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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好生活 台南呷頭路」
part2就業博覽會於南臺科大熱鬧登場

南臺科大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1年度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補助
南臺科大流音系
成為全臺STEINBERG教育認證中心之一

與智慧眼鏡巨擘佐臻公司攜手成立
南部「5G+XR元宇宙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南臺科大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1 年度「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補助

	 南臺科技大學日前參加教

育部青年發展署舉辦之 111 年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南臺

科大共計二個創業團隊獲得第一

階段補助(創業獎金共100萬元)，

此項計畫補助，南臺科大已連續

三年獲得補助，今年全國僅三所

學校獲此殊榮，殊為不易，顯見

南臺科大近年透過創業實務微學

程 (大專院校創新創業計畫 )、校

園創業競賽的深化扎根，已成功

建構「創意─創新─創業」之三創

學習風氣。

	 此 次 通 過 111 年 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第一階

段獲補助之二個南臺科大創業團

隊為 Tactile 和自由方舟，Tactile

團隊系由老師施金波指導學生楊

豐 憶、 劉 宇 豪、Jose	Antonio	

Choco，為了提供 VIB( 嚴重視覺

障礙和盲人 ) 在學習與職能訓練

的教育資源而設計了「觸覺學習

輔助工具系統 Tactile」，該系統

使用AI 機器學習、圖像處理、雲

端計算、自然語言處理和 3D重

建等新興技術來產出不同類型的

觸覺教材，其輸出可生成 STL(3D

列印之檔案格式 )及其他 3D列印

的檔案；另一獲獎團隊自由方舟，

系由老師廖世傑指導學生王舒

醇、李孟洳、宋紘名設計一款洞

察生活的跨平台遊戲「靈魂整理

師」，以療育內心為核心，整理

為手段，透過遊戲開發技術，引

導使用者體驗故事中的情節，重

新省視內心與物品之間的連結。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

表示，此次二個獲補助之創業團

隊找出產品獨到的價值與確認目

標市場，學校方面將協助校友取

得專家、空間、資金、合作夥伴

等內外部創業資源，結合「創意

─創新─創業」的三創校園風氣與

「創業實作及創客空間」的校園

創業資源，提供專業技術諮詢與

指導。南臺科大秉持著發揚務實

致用的校園文化，引導學生創意

發想，發展產業化應用技術，協

助創新研發成果商品化，擴散校

園研發成果，期許成為技職院校

創業教育之標竿學校。

南臺科大創意團隊自由方舟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1 年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補助。

南臺科大創意團隊 Tactile 獲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111 年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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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1年度「U-start創新創業計畫」補助

國際南臺 
 南臺科大流音系成為全臺STEINBERG教育認證中心之一

院系傳真 
 南臺x資策會x臺南市政府合辦諮商會議 討論5G應用

 視傳系「築徑山行」榮獲「金點新秀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幼保系不畏疫情遠距傳情意 送教具到幼兒園

 南臺x佐臻攜手成立南部「5G+XR元宇宙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南臺x南茂科技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設備捐贈記者會

活動傳真
 南臺科大111年老闆娘學院春季班 熱熱鬧鬧慶結訓

 第11屆南臺科大法學名家講座 聚焦憲法訴訟與勞工職災保護

 「台南好生活 台南呷頭路」part2就業博覽會於南臺科大熱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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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流音系
成為全臺 STEINBERG 教育認證中心之一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通過申請，成為全臺 STEINBERG 教育認證中心之一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

