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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書本 穿越古今 

結合工程、設計、數位傳播與文創  

南臺科大打造全臺唯一「古機械科技館」 

南臺科技大學成立國內唯一「古機械科技館」，於 105 年 11 月 8 日舉行揭牌儀

式。南臺科技大學致力於推動古機械文化創新事業，今年將過去古機械復原的成果，

結合工程、設計、數位與傳播，將古機械開發擴展到數位媒體科學教育與文創商品設

計，並於南臺科技大學新建完成之生活機能館設置「古機械科技館」，作為古機械的

常設展場，不但是一個產學實驗基地，更是一個科學教育實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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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CONTENT  

【學校動態】 

04 體驗技職教育「務實致用」與「多元適性」之精神 南臺科技大學舉

辦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學校攜手高中職共享典範成果 

08 遠見雜誌公布全台首份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南臺科大為校長互評

「大學聲望調查」私立技職之冠 

11 南臺科技大學作品「歐北人生」勇奪第 18 屆 TBS DigiCon6 亞洲短片

競賽臺灣金獎及新世代獎 

14 整合工程、文創設計及數位媒體

科學教育 南臺科技大學成立國

內唯一「古機械科技館」 

16 經典重現 老歌新唱 南臺科技大

學流行音樂系舉辦「藝起來．唱

響舊時光」演唱會 

18 產業結合學術最佳展現 南臺科

技大學舉辦一年一度汽車大展 

▲「藝起來．唱響舊時光」演唱會海報 

南臺科技大學

圖書館「感恩再

出發活動」，現

場與會貴賓及長

官合影

【10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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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22 熱心教育、嘉惠學子 吳明曉獲頒南臺科技大學傑出校友 

24 南臺科技大學系友回娘家活動 師生校友近 2 千人齊聚 

26 南臺科技大學 47 週年校慶 感謝校友師生助圖書館災後重建舉辦「感

恩再出發」活動  

29 承先啟後，永續傳承，邁入新世紀 南臺科技大學台南市校友會吳明

治理事長、老闆娘促進交流會陳月滿會長正式接任 

31 校友聯誼抓寶趣「寶可夢」、「時尚走秀」齊歡聚 南臺科技大學舉

辦校友會聯誼晚會 500 位師長校友同樂 

34 臺南市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舉辦 2016 羽球錦標賽 現場高手雲集熱情

開打 

36 一日南臺 終身南臺 南臺科技大學校友證推廣活動圓滿落幕 

【臺南文創園區新春活動】 

38 喜逢雞年迎新春系列活動 

 



 

 

為強化高中職學生與社會、企業對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認識與瞭解，南臺

科技大學結合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學校 19 間科技校院特別舉辦了「2016 攜手

高中職共享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成果展」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南臺科

技大學三連堂登場，此次典範成果展不僅展出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學校各項研

發成果，更邀請了共 17 間高中職學校師生前來參觀，目的在於建立技專校院與高

中職學校合作、整合教育資源及促進學生學習銜接。成果展示分享雲嘉南跨區典範

策略聯盟學校師生研發之經驗與成果，包含有多媒體、電子電機光電、機械自動

化、人文與設計、商管創業、醫事生技化材與資訊應用等七大區，共有 69 個成果

攤位，展示亮點如機甲格鬥 VR、虛擬智慧 3D 列印、古機械科技、B16 電商平台創

業案例、互動式手環等等，成果亮眼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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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技職教育「務實致用」與「多元適性」之

精神南臺科技大學舉辦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  

聯盟學校攜手高中職共享典範成果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 2016 攜手高中職共享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成果展，現場高中職及大

專院校貴賓合影【10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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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成果展參訪學校自雲林的西螺農工、嘉義縣的協志工商、臺南市臺南高

商、新化高工到高雄市的中山工商、旗美高中，共有 62 台車次，全部師生約 2500

人，更將活動擴展至南臺科技大學新設置之「古機械科技館」，該場地結合工程、

設計、數位與傳播，將古機械開發擴展到數位媒體科學教育與文創商品設計，為古

機械常設展場，不但是一個產學實驗基地，更是一個科學教育實驗基地。 

開幕典禮上共有 9 間科技校院

與 12 間高中職學校的校長與其代

表共同進行開幕儀式，象徵典範策

略聯盟學校攜手高中職共享典範成

果。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表示，

透過此次參展的 12 間科技校院之

豐碩成果之交流與展出，更彰顯

展覽之意義非凡，更感謝各高中

職學校在技藝教育課程上的積極推動與用心教導，才有今天技專端豐碩之成果。 

▲高中職學生進行虛擬實境 (VR)遊戲，現場體驗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 2016 攜手高中職共享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成果展，現場高中職師長

與南臺科大多樂系研發之機甲格鬥（VR）合影  



 

 

戴謙校長表示技職教育與國

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同時也闡

述「透過技職教育，能夠提供學

生適性的學習舞台，讓不同特質

學生取得專業技術，進而施展長

才、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的理念，榮耀技職教育，為未來

國家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在「發展典範科 技大學」計畫

的支持下，南臺科技大學已建構專業硬體及空間，充分發揮典範科技大學校際聯盟

資源共享、產學共榮的概念，如 103 年啟用的「聯合創新育成中心」，提供「雲嘉

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夥伴學校師生、校友與有意創業的社會青年使用，為國內產

業注入活水，透過嶄新先進之設備、完善輔導之機制，適時協助創業者所需資源，

從技術到資金，提供與市場接軌的一條龍服務，再運用「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

盟」的研發能量、以及透過「IQ Space」協助創業團隊深耕特色領域，推動專利與

研發成果商品化，提升智財加值與運

用，不但促進產學交流的契機，並可為

南臺灣產業發展，注入強大的創業能

量。 

  此外，104 年啟用「創思設計坊

（DESIGN CUBE）」，更邀請南部地

區產品設計相關科系及設計業界設計師

成立「南區產品設計教師交流平臺」與

「南區產品設計業界交流平臺」，運用

創思設計坊專業設備及優秀人才，強化

「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夥伴學校

師生設計研發、設計及製作能量，並提

升南部地區設計產業專業能量協助產業

升級。戴謙校長表示技專校院這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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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致詞 

▲聯合創新育成中心 

 

 

