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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校友共享南台榮耀】 

南台科技大學舉辦「典範科大辦公室」揭牌儀式 

南台科技大學為推動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

大學計畫」，特別成立「典範科大辦公室」以落

實計畫的評估與管考，並邀請教育部技職司李彥

儀司長於 5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南下揭牌，共同

見證典範計畫推動的重要起跑點。       

南台科大校長戴謙表示，南台科大在教育部

「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下，已在教學方面獲得

相當顯著的成效，也將創新的作法及經驗傳承給

超過 40 所綜合與技職校院。在產學合作方面，

近年來南台科大透過親產學校園環境的營造，本

年度已超過半數的專任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也因此在校園內形成一股參與產學合作的風

氣。南台科大以「產業合作最佳夥伴科技大學」為定位，並以「教學卓越」+「產學卓越」

融合為典範的理念，在激烈競爭中得以脫穎而出，也是唯一獲得最高補助的私立科技大學，

這是教育部對南台科大辦學績效的肯定。 

教育部技職司李彥儀司長特地南下共同見

證 

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李彥儀表示，首先恭喜

南台科大能獲得典範計畫補助的殊榮，此乃是

對該校辦學績效的高度肯定，更期許南台科大

能善盡典範科技大學之責任，展現雁行效應，

協助夥伴學校共同提升整體技職教育品質。   

《技職司 李彥儀與校長 戴謙及各長官合影》 

 
《校長 戴謙致詞》 

http://stutalumni.s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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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 

 

『商管學院副院長  周德光』 

 
商管學院副院長兼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主任 

 

周德光博士，國立中山大學企管博士，美國加
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C Davis) 國際商法碩士 (博
士後研究)。現任南台科技大學商管學院副院長兼企
業電子化學位學程主任，曾任本校商學院 (2010 年
與管理學院合併為商管學院) 院長、財務金融系主
任、財經法律研究所代理所長。研究領域為策略管
理、公司治理、財務會計。曾獲選為斐陶斐榮譽學
會會員 (Phi Tau 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 

1996)，考試院公務人員高等考試金融人員業務
組及格  (1986)。除學術領域工作外，曾任職於
彰化商業銀行、清華企管顧問公司，並曾擔任
景岳生物科技公司獨立董事、監察人等工作。
研究論文曾發表於台大管理論叢、管理評論、人力資源學報、創業管理研究、Business 
Law Journal、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 等。  

 

『EMBA&GMBA 執行長  施武榮』 

 

施武榮博士，美國紐約州立賓漢頓大學「系統科學與

工業工程」博士。現任南台科技大學管理與資訊系教授並

兼任商管學院 EMBA 及 GMBA 執行長。施教授曾任本校

管理與資訊系系主任、工業管理研究所所長、科技管理研

究所所長，於其任職期間歷經三次教育部科大評鑑，所屬

系所皆獲一等的佳績。施執行長之專長興趣為智慧型決策

支援系統、生產作業系統、及企業資源規劃，除利用本身

之專業執行多項國科會學術性計畫外；在協助產業發展上

亦不遺餘力，藉由執行多項政府單位及企業界之產學合作

計劃、教育訓練案來幫助企業的成長及產學人才的培育，

產學合作成果豐碩並且深具產業界互動經驗。施執行長除

指導學生競賽多次獲獎外，更於 2007 年榮獲中華民國管

理科學學會「青年管理獎章」，在專業上精益求精亦不忘

回饋社會，同時義務擔任多項政府及法人社團職務如「產

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秘書長、「中華服務管理學會」

理事、經濟部技術處 SBIR 評審委員、經濟部工業局 CITD 評審委員及教育部評鑑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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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大師講座】 
「百煉鋼成繞指柔」 

 

《聽講學生反應熱烈》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舉辦的第六場「通識

教育大師講座」於 5 月 16 日熱鬧開講，

邀請到元能股份有限公司魏子夏董事

長來與同學們分享他的創業過程與成

功經驗。  

 