產業系日前於今年 2022 年一月

通過申請，成為全臺 STEINBERG

教育認證中心之一。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

產業系是全台灣首創系所，係擁

有雙認證中心 Steinberg	Cubase

國際錄音編曲認證中心，與 Avid	

Pro	Tools	國際錄音認證教學中

心，在學就能同時考取國際雙證

照，畢業即上手流行音樂製作產

業	！南臺科大流音系於成立之

初，即完整建置數位音樂電腦教

室 (W1002)，並購置最新 57 套

Cubase	Pro軟體、NI軟體音色、

UA	Apollo	Twin	Duo錄音介面、

Boss 音響、M-Audio 鍵盤等，

各式最新錄音軟體、硬體設備，

提供學生音樂製作使用。

	 此中心將由德國國際原

廠認證講師，擁有六座金曲獎技

術肯定的曹登昌老師，開設一

系列德國國際官方 Cubase	數位

音樂課程！	南臺科大流音系將

於九月中旬開學後開設 Cubase	

Starter	Course 初階課程，36 小

時內容包含基本設定與功能、數

位音樂編曲製作、錄音概論、音

效設計與實作、混音工程與母帶

後期成品製作輸出。從基礎學起，

讓沒有數位音樂軟體經驗的人，

不用基礎都能夠馬上上手，通過

作品、認證考試，立即取得證照，

讓學成的人才立即上線工作。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南臺科大「流行音樂產

業系」為全國首創培育流行音樂

產業人才之科系，效法國際流行

音樂學院培育模式，除了引導學

生在演藝經紀、音樂創作表演、

錄音工程、燈光舞台音響課程中，

融入本地文化特質，與國際流行

文化接軌，並且多年來深耕錄音

工程、音樂製作領域人才培育。

此次順利通過成立，成為雙認證

教學中心的大學，足見本校充沛

優良的師資與新穎豪華的設備已

獲得國際肯定，將持續為台灣流

行音樂產業，培育成音、音效、

創作、編曲配樂等專業製作人才。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通過申請，成為
全臺STEINBERG教育認證中心之證書。

	 南臺科技大學虛假訊息

研究中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與臺南市政府，在國家發展

委員會支持指導下，攜手舉辦

「5G數據創新應用諮商會議」，

日前於南臺科大舉行，由南臺科

大資工系陳定宏副教授主持，邀

請臺南市政府法制處尤天厚處

長、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許建

隆總監、教育部廖烱志簡任秘書

及相關產官學研專家共 30 餘人

與會，並邀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洪盟峰教授、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江雅綺副教授進行二

場專題講座，一同探討沙崙智慧

綠能科學城與虛假訊息數據治理

議題。

	 第一場議題由洪盟峰教授

以「數位轉型的資料經濟 -來自

5G與互聯網的應用」為題，從數

位轉型之施行方向，談論沙崙智慧

綠能城科學城的數據應用與產業創

新，提供多面向之思考；第二場議

題則由江雅綺副教授以「數據創新：

南臺科技大學虛假訊息研究中心與財團法人工業資訊策進會攜手合辦「5G 數據創新應用諮商會議」之開幕來賓合影

南臺 x 資策會 x 臺南市政府
合辦諮商會議 討論 5G 應用

人工智慧與數位治理」為題，並提

供一些國外的判例，與歐盟近期推

行的數位服務法、數位市場法之立

法方向，並從中探討有關智慧財產

權法與人工智慧的法規與政策。

	 此次會議邀請來自不同領

域之與會來賓一同參與沙崙智慧

綠能科學城與數據治理之討論，

討論面向多元，如何於學界跨足

業界之人才培育、企業永續經營

下的數據轉型、AI 人工智慧對於

虛假訊息查證判斷真偽之機制等

議題進行跨界探討。

	 在銘傳大學法律學系擔任

兼任講師的教育部簡任秘書廖炯志

表示，科技的提升與數位革新，終

將回歸人類社會的應用，並非只是

侷限特定資通專業領域戰場，因此

教育部提出「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

人才培育」等計畫，期待包括法律

學門在內的人文社會領域學者專家

乃至第三部門投入，共同參與這個

時代革新，建構領先全球的的數位

素養與秩序。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處長尤

天厚表示，現在虛假訊息非常嚴

重，臺南市政府也備感困擾，很感

謝老朋友南臺科大虛假訊息中心

主持人羅承宗教授邀請參與此次

會議，臺南市政府目前其實已經把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的部份，將其

當成是臺南古都轉型智慧的樞紐，

市府期待能夠透過沙崙智慧綠能

科學城，做為將來臺南市綠能科技

的一個創新發動機，也希望透過科

學城，能進一步的協助產業界追求

永續的目標，並在人工智慧領域部

分持續朝向與世界接軌。

	 南臺科大商管學院院長張

瑞星表示，5G時代的來臨，大數

據、人工智慧、物聯網等領域的

應用成長，勢必將高速驅動產業

轉型與經貿發展，同時也將衍生

各種新全球化的治理議題。張院

長更以曾擔任資策會科法所所長

的經歷，期待與會嘉賓所討論之

議題與建議能成為未來沙崙科學

城發展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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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

