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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校友共享南台榮耀】 

 

    根據 2011 年《Cheers》雜誌公布「台灣 1000 大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本校再度蟬連為私立技 

職校院第一名。由於本校已連續三年榮獲此殊榮，也 

意謂著企業對南台校友在職場上的表現評價高；此乃 

南台的畢業生學習力強、可塑性高，穩定的抗壓性， 

且擁有高度團隊合作精神，故而深獲企業的賞識。此 

外，由於本校學生積極投入實作專題競賽，加上全體 

老師的教學用心與豐富的研發能量，讓學生參予各項 

競賽屢獲佳績，也獲得許多產學合作的機會，種種卓 

越的表現，因此能獲企業界的高度重視。南台科技大 

學要能更發光發熱，唯有南台人挺南台人，讓我們心 

連心手攜手，共同大步向前邁進。 

 

 

 

          【主任秘書 高文民 小傳】 

 

高文民博士，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學博士。

歷任高職教師、特教教師、本校技職教育與人力資源

發展研究所所長、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國立台中

師範學院主任秘書…等。現任本校主任秘書統合秘書

室全盤業務，負責校長授權用印事宜，承校長之命協

助各單位推展各項工作，校長臨時交辦事項，本校公

文之核稿，重要函電之處理，以及全校內部流程管控

等事宜。 

 



【校友會台南分會】 

    南台校友會是南台人共有的大

家庭，在這裡，我們延續了南台成長

與就讀時期的兄弟姊妹情誼。在這

裡，我們可以共同回味以往共處時的

酸甜苦辣。我們可以共同懷念與感謝

曾經為我們奉獻的師長；我們可以共

同述說個人的感懷與成就。南台校友

會承蒙學長姊的耕耘，校友中心乃成

為最溫暖的園地。希望歷屆校友都能

珍惜、愛護這個園地，踴躍參加校友

會，共同來灌溉、支持校友會的茁

長，俾使校友會成為大家相互關心、 
照顧的最佳橋樑。 

 

 

校友會台南分會理事長 郭垣男(右) 

 

【永續經營-南台科技大學之近期重大建設】 

 

 

「運動休閒館」破土儀式 

 

  

「汽車工廠」破土儀式 



 

 

【榮耀共享】 

 

一、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金額再創高峰，南台科大獲教育部 100-101 年度 8 千 5 佰萬元補助 

教育部於1月26日公布100-101年度技職校院教學卓越計畫，本校於100年度再度成為公私立技職校

院獲補助最高之學校，榮獲8仟5佰萬元之高額補助。這是繼多年來教育部科大評鑑屢獲優異成績之後，

本校再傳佳音。此次獲獎為該校增添光彩及喜氣，全校師生均感到喜悅與興奮。 

 

戴謙校長表示， 本校自9 5 年度執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以來，連年超越計畫目標，產出亮麗成

果，一再獲得教育部之肯定與高額補助，令人欣慰。本校100-101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之特色，係以整合、

創新、深化、永續發展為理念，推動四個卓越分項計畫，分別為：1.教師知能卓越計畫( T I E P )、2 .

學生展現個人卓越特質計畫(SIEP)、3.課程整合卓越計畫(CIEP)、及4.國際競爭力提升計畫(MIEP)，簡稱

4IEP。 

 

經由此四項教學卓越計畫項目，本校計畫在未來兩年，在教師知能方面，將融入創新機制，持續

提升教師教學與研發能力。此外，本校將加強學生實作能力，為「畢業即就業」預作準備， 並引導及

激發學生展現個人卓越特質。在課程整合卓越計畫上，本校將在未來二年整合學校所有專業課程、跨

領域課程及非正式課程等，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與就業能力。在面對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趨勢下，本校今

後將更加提升國際競爭力，擴大學生國際視野，招收外籍及大陸學生，以契合就業環境國際化之人才

需求。 

 

 
教育部吳清基部長(前排中)、戴謙校長(前排左五)及校內主管合影留念 

 

 

 

 