《元能董事長 魏子夏與校長 戴謙合影》 

    魏子夏董事長於民國 69 年南台畢

業後，創業維艱的種種經驗令他深感自

身有所不足，遂於民國 92 年決定重返

南台修習 EMBA，持續精進。魏子夏表示，態度是學歷、經驗之外，人格特質的總和──

「當態度成為競爭的決勝武器時，你準備好了

嗎？」就算今日已如斯成功，他仍常以此句自

問，寤寐不忘提醒自己。態度有了，執行力、

決心與勇氣更是不可或缺的成功要件，就是如

此堅持不懈、一步一腳印的精神，令「百煉鋼

而成繞指柔」，魏董事長的團隊研發出僅有髮

絲五分之一粗細的鋼絲，係業界一大突破，全

世界只有三家企業有此技術，元能便是其中之

一。但魏董事長並不因此而滿足，為公司訂下

更宏大的目標；魏子夏董事長再度表示，在他

的字典裡沒有不可能，並期許自己要比任何人

都努力去做。  

《屏東科大教授 裴家騏與副校長 盧燈茂合影》 

「我們以行動救援野生動物」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0 學年度

第二學期第五場「通識教育大師講座」邀請

屏東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主任、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裴家騏教授

以「我們以行動救援野生動物」為題登場。

裴教授以「生物多樣性」的概念作為開場白，

說明全球物種的相互依賴，並指出「生物多

樣性越高越好、生態系統越複雜越好」，並

與南台師生分享他多年來從事保育類野生動

物救援及收容的經驗。 

裴家騏 教授最後強調，國人必須了解非

法寵物交易的危害性並拒絕購買，如此一來才能降低對於生態的危害及提升臺灣在國際上

的保育形象，並勉勵南台師生能從自身建立起保育的觀念，將正面的保育資訊推廣給更多

的社會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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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輔會主委 陳以真與學生熱情互動》 

【青輔會主委陳以真與南台科大畢業生暢談職涯規劃】 

    親和力極佳且深獲青少年學子喜愛的行

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以真，於 5 月

16 日下午兩點應南台科技大學畢業學生聯誼

會熱情邀約，特別假南台科大圖資大樓 13 為

畢業學生做一場「青年人才、勇闖未來~從現

今社會趨勢談新世代新競爭力」的專題講演，

期勉同學們應先探索個人性向、興趣以發現自

我，找出方向並以實事求是、樂觀積極的態

度，接受未來職場的挑戰。由於其精闢的講演

與和學生無距離的互動，深獲同學們的讚許，

佳評如潮掌聲不絕於耳。 

陳主任委員以真的演說內容，主要從校園到職場談如何提升自我競爭力和就業態度與

職場倫理兩大主軸。她說：青輔會的四大業務包括「你創業、我來挺」、「就業力提升 UP」

以及「做志工、論國事」或者「壯遊臺灣、國際交流」等。其中青少年畢業學子最在乎的

問題不外乎是求學問題與就業問題，青輔會有設立「HOPE 生涯資訊網」整合生涯資源及青

輔會各項生涯相關活動資訊，提供青年生涯發展及輔導參考，提升生涯發展知能，建立正

確生涯發展觀念，以期達到點亮希望，讓青少年夢想飛翔的遠景。  

 

《學生自治會與各系學會合辦畢業演唱會圓滿成功》 

【南台科大舉辦 101 級「畢業演唱會」學生擠爆現場 High 翻天】 

 
《藝人 王彩樺教南台學生一起開心學跳保庇舞》 

   南台科技大學為迎接畢業季的到來，

於 5 月 23 日晚上六點三十分在南台科技

大學三連堂前廣場，邀請曾靜玟、可樂、

郭靜、黃鴻升、王彩樺、柯有綸、蔡健雅

等多位藝人歌手與學生和與會嘉賓共度

「畢業演唱會」。此次晚會由第十三屆學

生自治會、機械系學會共同主辦，並由該

校其他 23 系協辦，場面熱鬧非凡，吸引

約七千人次前來參與，好不熱鬧。還有許

多歌手的粉絲團包車前往參加。             

    南台科大吳新興副校長在晚會中致

詞表示，此次活動選在室外空曠的草原上

舉辦，就是要把活動做大，要讓同學們盡

情的開放，更要讓大家使出青春、展現活

力。南台科大從南台工專一直升格至南台

科技大學，這些功勞都是由台下的每位同

學以及歷屆畢業的學長姐，一磚一瓦慢慢

堆疊起來的，從學生的眼裡看見了希望，所以相信未來學校一定會更好，如同戴 謙校長所

言「追求卓越與典範只是我們的腳步，邁向第一才是我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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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中心活動】 
校外實習成果展 