計系畢業製作作品「築徑山行」獲

得備受台灣設計青年期待的「金點

新秀設計獎」社會設計類年度最佳

設計獎，於57校117系、4821件

報名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贏得該

類別的最高榮譽，展現南臺科技大

學學生的創造力與社會關懷的實踐。

	 得獎作品「築徑山行」由

南臺科大賴孟玲老師指導，余采

芬、邱靖雯、王埝琦、陳又菱四位

學生進入被稱為極限村落的臺南市

左鎮區，感受到極具文化價值的後

坑古道，乘載了當地遷移過往的歷

史軌跡，其豐富的自然環境更是一

間現成的生態教室，同學們與在

地鄉親合力舉辦多場「手作步道」

	 南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系「幼兒觀察」USR 課程師生

此學期與合作夥伴臺南市崑山

土城非營利幼兒園及臺南市立

將軍幼兒園需求，共同發想及

設計在地文化教案與教具。雖

然疫情導致幼保系師生無法親

赴幼兒園與園生互動，學生轉

而拍攝教案示範影片與幼兒遠

距互動，為後疫情時代的數位

教學轉型增添薪火。

	 今年南臺科大幼保系

的「幼兒觀察」課程中多了些

社會實踐的精神與元素，南臺

科大老師陳志盛與 85 位學生

分別前往台南市崑山土城非營

利幼兒園和臺南市立將軍幼兒

園進行實地幼兒觀察，依據觀

察到的幼兒行為與需求設計出

教案和教具，並搭配幼兒園在

地文化教學主題，為土城幼兒

設計出結合土城聖母廟特色的

「聖母廟放煙火」、「職業千

里眼小偵探」、「順風耳我最

行」、「防疫小尖兵」，以及

為將軍幼兒設計出「搶救海洋

大回收」、「彩色小樂園」、「滾

滾彩色世界」、「情緒轉轉樂」

等共近 40 組教案和教具。

	 課程參與學生期待著

透過自己設計的教案和教具與

幼兒實際互動，卻因疫情無法

再次進入幼兒園，為了使這份

情意不致中斷，日前陳志盛老

師請學生將教案拍攝成示範影

片，連同教具親自送到幼兒園，

南臺科大視傳系榮獲「金點新秀設計獎」社會設計類年度最佳設計獎之作品「築徑山行」。

南臺科大幼保系陳志盛老師與臺南市崑山土城非營利幼兒園徐如美園長於觀察參訪時合影

視傳系「築徑山行」
榮獲「金點新秀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幼保系不畏疫情遠距傳情意 
送教具到幼兒園

