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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校友共享南台榮耀】 

 

南台科技大學以創新多元教育方式榮獲 

國防部 101 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團體獎 

    國防部慶祝「中華民國 101

年軍人節暨全民國防教育日」表

揚活動於 8 月 31 日上午舉行，

由馬總統親臨主持，南台科大獲

頒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團體

獎，校長戴謙博士代表學校接受

總統表揚，此榮譽象徵南科大近

年來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之卓

越表現。  

    全民國防之理念與實際作

法屬「綜合性安全」的概念，其

目的乃在透過對全國人力與物

力的妥善動員，整合全民有形與

無形資源，增進國防戰力確保國

家安全，而非透過軍事手段達

成。學校教育屬全民國防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施教對象擴及至中小學教育，進而與社會教

育與公民教育結合，藉由激發國民愛鄉愛國情操，進而對國家產生認同。  

 

 

 

    ★  2012 年 9 月教育部「技職風雲榜」競賽得獎積分 全國科大第一。 

    ★  2012 年 7 月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躍居全國科大第一。 

    ★  2012 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一名。 

    ★  2012 年通過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申請，獲第一級最高額補助。 

    ★  2011-2012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1 億 7 仟萬，公私立技職校院最高。 

    ★  2012 年通過 IS0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總統馬英九與校長戴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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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生質能源科技創意國際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奪亞軍 

    南台科大生物科技系學

生團隊日前參加研教育部大

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

心計劃主辦的『生質能源科技

創意國際競賽』獲得國際組

(大專組)亞軍。今年『生質能

源科技創意國際競賽』， 來

自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團隊經

過書面初審入圍僅有 17 組冠

軍隊可代表參加決賽，競爭激

烈。南台科技大學由生物科技

系褚俊傑老師指導之團隊，不

僅以高分進入決賽﹐更以優越

的現場報告表現，因而獲得國際組亞軍。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學生團隊榮獲 

「2012 TiC100 創新商業模式競賽校園創業組」亞軍 

    南台科大國際企業系學生團隊日前參加研華文教基金會主辦的『TiC100 創新商業模式競

賽』獲得校園創業組亞軍。今年『TiC100 創新商業模式競賽』分行動網絡．社會企業．研華

創新．科技應用．校園創業．文化創

意等六大領域， 來自全國大專院校學

生團隊經過書面初審入圍﹐再分南﹑

北區分組初賽﹐僅有各組冠軍隊可代

表參加六大領域之決賽，競爭激烈。

南台科技大學由國際企業系楊維珍老

師及創新產品設計系林佳駿老師共同

指導之『Leben』團隊，不僅初賽以高

分獲得南區決賽代表權﹐更以優越的

現場簡報表現﹐獲得校園創業組亞軍。  

 

 

《生技系指導老師褚俊傑(中)與學生團隊》 

《南台科大國企系學生團隊獲得校園創業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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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大機械系博碩士生參加 

「精密工具機技術競賽」勇奪冠軍 

    國立中興大學與程泰集團合辦的精密工具機技術專題實作競賽，9 月 1 日在程泰機械中

科廠舉辦決選，機械系朱志良教授所帶領的研究生團隊，在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優秀研究生團

隊中脫穎而出，勇奪冠軍及獲得獎金 30 萬元。  

 

《由機械系主任朱志良教授(右三)帶領的研究生團隊榮獲冠軍殊榮》 

    台灣工具機產業 2011 年已為全球第 4 大工具機出口國，也是經濟部所選定的台灣 5 大亮

點產業之一。該競賽在國內工具機大廠-程泰集團的贊助下，希望藉此訓練學生之創意思考、

組織設計、團隊合作、規劃整合與實作能力，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榮獲冠軍的作品「高精

