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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校友共享南臺榮耀】 

 

南臺科技大學 43 週年校慶-繼往開來意義非凡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前左五)與國內、外貴賓出席參加 43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南臺科技大學於本月 15 日慶祝該校創校 43 週年，舉辦校慶懷舊感恩系列活動，包含「繼

往開來—南臺發展檔案回顧展」、專利研發成果加值競賽展、EMBA 十週年活動、校園反毒

宣導活動、「我們這一班」校友餐會等。校慶慶祝大會除公開表揚今年度風雲人物王春祥同

學之外，還邀請校內外來賓一同蒞臨南臺科大慶生，包含姐妹校－捷克生命科學大學 Dr. Ji?i 

Balik 校長、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大學 Dr. Lanny Pandjaitan 校長、德島大學香川征校長、熊

本大學鳥居修一教授、東岡大學李旼淑理事長等亦率團前來慶賀，全校同歡、繼往開來，使

得創校 43 週年更顯意義非凡。  

    南臺科技大學創校已邁入第 43 個年

頭，從民國 58 年創校時 364 名學生，至

今日 18,567 人的學生數，已是臺灣最具

規模的技職教育高等學府，畢業校友累

計已超過 95,000 人，遍佈海內外各地，

並且表現傑出，其貢獻早為各界肯定。

校友們所表現的「南臺人」風格：誠信、

勤勉、正直、感恩，即代表本校辦學績

優之成果。南臺科技大學之願景乃成為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科技大學及產

業之最佳合作夥伴」，今年更獲得教育

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的肯定。戴謙校長勉勵全校師生持續打拼，戮力於「教 與學」與「產

業合作」，提升南臺全體師生的競爭力。 

校長戴謙(中)及與會貴賓 

參觀「繼往開來-南臺發展檔案回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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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韓國 CIGIF 發明競賽 

南臺科大榮獲 9 金 8 銀成績亮眼  

     

    2012 韓國 CIGIF 發明競賽(2012 

KOREA CYBER INTERNATIONAL 

GENIUS INVERTOR FAIR)，於 11 月

24~26 日在韓國首爾舉行，共有來自

澳洲、加拿大、中國、埃及、義大

利、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美

國、印度、伊朗以及臺灣等 30 個國

家參與競賽。競賽成果亮眼，其中

尤以南臺科技大學表現最為優異，

共榮獲 9 金 8 銀 1 銅，為所有代表團

中得獎最多的學校單位。  

    由電機系魏兆煌老師團隊所共同研發「具有感測器之定位三腳架」及「自動上鎖安全抽

屜」兩項作品表現優異並且榮獲金牌，另外電子系團隊成績也極為亮眼，包含張文俊老師團

隊作品「多功能風力與綠能警示裝置」、郭金城老師團隊作品「太陽能曬衣場驅鳥警示裝置」

及楊金良老師團隊作品「智慧型樂活廚房助理系統」等均榮獲金牌殊榮，而南臺科大多項金

牌作品在韓國當地受到廠商極大興趣，臺灣代表團順利完成使命，為國爭光。  

電機系陳宥全同學獲得教育部學生最高榮譽 

「技職之光」殊榮 全校師生感到無比光榮與驕傲  

     

    電機系碩士陳宥全同學 11月 29日獲得教

育部學生最高榮譽「技職之光」殊榮，消息傳

來，全校師生感到無比光榮與驕傲。陳宥全同

學就讀南臺科技大學電機系碩士班時，跟隨電

機系許毅然教授從事有關人性化、智慧型相關

的實務研究。多次獲得大獎。協助本校「典範

科技大學計畫」之無縫式數位生活相關的實務

研究，完成亮眼的成果，因而獲得教育部頒發

給學生最高榮耀的「技職之光」獎項。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表示，南臺科技大學訓練學生以科技大學的主旨「學以致用」為

最大的目標。訓練學生以實務導向為主，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裡，仍然能夠面對職場的挑戰。

戴謙校長說陳宥全同學獲得教育部頒發的技職之光獎項，更是對南臺的人才培育與實務教學

的一種肯定。  

 
南臺科大團隊參加 2012韓國發明競賽 

戴謙校長(右)與電機系陳宥全同學(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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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品保的現況          教務長 張鴻德 
     