志工體驗營，不僅推廣社區深度旅

遊，更藉由設計將古道施作過程轉

譯成冊，編輯全紀錄刊物，引領讀

者歷經古道施作時的辛勤與甘甜，

以有趣易讀的圖文插畫繪製志工手

冊，擴大民眾的關注與認同，吸引

更多新血加入步道志工的行列，且

於舉辦多場的活動中收錄了古道環

境音與各式施作聲，透過插畫設計

結合電子感光錄音裝置，設計出蟲

鳥鳴篇、拉竹子篇、鋸木頭篇、敲

石頭篇、竹林聲篇、炊煮食篇，共

六種聲音明信片讓人們即使無法到

場親身體驗古道的一切，也能從聲

音卡片感受古道存在的價值，在與

自然生態共生的前提下，共同傳承

後坑古道之於在地的文化記憶。

讓幼兒教師透過播放示範影片

引導幼兒在遊戲中玩教具，同

時拍攝影像紀錄讓學生得以觀

察幼兒使用教具的真實情形。

臺南市崑山土城非營利幼兒園

園長徐如美表示，雖然疫情變

更了學生實作形式，但也讓該

園教師體驗了隨機應變的教學

型態及教學相長的機會，從該

園拍攝的影像紀錄也可發現，

幼兒不僅認真觀賞示範影片，

甚至看完後會拍手鼓掌，有良

好的互動。

	 臺南市立將軍幼兒園

園長許桂禎亦指出，此次活動

感受到南臺科技大學幼保系職

場養成教育的用心，重視學生

至幼兒園實際觀察幼兒行為表

現，自製設計融入在地文化且

	 作品「築徑山行」備受評

審肯定，被認為是以設計改善左鎮

當地問題的實踐型作品，其具有真

實的社會參與及行動、有真實場域

及受益對象，在設計流程中帶入社

會思考，進而提出具社會影響力的

解決方案，是完成度高又能實際發

揮社會影響力的作品。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

示，此次獲獎不僅顯示出南臺科大

教學成果，也呈現南臺科大在大學

社會責任、高教深耕上執行成效的

具體表現，未來將透過相關計畫持

續推動在地知識的深化學習，讓學

生得以透過專業技術的轉換，在設

計的舞台上發光發熱，同時為改善

社會盡一份心力。

適齡、適性的教具，除了強化

學生教保專業建立教學自信，

豐富幼兒的學習生活，更讓幼

兒教師能將優質課程經驗傳承

給大學生，共創合作三贏。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表示，南臺科大每學期辦理

USR 課程徵件，鼓勵教師以在

地需求及永續發展目標導入專

業實踐，透過 USR 課程的參與

提升師生社會參與行動力，此

次南臺科大幼保系 USR 課程讓

學生在理論與實務並重中增進

專業能力，提供幼兒豐富有趣

的在地文化教案體驗，互動歷

程深得合作夥伴的認同，期盼

師生持續藉由課程創新開啟多

樣學習之路，促進大學與社區

永續發展。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04 05
院  系  傳  真



NEWSLETTER

	 南臺科技大學虛假訊息

研究中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與臺南市政府，在國家發展

委員會支持指導下，攜手舉辦

「5G數據創新應用諮商會議」，

日前於南臺科大舉行，由南臺科

大資工系陳定宏副教授主持，

邀請臺南市政府法制處尤天厚處

長、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許建

隆總監、教育部廖烱志簡任秘書

及相關產官學研專家共 30 餘人

與會，並邀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洪盟峰教授、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江雅綺副教授進行二

場專題講座，一同探討沙崙智慧

綠能科學城與虛假訊息數據治理

議題。

	 第一場議題由洪盟峰教

南臺科大資訊傳播系梁丹青老師（左一）與學生團隊賴俊杰（左二 )、黃冠銘 ( 左三 )、陳郁仁 ( 左四 )、陳姵璇 ( 右三 )、李若慈 ( 右二 )、李
艾庭 ( 右一）到彰化北斗國中拍攝之情形。

南臺 x 佐臻攜手成立南部
「5G+XR 元宇宙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授以「數位轉型的資料經濟 - 來

自 5G 與互聯網的應用」為題，

從數位轉型之施行方向，談論沙

崙智慧綠能城科學城的數據應

用與產業創新，提供多面向之思

考；第二場議題則由江雅綺副教

授以「數據創新：人工智慧與數

位治理」為題，並提供一些國外

的判例，與歐盟近期推行的數位

服務法、數位市場法之立法方

向，並從中探討有關智慧財產權

法與人工智慧的法規與政策。

	 此次會議邀請來自不同

領域之與會來賓一同參與沙崙智

慧綠能科學城與數據治理之討

論，討論面向多元，如何於學界

跨足業界之人才培育、企業永續

經營下的數據轉型、AI 人工智

慧對於虛假訊息查證判斷真偽之

機制等議題進行跨界探討。

在銘傳大學法律學系擔任兼任講

師的教育部簡任秘書廖炯志表

示，科技的提升與數位革新，終

將回歸人類社會的應用，並非只

是侷限特定資通專業領域戰場，

因此教育部提出「人文社會與科

技前瞻人才培育」等計畫，期待

包括法律學門在內的人文社會領

域學者專家乃至第三部門投入，

共同參與這個時代革新，建構領

先全球的的數位素養與秩序。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處長

尤天厚表示，現在虛假訊息非常

嚴重，臺南市政府也備感困擾，

很感謝老朋友南臺科大虛假訊息

中心主持人羅承宗教授邀請參與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 ( 左 3) 與產、學、醫界貴賓於「南臺科大 5G+XR 研發中心啟用活動」揭牌儀式中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 5G+XR 研發中心啟用活動」大合影。

