換教學心得。

由於活動過程精彩，參加學生都

感到興奮且收獲良多，許多組別

的創意發想能融入環保概念，發

揮無限潛能，讓人印象深刻。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於

開幕致詞時表示，此競賽讓高中

職學生與大學互相連結，透過企

劃競賽讓學生能綜合應用所學，

進而對於實際面臨的問題能提出

思慮周延的解決方案。今年這項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

業系 111級畢業生【聲紋船說】

畢業巡迴演唱會及展演活動，日前

於南臺科技大學三連堂前草皮正

式啟航，臺南場次搭建了21米寬

*9米深的中型音樂祭舞台、搭配

10米寬 6米高之結構，且採用陣

列喇叭與近百隻的燈光，今年所有

演出曲目皆為學生們的自創歌曲，

整個展演陣容相當強大，活動更是

精彩可期。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特地於活動現場獻唱，帶動整場

氣氛，並對流音系的用心與安排，

表示欣慰，並祝活動順利成功。

	 此次畢業展演主題為【聲

紋船說】，今年宣傳手段不採用傳

統模式，而是採用 Instagram官

方帳號@legend_of_vessels 情境

式解謎互動方式進行，讓整個演

出及宣傳更具有可看性，展演故

事內容主要講述一名船員陳冠宇，

在一望無際的海上，充斥著各式

2022 第十五屆全國高中職經營企劃案暨專題製作競賽評審貴賓及參賽師生大合影。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致詞。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 111 級畢業生【聲紋船說】畢業巡迴演唱會於南臺科大三連堂前草皮表演之情形。

第十五屆全國高中職經營企劃案
暨專題製作競賽 決勝南臺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產業系「聲紋船說」
畢業演唱會及展演活動正式啟航！

比賽已經進入第十五年，希望這

項比賽，就像日本的高中棒球甲

子園一樣，能一直持續地舉辦下

去。透過此項競賽可以看出參賽

選手的投入與努力，如此深刻的

學習效果，必能提升學生對於商

各樣的船隻，大家利用聲納、聲波

和無線電對講機溝通、對話，確保

彼此不是敵人，以便於交換情報，

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要如何正確

的傳達訊息，建立信任感，更是反

應在社會上的每個人必備的人生

課題，透過八種不同船艦、九組不

同人馬，訴說著不同的人生經歷，

或許就能找到一個新的起點，讓人

生重新開機。

	 此次表演曲風相當多元，

每艘船艦各代表著不同曲風，也代

表著社會上不同的聲音，透過這些

聲紋傳達多元文化及你我的人生

故事，其中有代表著激昂搖滾的主

力戰艦、表達男女曖昧情愫的潛

艦、嘻哈饒舌表達底層聲音的驅逐

艦等八種不同船艦的精彩演出。

除了3/30的臺南場演唱會外，其

他演出地點及時間分別為4/16的

臺北場，在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live	

house	D 舉行、4/30 的臺中場則

管相關知識綜合應用能力。透過

此次競賽我們看到了學生的創意

與創造力，更希望藉由此類的競

賽與觀摩，激盪出更多的新思維，

未來必能為臺灣的經濟注入新的

活力。

在 Legacy	Taichung「傳」音樂

展演空間舉辦、而 5/12-5/15	的

高雄場配合高雄青春設計節，將

在高雄駁二特區蓬萊區 B6 倉庫

舉行靜態MV展示，而團隊的 30

首原創歌曲及 21 隻 MV 亦上架

於 YouTube 及 StreetVoice 街聲

【聲紋船說】頻道播放，歡迎大

眾一同前往觀賞與聆聽	。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南臺科大流行音樂產業

系是目前台灣最夯、擁有最頂尖

專業的流行音樂產業系所，創系

至今培養了無數音樂產業人才，

而今年度畢業生們分別在臺北、

臺中、臺南、高雄共舉辦四場畢

業展演，從活動的企劃、執行、

搭臺、詞曲創作、演出等，都是

同學們自己親自操作，再加上學

校專業設備及頂尖師資的培訓，

學生們更是獲獎無數，成績表現

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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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

學院設計畢業展今 (4/19) 日開

幕，透過校內展的形式，集合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新產品設

計系、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

系、資訊傳播系及流行音樂產

業系共計有 136 件作品，展出

主題多元，呈現學生在大學四

年中學習數位傳播、文化美學、

娛樂產業、藝術設計之整合應

用，運用創新視野放眼國際，

五系聯合畢業展展出於 04 月

19 日至 04 月 22 日，歡迎前往

南臺科大三連堂一同觀賞。

	 展覽主題為「疊代→映

現」，疊代是指探索過程中不

斷的積累，從經驗中一遍又一

遍地自我推進；映現則是透過

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 111 級畢業展「疊代→映現」全體長官師生大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 111 級畢業展「疊代→映現」開幕剪綵情形。

