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九  期 

101 年 04 月 

( 雙  月  刊 ) 

 

 

發 行 人：戴謙 校長 

發行單位：南台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編輯製作：南台科技大學 校友會全國總會 

     會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西淮館二樓 

     電話：(06)2547350   傳真：(06)2422310 

     網址：http://stutalumni.stut.edu.tw 
 

 

【校長與校友共享南台榮耀】 

 

狂賀本校典範計畫大學，唯一私立科大，最高補助 7500 萬 

 

    戴謙校長表示，繼本校獲得教育部「獎勵技職校

院教學卓越計畫」近 4 億 8 仟萬、教育部「私立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一名、教育部「技職風

雲榜」競賽得獎積分居全國技職校院數一數二、連續

四年榮獲 Cheers 雜誌評為「企業最愛私立技職校院第

一」等殊榮之後，再度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

學計畫」，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同獲 7500 萬元之最高補助，為私立

科大唯一獲選學校！ 

    典範科大計畫通過後，本校將以「人才培育」、「產

學研發」、「制度調整與典範分享」等三面向相輔相成，

如成立產學運籌中心、推動校辦/衍生企業、全校專業

教師暑期企業實習、全面推動學生企業實習、建立學

產一貫學程，使學生畢業即就業等具體策略，以營造

最佳親產學之校園環境，培育並提供產業需要人才，深化各項領域之核心技術、建構完整之

技術商品化機制及體系，成為產業最佳合作夥伴為目標。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學校，本校為唯一一所私立科技大學入榜 

 

    為引導科技大學建構產業創新研發的環境，帶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及智慧財產加值的效

益，並均衡高教與技職經費資源差距，教育部於 101 年採先期試辦推動「發展典範科技大學

計畫」，審議結果，本校為私立科大唯一獲選學校。 

http://stutalumni.s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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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副院長 邱俊賢 小傳】 

    邱俊賢博士，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現為南台科

技大學工學院副院長，專長為自動控制、智慧型控制、機器

人控制。曾任電機工程系主任及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所長。

曾獲 99、100 學年度「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目前總

計發表國際期刊論文四十餘篇。除此之外，也曾帶領學生參

加多項競賽，其中以 2011 FIRA World Cup(2011 國際機器人

足球世界賽) ，獲得兩項世界第一名為國為校爭光。 

 

 

 

 

【教育部技職司與馬來西亞馬華公會合作】 

第二期馬來西亞技職專班抵達南台科技大學 

    教育部技職司與馬來西亞馬華公會合作第二

期馬來西亞技職專班已於三月十九日於南台科技

大學正式上課，據悉，100 學年度全國只開設 7 個

技職專班，南台科技大學獲教育部核准開設汽車工

程科專班，共錄取 39 位學生，南台科大技職教育

品質再度獲得馬來西亞僑界的肯定。          

    馬華公會特別重視學生的教育，因此日前亦曾

派遣該會宣傳部專員陳帝僑先生前來南台科大實

地訪視，受到本校行政副校長吳新興博士、國際事

務處處長王永鵬、機械系主任朱志良及汽車組組長

許哲嘉等人熱烈歡迎。該專班由教育部補助部份經

費，學生負責實習材料費、宿舍住宿及生活等相關

費用。專班上課期間為期二年，修業結束由學校頒

發結業及學分證明。南台科大戴謙校長表示，國際

化是南台科大一定要走的一條道路，本校配合政府

政策，積極招收僑外學生，以促進校園國際化，培

育具備競爭力之國際化人才。南台科大將持續與馬

華公會保持密切聯繫，繼續深化南台科大與馬華公

會的教育合作與互動關係。 

 

 



3 
 

【南台科大老闆娘學院熱鬧開訓】 

    臺南市政府委託南台科技大學主辦的「老闆娘學院」，於 3 月 20 日在南台科技大學商管

學院舉行開訓典禮。包括南台科技大學主任秘書高文民、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王敏行

總幹事、商管學院院長賴明材、副院長周德光以及臺南市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劉麗滿會長、