此次會議，臺南市政府目前其實

已經把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的部

份，將其當成是臺南古都轉型智

慧的樞紐，市府期待能夠透過沙

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做為將來

臺南市綠能科技的一個創新發動

機，也希望透過科學城，能進

一步的協助產業界追求永續的目

標，並在人工智慧領域部分持續

朝向與世界接軌。

	 南臺科大商管學院院長

張瑞星表示，5G 時代的來臨，

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等領

域的應用成長，勢必將高速驅動

產業轉型與經貿發展，同時也將

衍生各種新全球化的治理議題。

張院長更以曾擔任資策會科法所

所長的經歷，期待與會嘉賓所討

論之議題與建議能成為未來沙崙

科學城發展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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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與南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於南臺科技

大學半導體中心進行產學合作協

議簽約暨設備捐贈儀式，當日教

育部技職司楊玉惠司長特別南

下，與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南茂科技董事長鄭世杰、南

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鄭秀絨副局

長、台南市勞工局王鑫基局長等

產、官、學貴賓聯袂出席，並對

該校「學術及技術並重」為教育

內容，留下深刻印象。

	 南茂科技創立於 1997

年，為在半導體封裝測試領域

中具領先地位的公司，於新竹科

學園區、湖口、竹北及台南科學

園區分別設有專業測試、晶圓凸

塊及封裝廠，主要從事提供高

「南臺科技大學與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設備捐贈記者會」大合影。

南臺 x 南茂科技
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設備捐贈記者會

密度、高層次記憶體產品及液晶

顯示器驅動 IC 之封裝及測試服

務。南茂科技亦延伸其專業封測

技術，以開發符合市場與客戶需

求之多元化產品技術。其服務的

對象包括半導體設計公司、整合

元件製造公司、及半導體晶圓廠

等。南茂科技捐贈封裝關鍵製程

「晶圓切割機、晶片黏結機、打

線機」等三台半導體封裝設備予

南臺科大工學院半導體中心，作

為由光電系與南茂科技的資深工

程主管所擔任的業師進行實務教

學之用。以期培育學生在進入封

裝產業前，先行了解現場的工作

內涵、縮短學用落差。

	 南茂科技董事長鄭世杰

表示，此次產學合作協議的簽署

與捐贈「封裝關鍵製程設備機

台」，主要是希望能夠深化雙方

產學技術的合作。藉由這些設備

與南茂科技業師的實務教學，能

讓南臺科大的學生在學校時就能

有機會學習到封裝關鍵製程設備

的實際操作、並掌握與業界同步

的實務經驗，藉以培養更多理論

與實務並重的技術人才，這是非

常難得的機會。另外也期許南臺

科大的學生，在透過公司所提供

之獎學金與實習機會等產學合作

方案，除了提升相關的專業知識

及實務經驗外。同時藉由實地的

工作實務見習機會，以瞭解並認

同南茂科技的企業文化，於畢業

進入南茂科技後，快速融入南茂

科技的大家庭，成為公司與半導 與會貴賓參觀半導體中心之情形 -1。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與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世杰於會中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之情形。

體封裝產業優秀的人才。

	 校方表示，未來南臺科

大與南茂公司將透過產學合作建

立長期的夥伴關係，包括進行教

師之產學合作案、學生到公司實

習、公司提供大學部及研究生獎

學金等方式，南茂業師透過捐贈

之機台與學校課程結合，推動類

產線之實務教學，可望達成畢業

即就業，縮短學用落差。

	 盧校長說，南臺科大長

久以來，積極配合國家重點發

展之半導體產業人才培育政策，

如今再獲得南茂公司所提供的

各項資源挹注下，期待雙方在

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創造產

業與學界、學生的三贏局面，

使得南臺未來畢業生，在半導

體封裝產業，能注入更多的就

業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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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委託南臺科