度微型 CNC 綜合加工機與三維量測系統之研製」是由朱志良教授的博士生廖鴻維及碩士生

陳泓錡、柯志憲、張詔銘、許清雲、許學文等投入研究，經兩年的研發而成，此微型工具機

結合高速微銑削加工機、微放電加工機與微型三次元量測儀，三機一體，為一部『一機多工』

的綜合微型加工機。該機台可進行 3D 的微型工件加工，並可線上進行量測與精度檢驗，如有

誤差，直接線上補償加工，除節省製程時間外，更可避免製造過程中，產品在不同機台間移

動所可能產生的誤差與損傷。該機台符合產業界實用性、商業性和經濟性要求，將有助於提

升微型工具機與量測儀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

力。  

    南台科大校長戴謙博士表示，此競賽團隊的

博碩士生完全參與了整台綜合加工機的設計、模

擬、加工、組裝、系統整合、精度測試、實際加

工與量測等各研發細節，所訓練出的博碩士生為

理論與實務兼備之『世界級優秀技術人才』，這

些學生畢業後將可直接投入職場與產業界無縫接

軌，充分展現出本校典範科大的特色。  

《榮獲冠軍的研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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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學務處  謝世傑 學務長 

 

 

 

 

 

 

 

 

 

謝世傑博士，輔仁大學法律系，海洋大學法律碩士，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工程科技博士。

現任南台科技大學-學務長。曾擔任行政院法規委員會、諮議、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視察、台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秘書、科長、台南市環境保護局局長、台南市稅務局局長、台南市選舉委

員主任委員、台南市政府秘書長、前台南市長-許添財的秘書長。 

謝世傑學務長過去主要都在公務機關服務，曾於 1997 年獲選模範公務員、2003 年領導台

南市環境保護局榮獲行院第五屆國家服務品質獎、2004 年受獲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在擔任台南市環境保護局局長期間，主要推行「定時定點,垃圾不落地」，推行活動過程

相當艱辛，卻也喚醒台南市民的環保意識，奠定台南市環境工程的基礎，以利於落實後來的

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 

現接任南台科技大學-學務長，工作內容以學生事務為主，一心秉持著學習服務的態度在

南台工作，勉勵大家『有投入才會深入，有付出才會傑出』。 

 

  

 

 

 

 

《學務長-謝世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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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務長暨軍訓室主任   周禮順 少將 

      

    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少將主任周禮順，畢業於陸

軍官校 73 年班。現兼任學務處副學務長、服務學習中

心副主任、教育部嘉南區校園安全維護暨全民國防教

育資源中心主任，負責督導嘉南區所轄大專校院及本

校校園安全暨全民國防教育推展成效，並協助學務長

推動學務及服務學習各項工作。 

    周副學務長長期服務於軍旅，對人、事、物的管

理經驗豐富，尤其 2009 年八八風災（又稱莫拉克風災）

期間擔任南部救災指揮官，橫越台南、高雄、屏東三

個縣市，均圓滿達成任務，深獲災民肯定。 

    周副學務長於 100 年 8 月 1 日至本校報到，期間戮力於校園安全純淨工作，協助本校榮

獲教育部春暉專案教育特優學校、捐血績優學校、菸害防治教育績優學校銀賞獎、國防部頒

發招募績優學校、國防部頒發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團體獎。 

未來工作重點，以確保學生安全、健全學生身心發展、有效維護校園安寧及增進全民國

防知識、健全國防發展及落實全民國防之理念為主，期使學生在安全溫馨校園環境中，獲得

多元學習，畢業後成為一位實踐校訓信義誠實並兼具品德文武合一的優秀青年。對資源中心

而言，仍將持續對轄區 23 所大專校院提供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宣導工作輔導協助，

並加強工作能量充實整合，提升資源中心組織效能，得以繼續服務嘉南區資源中心所轄大專

校院。 

 

 

 

 

 

 

 

《軍訓室主任教官-周禮順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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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舉辦 

「綠色能源科技創意應用競賽及展示會」 

    經濟部能源局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與南台科技大學共同舉辦之「綠色能源科技創意應用

