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15日發行

162

南 / 臺 / 校 / 訊

人 文 思 維 理 念 • 寓 科 技 教 育 實 踐

USR團隊參訪雲科桂林社區 
學習與借鏡在地創生經驗

盧燈茂校長獲嘉義高中
「第十屆傑出校友」
榮獲「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
「學位論文傳播獎-全文授權數」私立技職校院組冠軍

南臺科大「第十八屆育秀盃創意獎」
成果大放異彩！



多樂系再創佳績 勇奪「第11屆巴哈姆特ACG大賞」金賞與雙優選

國企系榮獲「2022 Linker 無限可能-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三大獎

EMBA學習與休閒並進帆船隊授旗啟航 前進南台灣海岸

「元心流 沉浸體驗展：與五感的對話」於南臺科大展演

南臺科大 111學年度招生人數為
全國科大第二、私立科大第一

南臺科大 111學年度招生人數為全國科大第二、私立科大第一

南臺科大再奪111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為全國唯一獲獎大學

積極延攬國際人才 南臺科大成立「國際專修部」

         111 學年度已陸續開學，各校年度招生工作也近尾聲。因少子女化因素，今年統測報考人數僅 79,266 人，較去年減少約
9,000 人，南臺科技大學在此情形下，日間部四技報到錄取人數仍逆勢成長，從去年2,614人，提升至 2,853 人，僅次於國立高
雄科技大學，為全國科大第二，私立科大第一。在台南地區技專校院密度極高的區域，加上現今學生選校就讀漸趨地域性的雙
重壓力下，交出十分亮麗的成績，再次證明南臺科大在高中職學生及家長心目中重要的地位。

         南臺科大為了減低少子女化社會現象對學校的衝擊，在校務改革中宏觀布局，投入數億資金，提升校內軟硬體設施，包
括整建現代化多功能教室、五十學堂、社團大樓、田徑場、新風雨球場、天圓地方廣場、在水一方廣場、藝文中心等。整體校
園美化工作，更使校園煥然一新，打造讓每位學生的特長都能得到適性發展，提供企業需求人才的培育基地，也是吸引學生到
校學習之重要因素。近年促使學生進入南茂、聯電、台積電、群創光電、台南紡織、南光化學製藥、GARMIN、晶元光電、京
元電子…等國內大廠實習，讓學生蓄積能量，與未來就業市場串連順利踏入職場、追求人生夢想。

         全校師生在此薰陶下，也有相當優秀的表現，今年榮獲教育部「2022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3 金 1 銀 
1 銅，成績名列前茅、國防部「111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2022 未來科技獎」等眾多獎項；在體育方面，「111 年全
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奪得 2 金、1 銀、2 銅；繼續又在「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勇獲 3 金、4 銅亮麗成績；在辦學績
效方面，遠見雜誌公布「2022 企業最愛公私立技職科大調查」，本校榮獲「工程」和「資訊」兩類私立科大第一名，「商管」
類第二名。此外，學校舉辦音樂競賽及藝文活動，陶冶學生人文藝術氣息，讓學生在專業學習、藝術人文及體育活動上都有長
足的進步，學校各項革新政策開始發酵成長，也是讓學生選讀南臺的重要因素。

         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一直以來承續經費「取之學生，用之學生」無私奉獻精神，貫徹「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戮力辦學
，在面對不同的競爭與衝擊，學校採取有別於他校的觀望作法，提早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讓學生獲得更豐沛的學習資源，希望
南臺科大的表現能繼續受到社會各界及學生、家長的信賴，學校也將繼續秉持教師用心、家長放心、學生安心的理念來推動招生
工作，以期吸引更多優秀學生來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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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人佇遮｝USR × SDGs學生社群博覽會 展現年度實踐成果

南臺競技啦啦隊表現優異 榮獲5項競賽組別冠軍

產設系勇奪美國「IDEA傑出工業設計獎」一銅一Finalist

輝煌南臺

國際南臺

院系傳真

活動傳真

南臺青銀USRX富邦人壽X社會局 產官學共同攜手實踐社會責任

首屆素養導向大一新生暑期先修營 師生共創跨領域學習體驗

南臺科技大學「2022新生領航營」 迎接大一新生

南臺科大辦理「職員工閱讀促進方案心得競賽」頒獎典禮

活動一覽表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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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燈茂 校長

