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ＳＯＵＴ
ＨＥＲＮ
ＴＡＩ．
ＷＡＮ．
１６０



餐旅系師生走入西港金砂社區 在地文化與食材創新展實力

南臺科大勇奪遠見雜誌「台灣最佳大學排行」人文社科類科技大學第一

南臺科大應日系 111年學海築夢暑期日本實習出發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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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為目標「4‧9‧11創新課程線上成果展」

南臺科大實踐USR有成 舉辦成果發表會延續對話

「2022靜英盃全國大專院校三創大賽」國企系「H   U創業團隊」獲創業組第一名

輝煌南臺

國際南臺

院系傳真

活動傳真

長庚科大 x 南臺科大 深化社會實踐及通識教育

「我是你的眼─看見家鄉」澎湖自造教育營隊 跨海菊島自造趣

視傳系 USR 計畫 x 左鎮國中、在地青年 老街調查 讓文化向下紮根

南臺科大與石門國小實踐史懷哲精神 舉辦「探索石驗室」夏令營

活動一覽表

師生榮譽榜

發行人 /  盧燈茂 校長
發行單位 /  南臺科技大學 秘書室
編輯製作 /  南臺科技大學 秘書室
                  公關組
校址 /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一號
電話 /  (06) 253-3131
網址 /  http://www.stust.edu.tw 



南臺科大勇奪遠見雜誌「台灣最佳大學排行」
人文社科類科技大學第一

                遠見雜誌「2 0 2 2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出爐，南臺科大繼連續四年蟬聯遠見雜誌「文法商大學類別排名」全國科
大第一，繼續勇奪「人文社科類」全國科技大學第一。此外，南臺科大於「技職大學30強」中，排名第12，超越許多國立科大
，凸顯該校紮實的辦學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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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以產業最佳夥伴自我定位，在教學革新與致力產學的基礎上戮力耕耘。近年來，秉持「研究、創新、
追求卓越」之辦學理念，戮力辦學，獲廣大年輕學子及家長認同，學生人數於技職校院中名列前茅。此外，更以產學共構打造
實務致用的科技人才，在產業缺工問題持續發酵之際，提供產業需求人才，學生還未畢業即已預約一空，為亟需人力的產業界
，提供優質實務人才。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科技大學秉持「信義誠實」校訓，作育英才，不僅持續邁向「技職頂尖的標竿學校
」，也不忘實踐「造福社會，建設國家」的創校宗旨，使南臺科大辦學除贏得教育界至高的評價與榮譽之外，亦獲得社會各界
的高度肯定與口碑。南臺科技大學多年來致力教學革新，推行國際化，深耕產學合作，整合產官學研外部資源，不僅協助企業
培育契合式人才，解決產業人力缺口，並與企業共同開發關鍵技術，建立師生研發應同時展現產業應用價值之觀念，協助區域
中小企業升級轉型，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此次在最佳大學排行取得佳績，更將是南臺科大全體師生持續往一流大學大步邁進的
驅動力。

                南臺科大商管學院於 2 0 1 7 年 5月通過國際商管教育認證（AACSB），為全國第一所獲得此國際認證之私立科技大
學，今年繼續取得 AACSB「持續精進認證」，此外，更於 2019年3月推出「南臺幣」，更為台灣第一家將 FinTech 區塊鏈技術
落實在校園的學校，同時成立智慧金融實驗室，結合了人工智慧、雲端與大數據技術，融入教學翻轉的概念，透過財金各領域
金融科技系統的提供，建構校園金融沙盒環境，讓師生利用小組討論的方式，發揮創新創意設計。南臺科技大學自創校以來便
以「學術及技術並重」作為教育內容，在此 Fintech 蓬勃發 展的趨勢下，將技術落實於教學場域與日常生活，進而培育優秀人才

，再再展現南臺科大的用心與專業，成為文法商大學排名連續四年蟬聯科技大學第一，人文社會科類科技大學第一，應屬實至名歸。



南臺科大應日系
111年學海築夢暑期日本實習出發囉！

                睽違兩年的日本海外實習 ，因
為各國疫情逐漸趨緩或共存政策，南臺科
大應日系第一梯次暑期日本海外實習已於
日前出發前往日本香川實習，目前台灣、
日本四國之間尚未有直航班機，學生們必
須由大阪關西國際機場入境，並由企業開
車接回香川琴平實習場所，前往的路程雖
然辛苦，但學生們仍難掩飾雀躍的心情。
              此次南臺科大暑期實習前往的是
日本四國香川縣排名第一的琴平大飯店集
團，該飯店旗下有「紅梅亭」「櫻之抄」
溫泉飯店和一間商務旅館，企業在疫情期
間也沒有停滯下來，為了重啟實習準備，
重新裝潢了實習生宿舍，希望能提供來實
習的學生有舒適和乾淨的住宿環境。