    技職教育人才培育的成效，一直扮演促進臺灣經濟發展奇蹟的重要角色，母校從早期的

工專到現在的科技大學，一路走來，為國家培育許多產業人才，隨著產業轉型與提升，對人

才的需求也不似過去，除了實務技能外，國際視野也是不可或缺的就業競爭力，母校自 95 年

起即每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高額補助，對提升教學品質起了很大變化，辦學成效也深受

社會肯定，這也是為什麼母校在少子女化的競爭市場中，學生人數持續維持成長的原因。 

我們學校有一個優質的董事會，董事長希望學校成為臺灣的哈佛大學，這是目標，要達

成這個目標，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學習品保機制，一個學生到學校來，如何給學生一個優質的

學習品質保證，這牽涉到教師、學生、及課程等三面向，如果老師沒有應具備的教學知能；

學生沒有配套的實務技能培養機制；課程規劃沒有結合產業需求，那學生畢業一定無法為產

業所聘用，因此，學校推動教師教學知能認證機制與教師評鑑制度，來全面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建構完善學生學習品保機制，透過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機制，來全面管控學生品保；推

動短中長期產業契合式課程規劃，來縮短學用落差。這些推動成果充分展現在獲教育部典範

科技大學(本校為唯一私校)、教育部技職風雲榜排名、Cheers 雜誌調查企業最愛畢業生私立科

大第一等外界肯定上。 

學校辦學品質的提升，除了是對在學學生的義務外，也是對畢業校友的責任，我們南臺

要永續經營，並成為最優質的科技大學，期盼校友能繼續支持母校成長，全體師生共同打拼，

開創南臺成為臺灣的哈佛大學。 

 
      《副教務長 陳木陽個人簡介 》 

    陳木陽博士，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博士，

現任南臺科技大學教務處副教務長。陳副教務

長於 76 年 8 月起至本校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擔任教職，在校期間曾兼任化學工程與材料工

程系主任、進修部主任、教務處註冊組組長等

行政職務。陳副教務長除協助教務長推動教務

處相關業務外，目前亦擔任服務學習中心副主

任，協助推動服務學習相關業務。 

    

 

副教務長 陳木陽 博士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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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EMBA 創立十週年高爾夫球邀請賽  

 
戴謙校長(中)與出席 EMBA十週年高爾夫邀請賽各屆校友及貴賓們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EMBA)為慶祝母校 43 年校慶暨 EMBA 創立十年，於

12 月 9 日假嘉南高爾夫球場舉辦為期一日的慶祝球賽，為南臺 EMBA 創立十年的系列慶祝活

動拉開序幕。此次的高爾夫球賽除了有南臺科大的師長及 EMBA 各屆校友參與外，亦邀請南

部各校 EMBA 友會及社會企業菁英參賽，除連繫各校 EMBA 友會的感情，也與南部各企業菁

英用「以球會友」的方式拓展人脈，達到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的分享。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博士表示，南臺科大 EMBA 成立十年以來，一直是中南部企業高

階經理人才所選擇進階學習、自我成長的絕佳地方，而南臺 EMBA 亦在 2008 年國內上班族最

愛的 EMBA 評比調查中，是技職院校的第一名。EMBA 的學員們在就讀本校時即是各界的企

業菁英、表現非凡，然而經由就讀本校

EMBA 之後，畢業的校友們不論在本身的職

場上或在各界的各項表現更是卓越亮眼。本

校 EMBA 執行長施武榮博士指出，南臺

EMBA 成立十年來一直採小班菁英式的教

學，系統化、精緻化的課程規劃，讓各領域

學生可得到完整的學習與交流。 

    南臺 EMBA 高爾夫球隊在伴隨著十年

來 EMBA 的成長，為學員們建構了一個在

努力專業學習之外，能夠陶冶身心、凝聚各

屆校友、拓展社會人脈的平臺。該球隊的會

長陳大偉表示，多位加入了球隊的校友們都有的共同感覺就是，高爾夫球養護了自已的身體，

也讓社會的觸角更加延伸，可謂一舉兩得。EMBA 高爾夫球隊希望籍由此次高爾夫球賽的舉

辦，以校友們最感恩的心回饋母校，為母校的校慶及 EMBA 成立十年慶賀。 

 