數位設計學院
111 級畢業展「疊代→映現」 盛大開幕

創作結果傳遞自身的觀點，在

每次展現舞台中奮力發聲。

	 視覺傳達設計系以「(R)

evolution 流變」為主題，作品

包含商設、動畫、創設三組，

設計內容方向多元，有綠色循

環設計、互動整合設計、地方

創生及文化資產等相關議題，

影像類也涵蓋 3D、2D、停格

等動畫技法，共有動畫設計 12

件、商業設計 9 件、包裝與立

體設計 10 件、擴增實境及互動

設計 7 件，透過嶄新的思維及

態度來呈現新與變、變而生，

以設計大聲宣誓我們正在當代。

創新產品設計系以「有影無形」

為主題，以水的型態為概念發

展，作品分為三大類別，材質

工藝類 2 件、創新產品類 9 件、

科技互動類 10件，其中《Hosp	

Barber	Cart	 -	醫院洗理髮照護

推車》在 2021 全國智慧長期

照顧與應用專題提案競賽榮獲

第二名，在面臨高齡化社會以

及醫療人力資源緊缺的時代，

長期照護等相關問題成為人們

需要共同面對的社會課題，以

「人」為中心出發，融合人因

設計與 APP 軟體，透過軟硬體

的相輔相成，打造更專業且適

意的服務環境，追求更美好且

幸福的未來。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

系以「超遊搞頭」為主題，隨著

元宇宙的新潮流打造虛擬網紅

「多拉姆」在虛實之間與人互動

和遊玩，今年 20 件作品內容十

分多元與創新，其中最亮眼作品

《萬悟劫》為一款 3A 級 3D 動

作遊戲，主打精緻的視覺與華麗

的打擊砍殺特效，玩家可藉由不

同連段來擊殺敵人，其中能觸發

特殊技能機制，進而達到遊玩時

的快感與豐富的體驗。

	 資訊傳播系以「目聚」

為主題，展出作品共 27 件，包

含劇情片作品 1 件、	紀錄片作

品 2 件、動畫作品 1 件、新聞

專題作品 12 件及整合行銷作品

11 件	。學生作品已榮獲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一起親山	留青山	

微電影競賽 - 特金獎」、「第

30 屆時報金犢獎國際競賽」、

「TVBS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

學生組長篇與短篇新聞專題報

導獎	」、	「公共電視台 PeoPo

公民新聞獎 - 最佳影音新聞獎」

與「TSC 第七屆崇越行銷大賞

競賽 - 銀質獎」。

	 流行音樂產業系的畢業

展演主題為「聲紋船說」，此

屆畢業製作共完成了 30 首自創

歌曲、以及拍攝了 21 支 MV，

跳脫以往傳統的宣傳方式，這

次活動搭配 Instagram 官方帳

號 @legend_of_vessels 情 境

式解謎互動，使演出及宣傳更

有可看性。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

示，學校近年來除了加強提升

學生在專業領域的學習成效外，

更大力推動學生在通識、藝術、

體育、社團活動及品德教育等各

方面能力的陶冶及提昇，主要是

為了奠定學生未來在職場上長效

性發展的基礎。此外，學校在環

境上也投入相當大的心力，如天

圓地方廣場、在水一方廣場、興

建全國校園最大的風雨球場、書

香園、3d 數位畫廊等優美的生

活場域，為了讓學生沉浸在優質

的環境中，潛移默化地改變自

己，提升專業及藝術素養，學生

在畢業後仍能繼續向全人教育的

方向前進。

	 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

111 級畢業展「疊代→映現」

也將在五月參與高雄駁二藝術

特區「青春設計節」（5/12-

15）及高雄展覽館「放視大賞」

（5/18-20），六月則是會在臺

北南港展覽館的「新一代設計

展」（6/1-6/4）展出，邀請各

界對於傳播、設計、生活應用、

娛樂及音樂相關感興趣人士得

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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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日前辦理「亞洲共同體之構

築（國際名人系列講座）」課程，

邀請前副總統，現任中央研究

院特聘研究員陳建仁院士蒞臨演

講，由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

博士親自率領高階主管及承辦活

動相關單位人員盛情接待陳院士

到訪。

	 此次演講以「COVID-19

防疫、經濟振興與堅韌發展」為

題進行演講，並以學者專家的角

度探討台灣防疫成效，分析國際

關係、經濟流通與生活互動的影

響，共吸引全校師生 220 人到場

聆聽。

	 「亞洲共同體之構築（國

際名人系列講座）」是日本財

團歐亞共同基金會之大型通識課

程補助計畫，由南臺科大應日系

駱昭吟老師擔任主持人，兩年計

畫金額合計 7 萬美元 ( 約新台幣

200 萬 )，每學期規劃共 16 週課

程，每週邀請一位國際知名學者

擔任講師，針對當週講師自訂之

亞洲共同體之構築（國際名人系列講座）之活動大合影。

中研院陳建仁院士蒞臨南臺科大演講，闡述台灣在防疫期間的努力，及各項防疫措施與民主
自由的可貴。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右四）率領校內主管與中研院陳建仁院士 ( 左四 ) 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博士 ( 右 ) 特致贈聘書與感謝狀予中央研究院陳建仁院士 ( 左 )。