二、南台科大獲教育部 99 年度春暉績優學校 

本校於日前獲得教育部99年度春暉績優學校的榮耀，不僅在教學卓越、學術研究、產學合作及職

涯規劃上有卓越的表現；對於推動友善校園『春暉專案』更是不遺餘力，因為只有讓年輕學子遠離「菸、

酒、毒、愛滋及檳榔」的誘惑與危害，才能創造優異的學習與研究環境，也再一次展現本校戴謙校長

對行政團隊『既然領先、一定最好』的理念。 

本校為落實友善校園春暉工作，成立春暉社及各種服務性社團，協助各項活動的推動，積極建立

支持性環境，更結合地區縣市衛生局所及奇美醫學中心等社區資源，辦理健康講座，健康諮詢服務及 

免費愛滋篩檢等活動。為達到春暉宣導工作，宣導期間辦理學生「KUSO網路影片設計競賽」、「創意

海報及春暉logo設計競賽」、「菸害健康講座」及「愛滋防制暨情感教育宣導講座」等多項活動；動態

活動更辦理了「三對三籃球賽」、「99戒菸班-健康久久」及「拒菸反毒」路跑等活動。各項活動都引

起校園熱烈迴響、更獲得教育部『99年度春暉專案』績優學校，再次給予本校更多的鼓勵，與持續推

動春暉工作的動力。 

 

教育部吳清基部長(中)頒發獎牌給教育部 99 年度春暉績優的學校 

三、學務處辦學績效卓越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蒞校參訪 

本校近年來辦學績效卓越，吸引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一行 15 人，在該校邱秋芳學務長的帶領下，

於日前前來參訪，本校蕭金土學務長與學務處各組組長均熱情親自接待。本校學務長蕭金土在開場致

詞時表示，歡迎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邱秋芳學務長率學輔團隊來本校賜教，希望透過兩校互相交流

學習，以強化兩校的辦學績效與成果。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邱秋芳學務長表示，南台科大是目前全國科技大學的標竿，98全國科大評

鑑的第一名，所以特地前來取經學習，希望藉由南台科大發展的經驗，以提升該校學輔工作的服務品

質。本校多項學輔工作與業務的推動，讓該校相關同仁有學習的機會。邱學務長也指出，此行對南台

科大的各項軟硬體設施印象深刻，更對南台科大充滿人情味的校園留下美好的記憶，期許未來兩校能

有更廣泛的交流與合作機會。 

 
生輔組史明明組長(站立者)為來訪的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貴賓做簡報 



四、視覺傳達系與台灣利豐簽訂產學合作 

本校於年初與已有百年歷史的國際利豐集團子公司台灣利豐共同簽訂產學合作。由本校視覺傳達

設計系黃國禮主任、創新產品設計系王文雄主任及媒體與設計研究中心童鼎鈞主任領軍，以及本校設

計學院內具有業界實戰經驗的師資群共同執行，提供多項創新設計，將設計理論與實務結合，開創民

國百年國內學界設計類先鋒，引領學生開拓視野，直接將所學的成果推向國際市場。 

視傳系主任黃國禮表示，本校於94學年度成立設計學院後，不僅針對各產業所需之設計人才進行

培訓及技能培養，其中產學合作之成果獲得產業界之深度肯定，此次的合作案也代表本校在設計類組

也跨出國際合作的第一步。 

 

視傳系與台灣利豐等雙方代表簽約後合影 

五、企業管理系 542 創意包子專賣團隊榮獲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決賽佳作 

企管系學生團隊於日前參加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舉辦之「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決賽暨頒獎

典禮」榮獲佳作。今年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共計101隊報名，經兩階段之嚴格考驗，最後20隊進入總

決賽。本校企管系蔡宗岳老師帶領企管系學生賴冠丞、王文慶、宋秀謹、莊佩綺與吳芳萍組成之542創

意包子專賣團隊通過嚴格考驗，進入決賽並取得佳作之佳績。 

戴謙校長表示，本校致力於推動創意創業活動，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創業競賽。為使學生在創業

路上更加順暢，育成中心舉辦系列創業培訓課程並提供創業顧問諮詢及輔導措施，給予未來創業者有

足夠的創業養份，讓創業者能有萬全的準備。 

 

企管系學生榮獲「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決賽」佳作 



【國際事務處】 

一、美國 Berkeley College 代表團參訪本校 

美國紐約 Berkeley College 董事會理事 Mr. 

José Tavares 及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於 2 月 23 日率

團前來本校參訪。吳新興副校長、商管學院周

德光副院長、應用英文系黃大夫主任及國際事

務處同仁等熱情歡迎貴賓來訪。 

 

 

 

Berkeley College Dr. Vinita Ittoop(右起)、Mr. José Tavares、

吳新興副校長及校內同仁合影留念 

二、日本白鷗大學師生團來訪 

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日本白鷗大學的師

生一行27人在國際交流中心長傑夫瑞米勒教授

及經營開發研究所所長高橋教授的率領下，於

日前來訪。戴謙校長、吳新興副校長、商管學

院賴明材院長、EMBA 施武榮執行長、休閒系

王逸峰主任、應日系陳連浚主任及國際事務處

王永鵬處長等親自接待。 

 

