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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校友共享南臺榮耀】 

 

南臺科技大學典範科大計畫教師暑期參與企業研習誓師大會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表示，在典範科大計畫中，南臺科

大以「企業合作最佳夥伴」為目標，藉由「人才培育」、

「產學研發」及「制度調整與典範分享」三個面向之推動，

來達到皆能「與產業無縫接軌」的最高目標。為達到此目

標，南臺科大首創全國之先，推動專任教師每三年應至少

參與一次暑期企業研習的制度。這個三年一輪教師暑期企

業研習制度之主要目的在於由教師主動踏入產業而能瞭

解產業的最新發展與需求，來營造產學合作與學生企業實

習機會。這種「先師後生」的制度，不僅能增進該校教師

專業能力，且能反饋於教學，更能擴大學生實習機會，進

而達到「畢業即就業」的目標，目前已有超過 110 位教師報名參與 5 至 40 天的企業深度研習。 

     

 

 

  

校長 戴 謙 致詞 

「教師暑期企業研習」誓師大會 
校長與各長官及各系主任合照 

戴謙校長在會中特別授旗給今年
參與研習的代表—資管系系主任
黃仁鵬博士 

http://stutalumni.s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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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重點新聞】 

南臺科大舉辦 

「光電與積體電路故障分析中心」揭牌儀式 

    本校積極投入資源建構專業的「光

電與積體電路故障分析中心」，為產業

界提供服務諮詢與技術研發，並期望與

周邊南科產業有實質的合作。 該中心

於 7 月 9 日上午 11 點在本校 J 棟大樓前

舉行揭牌儀式，與會來賓有南科管理局

陳俊偉局長、奇景光電蔡志忠技術長、

晶元光電張中英協理等多位業界專

家，都給予南臺科大在產業協助方面高

度的肯定。 

    校長戴謙於致詞中表示，本校為因

應產業界的瞬息萬變及適應國際趨勢潮流，將首度引進「校辦企業公司制度」，委託專業經理

團隊來獨立運作校辦企業組織，負責執行及管理，並以公司方式來營運各項業務，提供產業界

更有效率及專業品質的服務諮詢與技術研發。另一方面，也將與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之模式，

將本校師生之專業知識及技術產業化，不但可以提升學校發展水準和該校師生在專業研發知識

與技術的能力使得學以致用，提早培育出產業界所需要的專業優秀人才資源。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國際認證中心」揭牌儀式 

    南臺科技大學與西門子工業軟件股份有限公

司、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科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於 6 月 8 日(五)上午 11 時在該校圖資大樓 E

棟 2 樓玄關舉辦「國際認證中心」揭牌儀式，本

次國際認證中心揭牌共有二家公司，分別為凱德

科技(股)公司及科盛科技(股)公司，讓南臺科大產

學合作再添一樁佳績。 

    戴謙校長表示，國際認證中心之成立，是南

臺科技大學與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科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有關人員，經過多次討論協商努

力，並簽署合作協議書後，在南臺科技大學計網中心 E202 教室所成立的「國際認證中心」，此

中心為臺灣第一個結合電腦輔助 3D 設計與 CAE 3D 模流分析之專業國際認證中心，該中心成立

後，將搭配完善的培訓課程，養成南部被國際認可之電腦輔助設計人才，持續透過融入教學實

習課程、產業人力培訓與證照認證考試，培養產業人才，並應用於產業新產品開發，協助產業

提升設計、分析測試與製造能力。 

 

 
 

 

 

校長與多名業界專家共同舉行揭牌儀式 

戴校長與凱德及科盛科技公司簽署合作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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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舉辦「優活館」揭牌啟用儀式 

     

    本校於七月十八日上午十時舉辦全國唯一環保

綠能運動場館「優活館」揭牌啟用儀式。當日啟用的

這座運動場館亦曾獲得綠能銅牌獎，該館結合科技、

環保、休閒…等多項功能，耗資一億多元，歷經 13

個月工作天，並於日前竣工。這座「綠建築」之運動

場館，勢必將為國內運動產業界帶來另一波革新，也

必能引領運動場館「節能減碳」之風潮。  

     