陳唯欣

許如貝

陳炳彰 院長

南臺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一號



積極延攬國際人才 
南臺科大成立「國際專修部」

       在國內少子女化之趨勢下，產業人

才需求缺口日益擴大，南臺科技大學因

辦學績效良好，今年獲教育部核可設立

「國際專修部」，招收重點產業領域國

際學生，培育製造業、營造業、農業科

技及長期照顧所需人才，在培養學生專

業能力之餘，更規劃華語加強課程，強

化學生華語能力，以利學生畢業後留臺

工作，為臺灣企業培育人才。

       南臺科大自 2017 年開啟與菲律賓姊妹

校密切合作，合作項目包含跨國問題導向

式專題課程學習(i-PBL)、學生交流、合作研

究與師資培育，師生合作於國際會議及國際

期刊發表論文，更多次在國際競賽中獲獎。

本次訪問，南臺科技大學向菲律賓姊妹校分

享臺灣技職教育發展的成功模式，更促成與

菲律賓三所學校簽署多項具體合作協定，未

來將與各校擴大推動學生前來南臺科大進行

專題研究，進而續留南臺攻讀碩士學位；同

時也將與各校推動合作研究計畫，共同發表

學術論文及參與國際競賽；另外南臺科大也

將提供獎學金予姊妹校講師，鼓勵前來南臺

科大攻讀碩博士學位，協助姊妹校提升師資

的質與量；各校也承諾鼓勵高中部學生前來

       南臺科技大學致力國際交流工作多

年，獲取成果豐碩，姊妹校遍及歐洲、

美洲、大洋洲及亞洲 31 國，國際學生校

友更散佈於世界五大洲，南臺科大配合

政府新南向政策，規劃國際專修部主要

招生國家為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

印尼及印度等國，透過當地姊妹校及校

友，合作招募優秀國際學生前來就讀。

日前，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率領副校長

周德光及隨行相關人員，前往菲律賓宿

霧及達沃進行國際交流及招生行程，拜

訪菲律賓宿霧理工學院大學（CIT-U）、聖

荷西雷科萊托斯大學（USJR）及菲律賓東

南大學（USeP）等三所學校，成果豐碩。

南臺科大國際專修部就讀。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表示

，由於國內受少子女化社會現象影

響，國內產業人才需求缺口擴大，南

臺科大為提供國內產業人才需求，

獲教育部核可設立「國際專修部」，

補助開辦費新臺幣一百萬元，同時亦

獲核准增額招收重點產業領域系所僑

港澳外生，積極引進國際人才，以提

供產業所需。南臺科大本學期在極短

時間內已招募 20 餘位國際專修部學

生，為留住人才，校方除提供優質的

軟硬體教學設施外，更設有華語中心

，使培育出的國際人才，能藉由語言

溝通快速融入臺灣社會，成為我國產

業長期人力需求來源，期望能透過教

育使臺灣成為國際社會重要的合作夥

伴。

南臺科大再奪111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
為全國唯一獲獎大學

       國防部 111 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

獻獎」，9 月 1 日於國防部舉辦頒獎典禮

，南臺科技大學繼 102、103 年榮獲「全

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後，再度獲頒此

項殊榮，亦為全國唯一獲獎大學，該獎項

由蔡英文總統親自表揚，並由校長盧燈茂

受獎，此項榮譽充分展現南臺科技大學近

年來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之豐碩成果。

良好運動習慣，該校曾於 108 年辦理「谷

關山訓體驗營」，讓學生親身體驗反恐情

境、突擊吊橋、絕壁攀登、繩索下降以及

各種野外求生訓練等，讓學生體驗團隊合

作及冒險犯難的精神，另於 110 年遠赴澎

湖防衛指揮部，辦理青春活力戰鬥營「澎

湖海龍蛙兵挑戰營」，在四天三夜的營隊

體驗中，讓學生親身體驗蛙人操、橡皮艇

操舟、迷彩偽裝及擒拿術等，幫助學生更

加了解部隊戰演訓任務，以增進全民之國

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健全國防發

展，確保國家安全。

       此外，南臺科技大學更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在臺南柳營運動靶場，舉行教育部

嘉南區大專院校第一屆「瞄向未來 擊破障

礙」射擊競賽，此次射擊活動邀請陸軍第

八軍團、航空特戰指揮部及臺南市射擊協

會併同辦理，並陳列展示國造「四輪傳動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

科大自 99 年經教育部核准設置嘉南

區「校園安全維護暨全民國防教育資

源中心」以來已邁入第 12 年，在學校

提供軟、硬體設施，全力配合之下，

如期完成校園安全維護、全民國防教

育、春暉專案等工作之執行，殊為不

易。盧校長同時也對校方同仁的努力

表示感謝，勉勵全體同仁繼續秉持高

昂的服務熱忱，為教育貢獻心力，期

許學校未來能有更傑出的表現。

突擊車」及「國軍人才招募說明會」

，使學生能近距離觀賞國軍現代裝備

樣貌，體會官兵勤訓精練的辛勞，期

使學生親身體驗在真槍實彈中，槍枝

後座力與聲響的震撼力，深刻體會親

臨戰場的緊張壓力，使能打從內心尊

敬辛苦的國軍官兵，進而培養國防意

識，堅定愛國情操。

       國防是守護家園的核心力量，國防部

為表彰致力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團體及個

人，希望發揮標竿典範的效應，進而增進

國人對「全民國防」的認知，特別辦理「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評選工作，於

此兩岸情勢緊張之際，更顯全民國防教育

之重要性。

       南臺科技大學在全民國防教育推廣上

不遺餘力，鼓勵青年學子走出戶外，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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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創新產品設計系陳亞

