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與校友共享南臺榮耀】 

 

Cheers雜誌發布 2014年「企業最愛大學生」最新排名 

Cheers 雜誌日前發布 2014 年「二千大企業最愛大學生」最新排名，南臺科技大學則六度

蟬聯私立技職科大第一，並超越多所國立大學與技職科大，辦學受肯定。據 Cheers 雜誌 2,000

大企業最愛大學畢業生今年排名統計，高教與技職體系大學的綜合排名，南臺科大今年第 25、

科大排名第 6，是前 10 名中唯一私立科大；六度蟬聯技職私校第一，勝過數所國立大學與技

職科大。校長戴謙指出，企業對名校的偏好度高，常讓許多私校生缺乏自信，而南臺科大畢

業生在校培育專業知識與技術、具有國際觀與外語力、學習力強、可塑性高、抗壓性優，擁

有創新、融會貫通與解決問題能力，以及高度團隊合作的精神，廣獲企業賞識。 

賀南臺科大 103年度榮獲教育部多項補助計畫經費 

本校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評比，成績與補助金額均

領先台灣所有私立技職校院，甚至超越國立科技大學，且學生人數維持 18,000 名以上，學生

數排名全國第七大的大學，畢業生連續六年獲評為「企業最愛」技職大學前茅，辦學成績斐

然。 

近八年來，本校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總計 6.19 億元，為全國技職院校

第二；2012 年起，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合計 2.46 億元，今年更榮

獲教育部補助 9,100 萬元，比 2013 年多 1,100 萬元，為私立科大最高補助，績效顯著。另在「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今年亦榮獲教育部補助 7,600 萬元，全國技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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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紡集團鄭高輝董事長榮任南臺科技大學董事長 

董事會禮聘戴謙博士續任南臺科技大學校長 

辦學極負盛名的南臺科技大學董事會任期屆滿，已奉教育部核定改選成立第十四屆董事

會。除領導南臺科技大學近十五年，無私奉獻且貢獻鉅大的原任董事長高清愿先生與擔任董

事職務近廿五年，始終堅持興學理念的顏岫峰董事，雙雙卸任外，其餘董事經改選繼續留任，

並由統一企業公司羅智先董事長及環球水泥公司侯博義董事長獲選為第十四屆新任董事。董

事會並推選南紡集團鄭高輝董事長為本校第十四屆新任董事長，且一致通過戴謙博士續任本

校校長，雙囍臨門，可喜可賀！  

 

第十四屆新任董事長南紡集團鄭高輝董事長(右)與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左) 

新任南臺科技大學董事長鄭高輝先生，自民國七十八年起即出任本校董事，關心教育工

作。鄭高輝董事長目前為臺南紡織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南紡流通事業公司董事長、南紡建設

公司董事長、太子建設公司董事長、台灣神隆公司董事長、統一企業集團等多家企業公司董

事，除長年在國家經濟建設方面所作之諸多貢獻外，其對教育事業的關心與努力亦再度受到

肯定。在台南幫企業中，鄭董事長與統一企業集團前董事長高清愿併列為大老級人物，參與

集團中許多重大決策，但鄭董事長行事低調，並不常公開露面。營運接近一甲子的台南紡織

公司，曾創下輝煌的產業發展榮景，儘管紡織業面臨大環境嚴酷的考驗，但在鄭董事長的精

準掌舵下，堅持求新求變，尋求脫胎換骨契機，如今已成功茁壯成集團規模的南紡集團，其

卓越的經營績效，深受業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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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機能館藍圖預定 105 年 6 月完工 

原任南臺科技大學董事長高清愿先生，自民國六十一年起出任本校董事，並於民國八十

八年獲董事會推舉擔任董事長，領導董事會全力支持學校發展，以「無私的開創」之企業精

神，辦理一流的高等學府，其聲望與卓越領導能力，深獲南臺師生及各界肯定。鄭董事長表

示，南臺科技大學自吳三連先生、辛文炳先生、高清愿先生等先進創辦領導至今，由於堅持

「良心辦學」的理念，歷經四十四年勵精圖治，師資優良，辦學績效特優。南臺科大推動產

學合作與跨領域研究成效甚佳，計畫件數與金額均逐年大幅成長。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評比，成績與補助金額均領先臺灣所有私立技職校院，甚至超越