戴謙校長 開球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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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週年校慶活動暨系(所)友回娘家活動 

激爆南臺灣的年度盛事 南臺汽車大展隆重登場  

  

戴謙 校長(左五)與貴賓們為汽車展進行開幕剪綵 高級車展示之一 

眾所期待的南臺灣年度盛事 - 『第 24 屆南臺汽車大展』於 12 月 8、9 日兩天在南臺科

技大學校園內隆重舉行，民眾參觀完全免費，歡迎自由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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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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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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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在南臺熱情 2012 校園反毒宣導嘉年華會 

 
戴謙 校長與國際獅子會 300-D1區貴賓們共同宣導反毒活動 

為慶祝南臺科技大學 43 週年校慶，國際獅子會 300-D1 區特別籌辦『活力在南臺˙熱

情 2012』校園反毒宣導活動，希望以武術表演、啦啦隊表演、熱舞表演及現場有摸彩等輕

鬆活潑的方式，傳達只要青春不「藥」不「毒」的正確觀念，宣導毒害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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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校慶各系(所)友回娘家活動盛況 

  

應用英語系 應用日語系 

  

幼兒保育系 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 

  

視覺傳達設計系 資訊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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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電子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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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系 管理與資訊系 

  

資訊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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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管理系 國際企業系 

  

財務金融系 會計資訊系 

  

財經法律研究所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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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英語系 102 級年度公演熱鬧登場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於 12月 21日與

22 日下午 2 時假該校 N 棟文炳館音樂廳舉行

應英系第 102 級年度公演。本屆演出劇本係由

應英系學生改編自英國童書大師羅德道爾

(Roald Dahl)的奇幻作品《女巫》(The Witches)，

並由應英系師生製作及演出，本次演出承襲自

100 級中英文版巴爾札克的「繼母」以及 101

級原創劇本「街燈」的專業劇場模式，邀請劇

場導演蕭慧文導演全程藝術指導，以及多名專

業劇場技術專家的指導與進駐，為本校師生及

南臺灣的觀眾帶來一場融合光影特效及爵士

歌舞視覺饗宴的舞臺表演，並獲得在場來賓觀

眾的熱烈掌聲與回響。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對於本屆結合多

項數位特效，影音，舞蹈等跨領域的成果演出

感到高度肯定，戴謙校長也表示人文科學能和

影像技術的應用合作能同時加深視覺作品的

深度，而影像技術的支援能使人文藝術更容易

親近普羅大眾。看到學生能將本系學習成果發

揮並能與其他領域合作，並以專業的劇場模式

呈現，他十分肯定學生們在背後所付出的心力

與精神。 

                                          此次應英系公演由人文社會學院李新鄉

院長及應英系沈添鉦系主任帶領全系師生共

同參與，林芳俐老師統籌製作，並有八位協同

指導老師率領以大三大四生為主軸的劇組展

演製作。本屆製作由應英系四年級林佳靜同學

編劇，經過四個月的密集排練，演員及全劇組

工作人員無不全力以赴，除了將本科系的英語

專長結合劇場表演藝術，成功傳承了應英系英

語戲劇的傳統之外，還首次結合數位特效、光

影、2D 及 3D 戲偶以及爵士歌舞等，其中女

巫的歌舞登場、特效、轉場與手操偶的呈現都

讓現場觀眾讚嘆不已。 

                                      

 

應英系畢業公演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女巫」公演劇照(一) 

「女巫」公演劇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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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人物介紹~ 

開創人生的期許                101.08.13 

─66 級機械科畢業  黃進發 

現職: 

全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南臺科技大學全國校友總會  常務監事 

崑山科技大學臺南市校友會與材料工程系系友會 顧問 

成功大學 EMBA 校友總會  常務監事 

 

經歷: 