     

                                              

    戴謙校長表示，南臺科大以辦學績優著稱，但

對全體師生運動休閒的推廣更是不餘遺力。耗資興

建如此現代化的運動場館，除了用於體育教學外，

也開放給全校師生使用。對日、夜間部近兩萬名師

生而言，實在是一大福音。優活館啟用之日戴謙校

長特別鼓勵叮囑全校師生們在追逐各項成效的同

時，也要懂得運動紓壓，讓身心靈達到健康平衡。並

善用優活館的各項資源，是最簡單且合乎經濟效益的

適當方法。  

   「優活館」的建設不僅是南臺科大創校四十多年

來的創舉，也是國內一百多所大專校院中絕無僅見

的。整個場館共有四個樓層，第一層為可容納 15 張

球桌的國際標準桌球館；第二層為兩間寬敞的律動教

室；第三層是四周均為玻璃帷幕，可遠眺南臺科大校

園的體適能發展中心；第四層則是挑高 10 米的羽球

館，利用空氣對流及綠色植披所帶來的遮陽隔熱效果，讓夏日達到自然降溫的冷房功效，節省

空調的用電量。落實政府近年來所推動的政策，讓節能減碳不再淪為口號。 

 

 

 

 

全國唯一環保綠能運動場館~「優活館」 

校長與董事會一起揭牌啟用儀式 

第三層_體適能發展中心 

第四層_羽球館 



 

4 
 

ISO 9001 頒證儀式 

     

 

 

 

 

 

 

    教育部自 100 年度起推動私立技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南臺科技大學在實施內部控制制度

的同時，為提昇與精進行政品質，本著「好，還要更好」的服務精神與行動，將 ISO 9001 品質

管理系統導入行政程序，藉由將行政流程書面化、建立 KNOW-HOW，來提昇經營效能以及行

政服務品質。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表示，南臺科技大學自 100 年 10 月至 101 年 6 月歷經 9 個月的努力，

從一開始的前置作業、計畫階段、制度執行階段、稽核階段，到最後的改善及驗證階段，終於

通過 ISO 9001：2008 版，並於 101 年 7 月 24 日下午 4:00 於本校第一會議室榮獲法國．貝爾國際

驗證公司頒發認證證書，不但證明了學校的優異辦學成效，同時也是南臺科技大學邁向國際的

重要里程碑。 

    「通過 ISO 9001 認證，不僅是個肯定，更是未來持續精進的動力！」戴謙校長指出，如今

我們現在身處全球化、高科技化時代，唯有不斷的追求卓越，才能在嚴峻的挑戰中保持不敗的

地位，我們必須加緊運用各項資源和智慧，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開展未來。 

    南臺科技大學的 ISO 品質政策是「藉由提升行政服務品質達成教學及產學卓越」。政策宗旨

即基於本校以「誠信務實、創新卓越」為辦學理念，誠信乃源於本校校訓信義誠實之優良傳統，

務實乃基於本校宗旨中之企業精神，希望腳踏實地，追求效率效能。創新乃強調創造力與創意

的突破革新。卓越乃在教學與產學各領域，皆能不斷進步，止於至善。為求落實辦學理念，能

與人文關懷、硬體建設與軟體建設、理論教學與專題製作、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國內發展與

國際交流等多方位的平衡發展，本校藉由提升行政服務品質達成教學及產學卓越，發展本校為

「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科技大學及產業之最佳合作夥伴」。 

 

 
法國．貝爾國際驗證公司授證人員 蔡武德博士與校長及本校授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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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重要處室人物介紹】 