技大學主辦的「老闆娘學院」，

日前於南臺科技大學圖資大樓

進行結訓典禮。此屆結訓典禮

於念慈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

邀請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副總幹事陳宗明、南臺科技

大學校長盧燈茂、副校長周德

光、主任祕書王永鵬、商管學

院院長張瑞星、副院長洪崇文、

以及臺南市南臺老闆娘協會高

佩玉會長、輔導會長侯惠專及

各歷屆前會長等嘉賓出席，現

場氣氛熱絡，溫情滿滿。

	 此屆結訓典禮受疫情影

響，部份學員未能出席盛會，會

中亦採全程直播，讓大家一同感

受這熱情的時刻，此次畢業生代

表發表溫馨畢業感言，學員們更

發揮創意，以生動活潑的舞蹈展

現團隊精神。

	 南臺科技大學財法所與

台南律師公會、法律扶助基金

會台南分會攜手合辦「南臺法

學名家講座」，日前於南臺科

大 E 棟圖資大樓 13 樓念慈廳舉

行，此屆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系林明昕、徐婉寧、薛

智仁三位皆為台南出身的傑出

教授，進行三場專題講座，並

邀請台南律師公會林仲豪理事

長、宋金比顧問、法律扶助基

金會台南分會黃雅萍分會長、

卓平仲執行秘書皆出席與會。

	 南臺科大副校長周德光

除對來賓表示感謝外，更指出

「南臺法學名家講座」活動迄

今已邁入第 11 屆，是一兼具

「實用性」與「學術性」的法

學講座，每年都邀請各界先進

共襄盛舉，也日益受到群眾關

南臺科大老闆娘學院熱鬧結訓典禮由校長盧燈茂 ( 一排右四 ) 率領校內師長與老闆娘學院全體學員大合影。

「第 11 屆南臺科大法學名家講座」與會來賓開幕合影。

南臺科大 111 年老闆娘學院春季班 
熱熱鬧鬧慶結訓

第 11 屆南臺科大法學名家講座 
聚焦憲法訴訟與勞工職災保護

	 此屆「老闆娘學院」畢

業生共五十四名學員，課程內容

涵概「面相術與人際關係經營」、

「機器人好夥伴 -生活應用篇」、

「校園研產資源分享」、「中

草藥保健應用 - 中藥好好玩」、

「租稅規劃 -財產繼承與贈與」、

「社交禮儀與美姿美儀」、「職

業婦女之情緒管理」、「驚豔味

蕾 - 咖啡與甜點」、「自信魅力

養成」、「女性醫學保健」、「長

照資源分享」、「生命靈數．數

字密碼」、「精進廚藝 - 中式料

理」、「車禍及常見民事糾紛調

解」、及「市政建設及政府資源

分享」等十多項實用的主題。學

員們都是長期忙於照顧家庭與事

業的老闆娘、或是女性企業負責

人或高階幹部，把握機會回到學

校進修並拓展人際關係，認識來

自各行各業的姐妹，此精神非常

注。此次，講座齊聚對於人民

權益的保障與法治國的維護深

具影響力的優秀法界先進，期

待參與學生能成為未來巨大的

能量。

	 第一場講座林明昕教授

以「憲法訴訟與暫時權利保護」

為題，從制度緣由、架構與目

的加以解析相關爭議，從大法

官會議到憲法法庭的演進，堪

稱是我國近年最大的公法制度

改革，制度運作的諸多嶄新概

念與將來在訴訟上的實際應用，

林明昕進行深度的剖析。

	 下午第一場由徐婉寧教

授透過線上講授方式，以「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之現

況與展望」為題，從過去勞工

職災過往規定，到新修正災保

法，進而分析過往的爭議問題

難得可貴。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於致詞時指出，近期受疫情影

響，眾多課程皆改為遠距教學，

但老闆娘百忙之中仍抽空參與實

體課程的精神令人敬佩，老闆娘

不斷學習成長，才能讓企業在快

速變遷的環境中持續進化，維持

競爭力。盧校長也表示，「老闆

娘學院」是一個非常特別又洋溢

著學習熱情的女性成長團體，南

臺科技大學很高興能和大家結

緣，也非常重視這個特別的推廣

教育活動，更提醒結訓學員記得

「一日南臺，終生南臺」，所有