國立科技大學，且學生人數維持 1 萬 8,000 名以上，為全國第七大的大學，又畢業生連續五年

獲評為「企業最愛」技職大學前茅，辦學成績斐然，已在社會上贏得廣泛的口碑，受到教育

部與學界之極力推崇。  

鄭董事長並表示，此次承蒙本校董事會抬愛，委以出任董事長一職，除倍感榮耀外，實

感責任重大。面對未來教育環境的瞬息萬變與接踵而來的挑戰，他將以成功經營企業的精神，

給予學校更多的發展空間，突顯辦學特色，進而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國際學府。同時，他也表

示，戴謙博士自民國 96 年 8 月 1 日接任本校校長，在兩任校長任期內，認真辦學，積極創新，

學校發展一日千里，績效卓越，對學校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並使學校成為國內一流學府。

期許戴校長在新的任期繼續帶領南臺科大全校師生同仁再越高峰，創造輝煌。也希望各位教

育界先進和前輩能繼續給予南臺科技大學更多的指導與鞭策，為臺灣的教育盡最大的貢獻。 

南臺科大校長戴謙博士表示，本校董事女士先生長期以來給予學校無私的奉獻與全力的

支持，加上全校同仁齊心協力，校務整體績效成績優異，無論是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大計

畫或各項評比、研究、補助等各方面皆有傑出的表現，對此深表感謝並感責任重大！鄭董事

長曾強調：「成功沒有捷徑，只有一步一腳印，踏踏實實的努力。」未來南臺科技大學在鄭董

事長承先啟後的帶領下，戴校長在新的任期裡，將不負董事會所托，承襲昔日的優良傳統，

秉持「良心辦學」理念，繼續發揚光大，並力求突破窠臼，以創新的精神，透過與產業更緊

密結合，真正達到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目標，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科技大學及產業之

最佳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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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優質校園打造一流學府 

南臺科大歡慶 44週年校慶 

南臺科大於本月 14 日歡慶本校 44 週年校慶，並舉辦南臺科大校友會感恩餐會、校友會

橄欖球 OB 隊友誼賽、專利研發成果加值競賽展、系際盃啦啦隊表演、校慶園遊會等一系列

校慶慶祝活動，各界貴賓如立法院王金平院長、姐妹校韓國東岡大學等亦前來慶賀。建校 44

週年成果非凡，為建構優質校園，打造一流學府，在校園硬體建設及環境美化部分亦持續進

步，規劃「校際聯盟產業技術暨實習大樓」、「校際聯盟商品設計實作工坊」等新建築，同

時，更邀請世界知名建築師高松伸為校園設計規劃「生活機能館」，讓師生有優美的教研、

生活、學習空間。此外，在校慶系友回娘家活動中，曾獲校方頒發 100 萬元入學獎學金之畢

業生葉姿吟，在記帳士考試中，獲得全國榜首之殊榮，舉校同歡，熱鬧非凡。 

 

戴謙校長(中)、張信雄前校長(左三)、張麗堂董事(右三)與校內各級長官合影 

戴謙校長表示，本校創校邁入第 44 年，學生人數至今達 18, 152 人，已是全國學生數排名

第七、極具規模之技職教育高等學府。回顧過去一年，本校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及教學卓越計畫連續 4 年(102-105 年)高額補助，分列全國第六及第二名，不僅與國立科技

大學並駕齊驅，甚至超越國立科技大學！今年 7 月，本校申請文化「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案」，獲得最優申請人，並已於 11 月完成簽約，取得營運權。未來將經營位於臺南火車站交

通樞紐之臺南文創園區，是學校的重要里程碑，對本校未來形象塑造、創新育成及社會服務

連結等將更為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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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戴謙校長榮獲 2013年第 14屆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 

南臺科大校長戴謙博士榮獲第 14 屆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同屆當選的院士還有行

政院張善政政務委員、中華電信李炎松董事長、經濟部杜紫軍常務次長、工研院資通所吳誠

文所長、成大交通管理科學系所張有恆特聘教授，及交大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巫木誠教授。