麟老師指導的團隊，團隊學生有蔡芝琳

、鄭芷盈、李玟綾、杜偉笙、楊詠翔等

五位同學，以作品「 Cookidlike - 兒童

廚具繪本組」，日前榮獲 2022 年美國

傑出工業設計獎( 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IDEA)，同時團隊之

另一作品「 Wheelchair Accessible E -

Scooter-輪椅無障礙輔助機車」亦榮獲

Finalist之殊榮。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協

辦的美國傑出工業設計獎(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 / IDEA)為全

球規模最大、極具聲望的設計獎項之一

，過去十年獲美國IDEA設計獎的臺灣學

生團隊屈指可數，同組團隊學生以兩組

參賽作品在此屆競賽中大放異彩獲得佳

       此次榮獲銅獎的作品「Cookidlike-

兒童廚具繪本組」，係由南臺科大產設

系學生蔡芝琳、鄭芷盈、李玟綾、杜偉

笙、楊詠翔五位同學，專為 4-6 歲兒童

所設計的廚具繪本組，利用繪本的故事

情境引導孩童操作廚具用品，父母也可

一同參與陪讀，全套產品皆配合海洋生

物既有的特色進行延伸，僅需抓、捏、

握、壓、拌即可進行操作，希望孩童能

透過 Cookidlike 訓練手部的抓握能力，

增加其靈活度及協調性，也能增進親子

感情。

       同為五位同學的作品「 Wheelchair 

Accessible E-Scooter」，則是一款「輪

椅無障礙輔助機車」，車體開合式設計

績，證明了南臺科大學生的國際實力。 能縮減停車體積，自動升降感應與扶

手能穩固輪椅與車體，騎乘更穩定，

萬向輪使轉向更靈活，此作品能改善

輪椅族外出不便的問題，期望為身障

者打造「零接觸」且安穩舒服的駕車

體驗。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近年

來南臺科大在國內外諸多設計展中表

現亮眼，此次獲獎更顯示出南臺科大

的教學成果，已達世界一流水準，更

是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成效的具

體表現，南臺科大將繼續本著校訓「

信、義、誠、實」的辦學理念，落實

「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的無私

奉獻精神，培養學生成為世界一流的

人才，讓南臺科大的學生為臺灣繼續

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

產設系勇奪美國「IDEA傑出工業設計獎」
一銅一Fi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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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電腦娛

樂科學系日前榮獲「第11屆巴哈姆

特ACG大賞」金賞與雙優選，此次

競賽頒將典禮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

中心舉行，由華人圈最大的動漫與

遊戲社群網站「巴哈姆特」舉辦，

競賽分為漫畫、動畫及遊戲組，各

組更邀請到各界製作人及現職漫畫

家、動畫導演等；其中遊戲組評審

分別由侍達遊戲 S.G. ARTS 執行長

暨遊戲製作人—劉哲魁(刃霧翔)、G

AME STEW創辦人/遊戲製作人—高

偉傑、希娜科藝創辦人暨遊戲製作

人—吳以尋、赤燭遊戲共同創辦人

—王瀚宇及SIGONO共同創辦人/製

作人—李思毅等擔任，陣容相當堅

強。

       南臺科大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

學系獲獎作品《調香師》是由南臺

科大多樂系系主任孫志誠與老師謝

承勳帶領創意團隊學生吳謦妤、張

容瑄、陳盈秀、張語洵、林語謙、

許瑞元製作，此作品分別榮獲金賞

及由文策院贊助之文策院特別獎，

此作品為 3D 機關解謎遊戲，主題

圍繞「可視香味」及「機關密盒」

製作。

              同樣獲得遊戲組優選之作品

是由南臺科大指導老師黃永銘與吳思

璿帶領，學生程政紘、石加樂、戴品

林、陳星彤、郭柔欣、蔡淳鈴所組成

之創意團隊製作，以作品《努瑪》榮

獲此項榮譽，此作品為一款 2D 橫向

平台跳躍遊戲，玩家能操作主要角色

推進劇情、探索心靈世界。

       另一獲獎作品《萬悟劫》則是

由南臺科大多樂系教授張華城與老

師謝承勳所指導，學生黃煒勛、陳

彥龍、陳冠萌、蔡皓丞、陳躍中、

陳鈺雯所組成之創意團隊製作，此

作品榮獲遊戲組優選，作品風格主

打寫實﹑東方與未來科技的結合，

遊戲戰鬥刺激緊張。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

科大多樂系致力於遊戲研發，培育優

秀的遊戲開發人才，校方在設備的投

注不遺餘力，歷年來對外參賽屢獲佳

績，此次獲獎團隊與具業界規模的團

隊相互角逐，從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

而出，實屬不易。

多樂系遊戲再創佳績 
勇奪金賞與雙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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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Linker 無限可能-全國
大專院校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
日前於彰化縣政府演藝廳舉行，南
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分別以「南
臺衍派」、「一起來丸，文香而來
」、「借我冰一夏夏」榮獲此項競
賽三項大獎。此次競賽集結了全國
超過50間大專院校系所學子報名，
報名組數共近300組，超過1000位
年輕學子參加，並經過嚴謹的初審
及12位產、官、學專家決選 。

劃獎，團隊是以丸文食品觀光工廠為研
究對象，先透過市場分析了解丸文觀光
工廠市場上定位與優劣勢，並提出推廣
策略及相關具體活動，讓更多消費者對
品牌留下深刻的記憶點，提升再訪意願
與商品回購，並透過口碑行銷擴大消費
市場。

        此外南臺科大國企系老師林靖中指
導學生鄭宜紋、陳宜玲、莊孟芳、廖心
如所組之「借我冰一夏夏」團隊，榮獲
特別獎 Linker 行銷文案企劃組最佳文案
編輯獎，團隊是以枝仔冰城彰化長興店
為研究主題，透過對外部市場以及內部
產品進行分析，提出針對目標市場的行
銷策略，使廠商得以推廣深具企業特色
的冰品。

        彰化縣副縣長林田富表示，大學生
於在學期間可以了解產業互動，可以縮
短學用落差，而企業因為無法以舊方法
解決新問題，時常面臨創新的挑戰。

        南臺科大國企系系主任楊維珍則表
示，南臺科大重視實作教學，讓學生能
與產業接軌，同時積極培訓學生具備面
對未來職場的工作能力，此次南臺科技
大學國際企業系能於此大型企業提供研
究主題的競賽中，榮獲三項大獎，再再
顯示實作教學之成果。

曾建翔、廖浚助、陳浿邗、范筠所組
成之「南臺衍派」團隊，榮獲此競賽
Linker 行銷文案企劃組第二名，該團
隊的研究廠商是鹿港知名的「桂花巷
酸梅湯」，團隊為廠商分析市場可行
性並策劃五項體驗的行銷規劃，藉由
「桂花巷酸梅湯」連結小鎮文化，並
加入地方文化原素之新設計包裝，預
期留給消費者「桂花巷酸梅湯，鹿港
第一飲品」之印象。