頁 7 

來，積極透過產業連結與制度改

革，成功有效縮短學用落差，與

產業共同培育所需人才，達到畢

業即就業之目標，並協助企業開

發關鍵技術，提升中小企業創新

研發能力，帶動地方產業升級與

轉型。此次活動將展示雲嘉南跨

區典範策略聯盟學校歷年計畫執

行成果，展示內容精彩豐富，讓

高中職生體驗技職教育「務實致

用」和「多 元 適 性」之 精 神，希

望對孩子未來之學習產生啟發作

用。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 2016 攜手高中職共享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成果展，後壁高中參訪合影  

▲創思設計坊（DESIGN CUBE） 



 

 

遠見雜誌與台大圖書資訊系講座教授黃慕萱合作，完成全臺首份「臺灣最佳大

學排行榜」。日前公布調查結果，南臺科技大學在校長互評的「大學聲望調查」拿

下第 19，是排名最高的私立技職，超越許多國立大學。而在「社會聲望」指標中，

包含企業最愛大學生、企業最愛研究生以及校長互評之細項，顯示南臺科技大學辦

學卓越，產學有成，在董事長鄭高輝與校長戴謙的領導下，培育兼具專業技能與人

文素養之務實致用優秀人才，成為產業最佳合作夥伴，贏得各界肯定。  

南臺科技大學連續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總計 4.29 億元、

「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總計 7.49 億元、以及獲得遠見與 Cheers 雜誌「2016 年企業

最愛大學生調查」最新排名私立技職校院第一，並獲 Cheers 雜誌「2016 校長互評

大學辦學績效卓越獎」前十佳績。產學合作方面，科技部、中央部會計畫、企業產

學合作及技術移轉皆有顯著成長；歷年來的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成果，學生競賽獲獎

件數大幅攀升，在在凸顯拔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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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公布全臺首份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南 臺 科大 為校 長互 評「大 學聲 望調 查」私立 技

職之冠  

▲南臺科技大學定位為產業合作最佳夥伴，圖為創新育成中心成立「南臺育成智慧聯網產業群

聚」協助南台灣企業升級轉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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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自創校以來，一向以「產業最佳合作夥伴之科技大學」自我定

位，本著技職教育「多元適性」與「務實致用」之宗旨，致力於以「做中學」方

式，為產業培育所需人才。多年努力獲業界一致肯定，連續八年獲得 Cheers 雜誌

調查為企業最愛私立科大第一，今年亦獲評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私立

技職校院第一名之佳績。此次「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調查從教學、研究、國際

化、產學合作、社會聲望五大面項、22 項指標，評比大學表現。遠見雜誌創辦人

高希均呼籲政府，鬆綁、鬆綁、再鬆綁，從這次調查可以看出來，私大逐漸冒出頭

了，政府應該放手，讓民間發揮力量。 

校長戴謙表示，本校畢業生能長期受到企業主認同，除了學生的專業能力受到

各界肯定之外，在這個產業特質變遷快速的時代，人品即代表產品，提升學生職業

倫理素養，培育兼具同理心與社會關懷特質，以及跨領域專業倫理的職場優質人

才，是廣受產業認同的重要關鍵。 

▲南臺科技大學整建「聯合育成中心」，提供師生優質的學習環境，並與產業密切接軌，拓展合

作關係，落實「親產學及企業最佳合作夥伴」之辦學特色。圖為榮獲 InBIA 美國國際育成協會所

頒發之「2016 年度孵化器首獎」。 



 

 

南臺科大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評比，成績

與補助均為技職龍頭，學生人數維持 18,000 名以上，排名全國第六大，為彰化以南

規模最大之大學，辦學成績斐然。為營造優質的產學研發及教育環境，陸續興建完

成「能源工程館」、「優活館」、「創思設計坊」，整建「聯合育成中心」、動工

興建「校際聯盟產業技術暨實習大樓」以及「生活機能館」提供師生優質的學習環

境，並與產業密切接軌，拓展合作關係，落實「親產學及企業最佳合作夥伴」之辦

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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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在產學合作方面，科技部、中央部會計畫、企業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皆有顯著成

長；歷年來的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成果，學生競賽獲獎件數大幅攀升，在在凸顯拔尖地位，圖為與

智崴資訊攜手成立「體感內容智製中心」，邀請科技部部長楊弘敦親蒞見證 。 

▲圖由左至右依序為「能源工程館」、「優活館」以及「生活機能館」 

 

 

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3D 動畫作品「歐北人生」(One Egg to Hell)與多

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2D 動畫作品 OCA1 分別奪得第 18 屆 TBS Digicon6 亞洲短

片競賽臺灣金獎和新世代獎，為國爭光。本屆共有 1000 多部作品參與競賽，協辦

亞洲國家包含日本、臺灣、中國、韓國、香港、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印尼、越南等，徵集來自 11 國動畫短片作品，由區域初選後進入日本進行決選，

競爭相當激烈，能獲得臺灣區金獎和大會新世代獎相當不易。  

DigiCon6 Asia 為日本全國聯播知名電視台 TBS 所主辦，並由日本總務省、外

務省、東京都廳舍贊助，以及日本及全球知名廠商協辦，為全球知名之影展競賽，

評審委員亦由各國知名導演和 CEO 擔任，如日本 Polygon Pictures Inc.總裁塩田周

三、新加坡知名導演梁智強 (Jack Neo，著名作品有小孩不笨、錢不夠用、新兵正傳

等)，在六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嚴格評選中獲得殊榮，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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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作品「歐北人生」勇奪第18屆TBS 

DigiCon6 亞洲短片競賽臺灣金獎及新世代獎  

▲第 18 屆 TBS Digicon6 亞洲短片競賽，評審與受獎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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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金獎(DC6 Asia Taiwan Gold)之作品「歐

北人生」是視覺傳達設計系牟彩雲老師指導，由徐

斌華、王仁傑、傅勗喆、黃造銘、施至威、鄭圓衛

同學共同創作，作品透過了故事中的黑白無常及男

子，以幽默逗趣的風格反映出了年輕人對於踏入社

會的不安，表達就算久經社會的歷練，仍然有可能

會遇到料想不到的意外。導演徐斌華也期許，每位

畢業生都能在接下來的人生旅途中走出一條自己的

道路，並持續努力，不要害怕失敗。「歐北人生」

在國內競賽中亦拿下 2016 年放視大賞動畫類「銀

獎」、西基動畫特別獎、樂陞科技美術獎「優選」、第 11 屆螺絲起子國際學生短

片創作影展「銀螺絲獎」、2016 青春影展「in89choice 特別獎」、新北市學生影像

新星獎非劇情類「第二名」、2016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動畫類金獎」、2016 第