 
    南台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在校生校外實習成果發表，實習

學生人數已達 600 人，預計於 104 學年度將會達到 1500 人。中

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9 日，於南台科技大學 E 棟修齊大樓一樓大

廳盛大舉行校外實習成果展，當天活動現場學生踴躍報名參

加，可見學生參加校

外實習的意願之高。 

  「在校生校外實

習」為學生提升畢業

後在社會的競爭能

力與專業能力，吳新

興副校長表示：「歐

洲國家手工精緻，因

為歐洲學校以百分之百為目標推動校外實習，所以

本校學生應多參與在校生校外實習，以提升未來在

社會上的競爭力。」 

  在本校致力推動 98 學年度至 100 學年度在校生校外實習下，目前全校實習生人數已達到

600 人，全校系所參與校外實習也達到百分之百，與本校合作校外實習之企業也達到 280 間之

多。本校還會繼續致力推動校外實習以百分之百為目標。 

           "職涯探索迎向自我"生涯工作坊(墾丁) 
 

 為改善大學畢業生之失業問題，提升大學畢

業生的就業能力，促進「畢業即就業」，南台科

技大學看準畢業前的就業準備為改善失業、提升

就業的關鍵，特別舉辦「職涯探索、迎向自我」

生涯工作坊，此兩天一夜的研習課程將帶領南部

6 所大專院校共 60 位學生走訪墾丁夏都沙灘飯

店，實際了解企業經營之模式與就業環境，學習

職場禮儀與面試技巧，以應戰未來嚴苛的求職競

爭，讓學生贏在起跑點。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今年 2 月最新統計大專學

歷以上的人口失業率已高達 5.24％，顯示大專畢

業生人口中每 20 人就有 1 人失業。主辦單位南台

科技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特別邀請墾丁夏都

飯店邱顯順協理以及南山人壽黃明生經理前來授

課與實務教戰，期待透過此研習營課程，協助學

生瞭解自我的特質和優勢，增加職場敏感度與就

業趨勢，規劃出屬於自己的職涯方向及態度。 

 

 
《行政副校長 吳新興致詞》 

  

《吳副校長頒獎校外實習成績優異學生》 

 

《參加「職涯探索、迎向自我」研習之學生》 

 

《墾丁夏都飯店邱顯順協理演講職場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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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發中心就業週活動 

「贏在起跑點-如何讓人資主管想要你」講座 

                                        

  由鄭雁玲老師主講的「贏在起跑點-如何

讓人資主管想要你」，同學皆反應收穫甚多，

學到具體且關鍵的面試與提問應答技巧，包

含履歷自傳篩選重點、面試穿著、面試前準

備、面試官常問的問題、不當面試範例以及

面試後感謝事宜等。例如履歷撰寫應盡可能

展現用心度和完整度，並著重工作經驗與多

元語言能力，面試前應蒐集企業的相關資

料，並在面試後郵寄感謝函。對於高年級與

即將畢業的學生，將座內容關乎切身需要，

能增進良好的求職技巧與表達能力。 

 

「求職秘笈-履歷表怎樣寫才吸引人」講座 

 

