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領產業邁入校園，帶領師生迎向產業 

南臺科大展現典範科大計畫的全方位亮麗成果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是一個以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為出發點，以便與產業需求接

軌的計畫，最主要的是要塑造可移植的典範模式。南臺科技大學長期關注周邊產業的發展，

以成為「產業最佳合作夥伴的科技大學」為定位，來推動這個典範計畫。在試辦計畫執行屆

滿一年之際，南臺科大特別在 102/3/22 舉辦典範科大計畫成果發表會，邀請產官學界共同檢

視執行成果。  

 

南臺科技大學─戴 謙校長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指出，要成為產業界最佳夥伴科技大學，就應該思考如何「引領產業

邁入校園，帶領師生迎向產業」。在引領產業邁入校園的面向，就要關注周邊產業，主動瞭

解產業的需求。在典範科大計畫中，本校率先成立「產學運籌中心」，延聘專案經理協助建

構產學對話窗口，再透過「產業廟口」的設置及「產學論壇」的推動，並引進 IEK 產業分析

資料庫等作為，來建立業界對本校的信心。  

    戴校長以不藏私心的心態，主動分享典範科大計畫的成果與推動模式，南臺科大已與大仁科技大

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東方設計學院、南榮技術學院、高苑科技大

學及輔英科技大學等 8 所學校共同發起成立「南臺灣技職校院典範策略聯盟」，未來將更將與相關的

產業聯盟緊密連結，為技職教育的提升共同努力，更要為南臺灣的產業升級共同打拼，共創多贏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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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灣產學論壇 

「南臺科技大學與官田工業區廠商座談會」  

為使臺南地區更多的企業廠商瞭解南臺科技大學在產學合作與人才發展的資源與合作誠

意，戴謙校長帶領南臺科大的團隊於 3 月 21 日來到官田工業區，假官田工業區服務中心會議

室辦理廠商說明會與座談，此次活動是南臺科大所辦理之南臺灣產學論壇的系列活動，也是

產學論壇首次直接到工業區與廠商面對面的座談。本次座談會活動吸引了將近 100 位官田工

業區廠商與服務中心代表到場參加，說明會與座談過程相當熱烈，南臺科大團隊與廠商代表

也有進一步交流，經過此次的交流，相信南臺科大與官田工業區企業有更深層的合作。  

 

戴謙校長(中)與臺南職訓中心、臺南官田工業服務中心貴賓及工業區廠商代表們合影 

    會議中由產學運籌中心張烔堡主任說明南臺科大產學資源與作法，其後分由生技系李松

泰主任、精密機械中心戴子堯主任、會計資訊系洪崇文主任、整合行銷溝通中心蔡雅玲主任

與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黃識銘主任說明產學合作與企業實習成功案例，再進行座談。戴謙校

長更宣示未來要與官田工業區的廠商與服務中心作更全面與更深化的合作，並認養官田工業

區，在今年經濟部「工業區活化再造計畫」中，南臺科大將繼續提出計畫申請，來支持官田

工業區廠商的成長與擴大。  

本次座談會針對「產學合作與人才

培育」之重要議題進行熱烈討論，更藉

此座談建構起產學溝通之橋樑、聽取產

業界建言，提供南臺科大團隊參考。南

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博士也表示，期望

此產學論壇─工業區廠商座談會能夠

成為南臺科技大學與廠商定期舉辦的

重要盛會，為大家意見交流與凝聚的最

佳場所。  

 

 

經濟部工業局 何世仁 高級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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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南臺科大應日系許瑞英同學 

榮獲推薦教育部技職典範代表  

102年 3月 15日於教育部舉行的「102

年技職教育宣導記者會」中，共計有 9 位

同學經由繁星計畫或五專菁英計畫進入

技職體系就讀的同學獲得推薦表揚。南臺

科大應用日語系二年級許瑞英同學亦是

獲得推薦為技職典範代表之一。 

許瑞英同學表示，當初會選擇進入南

臺科大，是因為南臺提供了國立大學收

費 ，並且給予大三菁英出國計畫全額獎

學金到日本進修一年，完善的助學及輔導

措施使得她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在課業上

積極投入及參與各項活動。此外，南臺應

日系即將推動的「日系產業人才培訓學產

一貫課程」，結合理論和實務，讓她覺得選擇技職體系、選擇南臺應日系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南臺科大積極配合教育部「照顧弱勢、平衡城鄉差距」之精神，推動「科技校院繁星計畫」，