11 屆李國鼎(K.T.)科技與人文藝術創意競賽「數位動畫組銅獎 」、第 12 屆全國技專

校院電腦動畫競賽「直接參賽組優勝」等。以及多項國際比賽入圍(如西班牙巴賽

羅納星球電影節、美國霍里縣格勒文化遺產節、巴基斯坦拉合爾國際兒童電影節、

美國加利福尼亞荒地電影節等)，表現十分亮眼。 

▲臺灣金獎獎牌 

▲梁智強導演(左)頒發臺灣動畫金獎於黃造

銘同學(右)  
▲黃造銘同學(左)與指導老師牟彩雲(右)合影  

 

 

此外，多媒體與電腦娛

樂 科 學 系 2D 動 畫 作 品

OCA1 由詹叁朗、潘羽含共

同創作，內容講述一名白化

症畫家創傷後的心理變化，

探討人權、迷信、膚色差異

及自我認同之議題，用動畫

傳達並反思社會現象。榮獲

新 世 代 獎(DC6 Asia Next 

Generation)，以及獎金 10 萬

日圓。南臺科大對於培育學

生創作不遺餘力，校長戴謙表示校方這幾年連續得到教育部典範計畫的最高補助，

視覺傳達設計系邀請知名業師協同授課指導、講座等，顯見學以致用的辦學導向在

幾年來的執行已經有相當好的成效，讓產學能夠接軌、培育業界所需人才，達到技

專校院辦學「畢業即就業」最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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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 學潘羽含同學接受 TBS 訪談，現場情形  

▲ OCA1 宣傳海報 

▲ OCA1 動畫一景 

【OCA1 圖片出處：超質組合 SS / 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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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整合工程、文創設計及數位媒體科學教育  

南臺科技大學成立國內唯一「古機械科技館」   

南臺科技大學成立國內唯一「古機械科技館」，於 105 年 11 月 8 日舉行揭牌

儀式。南臺科技大學致力於推動古機械文化創新事業，今年將過去古機械復原的成

果，結合工程、設計、數位與傳播，將古機械開發擴展到數位媒體科學教育與文創

商品設計，並於南臺科技大學新建完成之生活機能館設置「古機械科技館」，作為

古機械的常設展場，不但是一個產學實驗基地，更是一個科學教育實驗基地。 

館內設置梁思成與中國木構建築特展與古天文計時儀器展，及科學教育中心與

策展中心。整合校內師生進行跨工學院、數位學院領域之合作，組成古機械研發團

隊，系統化開發兼俱教育、研究、展演、收藏、休閒娛樂等功能之古機械，同時開

發影音數位教材，並衍生創新實用之古機械文創產品，林聰益教授與黃綝怡助理教

授從中國古鎖發想，經過重新轉化創新，開發出適合女生穿戴之飾品。該博物館不

只復古，更能進一步創新與研發。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文創基地「古機械科技館」揭牌儀式，現場與會貴賓及長官合影 

 

 

校長戴謙表示，94 年南臺科技大學即成立古機械研究中心，以科學教育為發

展宗旨，藉此讓學生透過實務，深化對機構學之學習。所復原之古機械，不但在臺

灣具有唯一性，甚至在全世界都具有獨創性，目前已有多國的機構洽談採購古機械

作為大型公共藝術作品之合作。此外，南臺科技大學將與香港羅丹天時國際公司進

行產學合作，製作復原古機械，未來將至世界各國展出，讓古機械走出古書、走向

世界。 

同 時，本 次 邀 請 杜 其 東 校 友 替

「古機械科技館」題字，悠久的書法

與館內之古機械相互輝映，更顯中國

文化藝術之珍貴意涵。「古機械科技

館」未來 5 年內將針對古代「天文與

計 時 儀 器」、「動 力 機 械」、與「度

量橫與量具」等三大古機械系列，進

行系統化、完整化、商品化的工作，

將有系統且有效率地推動科普教育。 ▲杜其東校友為「古機械科技館」題字 

▲古機械研究中心林聰益主任講解「古機械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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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經典重現  老歌新唱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系 

舉辦「藝起來．唱響舊時光」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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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系舉辦「藝起來‧唱響舊時光」演唱會，師生現場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於 105 年 12 月 17 日於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B16 廣場舉辦「藝起來‧唱響舊時光」演唱會，為該系自 104 年設立以來，連續第三

學期舉辦成果發表會。演唱會以「老歌」為節目主軸，由業界 50 年經驗的資深樂

手許治民教授（苦瓜）率領連筱筠、周岳澄等專兼任教師，與學生聯合演出多首

國、台、英語經典歌曲。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學生在學界與業界教師悉心教導下，已經具備執

行現場演唱會幕前幕後工作的基本能力，先前「文創 one（玩）音樂」演唱會獲得

觀眾熱烈的迴響；此次「藝起來‧唱響舊時光」演唱會由全系師生分工合作完成所

有相關工作：主修表演的學生重新演繹耳熟能詳的老歌，賦予歌曲新風貌；主修作

曲學生帶來精緻的原創歌曲以及歌曲 MV ；舞台製作專長學生展示酷炫的舞台設計

及聲光技術，其餘如節目主持、活動宣傳、海報設計等等，均由師生共同完成。 

 

 
 