    由許菀喬老師主講的「求職履歷-怎麼寫才吸引人」講座，同學反應熱烈並踴躍詢問，內

容包含履歷表格式、履歷撰寫切入方向、自傳撰寫要點，例如撰寫履歷表須融入自我優勢、展

現個人特色，不重複資訊、不記流水帳、段落分明、精簡表達出重點部分、多加說明專長部分，

以增加求職者的突顯性與競爭能力。 

    針對未來將成為社會新鮮人的學生，除了在學期間專業能力之培養，面對未來進入職場，

亦相當需要基本求職能力與技巧的資訊提供與課程輔導，才能發展出具競爭力之就業技能。有

鑑於此，本中心將積極結合相關單位之資源，邀請求職面試與履歷撰寫相關領域之資深講師

群，教導學生求職面試與履歷撰寫的專業技巧，以及分享豐富的職場面試實務經驗，幫助參與

學生學習到如何給予良好的第一印象，並了解面試與履歷表中表達自我優勢的技巧與注意事

項。 

    本次社會新鮮人輔導計畫講座中，學生們對於講座內容感到助益良多，學習到非常實用的

面試技巧，對於教學方式也感到相當活潑、實用且內容細膩，能夠對未來求職有實質的助益。 
 

鄭雁玲人資專員與現場學員 

模擬面試、互動式教學 

 
南台科大職發中心 王環莉老師主持講座 許菀喬講師仔細講解  學員積極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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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及求職技巧教戰活動 

〈職能探索與能力養成規劃〉 

第一場 

主題：精算專屬你的職涯計畫（一）CPAS 職業適性測驗 

主講：Career 就業情報網職涯台南分公司經理修瑞爗小姐 

Career 就業情報網提供的職業適性測驗（簡稱

CPAS），是一簡單快速且有效的職業適性診斷工具，由

日本東京大學之名心理測驗權威伊藤友八郎博士開發

多年完成。參加同學透過線上測驗、計分，並由修老師

對測驗結果精闢的解說，對於同學掌握自身優勢，未來

發展方向有實質上的幫助。 

第二場  

主題：精算專屬你的職涯計畫（二）十四心座自我人格分析 

主講：專業職涯輔導師孫世倩小姐 

此測驗是一種新的自我了解測驗，活動中透過十四

心座的線上測驗，並以 14 種動物的屬性來讓你更了解

內心深處所不知道的特質。協助同學經由此項測驗了解

自己的個性與特質，體會命運並不完全取決於日、月、

星辰的運轉，而是取決於自己的信念與行為。 

 

〈面試技巧教戰工作坊〉 

第一場  

主題：令人一見難忘---魅力形象塑造 

主講：中華民國芳香精油美容保健發展協會費惠紅小姐團隊 

面試總會害怕搞砸這一次，就沒有下一次的心理壓

力，為了能夠贏在第一印象，同學需要學習塑造與提升

個人的形象魅力。這是一個實際教導面試時如何穿著與

打扮的課程，鼓勵參與同學當天穿著或帶著自己打算面

試時的衣服與配件，透過專業設計師為同學量身打造個

人的形象風格，並說明職場以及面試時適宜的禮儀。 

第二場 

主題：打造個人品牌---職場服裝儀容及面試彩妝 

主講：法漾美容纖體 SPA 黃子涵小姐 

面試總會害怕搞砸這一次，就沒有下一次的心理壓

力，為了能夠贏在第一印象，同學需要學習塑造與提升

個人的形象魅力。本活動特別邀請本校老闆娘學院副會

長的彩妝、造型設計專業團隊，以理論與實務雙向的方

式，教導參加的同學了解如何在面試時化出清爽素雅的

好門面，受邀請的學生透過實際示範，量身打造個人的

職場風格。 

 
費惠紅造型師 認真親切的演講 

 
修畢爗經理會後與熱烈詢問的學生合照 

 

富邦人壽孫世倩業務經理講解測驗方式 

 

黃子涵美容師講解面試時髮型整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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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一） 