本校戴校長在競爭激烈的遴選中脫穎而出，並在高雄第一科大所舉行之 23 週年會員大會暨科

技管理論文研討會中，接受科技管理學會李鍾熙理事長頒發科技管理學會院士之當選證明。 

戴謙校長的專長是生

物科技、遺傳學，素有「養

鴨博士」的美名，法國人

能把鴨肝取代鵝肝料理出

美食，他是關鍵推手，民

國 72 年服務於畜產試驗

所宜蘭分所時，開始與法

國國家農業研究院人員合

作，進行鴨子配種及繁殖

技術交流。臺法之間的合

作案，受惠的不只是法國，

臺灣除因此培育好幾位法

國農業博士，也取得法國

基因資料庫資料，雙方後

續還針對人工羊等生殖技術進行交流，更因此獲頒「法國農業部騎士獎」，為臺灣第一位獲

此殊榮的科學家。此外，戴校長把白色番鴨畜試一號成功育成穩定的優良品種，亦獲行政院

農委會頒發 100 年度績優育種人員獎與特別貢獻獎。 

戴謙校長長期致力科學研究與科技行政管理，曾任農林廳副廳長、南科管理局局長、國

科會副主委，現職南臺科大校長，行政經歷豐富，專業、經營管理能力強，在科技管理專業

上，績效卓著，獲得第 14 屆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實至名歸，更是南臺科大全校的榮耀。 

戴謙校長自 89 年起擔任南部科學園區籌備處主任、管理局局長共 7 年，帶領南科團隊把

甘蔗田變為科技城，渡過艱辛的籌備處草創時期、積極配合廠商同步建廠的迫切時效，推動

園區公共設施開發工程且進度超前，並數度獲得行政院頒獎肯定、爭取獲准於 92 年 1 月 25

日成立管理局以提供廠商更充分的單一窗口服務，不但要負責招商，還要與中央、地方政府

及附近居民協商，為南風再起－南臺灣的建設起飛，積極奮鬥打拼，讓許多年輕學子都能回

鄉工作，對科學研究發展業務策劃及推動，貢獻良多，更於 95 年 7 月被擢升為國科會副主委

一職，主管北中南 3 個科學園區，戴謙博士在擁有高科技產業豐碩人脈與經驗，是國內科技

與管理的雲端長才。 

 
戴謙校長(左)榮獲 2013 年第 14 屆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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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優秀餐飲人才，為食品安全把關 

南臺科大成立「來恩實習烘焙坊」 

南臺科大餐旅管理為培養務實致用的優秀餐飲人才，在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補助經費與

校方經費大力支持下，結合優秀師資、學生，成立來恩學生實習烘焙坊，並舉行揭牌儀式。

此烘焙坊提供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實際營運場所，使學生在學時即具備餐飲製作、創新

研發、生產管理、成本管控、經營管理與銷售管理之能力。烘焙坊團隊分別就老師之專長培

訓學生督導與統籌、內場生產與研

發、外場管理、經營分析、成本管

控與行銷策略之能力。主要成立的

目的包含生產優質與安全的烘焙

產品、培養創新研發及具競賽能力

烘焙人才、輔導學生創業能力、融

入學生專題製作、拓展產學合作機

會及建構跨院系合作之平台。 

    餐旅管理系過去培育過不少

烘焙高手，包含此團隊的統籌人黃

旭怡主任為國家級培育國際技能

競賽西點製作的國際裁判，帶領本

烘焙團隊蔡宏儒與施慧雯老師共

同培訓過三屆世界最大的國際技

能競賽台灣西點製作國手，分別獲得兩次優勝與今年西點製作世界銅牌獎。國際技能競賽為

每兩年由官方政府舉辦，有 50 多國參與，有青年技能的奧林匹克競賽之稱。戴謙校長強調，

來恩烘焙坊主要結合餐旅管理系優秀師資之專長，培養學生精進技術、創新、研發及具備競

賽能力之烘焙人才。結合學生在校

所學之採購學、營養學、成本管理、

研發製作、飲食文化、餐飲行銷、

餐飲人力資源、餐旅督導、資訊運

用等課程，使學生能學以致用，學

習如何生產、製作、成本管控與行

銷等創業所需之知識與技能，並將

營運融入學生專題製作，學生可針

對消費者行為、行銷策略、產品創

新研發等專題探討、研究或研發。 

  

 
張鴻德產學副校長(中)舉行來恩實習烘焙坊揭牌儀式 

 

歡迎光臨「來恩烘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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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爆南台灣年度盛事 