潘麗雲輔導會長、周秋蓉前會長、楊壽美副會長、羅菊美公關長等佳賓皆應邀與會。現場氣

氛熱絡有加，顯見這個草根味十足的工商研習

活動已日益受到各界重視。 

    南台科技大學主任秘書高文民於致詞時

表示，臺灣經濟主要是由中小企業所構成，而

中小企業的靈魂人物，往往就是老闆娘。老闆

娘的工作，從打理家庭、帶領員工、調度資金、

交際應酬，甚至在趕工時，還會親自加入最基

層的第一線作業。可說是裡、外、上、下，無

所不包，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老闆娘絕對

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本屆「老闆娘學院」共招收五十名

學員，課程內容涵概「勞資關係處理」、「網

路行銷」、「員工激勵與溝通」、「企業租

稅規劃」、「職業婦女情緒管理」、「商業

法律知識」、「認識珠寶」、「投資理財實

務」、「攝影技巧」、「婦女醫學保健常識」、

「有氧舞蹈」、「美姿美儀」、「彩妝與整

體造型」等十多項實用的主題。 

《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 2012 年春酒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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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大師講座】 

邀請高雄餐旅大學容繼業校長蒞校演講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舉辦的「通識教育大師講座」於日前展

開，第三場邀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容繼業校長，以「無題」作為本次講座之主題，與南台師

生分享幾則發人省思的小故事。在觀光旅遊業佔有一席之地的容校長，以自身經歷所領悟到

的八個字—「包容、自主、開放、美麗」作為開場白，勉勵南台師生愈包容則能愈自主，愈

開放則能愈美麗。 

     

    容校長以攝影中「背景」與「聚焦」的取捨，象徵人生中的抉擇有賴於共同智慧契合的

提升與時序發展的淬鍊，也就是所謂的「進步觀」。接下來提到 Donald Sull 所倡導的「最適

者再生」，說明成功沒有固定的方程式，更沒有不變的法則，而需以包容與聆聽成為鉅變時

代中的倖存者。容繼業校長以杜拜近年來的成功建設，闡述破局致勝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探

知社會真實的急迫感，並鼓勵同學面對改變要能夠自我調適，方為破局致勝的關鍵；以英國

「高速鐵路」小短片，分享一群工程師的小改變，可以為人類生活圈帶來很大的不同，並以

一篇「老師的啟示」描述教師態度的小轉變，就能讓師生關係產生良性的互動，讓彼此相信

自己有能力去改變，走向大不同的良善終局，與南台師生共勉之。最後他以自身所愛的幾幅

胡適先生墨筆作結，其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呼應開場的八字悟言，並強調須以「正氣」

及「可說、可做、可管理」的精神，方能不斷進步及適應世界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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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0 學年度第二學

期所舉辦的「通識教育大師講座」於日前展開，第

一場邀請志光教育科技集團林進榮總裁，以「如何

創造競爭優勢」為題，與南台師生分享他的成功經

驗。林總裁以「積極的人為成功找方法，消極的人

為失敗找理由」作為開場白，分享他成功的故事。 

    林總裁早期擔任

外勤藥師，因工作需

要常喝酒應酬，導致

罹患嚴重肝病，醫生甚至宣佈他死刑。但他積極的面對生命，以

氣功、瑜珈搭配中藥調理，最後終於恢復健康。民國 68 年林總裁

創立名聞遐邇的志光補習班，當時補習市場競爭激烈，林總裁不

跟隨市場一窩蜂開設升大學補習班，而是經過縝密的市場調查分

析後，選擇投入公職人員的補習班市場。林總裁以新思維、新管

理與新策略迎戰補習市場強烈競爭的環境，也以此勉勵所有同學

將來在職場遇到競爭時應採取的態度與思維。 

    林總裁進而分享創造競爭優勢的首部曲，就是天時、地利、

人和，輔以有效的時間管理，他勉勵學生培養不怕挫折、越挫越

勇的精神，與展現「人要高明，不要精明」的格局，強化探索趨

勢與預測未來的判斷力，勇於創新，熱衷學習，找出競爭優勢，尋求正確的成長策略，並持

續不懈創造「績效」。 

     

通識大師講座預告~~歡迎校友共襄盛舉 

通識大師講座（五） 

 

講題：我們以行動救援野生動物 

講者：裴家騏/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所教授、野生類保護動物收容

中心主任   時間：101/5/2(三) 10:00-12:00 地點：E 棟 13 樓國際會議廳 

通識大師講座（六） 

 

講題：百煉鋼成繞指柔 

講者：魏子夏/本校校友會全國總會前理事長、元能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時間：101/5/16(三) 10:00-12:00 地點：E 棟 13 樓國際會議廳 

通識大師講座（七） 

 

 

講題：讓我們說故事 ─ 給年輕學子的一些建議 

講者：翁政義/崑山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前成大校長、前佛光大學校長 

時間：101/5/18(五) 10:00-12:00 地點：S 棟 708 

通識大師講座（八） 講者：賴衫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 

時間：101/6/1(五) 10:00-12:00 地點：S 棟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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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歡迎校友蒞校聆聽~EMBA 企業經營實務研討講座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商管學院碩專班「企業經營實務研討」課程—行事曆 
時間 : 早上 10:00~12:00  地點 : L008 室 