主講：義大醫院人資專員王俊仁先生 

面試常常是「搞砸這次、沒有下次」。掌握過程

中的關鍵 5 分鐘，墊高你的可信度與專業度，所以人

前不破功，勤練習面試眉角以解除緊張，提升穩定

度，而能展露積極、正向的自信態度，才是掌握面試

時好的開始的關鍵所在。這是一個實際教導你面試技

巧的模擬課程，鼓勵參與同學攜帶自己的履歷自傳

表，希望透過資深人資專員所進行的面試教戰與模擬，能夠協助同學在求職歷程中可以贏在起

跑點。 

王俊仁先生為本校校友，當天熱情奔放地展現其專業能力與親和的特質，協助在校學弟妹

了解面試歷程的秘訣並提供實務的面試模擬。王先生一一鼓勵在場的學弟妹們勇於接受面試模

擬，雖然同學有些害羞與擔心，但在王學長的耐心帶領下，每個參與同學都能夠虛心學習，大

家反映熱烈，感覺收穫滿滿。 

第四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二） 

主講：台積電公司人資專員蕭偉琪小姐 

台積電台南廠區人力資源處的蕭偉琪人資專

員，帶領參加活動的同學了解履歷自傳撰寫與面試

的技巧，並邀請現場攜帶履歷自傳的同學上場模擬

面試。蕭小姐並於模擬完後針對接受面試模擬的同

學一一說明並提出建議，讓參與的學生能夠更深入

了解職場面試的種種技巧，對未來就業的挑戰較有

信心。 

第五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三） 

主講：京城銀行人資專員林毓姣小姐 

    京城銀行人資專員林毓姣小姐為本校校友，親

切溫暖的特質帶給同學非常多的學習與鼓勵。林小

姐告訴參與的學妹們如何培養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

以及職場軟實力的重要。林小姐鼓勵在場的學妹們

上場接受面試模擬，並針對過程一一加以說明與提

出建議，參與同學表示學姐可以一針見血的提出中

肯的評價與建議，收穫良多，對未來找工作、接受

面試的過程會有比較大的信心。 

 

義大醫院王俊仁人資專員 面試技巧教戰 

 

台積電蕭偉琪人資專員 面試技巧教戰 

 

京城銀行林毓姣人資專員面試技巧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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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與台南市政府共同舉辦 

「2012 低碳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 

 

由台南市政府與南台科技大學共同舉辦

的「2012 低碳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活

動，於 5 月 26 日上午在南台科技大學三連堂登

場。 

此次就博會因應主題，強打低碳產業，除

了邀請 15 家綠能廠商徵才，並網羅科技業、傳

統產業、服務業等總計有 133 家廠商、5450 職

缺來徵才。值得關注的是，勞工局首次在大型

徵才活動內結合暑期工讀，開發了近 300 個工

讀及兼職的工作機會，並在會場當天設置「暑

期工讀專區」，盼藉此協助青年學子及早建立職涯規劃

概念。 

台南市賴清德市長首先代表市民對此次 133 家徵才

廠商表示感謝，表示這次眾多職缺當中點出了臺南市尤

以低碳綠能為特色的工作機會，且台南市於今年三月拿

下數位雜誌舉辦的第 3 屆

最佳綠色產業城市獎，這表

示本市不僅產業基礎非常

好更是全國綠能產業執牛

耳的地位，也感謝來展示的

其中 6 家綠能廠商。為了要

讓市民有工作就能安居樂

業，第一不外乎要有一個好

的投資環境來創造就業機

會；第二則是就業媒合，讓

市民方便獲得訊息順利找

到工作。希望市民把握這次

機會，讓每個伯樂都找到千

里馬、每匹千里馬可以找到伯樂。  

南台科技大學吳新興副校長也表示，今年很榮幸能

承辦「2012 低碳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南台科

大一直以來在綠能研發的投入上不遺餘力，今年以綠能

為主題的就業博覽會在南台科大舉行可說是相得益彰！

今年釋出了 5 千多個名額提供給民眾，希望民眾能夠把

握機會能有更多市民及社會新鮮人踴躍求職，成為「綠

領」一族！  

 

《「2012 低碳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啟動點燈儀式》 

 
《校長 戴謙 活動致詞》 

 

《行政副校長 吳新興 致詞》 

 

《台南市市長 賴清德 致詞》 

 

《求才人潮擠滿博覽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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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大志工活動】 

 

南台科大幼保系科學志工關懷服務 

 