典範科大辦公室  王慶安主任 

    王慶安博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數學系博

士，現任南臺科技大學典範科大辦公室主任。王主任於 100

年 8 月轉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教授，9 月任本校研發處副處長

一職，並於今年 101 年 6 月轉任典範科大辦公室，統籌規畫

並督導「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之執行績效與考核業務。 

王主任之研究領域為應用數學、微分方程、科學計算；

曾獲國科會新進人員獎助、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國科會優等

研究獎、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費，亦於 96 學年度獲國立中

正大學審查通過終身免接受評鑑之榮譽。 

王主任曾先後任職於交通大學及中正大學。在中正大學服務期間，他曾三度兼任或代理數

學系系主任，計算機中心主任、研究發展暨國際合作室主任、研發長，亦曾兼代總務長。在校

外服務部分，王主任曾任中華民國數學會多屆理事、教育部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網要修

訂小組委員、教育部顧問室基礎科學改進計畫數學領域諮詢委員等，目前仍擔任中華民國數學

會理事、教育部高中數學學科中心諮詢委員、嘉義市特殊教育資賦鑑定委員會委員、美國數學

會 Mathematics Review 雜誌 Reviewer 及多家期刊評審委員。 

多年來透過教學卓越計畫的推動，本校在各項績效的表現在技職體系已是屬一屬二。王主

任表示，典範科大辦公室將與教學發展中心共同合作，在典範與教卓兩項計畫的推動下，使本

校成為產業合作之最佳夥伴；更希望在全校師生及校友們的共同努力之下，使本校更上一層樓

成為科技大學中的典範，因為「南臺就是典範，典範就是南臺」。 

 

 

 

 

 

 

 

 

 

王慶安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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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  王永鵬處長 

 

王永鵬博士，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系博士，現任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王處長於 1999 年 8 月任職於

本校機械工程系副教授，2008 年 4-12 月擔任本校機械工程系

副主任，並於 2009 年 1 月擔任本校國際事務處首任處長，統

籌規畫與推動本校國際化相關業務。 

王處長之研究領域為振動控制、自動控制、監測技術

等；曾獲國科會新進人員獎助 與國科會研究計畫                                                  

獎助，亦於 97 學年度獲南臺科技大學服務甲等獎之榮譽。 

王處長曾於 1994-1999 年任職於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服務期間擔任機器性能研

究部研究員，並兼任科專計畫「精密機械振動防治技術」計畫主持人，主導下列技術之研發:精

密機械結構設計與分析技術、刀具監測技術、精密機械振動防治技術、主動隔振技術等，多項

研發成果移轉產業界（臺積電、東培工業公司等)，並獲得工業技術研究院 1999 年技術服務銅

牌獎。 

「與國際高教接軌，邁向國際化之一流科技大學」一直為本校之辦學願景，多年來本校持

續推動：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鼓勵學生出國研習與招募優秀境外學生，各項國際化績效

的表現在技職體系已是屬一屬二。王處長表示，未來配合教育部典範科大計畫之推動，將積極

籌設國際學院與推動學生海外實習，以深化本校國際化教育，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之優秀人才，

在全校師生及校友們的共同努力之下，使本校成為具備競爭力之國際化大學。 

 

 

 

 

 

 

 

 

 

王永鵬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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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焦點】 

 
2012 年臺南創意芒果冰品嘉年華 

 

2012 年臺南創意芒果冰品作品發表活動由臺南市文化局與南臺科技大學餐旅系合辦，結合

產、官、學界合作之活動。主要為推廣臺南愛文芒果，活動包含創意芒果冰品競賽、創意芒果

冰品製作示範、芒果雞尾酒製作，並邀請 22 家芒果冰品廠商、芒果香腸、芒果酥、芒果及相關 

食品至現場推廣與展售。 

 

 

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副校長說明南臺科大相當重視創意研發與產業合作，本次作品由餐旅

系黃旭怡主任、葉佳聖老師、胡永輝老師帶領學生團隊與臺森有機芒果合作，特別研發出代表

愛文芒果之「愛文之吻創意芒果雞尾酒」、「芒果香草雞尾酒冰」、「芒果圓圓冰」等多樣化創意

芒果產品。並邀請南臺科技大學餐旅系獲得世界花式調酒冠軍之廖乙哲同學，利用芒果為主軸

研發出創意芒果雞尾酒，結合花式調酒精湛技術，呈現給所有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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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行流系與統一速達、統昶行銷、臺南市府城文化觀光產業協會及                    