結訓學員都是南臺的校友，並期

許學員們如同已完成學業的學姊

們，充實內在知識後，能在職場

上及家庭裡發光發熱。南臺科大

會永遠和大家站在一起，做大家

事業發展和成長的後盾。

是否解決等面向，精闢闡釋，

亦提到新法相較於過往過度廣

泛的保險給付，可能會提高道

德風險的憂慮；下午第二場則

由薛智仁教授以「刑法解釋適

用之憲法審查」為題，以罪刑

法定原則、罪責原則、比例原

則，就實務裁判加入憲法觀點

來加以解析。

	 南臺科大教授兼所長羅

承宗於閉幕致詞時表示，作為

協辦單位，今年因疫情關係，

舉辦實體會議更要特別審慎注

意，不管是講座還是來賓都要

戴口罩、遵守防疫規範與會，

更是倍感辛苦。但隨著疫情發

展，期許下一屆的「法學名家

講座」大家能不隔著口罩，在

這個美麗校園裡，更無拘束地

進行法學課題的研討與思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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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畢業季來臨，協助

畢業新鮮人投入職場工作，由台

南市政府勞工局與南臺科技大學

共同主辦之2022「台南好生活	台

南呷頭路」part2 實體就業博覽會

日前舉行完畢，市長黃偉哲、勞

工局局長王鑫基、南臺科技大學

校長盧燈茂、副校長朱志良、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分

署長劉邦棟、臺南市榮民服務處

處長王國能、台南市職業總工會

理事長黃江福、臺南市總工會理

事長陳水木、臺南市中小企業榮

譽指導員協進會會長郭玉麗、台

南市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理事長梁

志男等多位貴賓到場為求職者加

油打氣。

	 此次就業博覽會雖受疫情

影響，但仍吸引許多求職者參與，

「台南過生活	台南呷頭路」part2 就業博覽會於南臺科大活動大合影。

「台南好生活 台南呷頭路」part2
就業博覽會於南臺科大熱鬧登場

主辦單位共邀集服務業、傳產業、

科技業等 105 家廠商釋出 8,586

個工作機會，現場有多家知名廠

商如台灣國際航電、台積電、群

創光電、光洋應用材料、萬國通

路、統一企業、全聯實業等，其

中更有 5,502 個月薪超過 3萬元

以上的工作職缺，並以「GOOD	

JOB」為意象，展現這次就博會

的多元職缺，另有提供「職涯諮

詢」、「履歷健檢」、「面試模

擬」、「美髮水噹噹」、「投履

歷抽平板」等加值服務，希望讓

求職者能順利就業成功，找到理

想工作。此外，就業博覽會現場

還提供了履歷健檢、面試模擬、

CPAS職涯諮詢、免費美髮、求職

顧健康等多項求職貼心服務，更

有南臺科大學生設置的「職人鬆

一夏市集」，及該校流行音樂系

學生的藝文表演，除讓學生有一

個表演的舞台，也讓這場就博會

有更多元的呈現。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

表示，走過半個世紀的南臺科大

用心辦學，在校內優秀師長帶領

下，各項辦學績效獲得教育部及

各界的肯定與讚揚，畢業生就業

狀況也非常優秀，尤其半導體人

才更是搶手。今年亦榮獲遠見雜

誌「企業最愛大學生」之殊榮，

領先多所國立科大，表現亮眼。

盧校長表示學校對畢業學生有責

任，感謝勞工局在每年畢業季時，

辦理這場就博會，適時提供畢業

生就業服務，希望今日求職的民

眾都可以找到好工作，廠商也可

以找到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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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產設系