「第 25屆南臺科大汽車大展」隆重登場 

眾所期待的南台灣年度盛事-「第 25 屆南臺科大汽車大展」於 12 月 7 及 8 日兩天在南臺

科大校園內隆重舉行，民眾參觀完全免費，歡迎自由入場。另外，也將會發動一部法拉利 458，

讓這部超級跑車從超跑車區隨著陣陣隆隆的引擎聲行駛到開幕會場，讓各位賓客可以近距離

體會超級跑車的震撼。今年車展主要

劃分為「進口車區」、「國產車區」、

「機車區」、「電動車區」「百貨音

響區」、「汽車儀器工具區」、「超

跑車區」以及本校機械系師生精心製

作的專題作品陳列區「專題成果展示

區」，約有 450 個攤位，計有一百多

家汽機車相關廠商參與展出，展出的

內容有各家最新汽車、機車、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儀器工具設備、性能改

裝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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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車展再度與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合作，邀集國內電動車廠商共襄盛舉，展售一系

列與綠能環保動力相關的車輛。會場中亦將有 Aprilia、Kawasaki、BMW、Suzuki 等知名重型

機車廠的最新款式展出。在汽車方面則特別邀請賓泓賓士公司展出經典車款，以熱血小霸王

M-Benz A45 AMG 最為吸睛，奧迪則展出 Audi R8 配備 5.2 公升 V10 引擎，英國路華 Land Rover

更派出 RangeRover Evoque，各家廠

商也紛紛推出當紅車款來參與此次

汽車大展本次車展。最有特色的地

方是我們首次開發的超跑車區，這

次超跑車區使用的是高規格的豪華

帳來襯托超跑們的氣派，這些超級

跑車是由這次協辦單位 OPTION 改

裝車訊、一手車訊所提供近 30 部超

級跑車，其車的總價值約上億元，

非常有看頭。 

  

 

第 25 屆南臺科大汽車大展 

 

戴 謙校長試乘豪華帥氣跑車 

7

7 



知名音樂人黃國倫受邀至南臺科大演講，造成轟動！ 

鼓勵畢業生「堅持夢想的力量」 

南臺科大畢聯舉辦『名人講座』，邀請知名音樂人黃國倫到南臺科大演講，告訴學生們

如何堅持自己夢想。由於國倫老師幽默的演講風格以及舞台魅力廣為人知，所以吸引許多學

生們爭相前來目睹巨星風采。他以四個問題，引發學生省思，「你從哪裡來」、「去哪裡」、

「怎麼去」、「什麼時候去」，他認為每個人都是特別的，應該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不要

隨波逐流，要堅持自我的夢想。 

    黃國倫畢業於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目前是台灣

和香港知名流行音樂詞曲創作者與唱片製作人，他以

自身為例子，告訴學生們他是如何堅持夢想的過程。

畢業時，他原本想走安穩的路，有個穩定的薪水和工

作，但最後他決定去完成他的音樂夢，剛開始製作音

樂的四年，他寫歌是為了賺錢，到處奔波唱片公司卻

四處碰壁，原本要放棄了，但是他放下了一直在追求

的金錢慾望，終於在 1994 年寫下《我願意》這首歌，

因此爆紅。這也是他想透過他的經驗告訴學生的：放

開雙手緊握的慾望，張開雙手就能擁抱夢想，慾望只

是自己短暫的快樂，而夢想能使周遭的人快樂。  

    國倫老師除了幽默風趣的演講以外，現場還演唱

了他的知名作品，《我願意》、《味道》、《眼淚》

等等，搭配他自身的故事，讓許多學生們都非常感動，

也有了追逐自己夢想的勇氣以及力量。 

  

 

知名音樂人 黃國倫(中)與南臺科大學生合影 

 

知名音樂人 黃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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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校慶各系(所)友回娘家活動盛況(一) 

各系所於 102 年 12 月 14 日校慶當天舉辦系(所)友回娘家活動，邀請歷屆校友返校一同參

與 44 週年校慶，並與昔日同窗、師長相見歡，一面暢談往日，一面與學弟妹分享經驗歷程。 

  

電子系 電子系 

  

電機系 機械系 

  

化材系 生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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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校慶各系(所)友回娘家活動盛況(二) 

 

  

管資系 管資系 

  

資管系 資管系 

  

企管系 行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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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校慶各系(所)友回娘家活動盛況(三) 

  

餐旅系  休閒系 

  

國企系 會資系 

  

財金系 企電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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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校慶各系(所)友回娘家活動盛況(四) 

  

應英系 應日系  

  

幼保系 教評所 

 