日本白鷗大學交換學生分享在本校就讀心得 

三、菲律賓「愛護基金會」蒞校參訪 

菲律賓「愛護基金會」執行長黃清榮先生在戴謙校長盛情邀約下，於日前抵達本校參訪，受到戴

謙校長、吳新興副校長、蕭金土學務長及國際志工社師生們的熱情歡迎及接待。校長戴謙在接見黃清

榮執行長等貴賓時表示，除了代表全體師生熱忱歡迎之外，也對菲國「愛護基金會」近年來對於本校

國際志工師生赴菲服務時所提供之協助表達誠摯之謝意。 

本校菲律賓國際志工服務團係由師生所組成，其任務係為持續響應政府ADOC 2.0計畫，將校內多

餘不用電腦實施「再生電腦，希望工程」計畫，利用暑假期間遠赴菲國進行「縮短數位落差」之電腦

教學服務，除教導當地教師及學生電腦資訊應用課程外，亦將電腦捐贈予當地，協助菲國中小學建置

電腦專業教室，開創了綠色環保（再生電腦）與愛心無國界（國際志工服務）的雙贏效果。 

 

戴謙校長(右 4)及吳新興副校長(右 3)、蕭金土學務長(右 2)熱情接見菲律賓愛護基金會黃清榮執行長(左 4)一行人 

 



【EMBA 校友會活動】 

一、2011EMBA 校友會新春團拜 

本校EMBA校友會結合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於2月20日在新化大坑農場舉行「新春團拜迎福氣暨踏青

健走」活動，並邀請崑山科技大學EMBA與長榮大學EMBA學術研究會等前來共襄盛舉。 

戴謙校長、吳新興副校長、盧燈茂副校長、高文民主任秘書、商管學院賴明材院長、施武榮執行

長及EMBA校友會現任理事長吳孟融及前任理事長黃建豐等人均參與本次的健走活動。總計有校友及眷

屬共一百多人參加，彼此互道恭喜，互祝新春好運旺旺來。為使參加活動的人都帶著一顆喜悅的心情

健走，戴謙校長特別發給每人一個過年紅包，期昐大家帶著一份希望，歡歡喜喜迎新春。 

 
本校 EMBA 校友會新春團拜活動(100.02.20) 

二、南區 EMBA 八校聯盟高爾夫球賽熱情開打 

由本校與長榮大學共同主辦的南區EMBA GOLF 八校聯盟聯誼賽於日前（2月26日）在台南嘉南高

爾夫球場舉行，共有本校、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義守大學、長榮大學、高雄大學、高雄應用科大與

崑山科大共襄盛舉。在各校同學與校友積極參與的情況下共有近120位報名參加，並由戴謙校長與長榮

大學陳錦生校長共同開球下展開球賽，不僅相互切磋球技也經由交叉編組的方式增加各校際間學員的

互動，以期達到拓展EMBA人脈以及更多工作上的交流。 

 

參加高球賽貴賓於開賽前合影(100.02.26) 



【EMBA 經營講座】 

一、戴謙校長主講「私立科技大學之經營策略」 

 

戴謙校長於講座中表示，教育部 “技職風

雲榜”南台為全國技職校院第一名，各項國內外

競賽成績量化共 64071 點，除國立雲林科大一直

與本校競爭第一外，最近國立台科大亦繼起直

追，至於第四名(崑山科大)則積分僅有 40964

點，遠在本校之後。 

戴謙校長演講實況 

二、校友總會魏子夏理事長演講「百煉鋼成繞指

柔」 

魏子夏理事長於講座中表示，態度決定高

度，態度是學歷、經驗之外，人格特質的總和；

同時比你的過去、教育、金錢、環境.....還來得重

要，唯有深入瞭解態度的威力，才是化態度為行

動的首要之務。 

 

 

魏子夏理事長演講實況 

【通識大師講座】 

一、成功大學物理系許瑞榮教授蒞校主講「雲頂上方的閃電」 

本校於日前舉辦第三場「通識教育大師講座」，邀請成功大學物理系教授許瑞榮博士蒞校演講，

講題為「雲頂上方的閃電」。本場演講不僅是通識教育的成果展現，也是科學普及教育的新氣象。戴

謙校長於講座中表示，基礎科學是國家硬實力的根本，學術發展與研究更需有扎實的基礎科學作根基，

本校培育科技人才也非常重視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科學的扎根學程，辦理通識教育大師講