招收技職繁星學生到校就讀，並且提供非常優渥的條件，吸引優秀的學生透過繁星計畫進入

南臺科大就讀。  

賀！南臺科大碩士生陳泓錡畢業論文 

榮獲上銀科技碩論特別獎 提供獎金十萬並前往日本參訪 

                                                                                                                                  

    上銀科技自 2004 年起辦理『上銀機械碩

士論文獎』，每年經費超過 1,000 萬元，備

受國內機械業與學術界重視及讚譽，已被譽

為機械業的「諾貝爾獎」。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系主任朱志良教授指

導碩士生陳泓錡撰寫畢業論文，獲上銀科技

碩士論文獎之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獎，為唯

一私立大學獲獎論文。  

第九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3 月 23

日在臺北中油大樓舉行頒獎典禮，上銀科技

卓董事長特別邀請南臺科大校長戴謙博士參

加此頒獎盛會。本屆共有來自 27 所大學，36

個系所，102 篇論文被推薦參選，最後 15 篇

頂尖論文獲獎，獲獎論文皆為臺、成、清、交等國立大學，南臺科大是唯一私立大學獲獎學

校，競爭激烈可想而知，獲得此獎，殊為不易。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柯柱 董事長(左)及            

應日系-許瑞英同學(右) 

 

戴謙校長(中)、機械系朱志良主任(左)及陳泓錡同學(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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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2)－ 

「推動典範模式共享、展現雁行效應」 

本校在推動典範科大計畫之策略上，均以 Total Solution 之概念整合人才培育、產學研發

與營造產業聚落凝聚力等面向之策略與作法，來回應產業的需求。以數位內容為例，本校聚

焦於情感導向環場互動式動漫創作技術，協助遊戲動畫內容產業發展，進而有效提升動畫娛

樂產業產值。 

    除協助推動「數位內容產學推動聯盟」及規劃中之 

「動漫原創平台產業聯盟」外，數位內容團隊在人才培 

育與產學研發等面向之主要亮點績效如下： 

一、 人才培育 

    國內動畫製作之標竿企業西基公司於 101 年進駐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本校透過高軟產學策進會的推動，                                  

在經濟部工業局沈局長榮津(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前任處長)等產業先進引薦下，與該公司合作開

設 16 門課 45 學分之「3D 動畫學產一貫學程」。這是以量身訂作的概念，由企業認養大學部

專業模組學程，並由企業主導課程規劃，將產業人才培訓模式直接導入校內學程，由企業提

供業師協同授課、學生實習等完整的配套措施，以訓練出企業「即時可用」人才，而企業則

可藉此獲得穩定、高素質的人才來源，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同時由企業培訓本校師資實務

能力，使提升至業界水準，成為種子教師，建立紮實的實務教學基礎，這是以徹底解決學用

落差為目的而發展出的人才培育最佳模式。此學程已於 101 學年度啟動，將以自 105 年度起

每年穩定提供高素質之人才為目標。另外，本校亦以開辦企業學院之概念，藉由「ACGT 學

院-動漫菁英西基班」針對大三學生開設短期課程及搭配實習之模式，來協助該公司舒緩現階

段求才之困境。此外，本校於 102 年 1 月 25 日與群創光電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以「自動化」 

啟動雙方的合作，為該公司設計國內第一個包括短中長期程的全方位自動化設備研發人才培

育計畫，並將共同設立「群創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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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學研發 

本校數位內容領域，在國內動畫特效製作享有盛名，曾參與電影「賽德克巴萊」之後製

作業，並應故宮博物院邀請製作「清明上河圖」動畫廣受好評。透過本計畫之推動，本校特

組成「環場互動娛樂創新技術」團隊，以研發創新「多媒體互動娛樂設施」的相關技術，培

育「互動娛樂多媒體領域」人才為主旨。 

     本校針對所選定之五項特定領域基礎技術扎根，分析

其所需基礎知識與技術，規劃開設相關跨領域學程，安排

特定產業業師協同授課，而對應各項發展技術所需之實務

技術，則進行特色實驗室之建置。在五項特定領域基礎技

術部分，101 年 4 月至 102 年 3 月共簽訂 76 件產學合作、

金額超過 3,303萬元，發明專利 14件，另有 14件專利技轉、

金額達 312 萬元。 

 