    在南台科技大學幼保系高家斌教授的帶

領之下，幼保系科學志工於 5 月 16 日(星期

三)上午 9：30～11：30 至台南市永康國小附

設幼兒園進行科學志工服務，透過科學闖關

遊戲，啟發小朋友對科學知識的好奇與學習

興趣。 

    此次活動配合學校推動服務學習教學，關懷與服務

社會的理念，以培育具人文關懷的學生為目的，並藉由

「國科會科普活動-幼童科學志工關懷服務計畫」，培訓

幼童科學志工透過科學遊戲的引導，增進弱勢小朋友對

於科學的認識與理解，讓小朋友從遊戲中體會到學習科

學的樂趣，提升科學素養。 

南台幼保出航印尼和幼兒歡樂科學闖關 

    榮獲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與青輔會志工大學肯

定的南台科技大學，近日本校幼兒保育系陳志盛主

任率領師生十九位，前往印尼進行幼兒華語科學和

繪本教學志工服務學習活動。 

    沈玫宜教授帶領之南台幼保系學生戲劇隊今年

度獲得「教育部全國生命教育戲劇比賽」第二名及

「全國技專院校台語紙芝居說演故事比賽」第一

名。印尼雅加達台灣學校蔡先口校長獲知該系師生

優秀表現後，遂邀請該系師生至該校幼兒園進行九

天之教學交流活動，希望印尼之華僑子弟亦能獲得

和國內教育同等優質水準之華語幼兒科學及繪本學習機會，以提昇華僑子弟華語文和科學能

力。  

101 年志工大學計畫「青年志工專案活動」培育環

保工作領導人才提升麥寮社區永續發展功能 

    南台科技大學再度捲動雲嘉南區 26 所大專校院青

年志工 100 人，於日前在麥寮拱範宮及麥寮六輕石化工

業區進行環保宣導、環境污染觀察及社區環境變化、居

民生活與健康調查，讓三盛社區鄉親父老感受到無比的

溫暖，對南台科技大學發動大專校院青年學生共同關心

麥寮地區之環境發展與居民健康，給予最高的肯定與感

激，並渴望活動能每年持續進行，且能協助反映社區居民的心聲。  

 
《南台科大幼保系科學志工》 

 
《志工與幼稚園兒童科學闖關遊戲》 

 
《幼兒保育系陳志盛主任及沈玫宜教授

與印尼幼兒歡樂合影》 

 
《青年志工與三盛社區鄉親父老》 



11 
 

得獎榮譽榜 (101/4-101/5)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機械工程系 2012年大葉盃全國太陽能模型船實作競賽 

遙控競速組電池驅

動第一名、第二名、

第三名、佳作 

多樂系 2012放視大賞競賽 最佳學校獎 

企管系 2012全國大專院校 ERP實務個案競賽 決賽優勝 

電機系 

 

2012年韓國國際婦女發明展-單指針串接式時鐘 金牌獎 

2012年韓國國際婦女發明展-具有時鐘顯示功能

的體重計 
銀牌獎 

2012年韓國國際婦女發明展--文件展示架 
銀牌獎、伊朗國家特

別獎 

2012 年韓國國際婦女發明展 俄羅斯國家特別獎 

多樂系 2012青春設計節展 
數位科技與遊戲設

計類/銀獎、銅獎 

餐旅系 

 

第 42屆全國技能競賽 

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陳品吟同學 
麵包製作第四名 

第 42屆全國技能競賽 

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胡高傑同學 
西點製作第二名 

第 42屆全國技能競賽 

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游盛閔同學 
麵包製作第二名 

電子系 

 

2012 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賽 

作品名稱：南台電子 A 

參賽學生：黃啟原、陳明煌、蕭炫睿 

遙控車踢足球競賽

(技專大學組)銀牌 

2012 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賽 

作品名稱：一個適用於『色盲』的交通燈號系統 

參賽學生：林宏軒、王良凱、王渝文、林振陽 

創意設計競賽(技專

大學組) 銅牌 

 

2012 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賽 

作品名稱：南台 1號 

參賽學生：陳維陞 

自走車競速競賽(技

專大學組)佳作 

2012 TEMI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賽 

參賽學生：黃詠育 

電子元件拆焊競賽

(技專大學組)佳作 

機械工程系 

 

2012 健康照護實務創意設計大賽  健康護理-佳作 

2012 健康照護實務創意設計大賽  健康護理-佳作 

2012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創意實務專題競

賽 

單晶片應用創意設

計組-佳作獎 

第二十屆全國大專校院環保節能車大賽 電動車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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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榮譽榜 (101/4-101/5)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國際企業系 