       南臺科大國企系老師梁文科指導
學生楊紫芸、林庭汝、黃婉瑄所組之「
一起來丸，文香而來」團隊，榮獲特
別獎 Linker 行銷文案企劃組最佳活動企

       這項「Linker 無限可能-全國
大專院校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活
動，今年已邁入第十屆，活動以台
灣優質企業為主軸，邀請近 20 家
優秀台灣企業提供研究主題，讓年
輕學子以行銷文案企劃、多媒體製
作與文創商品設計，以提出創新構
想與創意行銷的方式參加競賽。

       南臺科大國企系老師楊維珍及視
傳系老師林佳駿共同指導國企系學生

國企系榮獲「2022 Linker 無限可能-
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三大獎



EMBA學習與休閒並進帆船隊授旗啟航 
前進南台灣海岸

        南臺科大 EMBA 學友會帆船隊受邀

參與『2022 台灣 EMBA 大帆船邀請賽』

，與台大、政大、成大等國立大學進行

跨校對抗賽，南臺科大商管學院日前假

圖書館大樓 603 教室為 EMBA 學友會帆

船隊於 10/15 的南台灣航行賽事，舉辦授

旗儀式。         亞果遊艇集團侯佑霖董事長的支持

為促成南臺帆船隊成立與參賽的重要支

援，提供帆船隊所需的船舶、練習地點

與教練，侯董事長於會中表示，雖此次

亞果遊艇集團並非競賽主辦單位，但若

        會中由南臺科大周德光副校長親為

帆船隊授旗，南臺科大 EMBA17 屆校友

的帆船隊隊長蔡玉敏接旗，接旗後與指

導老師王嘉淳及隊員一同高喊「南臺啟

航、榮耀返航，Go」，現場呈現十足

的奪標氣勢。授旗儀式現場除了 EMBA

帆船隊員外，還包含南臺科大副校長周

德光、南臺科大商管學院院長張瑞星、

南臺科大商管學院副院長洪崇文、EMBA 

執行長及休閒系、餐旅系主任、教師、

EMBA 學友會理事長等人外，提供此次

競賽各項所需支援的亞果遊艇集團董事

長侯佑霖也應邀與會，儀式中還邀請侯

董事長、張院長以及 EMBA 學友會黃理

事長，在臺前共同組合帆船船舵的意象

圖，代表由南臺科大、亞果遊艇、EMBA

學友會共同支援 EMBA 帆船隊揚帆啟航

。

能為台灣水上運動發展盡力，亞果遊艇

集團絕對義不容辭。帆船運動是最好的

領導力訓練，除需時刻留意天氣、風向

等，也包含協調船員活動，確保大家的

安全；EMBA 學友會帆船隊能在最短的

時間成隊，受邀參與抗賽，相信隊員是

用信任堅定彼此信念，絕對可以一起應

付海上的種種變化。

       為了鼓舞南臺科大 EMBA 學友會帆

船隊出發前凝聚更大的氣勢，南臺科大

商管學院院長張瑞星更加碼送上「愛的

叮嚀－手工繡有隊徽的隊服與大紅包」

，張院長表示，雖他不擅水上運動，但

為了要鼓勵學員參與，最好的方法就是

親自去體驗，期望 EMBA 帆船隊比賽順

利，隊員們一切平安。

       南臺科大副校長周德光授旗后表示

，台灣近海，水上活動應是台灣重要運

動之一， EMBA 學友會帆船隊帆的成立

與參與競賽，相信會為南臺推動帆船運

動寫下新頁，帆船運動需要團隊操控帆

船，比賽的過程可謂是一場航行技巧、

心智磨練及冒險合作的訓練，同時也是

一項鍛鍊全身肌肉平衡感的運動，有如

EMBA 學員在就學期間，需學習如何在課

業、企業經營以及日常生活中取得平衡。           

      此時也正值南臺 EMBA 的

年度招生中，南臺 EMBA 除了

提供課業學習的優良環境，還

有如同家人們的南臺 EMBA 的

校友們支持，絕對可以協助要

加入南臺 EMBA 的 EMBA 新成

員勇敢踏出再次挑戰人生的第一

步；在玩味帆船運動中，體驗那

充滿著變化、考驗、思考、應變

、發揮體能與挑戰毅力的運動並

獲取極大的人生滿足！希望南臺

EMBA 帆船隊可帶領著同學與校

友，乘風破浪向前行，在亞果遊

艇的協助下，讓南臺 EMBA 的

成員都可成為未來的「瘋帆」玩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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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瞻醫療顯示與多媒體跨領域