臺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簽訂「運籌管理學產一貫學程」合作備忘錄 

    南臺科技大學特與統一速達股

份有限公司、統昶行銷股份有限公

司、臺南市府城文化觀光產業協會及

臺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於 101年 7月

20 日下午 13:30 在該校 L007 簽訂「運

籌管理學產一貫學程」合作備忘錄，

為企業量身訂作運籌管理專業人才。  

    南臺科大副校長盧燈茂博士表

示，「運籌管理學產一貫學程」的概

念就在於「為標竿企業量身訂做人

才」，換句話說就是將企業的人才培

育模式向下移植至南臺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之正規教學系統中，透過就業導向的學程教育，

達到大學培育業界「立即可用」人才的目標，而公司則有穩定與高素質的人才來源管道並縮短

訓練員工的時間與成本，而學校則透過學程中的交流，真正地將老師及教學調整至與業界一致，

對學生而言，則能在學校中就接受到業界的訓練，如能獲公司青睞，也能提早確定未來的工作

機會，可說是三贏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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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活動】 

 

校外實習活動會議 

    南臺科技大學於 101 年 7 月 16 日舉辦校外實習委員會第 3 次會議，因實施校外實習課程本

質上係屬學校教學之延伸，主要目的在於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期待藉由

至企業見習機會與觀摩學習，讓學校理論與實務結合，最近積極推動校外實習活動，目前與本

校簽約之合作機構已達 766 間，之後還會陸續增加，以提供本校學生更多實習機會。 

    因教育部技職司李司長希望本校未來將校外實習列為必修課程，更希望能夠全面性的舉辦

校外實習。本校在辦理各項實習計畫時，其中提出的幾項重點包含在校生校外實習優良獎勵要

點及海外實習實施細則，學校會以經費的衡量為前提，盡全力提供學生補助方案，請各院院長

及系主任鼓勵學生參予校外實習。 

 

 

 

 

 

 

 

 

 

 

校外實習-廠商會議(誠寶) 

 

    本校職涯發展中心陸續與廠商接洽，增加合

作廠商提供學生更多校外實習機會，101 年 7 月

20 日誠寶企業蒞臨本校，希望與本校密印合作，

冀盼透過就業導向的學程教育，達到大學培育業

界「立即可用」人才的目標。而誠寶企業預計今

年 9 月份會招募第一批實習學生，101 學年度第一

學期預計招募第二批實習學生當儲備人員，本校

與企業研議可開「智慧型家電實務」相關課程，

在學生到校外實習前先有一定的基礎，讓學生提

早與企業接軌。 

 

  

 
黃識銘主任與詹總經理、陳世芳博士、陳培
展博士共同討論實習事宜 

 

校長 戴 謙 致詞 全校系主任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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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發中心講座活動歡迎校友參與 

 活動預告: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生涯學習地圖出爐了！！！ ～ 

預定日期 主題 講師 內容 

101/10/13 職涯領航員志工初階訓練 職發中心 志工訓練及服務學習 

101/10/16 職涯領航員志工進階訓練 職發中心 UCAN 介紹及服務學習 

101/10/17 職涯領航員志工進階訓練 職發中心 行政支援及服務學習 

101/10/22 升學講座 畢業校友 升學選擇之分析 

101/10/23 公職考試講座 考選部官員 公職考試與應考準備 

101/10/24 面試技巧教戰—魅力形象塑造 專業職輔師 魅力以及儀容教學 

101/10/25 求職秘笈— 

履歷表怎麼寫才吸引人 

人資專員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101/10/26 掌握未來— 

102 年科系出路及產業趨勢 

專業職輔師 科系出路與產業發展趨勢 

101/12/03 職業適性測驗（一） 專業職輔師 生涯興趣量表 

101/12/04 職業適性測驗（二） 專業職輔師 CPAS 職業適性測驗 

101/12/05 履歷健診（一） 專業職輔師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101/12/06 履歷健診（二） 專業職輔師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101/12/07 履歷健診（三） 專業職輔師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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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志工團隊】 