　	活動名稱：2022	International	Busan	Design	Award	

																									(IBDA)釜山國際設計競賽	

					參賽項目：學生組：自由主題類

					參賽學生：杜偉笙、	李玟綾、鄭芷盈、	蔡芝琳、	

																									楊詠翔

ibda	Idea	
（創意獎) 	陳亞麟

2022/06 產設系

　	活動名稱：2022	International	Busan	Design	Award	

																									(IBDA)釜山國際設計競賽	

					參賽項目：學生組：自由主題類

					參賽學生：鄭芷盈、蔡芝琳、施冠廷、王信鈞

ibda	Idea	
（創意獎) 	陳亞麟

2022/06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排球聯賽				

					參賽作品：一般男生組

					參賽學生：	莫于寬、方偉驊、趙翊凱、陳晉倫、

																										沈沂軒、黃澔元、陳冠勳、張子洋、

																										洪若馨、鞠睿瀚、楊邵帆、郭繼家、

																										龐宇軒、余典羲、李冠賢、李柏誠、

																										趙晨瑋、陳冠豪

第六名 蘇素月

2022/06 產設系

　	活動名稱：第11屆	KYMCO	設計挑戰盃	│疫後新生│

					參賽學生：	杜偉笙、	李玟綾、鄭芷盈、	蔡芝琳、	

																										楊詠翔

銅獎 方健民
陳亞麟

2022/06 產設系

　	活動名稱：第11屆	KYMCO	設計挑戰盃	│疫後新生│

					參賽學生：杜偉笙、	李玟綾、鄭芷盈、	蔡芝琳、	

																										楊詠翔

銀獎 方健民
陳亞麟

2022/06 國企系

　	活動名稱：2022致理盃國際商貿英語簡報競賽全國賽				

					參賽作品：大專非應(外)組

					參賽學生：	陳德安、莫凱雯、李俊寬

亞軍 楊維珍

2022/06 通識教育中
心

　	活動名稱：11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

																										「文以載數創作獎」

					參賽項目：詩歌類

					參賽學生：	李依宸

佳作 彭易璟

2022/06 通識教育中
心

　	活動名稱：11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

																										「文以載數創作獎」

					參賽項目：詩歌類

					參賽學生：何品蓁

佳作 彭易璟

2022/06 通識教育中
心

　	活動名稱：11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

																										「文以載數創作獎」				

						參賽作品：一詩歌類

					參賽學生：	陳姿羽

優等 彭易璟

2022/06 通識教育中
心

　	活動名稱：11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

																										「文以載數創作獎」

					參賽項目：詩歌類

					參賽學生：	許竣翔

優等 彭易璟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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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通識教育中
心

　	活動名稱：11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

																										「文以載數創作獎」

					參賽項目：散文類

					參賽學生：	許昱祥

特優 彭易璟

2022/06 資訊管理系

　	活動名稱：2022「集點子大賽」

					參賽項目：AR/VR大專組

					參賽學生：張靜媚

佳作 吳盛

2022/06 資訊管理系

　	活動名稱：2022「集點子大賽」				

						參賽作品：創意短片大專組

					參賽學生：	于芸娸

佳作 吳盛

2022/06 資訊管理系

　	活動名稱：2022「集點子大賽」				

						參賽作品：主題組

					參賽學生：	李禹葳

佳作 吳盛

2022/06 資訊管理系

　	活動名稱：2022	資訊智慧創新跨域專題競賽

					參賽項目：流行歌唱03J組

					參賽學生：嚴文欣、楊曉姍、楊宗承、張憲旻

甲等獎 吳昭儀

2022/06 視傳系

　	活動名稱：2022金點新秀設計獎

						參賽作品：社會設計類

					參賽學生：	邱靖雯、陳又菱、余采芬、王埝綺

金點新秀年度
最佳設計獎 賴孟玲

2022/06 體育中心

　	活動名稱：2022	Core77	Design	Awards				

					參賽作品：	Transportation

					參賽學生：	杜偉笙、李玟綾、鄭芷盈、蔡芝琳、	楊詠翔

Student	
Notable	
Award

陳亞麟

2022/05 資訊管理系

　	活動名稱：全國商業管理與資訊應用專題競賽

					參賽項目：大學校院組

					參賽學生：黃敬哲、薛丞祐、賴俊樵

優	選 陳偉業

師生榮譽榜
2022	/	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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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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台南律師公會民主法治教育推廣活動-
高中法律營

【高教深耕】經費預算管考會議

第110-24次行政會議

110學年度第2學期
第3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111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現場分發

第110-23次行政會議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年度續評

山海城鄉─顧鄉人顧鄉事　南臺科技大學
2022年USR成果發表會

金融證照測驗電腦應試	
(台灣金融研訓院	台南考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