教學聯盟」團隊聯手製作沉浸體驗空間

「元心流 沉浸體驗展：與五感的對話」

，9/27(二)~9/29(四)在南臺科技大學隆

重登場！此跨校團隊把 8/28 在臺北 101

双融域聯合打造的沉浸體驗展，移師至

南臺科技大學 3D 數位畫廊空間進行三

天的展出，團隊因應南臺場地的需求，

進行重新創作，打造出另一個新型態的

覺知體驗，藉由觸發體驗者的視覺、聽

覺、觸覺、嗅覺、味覺，開啟覺知，讓

體驗者進入心境平和的幸福健康狀態。

       此次「元心流沉浸體驗展」特別強

調與五感的對話，透過正念引導師的帶

領下，首先進行 5 分鐘的冥想訓練，接

續融合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及味覺

等五感體驗，例如冥想常用的鹽燈（觸

覺、視覺）、讓觀眾體驗水流循環的「

竹水流」（聽覺、觸覺、視覺），口中

       此次活動運用聲光科技融入藝術創

作，營造宇宙、城市、海洋、森林及沙

漠五種場景，讓體驗者彷彿置身於日本

teamLab展覽空間，讓人有「一秒即是

世界，只需打開你的想像力，將一起遊

歷不同場域」的感受，不管是沉浸於銀

河中、遠眺望地球、徜徉在大海、隱居

在森林或穿梭在沙漠、綠洲等場景中，

與眾不同的是，它融入健康及受大眾青

睞的正念冥想觀念，幫助忙碌的現代人

，感受身心靈健康，增強免疫及抵抗力

，提升幸福感。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楊

政達院長帶領的跨校團隊，開發應用顯

示科技於醫學教育的跨校微學程，將時

下最夯的智慧顯示科技融合醫學健康元

素，並集結北醫大與臺北科技大學、中

含枸杞（觸覺、味覺、嗅覺），達到身

心放鬆減壓的效果。

國科技大學三校共同合作，分別負責企

劃腳本內容、體感回饋裝置及影像視覺

音效，整合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人

機互動、空間與視覺音效設計等專家學

者，打造一場跨界、跨域的融合饗宴，

將正念冥想結合五感聲光裝置，營造身

歷其境的沉浸式體驗展，讓體驗者在忙

碌的都市生活中，也能彷彿置身銀河、

徜徉大海、隱居森林，幫助人們身心放

鬆減壓，舒緩焦慮、疼痛及失眠等症狀

，提升身心幸福感。

位畫廊場域展演，更有利於觀

眾體驗，未來會透過南臺科大

數位設計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

共同打造互動藝術作品，提升

全體師生人文涵養。

       此展演已在臺北 101 「 双

融域 AMBI SPACE ONE」舉辦

完畢，最近更於南臺科技大學

展演，未來還會前往高雄軟體

園區夢想方舟進行展出，盼推

廣跨域創新的沉浸體驗與學習

，有助社會大眾身心共好。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科

大通識教育主要培育人文素養與科技專

業並重的人才，使之成為有見識有氣度

的現代優質公民，並且關懷自然生態與

社會環境，進而立足台灣、放眼天下，

此次的「元心流 沉浸體驗展」非常符合

校方致力推廣人文素養與科技專業結合

的精神，運用南臺科大剛建置完成 3D 數

「元心流 沉浸體驗展：與五感的對話」
  於南臺科大展演



       南臺科技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舉

辦 111 學年度「｛南臺人佇遮｝USR ×

SDGs 學生社群博覽會」，吸引 400 

多位教職員生駐足參加，此次活動由

7 個USR計畫學生社群團隊自主策劃執

行，透過精彩有趣的互動式遊戲與介紹

，宣傳社會實踐行動方案及成果、USR 

議題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邀約更多南臺人加入 USR 的行列。

       近年南臺科大 USR 計畫積極對接

108 課綱，以SDG議題發想教案與教具

，用大學專業能量協助培育基層教師的

實作力與創造力，致力接軌國教端素養

導向的創新教學需求，各USR計畫團隊

透過與國中小之課程教學協作、共創在

地文化校本課程與教具教案、辦理跨領

域師資培力工作坊、舉辦在地關懷與素

養導向之暑期營隊等，將大學專業知識

、技術與資源分享到國高中小等教育階

段，促進創新知識的運用與擴散，帶動

地方成長動能，此次活動相關的教具教

案獲得廣大迴響。

寫蝦米」學生社群藉由實作「芝麻油雞」

英文食譜小書，宣傳英語跨域課程方案及

佳里區芝麻產業文化。

     「自造教育社」同學利用酒精墨水染

畫實作體驗，推廣自造教育理念及團隊師

生歷年共同開發的教具成果；「花現西港

」學生社群透過西港區金砂里在地故事問

答遊戲傳遞當地產業特色與文化魅力；「

通識 USR 課程課群」同學藉由「猜猜五

條港」桌遊介紹五條港文化園區及宣傳兔

年彩繪花燈實作先修課程；「高齡囝仔」

      南臺科大USR學生社群博覽會已邁

入第三屆，此次學生自發設計的宣傳活

動均能鏈結專業與在地實踐，以促進社

會共好為目標。「左鎮地方創生」學生

社群透過課程製作的教具箱與文創商品

，生動地介紹左鎮地區西拉雅文化；「

識礙就是愛」學生社群透過「藝卡共融

」桌遊互動傳達障礙意識；「Sesame

學生社群則透過展示輔具圖卡、防潮藥品

盒及各式防滑物件，讓參與者了解如何協

助長輩提升用藥及居家安全意識。

      南臺科大 USR 社群的同學們表示，

很高興能與校內師生分享投入社會實踐的

經驗和成果，當天參與者的正面回饋與熱

情讓同學們大受鼓舞，深刻體會到透過社

會實踐提升自身專業能力的成就感，對 U

SR計畫想傳達的價值與信念也更具認同感

。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表示，在即

將展開的教育部第三期（112-113年）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中，南臺科大將擴

大專業實踐力，期待在綠色能源、文化

創生、健康促進與永續環境等社會實踐

議題上持續前進，串聯跨領域專業與課

程資源，培育具有影響力的未來人才，

走出有感的大學社會責任之路。

｛南臺人佇遮｝USR × SDGs學生社群博覽會 
  展現年度實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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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競技啦啦隊參加由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臺中市啦啦隊協