創新產品設計系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2013 第一屆振興台南

地方產業-MITainwan

內衣展團隊 

企劃書組「第三名」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2013 第一屆台灣服裝

設計師大展團隊 

企劃書組「佳作」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2013 第一屆台灣服裝

設計師大展團隊 

企劃書組「最具可執

行獎」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2012 第一屆危機管理

展團隊 

簡報組「未來之星獎」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休閒飛行運動展團隊 

簡報組「未來之星獎」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最佳指導獎 

電機系 

第六屆凌陽盃系統晶片創意應用設計大賽 周邊控制應用組-優等 

2012 德州儀器亞洲區 DSP/MCU 應用競賽(台灣

區分區競賽) 
第一名 

電子系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太陽能稻草人 參賽學生: 陳力源 

金牌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預警偵測系統參 賽學生: 蘇聖謙 

金牌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太陽能警示外套 參賽學生: 蘇聖謙 

銀牌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可攜式廚餘除臭過濾系統 

參賽學生:蘇聖謙、王智永 

銀牌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停車場監控系統 

參賽學生:陳力源、方怡婷、黃巧羽、柯惠敏、史

家瑄 

銀牌 

 

電機系 

2012 TEMI 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賽 銀牌 

Microchip 第七屆微控制器校園專案研發成果競

賽  作品：心心相映 
優勝獎 

Microchip 第七屆微控制器校園專案研發成果競

賽  作品：田園裡的朋友 
第二名、最佳創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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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榮譽榜 (101/4-101/5)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電子系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太陽能 GPS 廣告腳踏車 

參賽學生:王智永、曾柏袁、胡修銘 

銀牌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夜間防搶書包 

參賽學生:謝易庭、王智永 

銅牌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太陽能稻草人、參賽學生:陳力源 

波蘭特別獎 

 

2012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作品：球賽壓線判斷裝置、 

以無線傳訊提醒澆水之裝置   參賽學生:林佶炘 

銀牌 

銅牌 

 

企管系 2012 第十五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第二名 

管理與資訊系 2012 年全國大專院校實務專題競賽 佳作 

應用日語系 第六屆住華盃全國大專院校日語演講比賽 
日語組第二名 

日語組第三名 

管理與資訊系 2012 第十五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創業企劃類 

第二名、佳作獎 

機械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 

電機系、化材系 

2012 工業節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工業節能組-第三名 

工業節能組-佳作 

綠色科技組-佳作 

綠色科技組-入圍獎 

機械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 
2012 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 

創新商品組-第一名 

特別佳作獎 

管理與資訊系 
2012 教育部全國技職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

賽暨成果展 

管理類群-第一名 

商業類群-佳作獎 

電子工程系 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電腦鼠走迷宮 -第一

名、第二名、第三名 

餐旅系 第 18 屆金爵獎國際調酒大賽 國產酒傳統組-佳作 

電機系 2012 年第 7 屆校園戰國策創業競賽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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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活動訊息 

 

二月 

四月 

●校友總會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2012/02/19 長榮酒店 

六月 

一月 

●校友總會第二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2012/01/13 長榮酒店 

●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

2012/01/09、01/13 

●南台科技大學 尾牙餐會

2012/01/18 總理餐廳 

三月 

●統一企業辦理徵才說明會 

20112/03/13 地點:L008 

●勞工講座 

2012/03/30 E505 

 

●台中大甲媽祖觀光文化節繞境 

進香一日體驗活動  2012/04/01 

●校友總會第三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2012/04/07 校友中心 

●迎向自我~職涯探索營 

2012/4/16-17 夏都飯店 

●100 學年度校外實習成果展 

2012/4/19 E 棟 1F 展覽廳 

●校友總會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2012/04/28 

 

五月 

●南台科技大學 101 級畢業典禮 

2012/06/09 

 

●精算專屬你的職涯計畫(一) 

2012/05/07 E303 

●精算專屬你的職涯計畫(二) 

2012/05/10 B401                

●南台科技大學 2012 年就業博覽會 

 2012/05/26 三連堂 

●南台校友會 D 區第 001 分會成立 

 2012/05/26 永康伊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