                此次前往實習的簡同學表示 ，
到今天出國都還沒有告訴任何朋友，因為
直到坐上飛機前一刻都是忐忑不安的，第
一梯次實習生原定7月5號出發，因為辦理
手續時間拉長，又繁雜，而延到7月23日
出發，唯一的遺憾是因為此趟實習需於開
學前回來，實習生們都覺得時間太短，但
能夠出國，已經比前兩屆的學長、姐們幸
運多了。              南臺科大應日系主任鄧美華表示
，南臺科大應日系自民國 100 年開始推動
日本海外實習，剛開始只有 3 位實習生，
到疫情前已高達每年送出 120 多人次的實
習生，南臺科大應日系秉持著「只要你願
意」，幾乎每位學生都有實習的機會，提
升學生實務上的經驗，很多來就讀南臺科

大應日系的學生，都是因為實習機會
非常多，慕名而來的。鄧美華主任對
於這兩年因為疫情無法出去實習的同
學感到婉惜，相信未來一切將回到原
來的軌道，讓學生們能夠完全恢復實
習，築夢踏實。

              南臺科大日本海外實習第一梯次
已經出發，近期內將有第二梯次、第三梯
次的實習生相繼前往日本海外實習，此外
，新南向海外實習也已經於7月8日出發前
往菲律賓的日本企業實習，南臺科大應日
系未來也將不斷地擴展實習領域和場所，
相信未來應日系學生在語言、國際移動力
和實務上的能力會大大提升。

國際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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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靜英盃全國大專院校三創大賽」國企系
「H   U創業團隊」獲創業組第一名

              「2022靜英盃全國大專院校三創
大賽」日前舉行線上頒獎典禮 ， 南臺科技
大學國際企業系「H    U創業團隊」榮獲創
業組第一名，從眾多實力堅強的參賽團隊
中脫穎而出，榮獲創業組第一名，堪為嘉
許。
              此團隊係由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
業系楊維珍老師及視覺傳達設計系林佳駿
老師共同指導，陳琮淯、羅翊文、王少妏、
陳奕婷、劉志翔、徐郁雯等六位學生所組
成，以環保多功能廚房用品，作為創業初
之主要商品，在創業構想書中分短、中、
長期完整的呈現 5 年的行銷策略與財務規
劃，從開發產品、尋找製造商、推銷到銷
售商品，並響應環保，設計了一套完整的
設計商品化之綠色產銷流程，完整的商業
模組及實踐力， 加上優越的現場簡報表現
能力與團隊精神，南臺科大獲獎團隊的表
現獲得評審團一致的青睞，給予高度的評
價。
               因疫情關係，競賽改為企劃書及簡
報錄影的線上方式進行評比，評審曹添旺董
事長表示，團隊間的合作很重要，同時是否
有注意到環保及永續發展的議題，都是評審

們會加分的項目。南臺科大「H    U創業
團隊」隊員有研究所學生、當屆畢業生、
大三及大二學生、  還有外籍生，一個跨
領域並跨國籍的團隊，團隊的簡報，節奏
分明、合作無間，展現出團隊合作精神，
此團隊所設計出來的商品完成度高，不僅
注重收納性、功能性、實用性之餘，更謹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表示，
南臺科大致力於推動創新創意活動，多年
來已具備成熟的培育機制，鼓勵學生多多
參與校內外競賽，南臺科大舉辦的三創活
動，除了能激發學生創意與創新之實作能
力外，更能引導學生尋求理想之創業模式
，培育學生未來創業基礎上的概念與能力
，此次南臺科大獲獎團隊是經過努力的培
育訓練，才能獲得「2022靜英盃全國大專
院校三創大賽」創業組第一名之殊榮，期
望未來學生團隊能更增強自己的實務經歷
，讓自己在校所學的知識加以發揮。

守秉持著 3R (Reduce 、Reuse、Recycle)
的環保概念達到永續發展的理想。

國際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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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系師生走入西港金砂社區 
在地文化與食材創新展實力