 

三、制度調整與典範分享 

    建立典範模式移植機制，本校於 102 年 1 月 25 日邀請

大仁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東方設

計學院、和春技術學院、南榮技術學院、高苑科技大學及輔

英科技大學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成立「南臺灣技職校院典範

策略聯盟」，將協助夥伴學校建立典範制度、共同推動跨校

人才培育、協助各校進行專利技轉與研發成果商品化，及共

同推動特定領域產學合作，來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發展之量

能。 

四、結語 

    經由計畫的執行，本校在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及技術研發上，無論是質的提升或量的成

長，皆有顯著成效。此外，本校已邀請了八所夥伴學校共同發起成立「南臺灣技職校院典範

策略聯盟」，將積極分享人才培育與產學研發資源、經驗及成果，展現雁行效應，與夥伴學校

共同提升整體技職教育特色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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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校園景觀創作 百人手烙印增進情感認同 

「建國百年、手護南臺」陶藝創作牆揭牌典禮  

    南臺科技大學為慶祝建國

百年與辦學績效深獲教育部高

度肯定，連續蟬聯教學卓越計

畫補助總額公私立技職校院的

最高榮譽，特別提供社團同學

創作「建國百年 手護南臺」陶

藝創作牆，內含馬英九總統、

前教育部吳清基部長等政府部

會首長、學校董事會先進、日

韓等國貴賓、媒體朋友、校內

師生等代表共 128 人的熱情參

與並留下雙手烙印，意義非凡，

並於 4 月 3 日舉行揭牌儀式。  

    戴校長表示，「建國百年 手護南臺」陶藝創作牆，傳達的理念是校園空間是提供同學寬

廣學習的天地與激發創意最友善的處所，除了要能滿足同學們「非正式」課程多元學習外，

更期待能灌溉滲透人文素養的浸潤，讓這片校園中有值得你我共思創作、一同回憶的景觀裝

置與地景特色，增進師生對於校園地景創作情感歸屬與認同。建構「科技．人文．生活」等

三個層面的校園中相互融合、滋養、成長。 

     

     

 

 

 

 

 

 

 

 

 

 

 

 

    南臺科大一直秉持「手護南臺、永誌不渝」、「追求卓越、永遠領先」的決心與願景，

現今正向典範科大掄元奮進中，為南臺科大戮力打拼所留下的雋永印記，在校史的長河中必

將是最閃亮、最關鍵的紀錄，從不缺席、絕不留白。 

 

「建國百年、守護南臺」陶藝創作牆揭牌典禮 

 

董事們與校內主管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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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舉辦通識教育大師講座「看見」 

這個世界因為你，而被看見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舉辦的「通識教育

大師講座」於 3 月 08 日展開，第一場

邀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吳盟分局長，以

「看見」為題，與南臺師生分享他的

工作經驗與人生哲學。吳局長以「想

看見這個世界，先看見自己」作為開

場白，帶領南臺師生領悟如何才能成

為生命的贏家。  

    吳局長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運輸

研究所，畢業後，先是參與臺北市捷

運局捷運早期路網規劃，之後歷任交

通部、行政院、國科會、南科管理局副局長等職，現任公路總局局長，接任後，以「服務」

與「創新」工作核心價值，鼓勵同仁以創新的理念，服務的角度，將公路總局轉變為以服務

便民之機關。  

    素來以交通運輸專業背景見長的吳局長，此次與南臺師生分享對生命的體驗。吳局長從

「如何看見自己」說起，鼓勵同學要常思考我們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自己的過去、現在、