中研院陳建仁院士蒞臨南臺科技大學演講之情形。

中研院陳建仁院士蒞臨主講「COVID-19
防疫、經濟振興與堅韌發展」

主題進行演講，分享不同經驗、

新觀念等，藉以培育學生國際觀

並強化亞洲共同體的概念、內涵

與發展趨勢。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發展

配合「大通識教育」的理念基礎

下，建構良好大環境以利通識教

育的推動，校內景觀「天圓地方」

以及「在水一方」皆為適合發展

通識教育之周邊景點，而搭配通

識講座的教育理念下，不定期邀

請大師蒞校演講，亦是南臺科大

通識教育發展中之重要方向。

	 台灣因疫情關係，民眾

在經濟與生活上倍受影響，陳建

仁院士於演講內容中提到疫情爆

發時，政府審慎以對的態度及國

際間對疫情延遲警示與契機與掌

握失當所造成的影響，而台灣在

疫情開始能精準掌握疫情狀況而

即時做出妥善的防禦，當中也分

析在國際社會中，針對防疫的議

題全球應團結與國際合作的態

度，強調人類社會是一生命共同

體的概念及共同防疫的重要，

並 以“No	one	 is	safe	 ,unless	

everyone	 is	safe”來形容防疫

全賴全世界人類共同努力方能防

微杜漸，有效遏止疫情擴散。在

會後的問題與討論中，陳院士與

參與學生互動熱絡，對於同學們

所提的問題頗為肯定，並致贈提

問同學每人一本簽名著作《小大

人的公衛素養課》以茲鼓勵。

	 陳建仁院士於演講中

一再謙虛表示，台灣防疫的成

功是靠全體 2300 萬全民的努

力，民眾對於政府的信賴，讓疫

調的確實達到審慎以對的超前

部屬，才能達到所謂「精準」

“Precision”的防疫成效，這不

僅讓台灣的防疫成果深獲世界肯

定，也是台灣在推動民主自由上

的成效。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

示，此次通識課程邀請陳建仁院

士來演講，除了讓南臺科大師生

更加瞭解政府在防疫期間所做的

努力外，也特別感謝大家對於防

疫工作的努力，並鼓勵民眾施打

疫苗，疫苗覆蓋比例高也能讓防

疫更有成效，期許大家能夠一同

繼續努力，讓我們的社會能夠提

早解封，回歸正常生活，這也是

在自由民主國度的台灣，對國際

社會所做出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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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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15 產設系
電子系

　 活動名稱：第十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參賽項目：健康照護應用組
     參賽學生：丁于珊、劉正揚、李威霆

佳作 歐陽昆
張萬榮

2022/04/02 啦啦隊社

　 活動名稱：2022第五屆海洋盃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暨城市啦啦隊邀請賽
     參賽項目：啦啦隊雙人小組第一級
     參賽學生：林存修、李建和、阮詠淳、簡達瑋、許瑄庭

第二名 蔡佳汝

2022/04/02 啦啦隊社

　 活動名稱：2022第五屆海洋盃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暨城市啦啦隊邀請賽    
      參賽作品：啦啦隊雙人小組第二級
     參賽學生： 林駿維、林政翰、蔡豐岑、陳柚廷、陳宇柔

第一名 蔡佳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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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榮譽榜
2022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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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高教深耕】經費預算管考會議

111年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宣導說明會(線上)

防溺宣導暨急救教育訓練

北門農工到校參訪

師生座談會

2022青春設計節展

亞太區域論壇
「全球經貿趨勢與亞太區域合作：

以醫衛合作與產業智慧化為焦點」研討會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

111級畢業典禮

2022年第十三屆
校際傑出博碩士論文授權發表暨競賽

2022南臺科技大學參觀與實習體驗之旅

111年度臺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
參訪南臺科技大學活動

南臺文學獎決審暨頒獎典禮

2022放視大賞

111年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宣導說明會

110學年度學生羽球賽

110學年度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111年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宣導說明會(線上)

短講工作坊

校務發展委員會

110-2學生讀書會成果分享會

110學年度第2學期輔導主管會議

2022創新數位設計國際研討會

生涯探索之名人講座-
如何在這不堪的世界找到自己的熱愛

第110-19次行政會議

金融證照測驗電腦應試 
(台灣金融研訓院 台南考區)

進修部師生座談會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會前會

第110-20次行政會議

111年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宣導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