                南臺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餐
旅產業人力資源管理」與「餐旅採購與供
應實務」USR課程於日前圓滿結束，此學
期師生走入臺南市西港區金砂社區，在超
高齡長者生命故事的引導中審視餐飲烘焙
與在地文化間的鏈結，利用在地食材結合
文化特色研發創意烘焙點心，以產地到餐
桌的概念發想自然美味，以食物為媒介凝
聚社區共識，延續在地食材與文化生命力
。

               今年「餐旅產業人力資源管理」
與「餐旅採購與供應實務」課程中融入了
永續飲食與食農教育等社會實踐的精神與
元素，南臺科大蘇家愷與毛佩娟兩位老師
與學生分別前往臺南市西港區金砂社區，
參與的50位師生從人文關懷與永續城鄉的
角度切入，藉由田野調查探討社區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觀察重要文化活動與當地
耆老深度訪談，更進一步了解金砂社區鄉
土史、「西港一百個微笑的臉」社造計畫
、香料與製香文化、生活習俗、廟宇陣頭

文化與典故，並聆聽高齡90歲的長者
們娓娓訴說生命故事，其堅毅的精神
及對生命價值的尊重，深深觸動參與
的師生，更加深師生對於文化傳承與
社區價值的認同，重新審視餐飲烘焙
與在地文化的鏈結，進而研發出更能
展現地方特色的伴手禮盒，持續推廣

在地食材的美味與文化。

              臺南市西港金砂社區花
旗木步道是近年來熱門的賞花景點
，每年三月花旗木綻放的季節，粉
紅色花海綿延數百公尺非常壯觀，
吸引眾多遊客前往，南臺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西港區及善化區餐飲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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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社會實踐」USR計畫與臺南市西港
區金砂社區發展協會自2021年起攜手合作
，結合餐旅管理系學生專長，從花旗木的
浪漫粉紅設計發想，以當地盛產的芝麻、
牛番茄等食材開發芝麻麻糬、芝麻瑪德蓮
、芝麻櫻花酥、起司棒及古早味芝麻麵茶
等一系列特色點心，獲得熱烈迴響。

           執行此「餐旅採購與供應實務」課
程的蘇家愷老師表示，如何結合學生的
專業餐飲技能、社區居民共識與在地食
材特性，開發出能夠實際生產的烘焙商
品，是創新商品研發過程中最大的挑戰
，專業實踐活化農業社區的使命感是支
持餐旅管理系師生持續努力的力量。

院系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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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為目標
「4‧9‧11創新課程線上成果展」

                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的
在地創生與傳播USR計畫』舉辦「4 ‧ 9
‧ 1 1創新課程線上成果展」，開展當天
恰逢長庚科技大學USR計畫團隊南下，
與南臺科大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USR
計畫進行交流活動，這項活動在南臺科
大副校長朱志良的帶領下於交流會現場
揭幕，十一門課程的師生於線上觀禮，

完成了線上與實體融合的創意開展，並
誠摯歡迎群眾上網了解創新課程線上成
果： https://sites.google.com/stust.e
du.tw/usr110-2/home。
                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的
在地創生與傳播USR計畫』向來以引導
該校學生關懷地方，透過解決地方相關
議題，培養學生相關能力，以達地方創
生為目標。此計畫團隊每學期約開設十
門相關聯的USR創新課程，引領500位
學生走入一府城與四月津的實踐場域，
集思廣益做文化保存與創生工作。原本
應於每學期期末舉辦的USR創新課程實
體成果展，因今年五月疫情嚴峻，改成
線上展模式，計畫團隊依據去年抗疫的
經驗，迅速透過每門課程的教學TA進行
溝通，在短短的時間內讓任課老師與學
生順利轉換呈現方式，才得以圓滿完成
開展工作。繼去年的「抗疫聯合成果展
」主題，今年計畫團隊將重點置於於聯
合國永續發展議題的執行可能，並檢視
計畫與各課程的屬性，相當符合「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的4 (優質教育)
、9 (產業創新)、11 (永續城鄉) 3
項SDGs指標，因此將今年展覽主
題訂為「4 ‧ 9 ‧ 11 聯合成果展」。