未來的又該如何定位。吳局長並提及，唯有透過不斷的反思，才能真正看見自己，進而看見

這個世界，並且發光發熱地讓世界看

見你。緊接著吳局長話鋒一轉、切入

正題，談到「如何裝備自己」，他勉

勵學生要看見自己的優勢與興趣；心

中隨時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山；凡事正

向思考，因天生我才必有用，挫折是

生命成長的最好養分；要追隨生命中

的導師，如豐富生命的偉大導師－耶

穌，如多數個部長的徒弟－郭南宏、

翁政義、魏哲和、戴謙等；要結伴同

行，建立忠誠人際關係；要學著用創

意與設計來思考，試著突破框架，顧

客導向思維，善於跨域學習，隨時汲

取新知；讓心靈如活水泉源，活出真善美的人生。吳局長進而剖析影響世界的五大趨勢及未

來的機會，說明世界局勢在轉變，而機會是留給能「看見」世界，不怕失敗，熱衷學習，廣

泛閱讀，思維創新及有所堅持的人。最後，吳局長以自身所愛的兩句話語「這個世界因為你，

而被看見」、「平凡，卻無比尊貴的生命」作結，勉勵同學都能秉持「永不放棄」的理念，

共創榮耀的未來及精采的人生。 

盧燈茂學術副校長(右)向交通部公路總局吳盟分局長(左)致贈感謝狀 

 

主題「看見」─吳盟分局長分享工作經驗及人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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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早鳥計畫與半導體業者合開半導體製造管理入門課程 

  

招募說明會 教務長張鴻德 述說合作招募目的 開課的第一天大合照 

  

南科管理局 陳局長 人資部-張副處長 

  

人資部-陳經理 Q&A 製造部-鄭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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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就業力系列講座 

  

勞工權益教育求職防騙講座 102.03.21 求職履歷怎麼寫才吸引人講座 102.03.25 

  

公職考試講座 102.03.26 面試技巧交戰魅力形象塑造講座 102.03.28 

  

勞工局講座－工讀權益 求職防騙 102.04.03 勞工局講座－性別平權 工作權益 1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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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 ─會長  鄭美麗 

南臺科技大學老闆娘學院-快樂的柴契爾

夫人班班頭－鄭美麗－一個認真生活且樂於學

習成長，自認活得豪邁自在、熱情喜樂的女人！ 

我從事旅遊業超過 29 年,與顧客一同遨遊

世界閱覽山川，旅途中的麗景、雲彩、花樹滌

塵濾盡，帶領各階層團隊，隨時考驗應變挑戰

歷練，分享每一個旅人的故事，每一次出發到

結束的過程都很精彩，人生就從中學習！ 

本業之外，我從事生命線志工 25 年、監

獄服務 23 年，另外，我目前在台南市中小企業

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擔任 102 年會長，執行企業

服務志工的角色。近日陪伴企業主至大陸四川

重慶推廣產品，收到大量訂單，成果非常豐碩，重慶為直轄市有更優惠於其它城市的特殊條

件與配合，期待採買台灣產品，目前他們需要柚子乾的製造商、希望代理小家電及高檔服裝

設計師產品和化妝品的代理，能招商成功推廣有成，是一件令大家興奮與充滿信心的事；也

收到有台商希望台南有好的政策與廠地讓他們回來設廠、也有台商協會很積極的為會員爭取

福利等等，我亦是台南市商業總會的監事，學長姐們如有需要，願盡一己之力代為媒合。 

我在行政院雲嘉南區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裡擔任台南會長，這是新成立的的組織，我們

策劃婦女創業、就業陪伴媒合，與成功女企業主亮點的展現，是今年努力達成的目標。記得

一次陪同安平工業區婦女會至德蘭啟智中心參訪時，每位姊妹眼裡流露心疼的眼神與悸動，

我感受到她們身上點燃愛的力量，那是放下自己忙碌的工作也願意陪伴的，我在想如果一個

人心靈若沒有愛，就算賺得了全世界又怎樣呢？我同時也在崑山科大兼任助理教授，與指導

六信高中的旅遊實務課程，如何陪伴與鼓勵學生是我另一項挑戰，和年輕學子同在一起，再

次享受校園生活。雖已不再受限為賺錢生活奔波，然而卻往往忘情的為社團廢寢忘食奉獻服

務，太認真的工作態度常嚇壞身邊的人，為圓滿一件事全力以赴的找尋辦法，也常讓自己陷

入困境吃盡苦頭；所以，認真說起來，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只像一頭牛肯幹實幹。 

感謝老天，我的身邊常常有貴人出現，勇於付出、認真、智慧的戴校長作我的榜樣；有

商管賴院長放下身段與我們老闆娘學院姐妹們的陪伴同行；有熱情、用心的邱老師不斷的鼓

勵與支持我們每個活動。雖然我已過了受人照顧的年齡，但經常感受到關愛陪伴的幸福！ 

我是天主教徒，除了旅遊帶團、上課受訓之外，一定在教堂中傾聽祂的叮嚀與訓悔，提

醒自己謙恭溫和。期待人生的下半場裡有一群良師益友相伴，讓生命繼續發光發亮；期盼每

一天的生活更美滿快樂充實。 

 