流行音樂產業系系主任陳姿光表示，該系培育

流行音樂產業幕前幕後領域的人才，包括音樂創

作、演唱演奏、影音科技、舞台製作、演藝經紀

等，透過校內自行規劃或是公民營機構委託的演唱

會專案，來培育學生的專業能力。搭配運用由南臺

科技大學承包經營的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內，流

行音樂中心及 Live House（正在積極籌劃興建）的

空間資源，使學生就學期間便接受持續而完整的流

行音樂產業訓練，未來可銜接就業市場。 

此外，現場亦有南臺科技大學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所舉辦之文創市集，該中

心由文化部指導同時結合數位設計學院聚焦輔導「工藝產業」、「視覺藝術產

業」、「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三大產業，整合校內外藝文產業軟硬體育成資

源，提供具有潛力之藝文產業核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創業創作過程之需求，形塑成

為一個集創作、學習、音樂與藝術於一身、獨一無二且極具吸引力的創意產業中

心。現場所舉辦之文創市集包含在地文創

工藝品、古早味零食、台南好物、銅板小

吃等攤位，由榫卯工坊的木作老師指導木

作食筷 DIY，同時也開放民眾體驗擔任小

小工藝家，並邀請榮獲台南市政府頒發第

一名的「月光馬戲團」光雕秀及話頭班、

有趣娛樂、1798 樂團等音樂團體，帶領民

眾進入一場聽覺、視覺的饗宴。 

頁 17 

▲活動宣傳海報 

▲圖為「藝起來‧唱響舊時光」演唱會活動情形 

▲文創市集販售情形  



 

 

南臺科技大學於 105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辦理第 28 屆南臺科技大學汽車大展，

車展主要劃分為「超跑車 區」、「進 口車區」、「國產車區」、「機車區」、

「電動車區」「百貨音響區」等，展出的內容有各家最新汽車、機車、電動機車/

自行車、儀器工具設備、超跑車、汽車音響與精品百貨等，幾乎所有汽機車相關

行業全部匯集於此，今年特別增設「小貨車區」，使得車展內容種類更加豐富多

元，攤位數逾 500 個，計有 100 多家汽機車及其相關廠商參與展出，吸引將近 10

萬人次民眾到校參觀活動。 

本活動係由南臺科技大學與中華日報共同主辦，協辦單位有南臺科技大學校

友總會、一手車訊、OPTION 改裝車訊、台灣電能發展協會、中華汽車音響協會、

台灣車用電子協會、特波汽車、昆億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及亞柏克美研車酷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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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產業結合學術最佳展現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一年一度汽車大展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第 28 屆汽車大展，現場與會貴賓及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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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15 部超級跑車前來參展，包含 LB performance 寬體套件超跑 Dodge Challenger

(道奇)、BMW M3、Nissan GTR、地 表最寬大黃蜂 Chevrolet Camaro ZL1 加裝

Bomex Wide 寬體套件，還有經典老車系列 Benz W123 300TD、Porsche 964 TUR-

BO、Porsche 930 TURBO、CATERHAM super7 等，其超跑總價破億元，相當吸

睛。  

在這些超跑車中，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 CATERHAM 

super7，1957 年 生 產 的

CATERHAM，維持 50 年不

變的原始賽車車型，以駕馭

樂趣為導向的輕量級手工跑

車，雖 沒 有 ABS、冷 氣、

音響等當今車款所擁有符合

現代人需要的基本配備，但

經 過 50 年 豐 富 的 賽 事 經

驗，使 CATERHAM 在當 今

賽車運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五十幾年過去了，CATERHAM 隨著時代演進

不斷改良許多細節以及材質運用，但模樣仍然一本初衷，動態表現也更形強悍。  

  其次是車頭神似勞斯萊斯的 Benz W123 

300TD，為國內稀有的骨董車輛，搭載 3.0L

型號 OM617 的柴油引擎，直列五缸 SOHC

引擎，最 大 馬力 為 125ps、最 大扭 力 則是

17.5kgm。在 30 年前，大眾印象中，W123 

300TD 是一個富裕的表徵，也是許多人在記

憶中最鮮明的賓士；歷經了 30 年的歲月，

被車友戲稱為「Do Re Me」的 W123 始終有

一群玩家默默支持，當時其新車價值為一百萬元，以當年的價格來說可以買棟房子

是絕對沒問題的，論及車價，可不輸現今超跑，除了外型特殊外，其內部裝置也令

人驚艷，大開眼界，值得品玩。 

▲ Benz W123 300TD 骨董車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第 28 屆汽車大展，現場與會貴賓及長官

與 Caterham-super7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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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車展由校方機械系車輛

組師生與跨系學生共同籌畫，自

78 年起迄今，已承辦了 28 年，

為南臺灣最大的車展，該活動由

車輛組 200 多名學生合力完成，

學生經由活動籌畫、場地佈置、

參展廠商接洽、媒體與廣告設計

等工作，培養獨立解決問題、人

際溝通之能力，經過整個專案

活動規劃與執行之歷練，未來

進入職場，對於業界所託付之工作，皆能勝任。南臺科大以產業合作最佳夥伴為辦

學方針，透過與企業產學合作交流過程，讓學生更具挑戰精神與職場競爭力。 

  南臺科大校長戴謙表示，為

了提昇學生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優

勢，學校特別注重培育學生基礎

專業與創新之能力；為此，對產

學合作不遺餘力的宏佳騰也與南

臺科大攜手建立「極致動力研究

中 心」積 極 打 造 產 學 校 園。此

外，台灣本田公司為響應教育部

政策捐贈「Honda Accord 2.0 汽

車」提供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

系「車輛組」進行未來實務教學，透過與業界合作達成專業技術交流，讓新手變好

手，成為產業發展尖兵，達到人才培育的目標。 

南臺科大先進車輛組許哲嘉組長表示，車輛組曾承辦馬來西亞專班汽車工程科

的實務教學，也在 102 年與大陸廈門理工學院合作執行閩台 3+1 分段對接計畫，希

望能協助汽車專業領域教學，至今已合作了三年，原本僅一班名額的學生，今年更

額外加開一班，總計有二班至南臺科大機械系就讀汽車專業實務課程，證明車輛組

師資優異、教學設備齊全，有能力承接來自校外汽車實務教學的相關計畫。  

▲台灣本田公司捐贈本校「Honda Accord 2.0 汽車」

供機械工程系車輛組進行實務教學用 

▲超跑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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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車實務教學的相關計畫上，南臺科技大學車輛組表現亮眼，師生製作一系