                此次計畫團隊共開設12
班11門創新課程，課程由通識中心
、數位設計學院與商管學院組成，
分屬於「看見在地文化．翻轉郊商
風華」、「郊商文化的對話與對接
-五條港vs月津港」與「神農街數位
媒體」三大課群。其中走讀在地文
化課程於疫情下仍順利的產出「作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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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校長表示，文化底蘊
USR計畫的創新課程，每學期老師與學生的投入度
百分百，除了亮眼的成果外，也成為計畫的養分，
為地方創生，逐步完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計
畫的「4 ‧ 9 ‧ 11 創新課程線上成果展」也已經開展
，數位影像創作研究課程研發的光雕除線上展外，
將於8月19-21日於神農街康樂街口作實體展演，歡
迎大家上線瀏覽參觀成果展，來神農街看光雕。

伙來踅五條港」、「老地方間諜」等六
款分屬五條港與月津港的桌遊，相當難
能可貴。老街文創與再生課程信義街組
的「誰是兇手」街區遊戲，採謎中謎的
設計手法認識老街，極具創意。數位媒
體課群的遊戲機制與心理課程針對五條
港區，創發出27個線上遊戲的構想，假
以時日完成構想，將成為五條港區的亮
點。首次加入的休閒管理系的遊憩管理
課程，已為鹽水區發想出四款認識鹽水
的城市解謎遊戲的構想，未來將在構想
上落實遊戲，值得期待。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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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與石門國小實踐史懷哲精神 
舉辦「探索石驗室」夏令營

              南臺科技大學於臺南市石門國小
辦理「探索石驗室」夏令營，開幕式當日
由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歐慧敏
教授及石門國小劉珍琳校長二位共同主持
開幕，展開為期三週的營隊活動。為提供
教育優先區學生暑期課業輔導與身心均衡
發展，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生著
手規劃「111年度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之計畫，今年由
南臺科技大學12位師資生一同熱情參與，
發揮各自所長，組成服務志工團隊。

              南臺科大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王
佳琪表示，南臺科大師資生今年營隊課程
名稱為「探索石驗室」，秉持著「做中學
、學中玩」的精神，每項課程都具備實驗

用藝術課程帶領學生描繪特色舞獅、創作
流動畫等，讓學生體驗到多種藝術呈現；
黃孟涵同學透過「生活樂器知識王」帶領
學生打破對生活周遭物品既定的印象變成
樂器，發現生活處處有樂趣；王秀婷同學
透過旅遊紀錄與故事發想入語文創作學習
，引導學生發覺寫作的樂趣；帶蔡育呈同
學透過英文歌曲教唱讓學生能夠勇敢開口
演唱，數學課程則是透過大家熟悉的撲克
牌帶入數學概念，讓學生能透過遊戲提升
學習數學的樂趣；黃湘君同學將閩南語與
歌曲結合，帶領學生進入生動有趣的課程
；黃俊銘同學透過簡易的實驗操作讓學生
認識自然原理，培養學生做中學與實驗精
神；高子茵同學將劍獅的特色融入社會課
程中，讓學生培養資訊整合的能力，期盼
三週豐富有創意的夏令營活動可以豐富石
門國小學生們的暑假生活，一同創造美好
的學習經驗。

              此次營隊課程由南臺科大師資生
規劃了兼顧學生全人發展的創意多元課程

，並與南台自造教育社團合作進行一門手
作課程，內容分別有師資生陳姸伃同學及
洪靖雯同學以日文和日本文化為主題，讓
學生對日文有基本認識並提高國際素養；
湯蕙菱同學將「code org」的程式融入課
程，透過資訊的闖關加強邏輯思考，並透
過「生命中的斷捨離」綜合課程讓學生探
索自己內心的感受，學習珍惜當下；莊哲
緯同學以「體育少年」為主題設計相關系
列課程，讓學生揮灑熱情的汗水還可以學
習運動技巧；葉恩彤同學在手作課程中教
導學生製作卡祖笛、匠紙狐狸面具，匠紙
狐狸面具帶領學生製作，讓學生動手做出
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面具；林妍均同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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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要素，讓學員們能經過不
斷地實驗、衝突、碰撞，激盪出
更精彩的實驗成效，協助學生找
到最適合自己的領域，激盪出學
習的熱情，並在營隊中獲得探索
多元學習的樂趣，期許藉由此次
志工服務營隊，能讓南臺科大師
資生體會史懷哲赴非洲行醫服務
偏鄉的情懷，透過南臺科大師資
生與石門國小學生的互動與教學
實踐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進而推廣史懷哲無私的服務精
神，共同為今年暑假留下美好回
憶。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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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實踐USR有成
舉辦成果發表會延續對話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山海城鄉
─ 顧鄉人・顧鄉事　南臺科技大學 2022
年USR成果發表會」，由7個USR計畫團
隊接力分享近六年執行成果，並由場域
夥伴及學生擔任發表會與談人，從社區
及學生的觀點共構USR成果論述與影響
力。