 

資傳系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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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EMBA 
 

《發展沿革與發展重點》 

 

 

設立宗旨 

• 提供中南部在職人才進修管專業之管道 

• 發揮本院企業實務接軌與產學合作的特色 

• 配合本校整體發展，擴增研究服務層面 

成立沿革 

• 92 年 8 月奉准設立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首開私立技職校院設立。 

• EMBA 屬於一個小而精緻的學程，專屬的 EMBA 教學與學習環境則設置於圖書資訊大樓

六樓。 

• EMBA 至今已是第十屆，EMBA 校友會也於 97 年 3 月正式成立。 

發展目標 

提供工商業界管理者在職進修的機會，招收各界優秀之中高階主管與專業人才育多元化管理

知能運用之企業領導人才。 

發展重點 

• 提供工商業界管理者在職進修的機會，招收各界優秀之領導人才、高階主管與專業人士，

以培育具備國際觀與全方位策略運用之優秀企業管理人才。 

• 將產業界之管理理念及實務經驗，探討較符合社會實際面的問題，以提供企業在實務上

做決策與分析之分法。 

• 在課程的規劃上，秉持著五管並重的均衡教學方針，培育學員產(生產)、銷(行銷)、人(人

力組織)、發(研發策略)、財(財務及會計)等管理的專業訓練；此外，為拓展更多元之課程

設計，特加入人文藝術元素及拓展國際視野相關課程。 

• 本班就讀之學員皆為社會各界之翹楚，具豐富的實務經驗，在此共同學習並交產業的心

得，EMBA 在此已建構一個產業互動學習及人脈擴展的平台。 

  

 

EMBA 十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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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色》 

 

小班教學、配合有系統化、精緻化的課程安排 

本班採小班教學，師生互動良好，很快互相熟悉，彼此研習討論，不只學習效果特佳，同學

與師生間的感情融洽。 

開放的學習環境，引領不同領域的學生，得到完整的學習與交流 

學員組成學長制的家族，透過家族聯誼活動，建立學員間的家族人脈 ，經由學長的提攜、互

動建立深厚友誼，累積強大社會人脈，有助 EMBA 成員事業之拓展。 

海外教學與參訪課程設計，擴展國際視野，更培養學員的團隊精神 

本校已與國外 20 餘所著名大學建立合作關係，辦理海外教學或觀摩，培養學員之國際視野。

此課程長期與日本或澳洲大學合作，約有一半時間在大學內上課，其餘為產業實務參訪，已

安排參觀的企業有日本松下企業、元氣壽司總公司、瑞穗銀行總公司、養樂多總公司等。參

訪過程並設計分組討論與合作完成研習報告，提升學員的團隊精神。 

理論與實務並重、參訪校外教學、全方位學習 

注重經營管理、人力資源及科技管理、創新思考與整合理論與實務之講授，並安排哈佛式實

務個案研討。 

企業經營大師講座，激盪管理新思維 EMBA 特安排企業經營實務課程 

敦聘著名產、官、學者專家，蒞校就其領域作專題演講、並與學員互動式討論，如此可讓學

生從實務中去印證理論，激盪出管理之新思維。 

畢業返校，終身學習 

畢業校友透過校友聯絡網路，可以自由返校參加 EMBA 班舉辦的各項學術活動及校友經營成

果發表會等活動，終身可參與學習。 

師資設備一流 

本校 EMBA 班安排之師資，係由本校商管學院 153 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具有豐富實

務經驗之教授擔任授課。其中部分是成功大學退休轉任本校的資深教授。EMBA 班在本校新

建圖書館資訊大樓 6 樓設有專用教室、研究室、電腦室、休息室、討論室，配合各類教學設

備及網路連線，師資設備一流。 

 

 

EMBA 高階主管企業管理碩士班相關網頁-http://emba.stust.edu.tw/tc/node/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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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創校 44週年校慶校友會活動 

南臺科技大學於12月14日(星期六)舉辦44週年校慶慶祝活動，校方與校友會亦舉辦校慶感

恩系列活動，包含「校友總會2013年會員大會暨選舉理、監事及台南市校友會會員大會」、

「第三、四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暨敘舊感恩餐會」與「橄欖球OB隊友誼賽」等。 

 

校友會會員報到 

 

校友總會選舉_第四屆理監事 

 