競賽及展示會」，共有來自全國各地計 304 隊報名參加，經由初賽選出 60 支隊伍，並於 9 月

18 日在南台科大進行決賽與展示。  

    本次活動分為競賽與展示兩大主題，在競

賽方面，是以國內學術界與產業界的組織為參

賽主體，分成「太陽能技術組」、「綠能車輛

組」、「LED 照明技術組」與「其它能源及

節能技術組」共四組，並邀請馬來西亞、澳門、

香港、韓國、克羅埃西亞與加拿大等國際優秀

隊伍作為觀摩交流的對象，場外還有國內產業

單位的能源技術與智慧成果展示，使創意與市

場商機連結。整個活動讓民眾了解政府的綠能

政策及成就，並開拓國人與參賽者國際視野。  

本次競賽共頒發 14 金 23 銀 15 銅，並邀請

韓國大學發明協會會長、克羅埃西亞發明協會會

長、馬來西亞 ENVEX 研究組織副會長、澳門創

新發明協會副理事長與加拿大發明協會會長前

來頒發 15 項特別獎給競賽隊伍，另外台灣傑出

發明人協會理事長、台灣發明協會執行長與德國

紐倫堡國際發明展台灣代表團團長頒發競賽隊

伍 3 項特別獎。其中南台科技大學是所有參賽學

校中金牌及得獎數目最多的學校，抱回 3 金 4 銀

3 銅 2 特別獎。  

執行單位南台科大校長戴謙表示，能源科

技是全球主流科技之一，世界各國投入大量經

費與人力研究。為強化能源科技量能，南台科

大增編 9,000 萬元興建現代化能源工程館，其涵

蓋多種實驗室，將以現有的研發量能，結合南

科之太陽能光電產業及大台南地區綠能車輛產

業，使本校成為大台南地區能源科技之研發重

鎮之一，並將與周遭大學合作，積極爭取政府

計畫，共同為能源科技研發及培養優秀人才而

努力。 

《綠色能源科技創意應用競賽及展示會》 

 

《經濟能源局 陳玲慧 主任秘書致詞》 

《南台科技大學 戴謙 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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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華語暨台灣文化體驗營 

南台科技大學第六屆華語暨台灣文化

體驗營於日前圓滿落幕，今年共有來自 3

個國家，分別來自日本、韓國及奧地利，

共 48 位學員及 1 位帶隊老師參與，每位學

員均對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  

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表示透過對華

語及台灣文化的體驗，相信學員們華語皆

有相當程度的成長，同時對於台灣文化亦

有初步體認，也稱讚學員們能於短短兩星

期內學會唱中文歌與中國武術，希望大家

參與本活動後都擁有珍貴及難忘的回憶。  

體驗營中除了華語課程外，也安排了

多項與中華文化相關活動，例如：原住民

串珠課程，學員們學習利用琉璃串成項

鍊、手鍊，亦試穿排灣族傳統服飾。在客

家藍染課程上，學員們除充份發揮客家文

化藍染技術之奧妙，設計出一系列獨一無

二的作品；此外，活動中也安排外籍生學

習如何烹煮台灣料理；童玩課中，學習用

黏土製作出以粽子為主題的招福吊飾，並藉此瞭

解端午節的由來；而在中國武術課中，對於老師

示範的動作結合了力與美，學員們是驚呼聲連

連；書法課中，學員們先從簡單的國字一至十、

進階至春聯的書寫。另外還有校外的文化教學，

例如：參觀古蹟，先了解台南文化古蹟及廟宇的

建築宏偉；同時也安排台中二天一夜的文化之

旅，學員們先到台中集集火車站感受台灣歷史的

演進，同時也前往—日月潭，觀賞午後的湖光水

色，緊接著體驗台中最著名之逢甲夜市，品嘗當

地特有小吃，並讓學員們體驗太陽餅 DIY，最後

則於鹿港老街為這次的中部之旅畫下完美句點。 

 

 

《吳新興行政副校長(右五)和帶隊老師及 148 名學員合影》 

《學員們發揮客家藍染技術創作出作品》 

《學習中國武術的力與美》 

《學員們認真的學習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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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搶鮮報 

 
◎ 南台科技大學 101 年度傑出校友遴選~即日起開始報名囉!! 