會、中華民國啦啦舞蹈協會於臺中火

車站二樓平台舉辦之「 11 年臺中市市

長盃啦啦隊錦標賽暨 2022 臺中全國

啦啦隊錦標賽」，榮獲五人全能獎金

組、大專金字塔組、大專混合五人組

、多底技巧大專女生組、單底技巧大

專組 5 項競賽組別冠軍，表現優異。

       此次競賽共 50 單位報名、95 支

隊伍參賽，來自多個城市的優秀啦啦

隊運動員齊聚臺中，精彩賽事內容獲

得現場觀賽民眾掌聲不斷、驚聲連連

。

       南臺科大此次競賽參加「五人全

能獎金組」之組別，皆為應屆畢業生

，參賽選手經預賽及決賽的努力，最

後勇奪冠軍寶座，以及加碼後的獎金

1 萬伍仟元獎金，精彩技巧展現獲得

現場觀賽民眾滿堂彩。

       在「大專金字塔組」方面，南臺

科大競技啦啦隊也奪得第一名之佳績

，金字塔技巧的展現為競技啦啦隊競

賽流程中重要之環結，華麗的轉接、

畫面的展現、以及流程編排的流暢度

，亦代表整支隊伍之新奇創意與精神

態度，亦是以基礎技術為基礎，往上

堆疊出完美的金字塔編排流程與畫面

，完善的展現出 9 位選手之合作默契

與團隊精神。

      南臺科大競技啦啦隊同時榮獲第

一名的項目還有「大專混合五人組」

，這支隊伍中有 2 位新進選手與學

長們共同組隊參賽，賽前於學校展開

密集的集訓，並加強心選手之技術，

選手們於比賽當日展現穩定且全上之

競賽流程，終於奪得桂冠，隊員們與

教練無不欣喜若狂。 

       而此競賽「多底技巧大專女生組

」第一名，仍由南臺科大競技啦啦隊

獲得，多底技巧參賽選手之 5 位選手

皆為女生，除了體力與肌力更需要加

強鍛練外，亦考驗隊員彼此的合作默

契與流程技巧中之穩定性。此外，「

單底技巧大專組」第一名也由南臺科

大獲得，單底層組別對於參賽選手來

說是需要極大的體力、技術與勇氣的

挑戰，能於此次競賽中獲得佳績歸功

於平日辛苦練習之累積，該組選手於

競賽展現穩定且完美的流程。 

      南臺科大競技啦啦隊隊長陳宇柔

表示，南臺科大競技啦啦隊在暑假期

間即與教練協商討論、組隊、共同整

合參賽訓練計畫、研擬競賽流程、與

隊員培養完善默契，並特辦理暑期集

訓數日努力練習，此次能於競賽中獲

得多項佳績，全體隊員感謝學校的支

持、學務處課外組協助、黃伊婷教練

的盡心指導，以及眾多畢業學長姐之

關愛，競技啦啦隊將做好傳承，團結

一心，迎向下半年各項活動與賽事。

南臺競技啦啦隊表現優異 
榮獲5項競賽組別冠軍

活動傳真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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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為迎接大一新生到來，

於學校風雨球場舉辦「2022新生領航營」

，此次活動共計三千餘名師生參與，由該

校各系的學長姊們擔任輔導員的工作，透

過大手牽小手的方式，帶領新生參與系學

會及社團辦理的各項活動，在活動中以溫

暖、友善的方式傳承南臺「信義誠實」的

傳統精神，利用多元且充實的新生領航活

動，幫助新生融入南臺的校園生活。

       系列活動中，第一天的重頭戲就是

「社團嘉年華」活動，南臺科大近 100

個社團為招攬新生加入，各社團為了展

現社團特色與平時訓練成果，準備了精

彩表演來吸引參加「社團嘉年華」活動

的同學加入社團，並藉此機會展現南臺

科技大學青年學子熱情、自信、團隊合

作之精神。

       第二天開場的活動是南臺科技大學創

校以來第一次辦理的「系特色活動博覽會

」，活動由全校各系學會展現自己系所的

主要特色，讓新生對所屬系所產生認同，

迅速融入系所生活及各項活動中。

       最後壓軸活動為學生期待已久的「迎

新演唱會」，此次演唱會由南臺科大流行

音樂產業系協助規劃執行，除了流音系同

學的樂團開場表演外，還邀請了陳忻玥、

李杰明、九九、王豔薇、Trash 樂團等由

學生票選出來最喜愛的藝人共同參與表演，現場學生

反應熱烈，氣氛 High 翻天！此外，南臺科大校長盧

燈茂也在學生熱情的鼓舞聲下引吭高歌，演唱年輕學

子最夯的流行音樂「熟識愛」之外、還在同學的安可

聲中加碼演唱了一首「有頭無尾」。盧校長還於迎新

演唱會開幕致詞時，特別勉勵學生好好把握大學的求

學時光，除努力學習外，更要懂得培養運動及閱讀的

好習慣，讓大學生涯不留白。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科大「2022新生

領航營」主要是領航新生認識南臺、認同南臺這個大

家庭，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推動，活動不僅要精采吸引

學生，還要兼顧防疫及環保等各項要求，希望能透過

領航營，讓學生理解南臺「信、義、誠、實」的校訓

，進而培養正向積極的態度及責任感，成為頂尖優秀

的南臺人。

動中，參與各項社團活動，開啟精采大學

生活的嶄新一頁。

       此次活動係由南臺科大學務處在各組

群策群力的精心規劃下，發展一系列精彩

豐富的多元活動，除了生活輔導組規劃的

「認識南臺」、「南臺精神-校歌教唱」

及衛生保健組的「健康檢查」之外，今年

課外活動組更籌備了「社團嘉年華」、「

系特色活動博覽會」以及最受學生歡迎的

「迎新演唱會」，讓新生能在各項闖關活

南臺科技大學「2022新生領航營」 
迎接大一新生

活動傳真 活動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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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青銀USRX富邦人壽X社會局 
產官學共同攜手實踐社會責任