宏和經密紡織(股)公司管理、生產部經理&公司發言人 

宏遠興業(股)公司總管理處執行秘書&人事處處長 

赤崁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家庭與生活─ 

黃進發學長乃五專部機械科

66 級畢業，個性開朗樂觀進取，

閒暇時喜歡聽演講、聽音樂、唱唱

歌、閱讀等調劑心情，戶外活動喜

歡全家旅遊、爬山、游泳、運動，

維持最佳的身體狀況與接近大自

然的生活樂趣。育有三子﹝長子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學系畢

業(成功大學企管碩士學分班休學

四年)，海外工作服務于中國 TCL

集團華星光電主任工程師(簽約三

年)、次子臺北教育大學造型設計

學系及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畢業，服務于日商廣告集團博報堂並任設計、三子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畢業海軍服役

中﹞，內人擔任歡樂牛排企業連鎖店董事，全家和樂融融幸福美滿。  然而時光飛速，輾轉

間離開學校有三十五年。回想在學期間感激師長們的教導與鼓勵，能夠在求學期間順利完成

學業，並曾擔任學生活動中心(學生會)第五屆總幹事，參與各社團的活動，習得領導統御與人

際關係及擔任第五屆校友總會理事長期間與學校及校友之間也學到相當多的寶貴經驗，可說

是「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黃進發 校友 : 全家福(2012-澳洲之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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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與人生─ 

記得服役期間(國家戒嚴時期)被甄選為

警總特種檢查員，接受國家特種訓練，不論

是思想或是體能訓練，均是相當難得的機會。

負責主要任務為防止走私、偷渡及偵查、保

安調查、社會治安等安全性工作，對社會也

盡到微小的力量。也培養對於工作的積極態

度與工作能力的發揮達到淋漓盡致，及正確

的價值觀是有相當大的助益，體驗了人生最

真實、最艱辛的經歷，培養出堅忍與樂觀進

取的精神，處事態度更謹慎更積極負責，真

是永生難忘。任務完成之後走入社會，榮幸

的進到企業界(紡織業-宏和精密紡織、宏遠興

業、赤崁科技)，由於從事紡織工作的關係，

個人所學專業知識之不足，利用工作之餘在職進修，于民國 87 年就讀纖維工程系(二技)順利

完成學士學位，也對於工作上是有相當大的助益，當時剛好是紡織產業蓬勃發展的年代,，一

直在這紡織產業順利的退休。後來與團隊共同創業全御實業(股)公司之後，感覺到管理知識的

重要性，參與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的甄試，幸運的就讀於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的學程(AMBA)，

增加管理理論的基礎，能夠運用在所經營的事業上，使實務與理論結合成效是可預期的，打

開知識及心靈的視窗，是開拓智慧及生活的視野， 

成長的智慧將寬廣生命的活力，更是 21 世紀優秀領導人所應認知，才能創造企業獲取致

勝，達成企業永續經營的最高目標。 

 

─感恩與期許─ 

幾年來感覺到學校一年比一年健全，經過歷任校長、師長們及董事會的教導與經營，榮

獲各界好評，實為一所典範大學，值得所有校友們引以為傲與賀喜。母校近年來成長快速，

符合發展面向與科技朝流，為技職體系中也佔有一席地位，也讓校友們多瞭解，而值得校友

們讚賞並以『南臺』為榮，共同來創造一個第一流技職大學。感謝職涯發展中心給進發個人

利用此機會，針對校友介紹資訊，僅提供一些淺見，能介紹自己與家庭及表達如何開創人生

及長期來的努力與貢獻。期望母校年年成長，可發揮最高的精神，帶領學生與學校共同經營

『南臺人』的未來，相信『堅持到底，就是勝利』。以上，衷心感謝職涯發展中心對校友與代

表校校對校友會的關懷與支持，也誠摯的祝福與祝賀南臺科大成功茁壯。以上共勉之。 

 

 

 

 

 

黃進發 校友： 于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研究

所(AMBA)碩士-海外研習_香港城市大學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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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校友羽球聯誼賽 2012.12.9 

  

全體工作人員及參加的校友們合影 臺南市校友會-郭垣男 理事長致詞 

  

賽 況 激 烈 鹿死誰手，誰能知 

  