 

南台科技大學為彰顯南台之光，獎勵對本校形象與聲譽有特殊貢獻之校友(凡就讀本校之學

生)，作為全體師生及校友之楷模。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1 年 10 月 26 日截止 

※ 報名地點：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相關遴選辦法及實施計畫請參閱： 

校友會網站：http://stutalumni.stut.edu.tw/node/484 

職發中心校友服務：http://cda.stut.edu.tw/  

 

 

 

◎ 南台科技大學 43 週年校慶大會/校友大會暨系友回娘家活動～ 

 

※ 活動日期：101 年 12 月 15 日(六) 

活動地點：三連堂、N 棟音樂廳、優活館、各學系大樓 

 

 

 

◎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01 年度 「女巫」公演～ 

 

※ 活動日期：101 年 12 月 21 日(五) ~ 22(六) 

活動地點：校內 2 場─文炳音樂廳舉辦 

 

※ 活動日期：102 年 1 月 19 日(六) 

活動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原生劇場表演團 

 

   計畫主要網址：http://my.stut.edu.tw/project/theatre 

   英語戲劇計畫 FB 粉絲團：http://www.facebook.com/englishtheatres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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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涯學習地圖~ 

 

(一).志工訓練及就業週系列講座 

預定日期 主題 講師 內容 地點 

101/10/13(六) 

9:00-5:30 
職涯領航員志工初階訓練 林美萍等人 志工訓練及服務學習 N201 

101/10/17(三) 

3:00-5:00 
職涯領航員志工進階訓練  UCAN介紹及服務學習 E205 

101/10/19(五) 

3:00-5:00 
職涯領航員志工進階訓練  行政支援及服務學習 E205 

101/10/22(一) 

10:10-12:00 
面試技巧教戰—魅力形象塑造 費惠紅 魅力以及儀容教學 S104 

101/10/23(二) 

10:10-12:00 
公職考試講座 考選部官員 公職考試與應考準備 S104 

101/10/24(三) 

10:10-12:00 
升學講座 張高賓 升學選擇之分析 S104 

101/10/25(四) 

10:10-12:00 

贏在起跑點— 
如何讓人資主管想要你 

鄭雁玲 面試技巧之教戰 S104 

 

(二).面試模擬及履歷健診系列講座 

預定日期 主題 講師 內容 地點 

101/11/26(一) 101/11/27(二) 

101/11/29(四) 101/12/03(一) 

101/12/04(二) 101/12/06(四) 

2:50-4:40 

面試模擬 

 

  

S104 

 

101/12/10(一) 101/12/11(二) 

101/12/12(三) 101/12/13(四) 

2:50-4:40 

履歷健診 
（一）~（四）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

戰 畢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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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人物介紹～ 

南台科技大學校友會全國總會   張文龍 副理事長 

 

張文龍先生，自幼生長於屏東縣九如鄉之鄉下地方，

高中畢業後，即考取中正理工學院，開始軍旅生涯。於民

國 86 年 12 月 4 日，以陸軍兵工少校退伍。退伍後即進入

不動產仲介業，直至今日。現今擔任南台科技大學全國校

友總會副理事長一職。 

退伍後的職業生涯，第一年即在「力霸房屋」南工加

盟店嶄露頭角，並衝出全店業績第一名；第二年榮獲「力

霸房屋」全國傑出仲介南區第三名之頭銜；其後離開「力

霸房屋」，轉戰地區品牌的「南北不動產」服務。在職期

間，更常協助同業接受專業正確之仲介業務方法，發揮其專長，促進全店業績成長。更獲董

事長呂森贏先生之青睞、提攜，擔任「南北不動產」執行長乙職。其後更取得不動產經紀人

證照，旋即於 93 年榮膺中華民國金仲獎經紀人組傑出楷模。 

因平日保有讀書習慣，努力不懈，加修「南台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班。畢業後，陸

續擔任過長榮大學教育推廣班、興國管理學院資產管理學系、崑山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學院課

程諮詢委員等多所大學兼任講師，面對莘莘學子授業、解惑之餘，更覺成就感洋溢於心中。 

98 年正逢金融風暴失業人口聚增之時，自行開立「台灣房屋」第三家加盟店，以盡自已

的微薄力量來增加就業率。並經常在就業服務中心及職業訓練中心擔任講師，輔導失業人員

儘速取得第二專長，增加職場競爭力。並於 99 年獲連任台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繼續在同業服務。 

100 年接任「南台科技大學」系友會理事長，並任校友總會副理事長服務更多學子。繼

101 年接任救國團台南市永康區會長，並以組織化的方式服務社會，關懷弱勢團體。 

然而，本人不因此而自滿，更立下志願，期望再自我充實成長，以服務更多、更廣的人

群為己念，勉勵自我要求，以創造職場競爭力。 

《張文龍 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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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娘促進交流會 101 年中秋聯誼晚會 2012.9.9 