              此次活動除了由南臺科大各團
隊計畫主持人暢談計畫發想、執行方案
與成果，亦嘗試建置學生建構USR論述
的機制，同學侃侃而談深入在地的經驗
對其專業與生命的啟發。南臺科大多樂
系陳德宇同學表示，參與USR計畫最大
的收穫是運用多媒體及電腦娛樂專業與
神農街、鹽水月津港社區共創街區遊戲
和文創商品，在行動中深刻體會地方創
生的社會實踐意義；南臺科大資傳系畢
業生歐陽迪芃表示，過去因參與USR計
畫有機會深入鯤鯓社區用影像專業記錄
珍貴的文化資產，喚起大眾關注在地議
題，這段經歷也成為現在從事影像創作
的養分；南臺科大流音系學生陽詠如、
鄭安辰與傅宥宸表示，參與USR計畫讓
他們相信藝術可以改變世界，學會與不
同群體「共融」，也讓將來的音樂創作
想像更加寬廣；南臺科大視傳系學生吳
沛臻、陳俞亘與畢業生余采芬則表示，
藉由參與USR計畫深入研究左鎮文化、
重現後坑古道的價值，將場域故事與知
識轉譯成商業設計，並累積企劃展演活
動的經驗，過程充滿挑戰卻有豐厚的收
穫與感動。

區金華里里長柯崑城、佳里區延平國小
教務主任周俊良、中華民國愛自造者學
習協會創辦人蘇文鈺及台南市文化協會
執行長鄭采芩等場域合作夥伴均表示，
大學能量投入對社區的改變顯而易見，
藉由定期對話建立共識，導入專業實踐
鏈結區域資源，為在地議題開拓多元思
考路徑，提煉地方特色活絡社區經營模
式，南臺科大師生帶動社區居民熱情，
也讓國中小學童的社區認同從小扎根，
場域夥伴也對南臺科大學生在社會實踐
中益發自信與成熟表示讚許，並期許學
校與社區能一同成長永續合作。                臺南市西港區區長林耿漢、南

                此次活動主題「山海城鄉」意
指南臺科大USR計畫團隊足跡遍及臺南周
邊的山、海、城市和鄉村，而「顧鄉人・
顧鄉事」的「顧」則有兩層含意，一是「
看見」，透過對周邊事物的敏銳觀察看見
在地議題，並透過大學能量注入以改變現
狀的多元可能性，二是「照顧」，不僅同
理關懷場域需求，也關照教師與學生在專
業發展與實踐上可促發的多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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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副校長朱志良表示
，南臺科大自106年起即獲教育部補助
執行2項大學社會實踐計畫，並於109
年成立一級行政單位「大學社會責任
推動中心」，專責社會實踐方案的校
務支援與加值整合，落實教師獎勵與
擴大學生參與，並孵育5個校內種子計
畫，成為各計畫團隊最堅強的後盾，
各團隊於此次成果展精心分享的海報
，開學後將持續於校園內展覽，讓錯
過此次發表會的教職員生有機會身歷
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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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傳系 USR 計畫 x 左鎮國中、在地青年 
老街調查 讓文化向下紮根

                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學生在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
SR）支持下，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2022年「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駐村
計畫支持，日前與左鎮國中、在地青年攜
手進行老街田野調查，挖掘老街故事，期
待再現左鎮風華。

查工作坊」與左鎮國中合作，讓大學生、
國中生混合分組，以大帶小的方式讓國中
生認識田野調查操作實務，嘗試擔任採訪
、攝影、記錄等工作，並在上、下午2場
調查之後撰寫採訪紀錄，採訪對象包括青
果市場攤商、阿貞商店、慶珍軒麵包店、
鄉土味小吃等，同學們透過實作一方面了
解田野調查實際操作面會遇到的問題，並
嘗試提出解決方法，二方面藉由訪談過程
了解左鎮的變遷，以及道路開拓對老街、
市集帶來的影響。

學年「文化產業與博物館」USR課程，對左
鎮老街有了基礎的認識，並初步完成左鎮老
街歷史視覺設計，為延續在地連結，讓自己
的設計可以在左鎮實踐，南臺科大視傳系林
雨蓁、吳雅萍、曾慧萍、顏婉靜、楊子霈、
楊珮瑄、許安岑、陳宇柔8位同學邀請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二年級的在地青年李紫
寧共組「向左走」團隊，設計4個讓不同年
齡層居民參與的策展活動，逐步蒐集左鎮人
對左鎮的記憶、想法，並預計在8月底完成
展覽。