座之目的。除了讓全校師生了解全人教育的重要外，更希望能藉由大師的親臨教誨，使學生在聆聽新

知之，見賢思齊，以大師為榜樣，從身教、言教中獲得啟發，開啟心靈的另一扇窗。 

 

成功大學物理系許瑞榮教授蒞校主講「雲頂上方的閃電」 



二、中央研究院周昌宏院士演講「一支草一支露：芒草的基礎與保育研究」 

本校日前舉辦的通識教育大師系列講座，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周昌弘院士蒞校演講，講題為「一

枝草．一點露：芒草的基礎與保育研究」。有不少學生對此議題相當感興趣，紛紛前來聆聽。 

戴謙校長於講座中介紹時表示，周昌弘院士是台南新化人，出身書香門第，熱愛鄉土，對新化有

極大的貢獻。戴校長讚美周院士是位頂尖的專家學者，令人敬佩的教育家，他以這樣的學長為榮。同

時對在場的同學說，能夠聆聽周院士的演講，是莫大的福氣。 

 

周昌弘院士專題演講實況 

三、邀請教育部前常務次長周燦德博士主講「成長的腳印─生命歷程中的經驗分享」 

本校於日前邀請教育部前常務次長周燦德博士蒞校演講。這是通識中心所籌劃的大師講座系列的

第二場講座，繼前教育部長楊朝祥博士之後，周燦德前常務次長以「成長的腳印─生命歷程中的經驗

分享」為題，再次為本校師生帶來豐富的心靈饗宴。 

戴謙校長表示，教育的用意是在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以激發學生的潛能。本校在理、工、

商專業的訓練方面已有很好的師資與制度，因此在通識教育與人文藝術方面的加強也是非常重要的，

期使藉由辦理通識教育方面的活動，使得本校能營造一個既有專業訓練又有藝術氣息的良好學習環境。 

 

高文民主任秘書(左)頒贈感謝狀給周燦德博士 



 

                               【校友會活動預告】 

 

     ★ 100 年 4 月 16 日校友會將舉辦「2011 年大甲媽祖觀光文化節遶境進香一日體驗活動」 

        ，透過一日行腳，體驗宗教人文的熱情和足以深深震撼人心的感動；歡迎歷屆校友回 

        娘家參與本活動。 

 

【母校活動預告】   

     ★ 100 年 6 月 18 日母校將舉辦「就業博覽會」，歡迎校友企業報名參加，請洽職涯發展 

        暨校友中心─陳美燕小姐 TEL:(06)2533131#1306；歡迎歷屆校友回娘家參與本活動。 

 

【找好工作嗎？好康在這裡！】 

為提升大專畢業生就業機會，教育部推動「96-99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

習方案」第二階段，凡 96-99 學年度畢業的南台校友，都有資格參與並找到您理想的工

作，同時保障每月薪資不得低於 2.2 萬元。除此之外，為減輕企業培育新人教育訓練的

花費，政府更提供企業每位實習員每月新台幣 1 萬元的補助(以 6 個月為限)。此外，99

學年度畢業的校友，亦可提早在平台登錄，畢業後可比別人更早上班。 

 

由於名額有限，歡迎待業中、無經驗、或想轉換工作跑道的 96-99 學年度南台校友

踴躍參加。歡迎校友企業上網登錄徵才資訊，若有任何疑問請參考學校職涯發展暨校友

中心網站(http://cda.stut.edu.tw/node/130)或來電洽詢。 

 

 

■ 企業端聯繫窗口：                     ■ 實習員聯繫窗口： 

  李佩芬 小姐                            林湙諼 小姐 

  TEL：06-2533131#1303                     TEL：06-2533131#1301 

  E-mail：pagelee614@gmail.com                  E-mail：amanda1103@mail.stut.edu.tw 

 

 

 

 

 

 

 

 既然領先‧一定最好  

 

 



2011 活動訊息 

   

 

三月 

二月 

四月 

六月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理事長交接暨

歲末聯歡晚會典禮 2011/01/09 

EMBA 校友會新春團拜 

2011/02/20 

「2011 伯樂 vs.千里馬」就業博覽會 

2011/06/18 

南區 EMBA 八校聯盟高爾夫球熱情開打 

2011/02/26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春酒會 

2011/03/05 

EMBA 校友會理事長交接典禮 

2011/04/17 

台中大甲媽祖遶進香一日體驗活動 

2011/04/16 

100 級畢業典禮 2011/06/11 

中區校友會理監事會議暨春酒會 

2011/02/22 

南區校友會理事長交接暨歲末聯歡晚會典禮 

2011/01/29 

校友總會暨南區校友會理監事會議 

2011/04/23 

 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