列省油車、環保電車、燃料電池車、方程式賽車、與日本合作新世代能源車與太陽

能車等，參與國際與國內各項競賽，屢獲佳績。在國際競賽中，太陽能車曾在澳洲

獲得全世界 Panasonic World Solar Challenge 競賽第五名及亞洲第一名之佳績；學生

方程式賽車曾在日本獲得獨特設計獎第二名，在大陸比賽榮獲營銷報告第一名以及

會場最佳表現的精神文明獎，新世代能源車也在參賽的大專隊伍中名列第 2，並在

一般組（社會組）中排名第 6，表現十分亮眼。在國內競賽上，國內環保車競賽不

管在省油車、油電車或全電車項目比賽中，每年皆拿到相當好的成績，甚至榮獲三

冠王佳績，印證校方機械系在車輛設計與製作上具備相當完整的實力。 

機械系車輛組畢業校友約 3000 人，很多校友已成為業界之重要幹部，更有許

多校友創業當老闆，還有不少校友投入教育界，任教於高職汽車科。也有許多南臺

科大校友擔任科主任或學校重要幹部，這亦肯定校方在車輛技能教育上之付出與努

力。 

校方響應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全國大專院校公車進校園活動，今年更與台南市

政府合作，臺南市 21 路公車於今年 9 月正式進入校園，21 路公車沿途經臺南火車

站、台南公園、小北商場、南臺科大、愛買量販、台灣金屬創意館、永康休閒育樂

中心等站。為舒緩車展兩日車輛壅塞情形，建議民眾可改搭 21 路公車方式到本校

參觀車展，不僅節能減碳，且不用花時間找車位。此外，主辦單位特別安排接駁車

來輸送校外停車場與展示場間民眾交通服務，參觀民眾可盡量充分使用校方所提供

之交通工具與設施服務。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第 28 屆汽車大展，現場

與會長官及學生與南臺方程式賽車合影  

▲臺南市 21 路公車至南臺科大站 



 

 

南臺科技大學於 105 年 12 月 10 日舉行創校 47 週年慶祝大會，並於校慶典禮

中頒發「傑出校友獎」。本次獲獎校友為皇后洗衣設備有限公司及波波自助洗衣連

鎖董事長吳明曉校友(70 級電子工程科與 105 級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畢業)。 

吳明曉校友從民國72年開始從事洗衣業服務，他當時仍在牛頭牌運動鞋擔任業

務，憑藉著念書時期參加社團所累積的各種應對進退的實戰經驗，讓他很快就能適

應及上手，因此剛進入公司的第一年，業績就拿到全公司第二名，在此份正式工作

之餘，洗衣只是一項副業。 

當時時任教務長的邱明源教務長向他提起在國外念書時的自助洗衣經驗，並鼓

勵他可以朝這方向去做，吳明曉校友便下定決心辭去原本的工作，全力投入自助洗

洗衣業服務，曾到美國、澳洲及日本參觀展覽並觀察當地的經營方式，並依照本土

生活習慣打造出適合台灣的經營方式。  

校友動態  

熱心教育、嘉惠學子  

吳明曉獲頒南臺科技大學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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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左)頒發 105 年度傑出校友於吳明曉校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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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之【皇后洗衣設備有限公司】為 Alliance Laundry Systems (安聯集團)旗下

兩大品牌 Speed Queen 及 IPSO 台灣總代理，主要經營業務為投幣式自助洗衣店之

加盟連鎖，年營業額達 2 億元以上。自創品牌【波波自助洗衣連鎖店】，全省已

達 400 餘家以上，全國佔有率高達 70%，在南部幾乎是 100%，為台灣自助洗衣第

一品牌。 

除 此 之 外，吳 明 曉 校 友 更 熱 心 教

育，嘉惠學子，慷慨解囊捐贈本校新台

幣壹佰萬元整及電子工程系新台幣拾貳

萬元整，分別作為師生創業所需之薪傳

創業基金及電子系系務基金與傳善基金

使用。吳明曉校友表示學生時代及經營

事業上受到學校及師長許多幫助，現

在有能力了，就想回饋給母校，且重

點不在金額的大小，而是一份對南臺

感謝的心意，「有南臺才有今日的我、

我的成就來自於南臺」，吳明曉校友滿

懷感恩的說著。 

本校校友已逾十萬，校友在各行各

業表現卓著者不在少數，希望能借重各

系所、系友會平時與校友建立之連結，

不斷發掘社會各階層的優秀校友，一起

參與傑出校友的遴選，以激勵校友及在

校學生奮發向上，讓南臺典範得以傳

承。 

南臺科技大學自 103 年度起每二年辦理一次遴選為原則，凡校友於教育學術

類、企業經營類、社會服務類、文化藝術類及行誼事蹟類有傑出表現者，由各系

(所)進行推薦，以至多一名為原則，經院主管會議通過推薦名單，於遴選當年度九

月三十日前逕送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提升遴選程序之嚴謹度。詳細遴選辦法可參

閱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網站 http://cda.stust.edu.tw，或來電 06- 2533131#1301 洽

詢。  

▲南臺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傑出校友決選會議 

▲吳明曉校友(右)捐蹭南臺薪傳基金 100 萬元，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左)致贈禮品 



 

 

南臺科技大學校慶重頭戲之一便是各系舉辦的系友回娘家活動，各系邀請畢業

校友返校與老師及同學相聚，重溫在南臺就讀的時光。從系友回娘家活動舉辦方式

最能看出各學院風格，工學院團結盛

大，商管學院多元豐富，人文學院溫馨

有趣，數位設計學院活潑有創意。各系

精心策畫一年一度的系友回娘家活動，

事前透過網路及電話宣傳活動，當天也

安排 校園 巡禮、校友 分享、抽 獎等 活

動，吸引了近 2 千名的師生校友一起參

與，其中更有不少校友攜家帶眷返校參

加活動。 

校友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系友回娘家活動  

師生校友近2 千人齊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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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師生校友合影留念 

▲電子系校友提供手機、腳踏車等作為活動抽獎 

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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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席開 12 桌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 