南臺科大 101 年暑期國際暨國內志工服務隊 

聯合授旗典禮 

   南臺科技大學暑期國際志工與國內教育優

先區服務團隊日前在該校 L 棟玄關，由該校吳

新興副校長主持出發授旗儀式，展開為期兩個

月的國內外志工服務活動。這次的活動獲得了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外交部等單位補助，

以及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華碩文教基金會、統一社

福基金會的認同並取得經費的挹注；本次共有

20支國內教育優先區服務隊和 4支海外國際志

工服務團隊，其出隊數量依據過去資料顯示屬

全國各大專院校第一多的學校，各服務隊分赴

國內偏遠地區學校和海外中南美洲及亞太地

區進行志工服務和國際青年大使交流活動。 

 
     

    吳新興副校長在授旗典禮中表示，非常敬

佩抱著犧牲奉獻精神的同學，積極參與國際及

國內志工服務活動，展現無私無我的大愛精

神；今年暑假派出 4 支國際服務隊伍 25 位師

生，分別有聖文森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由國企

系許淑?老師帶隊、菲律賓國際志工服務團由

電子系余兆棠副主任帶隊、印尼蘇南巨港華語

教學服務隊由幼保系陳志盛主任帶隊、印尼雅

加達幼兒華語教學服務隊由幼保系沈玫宜老

師帶隊分赴中南美洲聖文森和亞太地區菲律

賓、印尼等國家推動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幼兒

華語教學、縮短數位落差等服務課程，預計服

務及交流人數可達 600 餘人，可有效達成「讓大愛跨越國界的藩籬，令全世界都看得見臺灣！」

的宏觀願景。 

 

 

 

 

 
 

吳新興副校長主持出發授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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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共享】 

南臺科大國際學生獲得 2012 臺南市 

國際龍舟錦標賽國際友人組第二名及第四名佳績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學生龍舟代表隊參加 2012 年臺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在一連三天的激烈

競爭後，由國際學生組成的馬來西亞聯隊及國際隊分別獲得國際友人組第二名及第四名的佳

績，為校爭取榮譽，可喜可賀。  

    南臺科大由來自超過十個國家的選手組成

三支外籍生隊伍，選手們在比賽前緊鑼密鼓的

加強練習，其中南臺科大馬來西亞聯隊在導師

許哲嘉老師的帶領、體育教育中心教練群的訓

練以及每晚三小時辛苦的集訓之下，以初來臺

灣三個月之姿在這次比賽中獲得第二名的優異

成績，而由來自越南、奧地利、泰國、蒙古、

克羅埃西亞、法國、印尼、史瓦濟蘭、孟加拉、

菲律賓等國家組成的國際隊也在競爭激烈的比

賽中榮獲第四名，選手們都感到非常開心。 

     

2012 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 

南臺科大抱回 6 金 6 銀 3 銅成績亮眼創佳績 

    2012 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於日前在澳門

登場，共有來自韓國、馬來西亞、日本、波蘭、

泰國、克羅埃西亞、香港、澳門、臺灣等共

19 個國家，300 多件作品參展。本次臺灣的參

展作品共獲得 21 金 19 銀 7 銅，成績最佳，通

訊特別大獎亦由臺灣金智洋有限公司奪得，表

現相當亮眼。 

    本次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南臺科大共計

抱回 6 金 6 銀 3 銅，是所有參賽學校中金牌及

得獎數目最多的學校，其中電子系余兆棠副主

任團隊作品「車內空氣品質監測與警示系統」、張文俊老師團隊作品「多功能停車格無線感應

器裝置」、「可發電鞦韆」、郭金城老師團隊作品「太陽能 LED 搜集警示玩偶」、「太陽能潔

淨式汽車清潔裝置」及電機系魏兆煌老師作品「盲人時鐘」均榮獲金牌殊榮，本次許多金牌作

品均獲得兩岸四地(臺灣、大陸、澳門及香港)許多能源及通訊等相關廠商的高度興趣，更有機會

進一步達成產學之合作，這是南臺科大多年在產學、專利經營有成的結果，而今年 3 月南臺科

大甫榮獲教育部公佈為典範科技大學，是唯一一所私立科技大學入榜，對於本次參展所榮獲之

佳績，讓南臺科大在未來更可以繼續朝向「既然領先，一定最好」的目標前進。 

 