 
劉麗滿會長致詞為現場活動拉開序幕 

 
老闆娘促進會會員現場特別團舞表演 

 
校長 戴謙與鄉土短劇團員們合影 

 
鄉土民謠演唱 

校長 戴謙與現場佳賓問候 
 

手牽手,圍個大圈圈,大家一起又舞又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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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捐血活動 2012.9.19 

 

老闆娘協會熱情鼓勵大家做公益 

 

熱心公益，將愛心傳送給需要幫助的人 

校友會全國總會臨時理監事會議 2012.9.19 

 

理事長 謝鎮龍與理監事討論校友大會活動 

 

常務監事 黃進發學長報告事項 

校友會台中分會中秋聯誼活動 2012.9.22 

 

台中星海美景 

 

歡樂融融.齊聚一起慶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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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科技大學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EMBA)招生資訊 

●相關訊息:- http://rd.stut.edu.tw/exedu2/course1/course1.html 

●報名日期:一律網路報名，簡章發售:每年 10 月; 報名:每年 11 月   

●考試日期:每年 12 月(隔年 9 月入學)  

●考試內容: 

一、甄試入學:(1)面試(60%)  (2)書面審查(40%)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 

二、考試入學:(1)面試(40%) (2)書面審查(30%)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 (3)筆試(30%)管理實務 

  備註:以學校招生簡章為標準。 

              如有問題請聯絡: EMBA 辦公室   E605 室      聯   絡  人:  傅瑞錢     聯 絡 電 話:  06-2533131#4601 

         

          南台科技大學推廣教育招生訊息 

  最新課程- http://rd.stut.edu.tw/exedu2/course1/course1.html 

課程名稱 
上課 

期間 
時 數 費 用 

[A1109]新多益字彙文法閱讀強效班第 1 期 
2012-10-24 至 2012-11-28 

每周三 18:40-21:20  
18 3000 

[A1116]必學韓星彩妝班 

*102/01/01 停課一次！上課第一天，請攜帶底妝彩妝品 

2012-11-13 至 2013-01-15 

每週二 18:30-21:30 
27 4,500 

[A1117]必學日雜髮型班 

上課第一天請攜帶電熱捲、刮梳、小黑毛夾 

2012-11-15 至 2013-01-10 

每週四 18:30-21:30 
27 4,500 

[A1108]TOEIC 多益認證初階班第 2 期 

@102/1/1 停課一次 

2012-11-20 至 2013-01-29 

每週二 18:40-21:20 
28 4,000 

[A1115]烘焙食品乙級證照班第 2 期 

*含學雜費、材料費、保險費 

2012-11-25 至 2013-01-13 

每週六、日 09:00-17:00 
120 25,000 

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自主管理專

責人員 培訓課程 

本課程恕不接受線上報名，如有任何疑問，請撥打

06-2533131#4700 找逄先生 

2012-12-01 至 2012-12-09 

每週六、日 09:00-17:00 
27 4,500 

[A1110]新多益字彙文法閱讀強效班第 2 期 

*12/31 停課一次 

2012-12-03 至 2013-01-14 

每週一 18:40-21:20  
18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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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活動訊息 

 

 

 

八月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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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7    地點:未定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 

會長選舉&校長演講 

2012/10/23 pm2:00 南台 E 棟 13 樓 

 

 

 

●老闆娘學苑 中秋聯誼活動 

 2012/09/09  東東宴會廳 

●校友總會臨時理監事會議 

2012/09/19  榮星餐廳 

●校友會台中分會 中秋聯誼活動 

2012/09/22  台中星海庭園 

●台南市政府南島路反毒宣導活動

2012/9/23 台南市政府南側 

 

十一月 

●南臺科技大學 43 週年校慶大會 

2012/12/15 

●校友大會&系友回娘家 

 2012/12/15 

●南台校友會台南分會 選舉大會 

20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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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t.edu.tw/ 徵才 E-mail : cheerjob@mail.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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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校友提供工作、工讀、實習機會 

 

 

 

 
 
 
 

 
 
 
 

 
校友總會/台南分會/台中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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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無數南台人都能情繫南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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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t.edu.tw 會址: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西淮館 2 樓)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南台科技大學校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