電子系畢業校友皇后洗衣設備負

責人吳明曉校友，獲選南臺科大第二

屆傑出校友獎，當日在校慶典禮接受

頒獎後，也回到電子系參加系友回娘

家活動。吳明曉校友現場捐助十萬元

作為系友會會務基金，也捐贈了 150

條毛巾給所有工作人員，先前更是大

手筆捐助一百萬元給母校，回饋母校

及母系不遺餘力。除此之外，電子系校友也提供了手機及腳踏車等獎品，作為活動

摸彩獎品，並在 S 棟一樓席開 12 桌，近 200 名師生一起同樂，場面相當盛大。 

  南臺科技大學新落成的生活機能

館，配合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在一樓舉

辦的校友證推廣活動，成為當天返校校

友駐足拍照的最熱門景點，巍然聳立

的 43 公尺校門與 10 層樓高的大樓，在

藍天白雲的襯托之下，成為最具特色的

拍照背景。有許多校友專程回來參加活

動，就是為了一睹宏偉的生活機能館。 ▲幼保保育系師生校友合影留念 

▲休閒事業管理系師生校友合影留念 



 

 

南臺科技大學於 105 年 12 月 10 日慶祝 47 週年校慶，蔡英文總統及陳建仁副總

統特頒賀電祝福，校方亦舉辦校慶系列活動，邀請姐妹校韓國東岡大學來賓蒞臨歡

慶。除各地校友返回母校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外，圖書館亦舉辦「感恩再出發」活

動，感謝年初 0206 地震災後，第一時間校友、師生以及友校協助圖書館復原倒塌

書架、散落書籍之工作，在重建工作完成之際，藉著 47 週年校慶當天，以「入

厝」的心情，邀請各界參觀重建後圖書館的新樣貌，復原之路雖漫長艱辛，但因承

載著眾多校友及師生的支持與祝福，也讓校慶活動更加溫馨感人。 

南臺科技大學 47 週年校慶大會，顏純左副市長、張前校長信雄董事、財團法

人吳三連獎基金會吳董事長樹民、校友總會張文龍理事長、韓國東岡大學姐妹校代

表團李枉茂團長等一行皆親臨祝賀。 

校友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47週年校慶  感謝校友師生助  

圖書館災後重建舉辦「感恩再出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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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47 週年校慶，校內長官與韓國姊妹校東岡大學祝賀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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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圖書館更舉辦「感恩再出發」活動，感謝年初 0206 地震災後，第一時間

校友、師生以及友校協助圖書館復原。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表示，年初的高雄美

濃地震，給南臺灣帶來重創，校方圖書館書架被震倒近 9 成，圖書資料倒散狼藉。震

災後第一時間，校內各級長官立即啟動緊急措施，圖書館馬上動員清理。復原期間 

校長戴謙表示今年度校園環境有明顯地轉變，除已完成興建「能源工程館」、

「優活館」、「創思設計坊」，以及整建「聯合育成中心」外，「生活機能館」

於 105 年 7 月 20 日正式落成啟用，43 公尺高的莊嚴校門偉然矗立；「校際聯盟產

業技術暨實習大樓」業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破土動工，未來將作為食品安全檢測基

地，為市民食安把關。此外，由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的「古機械科技

館」正式開放展示，未來將作為科普教育場所，歡迎各界蒞臨參觀。面對少子女化

的嚴峻考驗，南臺仍以卓越的眼光，未曾停下發展腳步，持續奠定厚實長遠的發展

利基。校長戴謙並代表全體師生感謝鄭董事長高輝先生與董事會董監事的無私奉

獻，以及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的支持，讓全體師生能在優質的校園環境，

致力於技術研發與教育學習。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感恩再出發，現場與會貴賓及長官於「書海添墨香」啟用儀式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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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館內全員啟動，更收到來自

校內外主管同仁、師生、家長，以

及友校圖書館、校友的大力協助，

參與書架扶正，及散落書籍分類，

並一同清理地震肆虐的環境，在書

架重新架設完畢之後，眾多師生前

來襄助圖書上架，與圖書館一同度

過艱難的重建工作。 

圖書館館長楊智晶指出，在重建工作規劃時，戴校長卓見指出，須記取天災教

訓，因而重新規劃館內的書架、樓層與服務，作一次全面性的思考翻轉，導入新的

圖書管理技術與讀者服務。將十一樓西文書籍改為期刊展示，新增「有聲共享資訊

區」、「簡報演練區」、「放鬆發想區」及「漫畫區」館藏, 將整個樓層成為圖書

館可以發出聲音討論的「有聲共享學習區」。為減輕各樓層書庫重量，全館裝訂、

罕用圖書移架到地下室一樓，改為「罕用書庫」。12 樓網路視聽區，增加「3D 電

影院」、「體感遊戲體驗區」、「桌遊」，以增進人際關係，未來更有「VR 虛擬

實境體驗閱讀」，增加學生使用率。 

  在圖書館完成重建工作後，

藉由 47 週年校慶之際，安排「感

恩再出發」活動，以「入厝」的

心情，邀請各界貴賓前來參觀重

建後圖書館的新樣貌，並準備紅

圓發糕，一同分享「入厝」的歡

愉，並表達滿懷的感恩之意。會

中，休閒系新住民學生曾中泰，

將內政部移民署出版「娘家 2 ：

寶島新住民 70 stories」獻給圖書

館，書中收錄他努力奮鬥的故事，他表示身為新住民之子，媽媽來自泰國，感謝學

校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與新加坡實習之機會，得以分擔家計，透過此次校慶活動，

將書籍捐贈給學校圖書館，更顯意義不凡。 

▲休閒系曾中泰同學(中)致贈內政部移民署出版「娘家

2 寶島新住民 70 stories」於母校典藏  

▲校內主管同仁、師生及校友同心協助，將書架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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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承先啟後，永續傳承，邁入新世紀  

南臺科技大學台南市校友會吳明治理事長、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陳月滿會長正式接任  

台南市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第十、十一屆新舊任理

事長交接儀式於 105 年 12 月 10 日假永康桂田酒店舉

行，由校友會全國總會張文龍理事長監印。新任理事長

由電子系周明慧校友移交予機械系吳明治校友；當日除

了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張信雄董事及盧燈茂副校長

親臨以表祝賀外，另有近五百

名 校 友、各 界 貴 賓 與 親 屬 同

慶，場面盛大隆重。 

  吳明治理事長致詞表示，

感謝各位貴賓百忙撥冗出席，

未來將秉持著歷年校友會理事長所傳承之精神，用傑出

的領導及心力協助校友會發展，展現凝聚力，並帶領全

體幹部開創更多元的交流活動，使會務蓬勃發展。 

▲台南市南臺校友會會印移

交，由左至右為周明慧理事

長、張文龍理事長及吳明治

理事長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左六)、張信雄董事(左七)及盧燈茂副校長(左八)與各校友會理事長