 

來自各國選手同心協力賣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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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榮譽榜 (101/5-101/7)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企管系 

2012 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 

創新商品組第一名、第二名

第三名、佳作(第五名)、 

佳作(第七名)、 佳作獎、 

特別佳作獎 

創新經營組第二名 

2012 第七屆戰國策校園創業競賽 創意組佳作共 7件 

「2012南臺灣傑出博碩士論文校際發表競賽」 傑出論文發表獎-商管領域 

機械工程系 

2012第一屆全國高齡健康與休閒活動實務專題製作

競賽暨成果展 

商品設計類-第一名 

第二名、佳作 

2012 年第 7 屆戰國策校園創意及創業競賽 
校園創意及創業競賽創業

組第二名、創意組佳作獎 

2012 第六屆全國大專學生暨第十屆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創新設計實作競賽 
第二名 

富士通半導體盃 MCU 競賽 叁等獎、最佳環保意識獎 

電機系 

2012年第 7屆校園戰國策創業競賽 第三名 

2012 年度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第四名、佳作-自走車負重

致遠、佳作-自走車相撲 

資管系 
2012年第七屆戰國策校園創業競賽  

陳怡琇、陳奕廷、張嘉文、翁婉瑄 
佳作 

電子工程系 

2012全國安全創意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作品: 車速顯示系統的設計 

參賽學生:陳忠益、李舜賢林柏丞、吳志瑜 

大專組 佳作 

化材系 「2012南臺灣傑出博碩士論文校際發表競賽」 傑出論文發表獎-理工領域 

視傳系 「提升圖書館服務海報競賽及展覽活動獎」 第一名、佳作 

應用日語系 
第一屆高大東語盃全國大專校院日文漢字讀音比賽 殿軍 

2012 年全國大學生日語配音比賽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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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榮譽榜 (101/5-101/7)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資訊傳播系 

2012 年全國大專校院產品行銷創意大賽 亞軍 

2012 年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優等獎 

光電工程系 

2012 茂迪盃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創意競賽 佳作 

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2012 工業節能科

技創意實作競賽 
佳作 

圖書館 「提升圖書館服務海報競賽及展覽活動獎」 佳作 

學務處課外組 

足球社 
2012 南區大專五人制足球 FUTSAL 錦標賽 亞軍 

學務處課外組 

劍道社/陳秀賓 
第二屆臺體駱駝盃全國大專劍道邀請賽 

大專男子組團體得分賽  

亞  軍 

大專男子組團體個人賽  

第六名 

學務處課外組 

跆拳道社/鄭丞佑 
101 年臺南市第十一屆鳳凰盃跆拳道錦標賽 

高中以上男子組 68~74 公

斤第二名 

學務處課外組 

跆拳道社/陳相境 
101 年臺南市第十一屆鳳凰盃跆拳道錦標賽 

高中以上男子組 63~68 公

斤第三名 

學務處課外組 

跆拳道社/蔡羽婷 
101 年臺南市第十一屆鳳凰盃跆拳道錦標賽 

高中以上女子組 49~53 公

斤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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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活動訊息 

 
 

八月 

十月 

●老闆娘學苑 理監事會議 

 2012/08/01  L007 會議室 

●校友總會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2012/08/04  L007 會議室 

十二月 

七月 

●校外實習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2012/07/16  L007 會議室 

●校友總會第四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2012/07/31 校友中心西淮館 2F 

 

九月 

●校友總會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2012/10/    地點:未定 

 

 

 

●老闆娘學苑 中秋聯誼活動 

 2012/09/09  地點:東東 

●校友總會第五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2012/09/   地點:未定 

 

 

十一月 

●南臺科技大學 43 週年校慶大會 

2012/12/15 

●校友大會 

2012/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