       富邦人壽與南臺科技大學持續發揮

CSRⅩUSR 精神，今年再度透過產官學

三方攜手於 29 日合作擴大辦理「九九

重陽 憶懷舊食光 青銀共『童』過五關

園遊會」活動，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在社

會局陳榮枝局長陪同下，特別在九九重

陽佳節前夕，至南區鯤鯓社區給 200 位

長輩送愛與關懷，並與青銀世代同樂歡

慶九九重陽節，達敬老之意，場面熱鬧

。

      富邦人壽台南業務區部長郭豐榮表示

，面臨高齡化的社會企業必須實踐企業社

會責任、發揮影響力，長者關懷服務與活

躍老化一直是富邦人壽關懷社會公益的工

作重點之一，也期盼透過本次九九敬老活

動達到關懷與同樂之成效。

       活動以送餐服務及「懷舊憶兒時」

園遊會形式進行，首先由台南市市長黃

偉哲帶領貴賓發放暖心包 2.0 ，內含環

保餐盒、保溫杯、與平日可隨時飲用的

麥片包等物資，及由南臺科大青銀共創

USR 團隊偕同課程實踐大學生以及志工

、長者及邀約業者，設立懷舊美食、闖

關遊戲等攤位邀請社區長輩一同走出家

門，除了有懷舊美食攤位，使其能夠回

味兒時的幸福「食」光外，並透過青銀

共「童」在一起過五關玩童玩，長輩們

在活動中走過時光迴廊，享受兒「食」

滋味及老童趣，延續愛與善的循環，讓

長輩們感受南臺科大青銀共創 USR 團

隊的溫暖問候與關懷之情，期藉由產官

學三方合作，落實大學及企業社會責任

，傳送幸福溫馨關懷高齡福祉情，並促

進社區高齡者健康與樂活，達「敬老」

情之高齡友善及 SDGs「良好健康和福

祉」之永續發展目標。

       臺南市市長黃偉哲表示，特別感謝

南臺科大和富邦人壽長期以來熱心公益

，深耕高齡社會議題，提升高齡長者活

躍老化，達到「全人關懷、全齡守護」

之目標，營造溫暖大臺南。

       延續去年「暖冬送餐 幸福延續」計

畫，今年再度藉富邦人壽公益贊助資源

的導入，與南臺科大青銀共創 USR 團隊

、高福系師生、台南市政府社會局、南

區區公所合作，一同體現敬老愛老迎重

陽，加上 160 位無法走出來的獨居弱勢

長輩之送餐服務，共服務了 360 人次的

社區長輩，讓愛能更深入社區的每個小

角落。今年因富邦人壽的拋磚引玉，產

生非常大的社會影響力，吸引了台灣高

齡照護暨教育協會、杏一醫療用品、護

心善循有限公司、詒丞有限公司、昊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兆竣商行等在地夥

伴與善心人士的協力加碼捐贈物資與投

入服務，讓偏鄉長輩享有暖心物資及懷

舊美食童玩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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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高齡福祉服務系系主任兼

青銀共創計畫主持人陳美珠表示，隨著

現代人壽命逐年延長，生命品質才是首

要之目標，高福系一向以實務為導向，

以社區照護為主軸，推動高齡樂活，培

養高齡福祉服務專業人才，以活絡地方

成長動能，促成區域創新，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南臺科大副校長兼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主任朱志良表示，南臺科大青銀共創 USR 團隊長期以實際行動陪

伴關懷社區長輩，關懷高齡社會議題，並重視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己任，藉由此次「九九重陽 憶懷舊食光青

銀共『童』過五關園遊會」的活動，讓大家看見產官學共同合作的力量，實踐弱勢高齡者關懷，並發揮友善高齡

社會的共好社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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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青銀USRX富邦人壽X社會局 
產官學共同攜手實踐社會責任