一同呼口號「凝聚南臺幫，雄霸全台灣」 

▲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副校

長(左)致贈感謝狀予周明慧

理事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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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第十三、十四屆新舊任會長交接

儀式，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假東東宴會式場舉行，並由南

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監印。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新任理事長由羅菊梅會長移交予

陳月滿副會長；當日除了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張信

雄董事及各校友會理事長外，另有臺南市顏純左副市長

蒞臨現場，近六百名的貴賓與校友，場面熱烈溫馨。台

南市顏純左副市長更肯定老闆娘前會長的努力與付出，

也期許能承先啟後，繼續成長茁壯。 

  同時，羅菊梅會長在發表卸任感言時，再度感謝第

十三屆團隊的支持與協助，除能順利完成任內所有計畫

與活動外，同時也為她個人的生涯留下難忘的回憶。 

  戴謙校長表示，本校校友已逾 10 萬餘人在台灣與世

界各地開枝散葉，於各行各業中均有傑出表現，也是母

校能夠長期獲得社會肯定最重要的支柱，校友的支持更

是學校往前邁進的動力，謝謝過去二年來一直給予南臺

大力支持的臺南市校友會周明慧理事長及老闆娘促進交

流協會羅菊梅會長，讓南臺校友會活動能夠多元又精彩。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

(左)致贈感謝狀予羅菊梅會

長(右)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會印移

交，由左至右為羅菊梅會

長、戴謙校長及陳月滿會長 

▲羅菊梅會長與各校友會理監事合影留念  

 

 

為促進廣大校友間的聯繫，南臺科技大學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校友會全國總

會及臺南市校友會於 105 年 9 月 10 日熱鬧舉辦聯誼晚會，由老闆娘交流會成員親

自帶來舞蹈表演、服裝走秀及歌唱節目。聯誼晚會以「寶可夢」為主題開場，主

持人化身為訓練大師及皮卡丘，將師長席當成「抓寶」地點，座上的每位師長成

為「寶可夢」，主持人在抓寶的同時也介紹與會師長，活動富創意且結合時下最

夯話題串場，獲得現場掌聲、笑聲不斷。南臺科技大學張信雄董事、戴謙校長等

多位師長也受邀參加，超過 500 位的師長及校友齊聚一堂，場面相當盛大。 

晚會由 48 位老闆娘擔任走秀模特兒的時尚服裝秀，平時運籌帷幄、打理公司

大小事宜的老闆娘，站在表演舞台上時，與專業團體相比毫不遜色。服裝類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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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左六)及前校長張信雄董事(左七)與各校友會理事長及校內師長舉杯

祝與會人員佳節愉快  

校友動態  

校友聯誼抓寶趣「寶可夢」、「時尚走秀」齊

歡 聚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舉 辦 校 友 會 聯 誼 晚 會  

5 0 0 位師長校友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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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張信雄董事(右七)、戴謙校長(右八)與老闆娘促進交流會表演團隊合影  

顏色及種類分為 16 種，有運動休閒系列、黑紅系列、豹紋系列、正統旗袍、禮服

等，並由專業造型師量身打造彩妝及造型，每位老闆娘走起台步來充滿自信與魅

力。而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也擔任開場的走秀貴賓，沉穩又自在的台步絲毫看

不出是臨時受邀上場。整場走秀活動搭配南臺科大視傳系黃昭智教師剪輯之音

樂，流暢又具美感，讓與會人員彷彿置身專業服裝秀現場。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表示，南臺校友相當團結，時常舉辦各式校友講座及

聯誼活動來聯繫感情，對母校更給予不遺餘力的支持。2016 年初 0206 美濃地震造

成學校多處損害，校友會第

一時間便出錢出力協助圖書

館 復 原，除 了 捐 助 款 項 之

外，臺南市校友會周明慧理

事長與校友會成員更挽起袖

子至現場幫忙，羅菊梅會長

與多位幹部也帶了餐點親自

至圖書館慰問志工。還有許

多校友在得知消息後，利用

假日回母校幫忙，其中有 

▲南臺科大校友會舉辦校友聯誼活動邀請張信雄董事(左

二)、戴謙校長(右一)開場熱舞 

 

 

父子檔，更有遠從屏東及高雄而來的校友，經

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圖書館現已恢復運作。南

臺校友「一日南臺，終身南臺」精神，在這次

協助圖書館復原工作中表露無遺。 

南臺科大一直將校友視為十分重要的資

產，為擴大對校友的服務，現與一卡通公司合

作推出「南臺校友證」及「南臺之友證」。校

友中心陳定宏主任表示，「南臺校友證」及

「南臺之友證」卡面以日本知名建築師高松伸

所設計之生活機能館為背景，加上個人照片

及畢業科系，是一張永久屬於校友的南臺人

識別證，不僅為進入校內優活館與圖書館之

身分識別外，也能享有推廣教育課程 85 折優惠及全台各地超過 150 家的商店特約

優惠，歡迎各位校友及相關人士踴躍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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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校友會舉辦校友聯誼活動以

「寶可夢」為主題介紹師長  

▲南臺科大校友會舉辦校友聯誼活動由老闆娘協會成員擔任模特兒走秀  



 

 

臺南市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為慶祝 47 週年校慶，與南臺科技大學羽球社於

105 年 12 月 4 日在母校悠活館舉辦校友盃羽球錦標賽，共吸引了 85 支隊伍，約百

餘人參賽，現場高手雲集戰況激烈，為讓各年齡層之校友都能一起攜家帶眷返校同

歡，本次參賽組別分為「健康趣味組」、「男女混雙組」、「壯年組」及「青年

組」，活動當日校友中心陳定宏主任及台南市校友會周明慧理事長亦特地前來為選

手加油打氣。 

陳定宏主任主持開球儀式時表示，感謝臺南市校友會舉辦這場極具意義的活動，

透過比賽將校友凝聚一起，讓大家再度走回校

園見證母校傲人的成長。自 1996 年創校以來，

本校已培育逾 10 萬名校友，為強化與校友及南

臺相關人士之服務，將推出與一卡通票證公司

合作的記名式「南臺校友證」及「南臺之友證」。

凡持此證即能享有超過百家且遍布全台各地的

特約商店優惠；在校內資源方面，免額外辦證

即可進入圖書館閱覽、使用優活館健身房及推

校友動態  

臺南市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舉辦2 0 1 6 校友盃

羽球錦標賽   現場高手雲集熱情開打  

▲參賽隊伍、現場工作人員及與會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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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盃羽球錦標賽比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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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育自辦班學費 85 折(限校友證)，歡迎各位校友踴躍申請。 