 

榮指會 鄭美麗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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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校友新春團拜 2013.02.22 

 

參加校友合影 

  

活動召集人-王耀德 學長 校友齊聚一堂迎新年 

  

交流活動會場實況(一) 交流活動會場實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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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校友會春節聯誼活動 2013.03.02 

 

南臺校友齊聚一堂，迎接金蛇年 

  

現場摸彩活動(一) 現場摸彩活動(二) 

  

歡歡喜喜，相約明年再相聚 參加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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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新春聯誼會 2013.03.09 

  

前任校長張信雄博士至現場共襄盛舉 電音三太子蒞臨現場 

  

特別節目-活力熱舞 台南市南臺校友會一同熱情到場慶賀 

  

摸彩活動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成員合影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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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新春團拜活動 2013.03.10 

  

參加校友合影留存 活力四射，象徵飛躍南臺 

  

相差 28 屆的兩代情誼 勁歌熱舞，魅力南臺 

  

有獎徵答，你問我搶答 摸彩活動，抽出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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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102 年度第二場就業博覽會 

 

 

 

活動目的： 

為提供大台南市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與求職社會人士之就業媒合機會，臺南市政府

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每一年皆舉辦四場大型就業博覽會，讓應屆畢業生及社會人士有更

多機會在各領域發展，達到企業與人才雙贏的目標。歷年來，本活動深受各界好評，每

次活動吸引數千名民眾參加，除提供業界、畢業生、社會人士交流平台，亦可活絡產業

發展及就業市場，兩者相互結合創造正向循環，為企業找尋更多優秀的人才，更為優秀

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本活動期為企業搭起人才媒合的橋樑，縮短企業招募人才時間

與成本，並尋得各企業心目中的千里馬。 

 

活動時間：102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3 時 

活動地點：南臺科技大學─三連堂 (台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奇美醫院對面巷內直走) 

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勞工職訓就服中心、南臺科技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聯 絡 人：洪嘉齊 小姐 

電子郵件：chiachi2012@mail.stust.edu.tw 

聯絡電話：(06)2533131#1306 

活動網址：http://cda.stust.edu.tw/tc/node/stustnew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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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招生簡章。 

相關資訊: http://www.stust.edu.tw/adm/recruitstudent/ 

報名日期:102/5/22(三) 9：00 至 102/5/31(五) 12：00 止 

繳費期限: 102/5/22(三)至 102/5/30(四) 24：00 止(報名網站索取繳費帳號至 102/5/30(四)23：00 止) 

考試日期：102 年 6 月 8 日（六）  

報名網址: https://webap.stust.edu.tw/EnrollStud/ 

 

 

102 學年度二技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相關資訊: http://www.stust.edu.tw/adm/recruitstudent/ 

報名日期: 102/06/17(一) 102/07/04(四) (報名表件郵寄截止日期至 102/07/04，以郵戳為憑) 

報名網址: https://apg18.jctv.ntut.edu.tw/tapply/ (技專校院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報名) 

 

 

102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風雲再起~ 鼓勵成人就讀大學獨立招生簡章 

相關資訊: http://news.stust.edu.tw/User/news_file/G100/20130314164148_1.pdf 

報名日期: 102/3/18(一) ～102/6/17(一) 09：00～24：00 止   

報名方式:  

1.報名費請考生至郵局辦理郵政匯票新台幣 1,000 元；匯票抬頭寫明「南臺科技大學」。 

2.書面審核資料請郵寄 710 台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進修部)收。 

 

 

102 年老闆娘學院春季班招生~ 

相關資訊: 

http://business.stust.edu.tw/Sysid/business/files/老闆娘學院/102 年春季班老闆娘學院-招生簡章.pdf  

報名日期: 即日起，額滿為止。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上課期間: 102 年 4 月 23 日至 102 年 6 月 20 日 每週二、四 PM18:40 ~ PM21:30 

上課地點: 南臺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 E602 修齊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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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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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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開始遴選囉～ 

請各位校友大力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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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及推薦表相關網址如下: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2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