       南臺科技大學首屆素養導向大一新

生暑期先修營圓滿完成，此次先修營由

南臺科大人文社會學院籌辦，師資培育

中心王志蓮、雙語教學推動中心李政源

、應用英語系林芳俐、資訊傳播系鄭靜

怡等教師跨科際發想協作，與來自11個

不同科系的大一新生在歷時兩週的密集

課程中展開創意發想提案，並於過程中

充實在地歷史、資料分析、視覺化呈現

等關鍵能力，師生共創難得的跨領域體

驗與學習成果。

       首屆新生先修營借鏡 block 學制規

劃，在「走讀台南玩資料」、「在地文

化創作學習」兩門通識課程架構下以資

訊素養、人文社會實踐素養與 SDGs 串

聯學習活動，並以西市場參訪、說故事

工作坊、布產業與循環經濟、InDesign

工作坊等主題邀請場域專家及專業老師

協力教學，讓學生看見專業實踐結合在

地關懷的多元可能性，營隊最後一天的

成果發表會，學生們將學習成果展現為

       南臺科大企管系學生蔡昕妤表示，

經由踏查西市場感受到臺南溫暖的

人情與深厚的文化底蘊，體認到保

存在地文化的重要性；而課程助教

視傳系學生吳雅萍表示，來自不同

學院的學生在兩週內嘗試網站架設

、故事撰寫、影片拍攝與資料分析

等多元探索課程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過程中自己也有機會發揮設計專

業提供協助，收穫滿滿。而成長與

改變不僅止於學生，此次四位老師

合作排解學生遭遇的困難，並提供

不同專業領域的回饋，深刻體會每

個人可啟動的創新有限，需透過教

師們協作、支援與鼓勵，激盪出更

溫暖多樣的教學經驗。

大夫表示，此先修營之經驗可擴展

學生對未來四年大學生活的視野，

也對就讀的專業更有信心，希望此

次成功經驗能將後續素養導向跨領

域學習活動帶向更精采的方向。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高

教新生逐年減少，南臺科大積極規

劃更紮實且符合學生多元跨域學習

需求的課程設計，協助學生習得關

鍵核心能力，融滲人文社會科學以

人為本與探究生命的關懷，深化學

生的社群感與歸屬感。期許學生們

將此次先修營激發的學習熱忱與創

新能量轉化成未來四年成長的養分

，繼續發光發熱。      南臺科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黃 

創意提案、場域參訪資料與問卷收集資

料萃取轉化為三折頁、網站與紀錄影片

，內容豐富有趣令人驚艷。

怡等教師跨科際發想協作，與來自11個

不同科系的大一新生在歷時兩週的密集

課程中展開創意發想提案，並於過程中

充實在地歷史、資料分析、視覺化呈現

等關鍵能力，師生共創難得的跨領域體

驗與學習成果。

       南臺科技大學首屆素養導向大一新

生暑期先修營圓滿完成，此次先修營由

南臺科大人文社會學院籌辦，師資培育

中心王志蓮、雙語教學推動中心李政源

、應用英語系林芳俐、資訊傳播系鄭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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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內容及作品名稱
獲獎
名次

指導
老師

參加單位

師生榮譽榜

競賽名稱 : 2022第卅五屆亞洲盃國際音樂大賽

競賽項目 : 古典鋼琴 大學社青組

競賽項目 : Linker 行銷文案企劃組

作品名稱 : Aram Khachaturian - Toccata
流行音樂產業系 

國際企業系

第一名 

Linker行銷文案
企劃組

最佳活動企劃獎

參賽學生 : 楊舒棋

競賽名稱 : 第十屆「 2022 Linker 無限可能-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
                與創業競賽」

作品名稱 : 鱻自然－丸文觀光工廠行銷活動及市場擴展

團隊名稱 : 一起來「丸」，「文」香而來

參賽學生 : 楊紫芸、林庭汝、黃婉瑄

莊承翃

梁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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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傳真 師生榮譽榜

  南臺科大辦理
「職員工閱讀促進方案心得競賽」頒獎典禮

       南臺科技大學為培養全校職員工同

仁積極閱讀習慣，倡導閱讀風氣，舉辦

110 學年第二學期「職員工閱讀促進方

案心得競賽」頒獎典禮，此次競賽優選

出五名得獎者，獲獎者為餐旅系柯慧芳

、學務處楊佳婕、圖書館林妙津、應英

系游惠羚、圖書館蘇茂毅，並由南臺科

大校長盧燈茂於該校行政會議中親自頒

獎，每人獲得圖書禮券新台幣 2000 元

及獎狀乙張以茲鼓勵。

開拓視野、活化思想，引導自主學習動

力，期盼職員工們能在工作之餘不忘閱

讀，徜徉書海享受閱讀的樂趣，並充實

自我，更期望藉由閱讀吸取新知，湧起

源源不絕的創新思考，來對校務發展提

供建議。此次競賽利用繳交閱讀心得之

方式，既能取得校內研習時數，亦藉此

逐步建立起閱讀習慣與風氣，同仁們聽

聞圖書館舉辦如此立意良善之活動，也

紛紛表示認同。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楊智晶館長表

示，讀過一本好書，像交了一個益友，

閱讀素養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幾，關鍵

在於要讓閱讀的過程變得愉悅，南臺

       南臺科大圖書館自 109 學年起每年

舉辦「職員工閱讀促進方案心得競賽」

，希望藉由閱讀素養之形成，以促進職

員工文字表達能力及心靈之增長，進而

科大圖書館提供了優質場館，並有各

種類型超過 150 萬冊的豐富館藏，除

了供全校師生使用之外，也期盼職員

工同仁們能善加利用，多多來圖書館

挖掘知識的寶藏。 

      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校長表示，

職員工的健康是學校重要的資產，除

了身體的運動外，心靈及頭腦也要多

活動，非常鼓勵全校同仁們多讀書、

讀好書，希望所有同仁能熱情參與，

進而讓師生在環境中潛移默化，陶冶

身心，共同營造一個書香滿滿的校園

環境。



活動一覽表

活動一覽表
活動內容

111學年度新生體檢

新生領航營系列活動-社團嘉年華

金融證照測驗電腦應試 (台灣金融研訓院 台南考區)

金融證照測驗電腦應試 (台灣金融研訓院 台南考區)

【高教深耕】經費預算管考會議

新生領航營系列活動-系特色活動博覽會
新生領航營系列活動-迎新演唱會

活動日期

2022/09/01 

2022/09/02 

2022/09/03

2022/09/04

2022/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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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6

2022/09/07

2022/09/12

2022/09/14

2022/09/21

111年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宣導說明會(線上)

111-1期初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111學年度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第111-04次行政會議

期初社團系會負責人會議
111-1學生工讀輔導研習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

2022/09/23 Teams之行政運用技巧(線上課程)

2022/09/24

2022/09/26

2022/09/29

2022/09/30

熾炎火舞社 綻火祭-燄

第111-05次行政會議

「九九重陽 憶懷舊食光 青銀共『童』過五關」園遊會

微軟雲端服務應用-資料管理(線上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