頒發入圍前四強 所有得獎者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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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會員大會暨臺南市校友會理監事選舉 2012.12.15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 校長 致詞 南臺科技大學-張信雄 前校長 致詞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 校長與新、舊任理事長合影 臺南市校友會理事長交接儀式 

  

新任臺南市校友會-鄭清池 理事長致詞 新任理監事與職發中心黃識銘 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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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週年校慶校友敘舊感恩餐會 2012.12.15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 校長致詞 戴謙 校長與謝鎮龍 理事長舉杯祝賀 

  

南臺科技大學-張信雄 前校長與臺中校友會成員合影 校友總會謝鎮龍 理事長捐贈獎學金予電子系 

  

謝鎮龍 理事長夫婦與現場佳賓合影 謝鎮龍 理事長夫婦與南臺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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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橄欖球 OB 隊聯誼賽 2012.12.15 

  

走過歷史-南臺橄欖球隊英姿 走過歷史-南臺橄欖球隊輝煌記錄 

  

依舊氣勢磅礡的南臺橄欖球 OB隊 象徵同心協力，齊力斷金 

  

火力全開，互不相讓 實力相當，不分軒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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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第 1、2 屆理事長暨第 11、12 屆會長交接典禮 2012.12.23 

  

第 11、12屆會長交接典禮 南臺科技大學-張信雄 前校長 致詞 

  

南臺科技大學-戴謙 校長 致詞 會長交接儀式 

  

特別節目表演-歡唱 KTV  特別節目表演-歡樂帶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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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訊息: http://news.stust.edu.tw/User/news_file/D300/20121101120028_1.pdf 
詳細考試科目、日期、招收名額: 

請依 102 學年度招生簡章為準或上網查詢 www.stust.edu.tw  
 

   

相關訊息: http://news.stust.edu.tw/User/news_file/G100/20121123215606_1.pdf 

風雲再起-鼓勵成人就讀大學獨立招生採通訊報名  

二技進修部暨四技在職專班獨立招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portal.stut.edu.tw/enroll_s/ 

網址與聯絡電話 : 進修部首頁http://night.stust.edu.tw/tc 電話：06-2533131轉2401~2403 

 

 

 

 

程名稱 上課期間 時 數 費 用 

[A1122]有氧有 Young 第 2 期 
2013-02-20 至 2013-05-29 

每週三 18:30-19:30 
15 2,300 

[A1227]西餐烹調丙級證照班 

*另計教材費 400 /材料費 2,300 

2013-02-25 至 2013-04-29 

每週一 18-00-22:00 
40 5,500 

[A1226]TOEIC 多益認證初階班第 3 期 
2013-02-25 至 2013-04-29 

每週一 18:40-21:20 
28 4,000 

華語師資證照培訓班第十一期 

本課程恕不提供線上報名，如有疑問請播(06)253-3131#6010 找

林小姐或蔡小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2013-03-03 至 2013-06-09 

每周日 09:00-16:00 
90 17,000 

[A1228]角色扮演彩妝班 

上課第一天，請攜帶底妝彩妝品 

2013-03-05 至 2013-04-30 

每週二 18:30-21:30 
27 6,000 

[A1229]烘焙麵包、西點蛋糕丙級證照班第 3 期 

*含學雜費、材料費、保險費 

2013-03-05 至 2013-05-21 

每週二 18:00-22:00 
48 9,000 

[A1230]新多益字彙文法閱讀強效班第 3 期 
2013-03-06 至 2013-04-10 

每週三 18:40-21:20 
18 3,000 

[A1231]角色扮演髮型班 

上課第一天請攜帶電熱捲、刮梳、小黑毛夾 

2013-03-07 至 2013-05-02 

每週四 18:30-21:30 
27 6,000 

[A1238]瘋攝影第 2 期 

*請自備數位單眼相機(不限廠牌)三腳架、快門線。 

2013-03-07 至 2013-05-16 

每週四 19:00-21:00 
20 3,000 

[A1232]烘焙食品乙級證照班第 3 期 

*含學雜費、材料費、保險費 (4/6 停課一次) 

2013-03-16 至 2013-06-29 

每週六 09:00-17:00 
120 25,00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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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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talumni.stut.edu.tw/  聯絡方式: 06-254-7350 林湙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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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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