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於今日上午

10時30分在母校L棟─008舉辦校友總會

2013年會員大會暨選舉理、監事及台南

市校友會會員大會。戴謙校長表示，本

校至今約有十萬名校友，散佈在全國各

地。校友會除了是畢業學生聯絡感情的

團體，也是母校要借重的力量。校友們

的建議與協助，都可以讓母校的發展更

為健全。校友們也可以提供各自的社會

影響力與資源，協助在校的學弟妹們，

更快地與社會接軌。本校自2009至2013

年連續5年受到Cheers雜誌調查公布，南

臺科大為企業最愛私立技專校院第一

名。除了在校師長與學生的卓越績效表

現外，廣大的畢業校友更是最主要的因素。因為有了校友們在各行各業的傑出表現，本校才

會得到這個榮譽。今天看到各地的校友返校，與老師同學們見面敘舊。校友會協助匯聚校友

的感情與力量，這就是本校得以生生不息，永續傳承的原因。 

  

 

全體會員唱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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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謝鎮龍理事長利用

44 週年校慶，以「回南臺-開班會」

為主題，於本校三連堂舉辦敘舊感

恩餐會，讓畢業多年的校友，不管

是以班級為單位、或以社團、球隊

為單位，利用這樣的機會，回到學

校、系上，大家齊聚一堂，重溫以

往求學時光。本次校友會除邀請歷

屆校友返校參加 2013 年校友大會

與創校 44 週年校慶之外，更希望

凡已畢業滿 10、20、30、40 年的

學長姊以及各系所系友，返回母校

舉辦同學會，一起見證母校快速發

展的新風貌。今天不同年級、系所

的班級一起回來參加這個餐會，也可以讓彼此認識，將來在社會也可以形成一股南臺力量，

結合校友量能，成為學校及學弟、妹們之強力後盾，建立堅強之南臺人網絡，彼此關懷扶持。 

 

 

 

 

 

 

 

 

 

 

 

戴謙校長表示，感謝校友總會謝鎮龍理事長，在其任內為校友會熱心服務，擴展校友會

規模，功不可沒。並且恭喜新接任的張文龍理事長，勇敢承擔重任，為母校奉獻心力。為校

友服務是份辛苦的工作，也是份榮譽的工作。歷屆校友總會與地區分會的理事長與幹部們都

充分發揮個人專長，服務各地校友，聯絡校友感情，匯聚校友力量，令人十分感佩。也特別

感謝東岡大學的貴賓遠道而來，為本校獻上祝福。同時也讓來自國外的貴賓瞭解本校校友凝

聚的力量。 

 

 

44 週年校慶校友會敘舊感恩餐會活動 

 

校友總會第三、四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戴謙校長監交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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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校友會今日亦特別邀請南臺 OB 橄欖球隊，一同回母校共襄盛舉 44 週年校慶。

並且邀約了成大 OB、彌陀 OB 及六信 OB 共同舉辦了一場精彩友誼賽。南臺 OB 橄欖球隊，

係南臺工專(南臺科技大學)橄欖球隊畢業校友所組成的業餘球隊，而南臺工專橄欖球隊，過去

曾是個擁有優良傳統及國內知名度的橄欖球隊，球隊從來沒有收過體保生，但卻能與收體保

生的學校球隊，彼此抗衡。領隊許清煌先生及教練郭俊宏先生，過去都是橄欖球國家代表隊

的國手，也是南臺 OB 橄欖球隊的精神領袖。南臺 OB 目前多數成員都已年近半百，雖然都是

已帶著啤酒肚的”老歐吉桑”，但是他們對於橄欖球的喜愛與熱情一直都是未曾改變的，當

聽到「123 加油、123 加油，ㄟ、ㄟ；南臺，加油，南臺，加油，ㄟ、ㄟ」的響亮叫聲時，就

可感受到南臺 OB 橄欖球隊員對橄欖球的熱情與活力。 

 

 

南臺 OB 橄欖球隊 

 

張鴻德產學副校長致詞開球 

 

友誼賽(一)_戰況激烈 

 

友誼賽(二)_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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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第九屆理監事選舉暨會員大會 2013.12.01 