臺南市校友會周明慧理事長也表示，感謝母校提供安全且優質的場地，也感謝

學校羽球社指導老師蘇素月老師全權策畫賽事及羽球社同學利用課餘時間、犧牲休

假日，全力的支持與付出，未來校友會也將持續舉辦眾多活動來服務校友們，最後，

預祝大會圓滿順利成功，大家都能取得好名次。 

賽事從分組賽至下午決賽，校友們無不使出渾身解數，除了持拍強力揮擊，更

踏著熟悉不過的米字步法應戰，現場氣氛高潮迭起，在休息之餘更相互交流、分享

在學趣事，讓現場多了一份溫馨。而經過一天激烈的賽事後，2016 校友盃羽球賽各

組成績如下表所示：  

 

組    別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名    次 

壯年組 
西拉雅今年拼冠軍 

【吳炳輝、高元慶】 

南工永仁 

【鄺國坤、龔德淵】 

西拉雅鐵腳 

【曾良進、王忠安】 

青年組 
佐佑運動用品 

【薛州男、蔣昱弘】 

即時快閃羽球隊 

【黃朝靖、許育瑋】 

我要拿第一 

【童明輝、王家達】 

男女混雙組 
早安隊 

【羅寬翔、戴于婷】 

歡樂快閃羽球隊 

【洪芷家、許育瑋】 

西拉雅射手 

【余婉倩、杜恩綜】 

趣味健康組 
快閃羽球隊 

【洪芷家、黃朝靖】 

摩擦摩擦 

【高中偉、蘇茂誠】 

北南聯隊 

【黃百弘、曾瑞復】 

▲校友盃羽球錦標賽壯年組得獎者合影 ▲參賽校友與蘇素月老師(左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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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自 1969 年創校以來，培育超過 10 萬名校友，為強化與校友及南臺相

關人士之服務，推出與一卡通票證公司合作的記名式「南臺校友證」及「南臺之友

證」。除卡片本身具有一卡通提供的功能之外，持此證還能享有超過百家的特約商

店優惠，例如奇美醫院健診優惠、王品集團用餐優惠、各大飯店住宿優惠等，特約

商店遍布全台各地。在校內資源使用方面，免額外辦證即可進入圖書館閱覽(說明

1)、使用優活館健身房(說明 2)及推廣教育自辦班學費 85 折(限校友證)。 

校友動態  

一日南臺  終身南臺  

南臺科技大學校友證推廣活動圓滿落幕  

▲南臺科技大學 47 週年校慶，「南臺校友證」申請現場校友與職發中心陳定宏主任(右一)合影 

■說明 1 ：持南臺校友證及南臺之友證可進入南臺圖書閱覽，若需借書服務則須依

圖書館規定提出申請。 

■說明 2 ：南臺校友證及南臺之友證經儲值後，便可刷卡進入優活館健身房，請參

考體育中心網站 http://pec.stust.edu.tw/tc/node/yohus。 

■最新申請資訊請鎖定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網站或 facebook，聯絡資訊如封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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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校友證」及「南臺

之友證」採線上申請，只需填

寫個人資料並上傳相關佐證文

件，並待審核通過後便可列印

繳 費 單 至 便 利 商 店 繳 款(300

元)，製卡完成後將掛號郵寄至

指定地址。為讓廣大的校友了

解校友證特色，職涯發展暨校

友中心於校慶當天在生活機能

館一樓設攤推廣校友證，一對

一協助校友申請並解答疑問。醒目的「一日南臺、終身南臺」標語，吸引了許多校

友駐足詢問及拍照，現場申辦人潮絡繹不絕。共 6 小時的推廣活動吸引了近 50 名校

友申辦校友證，活動成功圓滿落幕。 

「南臺校友證」及「南臺之友證」申辦資

格、詳細特約商店資訊，包含地址、電話及優

惠內容等，皆刊登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網頁，

每一店家還有可連結至 Google MAP 的貼心小

設計，讓使用者可同時查詢商店位置。除電腦

操作之外，也可掃描卡片背面的 QRcode，利

用手機查詢特約商店資訊。更多資訊歡迎至

「南臺科技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粉絲專

頁或網站查詢。 

▲南臺科技大學 47 週年校慶，「南臺校友證」申請現場 

▲第一批南臺校友證已全數寄達 

▲卡面除使用說明外也有 QRcode 設計，可連結至校友中心網頁查詢特約商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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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文創園區新春活 動  

喜逢雞年迎新春  新春新象喜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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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會資訊  
全國總會 

理事長：張文龍 

電子郵件： wan.long@msa.hinet.net 

北區校友會 

理事長：王耀德 

電子郵件： owen@acegroup.com.tw 

臺中市會 

理事長：黃盈連 

電子郵件： Jackiet8@ms72.hinet.net 

臺南市會 

理事長：吳明治 

電子郵件： qoo540116@yahoo.com.tw 

高雄市會 

理事長：黃建超 

電子郵件： cchuang@mail.tf.edu.tw  

EMBA 校友會 

理事長：蘇永昌 

電子郵件： adamsu.lily@msa.hinet.net  

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 

會長：陳月滿 

電子郵件： tony1990@ms51.hinet.net 

越南胡志明校友會 

理事長：阮武瓊 

電子郵件： nguyen_vuquynh@yahoo.com 

越南河內校友會 

聯絡人：阮紅河 

電子郵件： honghabiz@yahoo.com 

南臺科技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電話： 06-2533131#1301-1303 

傳真： 06-2422310 

網址： http://cda.stust.edu.tw/ 

電子郵件： stust_cdac@stust.edu.tw 

中心主任：陳定宏  

聯絡人：林家伃、蘇裕媚助理 

Facebook ：南臺科技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歡迎提供實習、就業機會！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追求卓越、典範南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