                南臺科大視傳系學生透過110                   第一個策展活動「左鎮老街調

                南臺科大視傳系學生透過 110 
學年「文化產業與博物館」USR課程，對
左鎮老街有了基礎的認識，並初步完成左
鎮老街歷史視覺設計，為延續在地連結，
讓自己的設計可以在左鎮實踐，南臺科大
視傳系林雨蓁、吳雅萍、曾慧萍、顏婉靜
、楊子霈、楊珮瑄、許安岑、陳宇柔 8 位
同學邀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二年級
的在地青年李紫寧共組「向左走」團隊，
設計4個讓不同年齡層居民參與的策展活
動，逐步蒐集左鎮人對左鎮的記憶、想法
，並預計在8月底完成展覽。



                執行「文化產業與博物
館」USR課程的賴孟玲老師表示，
左鎮名列「即將消失的村落」之一
，108年左鎮化石園區開幕以來雖
吸引超過百萬遊客，讓菜寮地區
逐漸活絡，然而因外環道開通而
沒落的左鎮老街仍須積極擾動居
民參與，吸引遊客到訪，在山海
屯社會企業的投入下即將完成 5 
棟老屋修復，因此串聯在地西拉
雅文化、老店家、優質果農、導
覽機制建立等相關軟體建置工作
，並以「左鎮田野調查工作坊」
挖掘在地亮點故事，收集後續導
覽、宣傳的重要素材。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
表示，南臺科大視傳系「左鎮地方創生─左山遊小鎮文創」USR計畫團隊師生長期以左鎮為場域，透過課程、實作、行動、反
思，以專業參與在地文化保存傳承推廣行動，支持左鎮地方創生，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優質教育（SDGs 4）、永
續城鄉（SDGs 11）與責任消費（SDGs 12）三項指標，南臺科大將持續落實大學社會責任與在地連結，培育創新人才與地方
社區共享、共榮、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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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榮譽榜

競賽內容及作品名稱
獲獎
名次

指導
老師

得獎
日期

參加單位

師生榮譽榜

競賽名稱 : 110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 數位錄音工程師培育計畫
               「混音工程競賽」

作品名稱 : 歡樂慶豐收 
流行音樂產業系 2022/07/18 

2022/07/18 

2022/07/18 

2022/07/18 

2022/07/18 

流行音樂產業系 

流行音樂產業系 

流行音樂產業系 

流行音樂產業系 

第一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佳作 

參賽學生 : 許浚瑋 

競賽名稱 : 110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 數位錄音工程師培育計畫
               「混音工程競賽」

作品名稱 : 歡樂慶豐收 

參賽學生 : 李子維

競賽名稱 : 110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 數位錄音工程師培育計畫
               「混音工程競賽」

作品名稱 : 歡樂慶豐收 

參賽學生 : 林顯祐

競賽名稱 : 110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 數位錄音工程師培育計畫
               「混音工程競賽」

作品名稱 : 歡樂慶豐收 

參賽學生 : 陳垠孜

競賽名稱 : 110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 數位錄音工程師培育計畫
               「混音工程競賽」

作品名稱 : 歡樂慶豐收 

參賽學生 : 陳志嘉

黃昭智

黃昭智

黃昭智

黃昭智

黃昭智



活動一覽表

活動一覽表
活動內容

第11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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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個資保護管理委員會年度會議

111學年度資訊發展暨安全委員會年度會議

南臺科技大學與台南晶英酒店合作
- ｢南臺晶英菁英學院—培養未來小老闆記者會｣

獲獎
名次 指導

老師

得獎
日期

活動日期

2022/08/01 

2022/08/05 

2022/08/06

2022/08/11 

2022/08/15 

競賽名稱 : 110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 數位錄音工程師培育計畫
               「混音工程競賽」

作品名稱 : 歡樂慶豐收 

2022/08/19

2022/08/22

2022/08/24

2022/08/26

2022/08/29

第111-02次行政會議

本校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署
大學永續發展倡議書暨宣示2050年達成碳中和

110學年度大學社會責任教師獎勵審查委員會

111年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宣導說明會(線上)

第111-03次行政會議

2022/08/30
111年度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022/08/31

南臺科技大學EMB學友會帆船隊 授旗儀式

111年度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