台中市校友會於 2013 年 12 月 1 日，假台中潮港城餐廳舉辦第九屆理監事選舉暨第一次

會員大會活動。此次活動邀請了本校戴謙校長及張麗堂董事到場致詞，更專程邀請了 69 級工

管系劉明創傑出校友進行專題演講，以及台中啟聰學校和中華民國全國特殊教育學校家長協

會精采的公益表演活動。在交接典禮中，由第八屆謝佺珉理事長交棒給下一屆新任劉坤樹理

事長，並邀請職發中心陳定宏主任親自監交印信。活動最後在一首「你是我的兄弟」大合唱

中順利圓滿落幕。  

  

台中市校友會 2013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 戴校長致贈劉明創學長紀念品 

  

職發校友中心陳定宏主任監交印信 第八屆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 

  

全國特殊教育學校家長協會之公益活動 大合唱-你是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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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歲末聯歡晚會 2013.12.22 

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於 2013 年 12 月 22 日假總理餐廳舉行歲末聯歡晚會，活動中會員各

個活潑熱情，美麗大方。老闆娘促進交流會邀請了本校戴謙校長及多位校內長官一同共襄盛

舉。表演活動高潮迭起，歡呼聲此起彼落，由會長楊壽美帶領的各個美魔女們使出渾身解數，

展現十足熱力。 

 

 

  

老闆娘協會會員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 校長 致詞 

  

歷任會長特別節目表演 楊壽美會長夫婦致詞 

  

歡樂帶動唱 特別節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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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全國總會第四屆新任理事長的話 

 

本人在去年底獲全體校友的鼎力支持，接任全

國總會理事長之工作，對於校友的優異的表現，深感

驕傲與欣慰。會務得以順利推展，也要感謝母校師長

的襄助，才有豐收的喜悅。 

母校自南台工專成立以創校迄今，已四十年有

餘，並以「信義誠實」為校訓，培育無數的精英，散

佈在整個地球村，不分地區、領域，處處都有傑出的

表現、事事都有傲人的成績，忝為南台的一分子，尤

其感到與有榮焉的榮耀。董事長高清愿先生曾說：「面

對未來挑戰，我們應該在既有的基礎上，好好規劃發

展的方向，突顯自己辦學特色，以十足信心，群策群

力，朝向國際化、自由化之方向全力發展。」，教育

工作者致力於深耕優質學校，才能讓學生享有優質的

學習環境；透過完善規劃，當能營造優質校園氛圍，

對學生的影響更為切身與實際。優質，不只是理念的倡導，更是行動的實踐，持續耕耘優質，

彰顯學校品質，有效提升價值，不僅可強化學校競爭力，提高學校聲望，吸收更多社會資源

的挹注，將有助於學校經營，創造豐碩的教育成果，如此即是「樂育英才」、「造福社會，

建設國家」、「 學術及技術並重」理念的具體實踐。 

近年來，目睹南台與年成長，進步快速，日益精進，並且已領先各私立技職大學而與優

良的國立技職大學並駕齊驅，學術卓越學風優良，享譽全台。這期間經歷各師長精心規劃、

卓越領導，以及所有歷任教師的辛勤耕耘，奠立了良好的根基，才有今日的茁壯，這份心力

的 奉獻，令人不勝感激與敬佩。 

校友會是一個屬於全體畢業校友的多元化交流平台，期待大家能經常返校增進情誼，創

造更輝煌的成就。最後，除了衷心祝福母校、繼續開拓創新，再創輝煌。並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業有成，家庭幸福、謝謝! 

 

 

 

  

 

校友總會第四屆理事長 張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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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職涯發展 / 實習輔導 / 就業服務 / 校友服務 / 企業徵才 

 
關於我們: http://cda.stust.edu.tw/ 徵才 E-mail : cheerjob@mail.stust.edu.tw 

聯絡方式: 06-253-3131 分機 1301~1305     南臺科技大學西淮館 2 樓 

 

歡迎各位校友提供工作、工讀、實習機會 

 

 

 

 
 

 
 
 
 

 
校友總會/臺南分會/臺中分會/EMBA 學友會/老闆娘促進交流會 

 
 

校友聯繫服務、薪傳獎助學金、傑出校友遴選、 
 

以及舉辦各項校友活動……皆需要熱心校友們的 
 

   慷慨解囊，讓無數南臺人都能情繫南臺，薪火相傳~ 
 
 
 

關於我們: http://alumni.stust.edu.tw/  聯絡方式: 06-254-7350 陳雅月 小姐 
 
 E-mail: dept_ntcmate@stust.edu.tw 會址: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西淮館 2 樓) 

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