  

日期  演講者  任職公司  演講題目  

02/18 沈榮津  處長  高雄加工出口區  賈伯斯對全球 ICT 產業之影響   

02/25 吳進嵩  副總經理  統一集團  從核心競爭力談統一企業經營發展軌跡  

03/10 戴榮吉  董事長  康那香企業 (股 )公司  人生歷程面面談  

03/17 陳俊偉  局長  台南科學園區  南風再起   

03/24 吳孟融  董事長  苑太實業 (股 )公司  新世紀企業模式面面觀  

03/31 魏燦文  董事長  鳳記國際機械 (股 )公司  企業經營 30 年經驗談   

04/07 孫明賢  執行長   21 世紀基金會   台灣農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04/14 林進榮  總裁   志光教育科技集團   如何創造競爭優勢   

04/21 
黃李越  董事長  

台新證券 (股 )公司   兩岸金融市場發展概論   

05/12 戴謙  校長  南台科技大學  

05/19 伏和中  執行長   高雄金屬加工中心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   

05/26 劉明創 董事長  明暐紙器機械(股)公司    

06/02 何曜琛 院長  文化大學法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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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企業實務講座活動剪影】 

 

  

高雄加工出口區  沈榮津  處長  統一集團  吳進嵩  副總經理  

  
康那香企業 (股 )公司  戴榮吉  董事長  台南科學園區  陳俊偉  局長  

  

苑太實業 (股 )公司  吳孟融  董事長   鳳記國際機械 (股 )公司  魏燦文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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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在校生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 

 

    今年在校生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於民國 101 年 1 月份舉辦，活動當天共有 110 名

學生以及 60 位老師踴躍參加，活動中反應更是熱烈，可見學生參與在校生校外實習課

程意願非常高，請校友企業踴躍提供名額給在校生實習的機會。 

《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實習生) 》 

職發中心 陳美燕小姐 說明 

《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輔導教師)》 

吳新興 副校長 致詞 

 

統一企業辦理徵才說明會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於 3 月 13 日辦理

一場『統一徵才說明會』，這是統一企業僅

對本校進行唯一一場企業說明會，主要希望

同一集團內的同學或畢業生可以更加瞭解

與爭取職缺。當日現場湧進將至 150 人，盛

況空前，並由統一企業人力資源部郭先生主

持此場說明會。 

 

      《統一企業徵才說明會會場 – L棟 008演藝廳    報到處人潮盛況》 

 
《統一企業徵才說明會 - 講師 郭先生》 

 
《熱烈提出疑問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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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發中心講座活動歡迎校友參與 

 

日期 時間 講題 地點 講師 內容 

5/7(一) 14:00~16:00 
精算專屬你的 

職涯計畫(一) 
E303 

Career 台南分公司

修瑞熚經理 

CPAS 職業適性 

測驗施測及 

探索 

5/8(二) 14:00~16:30 

面試技巧教戰 

工作坊 

(令人一見難忘) 

L008 
露絲貝兒國際公司

費惠紅團隊 

面試服裝與 

造型設計 

5/9(三) 14:00~16:30 

面試技巧教戰 

工作坊 

(打造個人品牌) 

S104 
美容造型師 

黃子涵團隊 

面試化妝 

髮型設計 

5/10(四) 15:50~17:40 
精算專屬你的 

職涯計畫(二) 
B401 

職涯輔導師 

孫世倩團隊 

十四心座測驗 

施測與探索 

5/11(五) 14:00~16:30 

面試技巧教戰 

工作坊 

(贏在起跑點) 

E602 

E603 

E610 

王俊仁（義大醫院） 

蕭偉琪（台積電） 

林毓姣（京城銀行） 

面談技巧 

實戰教導 

5/26(六) 8:30~16:30 就業博覽會 三連堂 
台南市政府 

南台科技大學 
就業與徵才 

 

徵才求職專區~ http://cda.stut.edu.tw/node/217 求職專線~ 06-253-3131 分機 1301 林湙諼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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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校外實習專區~http://cda.stut.edu.tw/node/160 實習專線~分機 1301 林家伃助理 

UCAN 就業職能診斷平台~http://cda.stut.edu.tw/node/131 診斷專線~分機 1303 王薇芬心理師 

企業參訪 / 畢業生及校友問卷專區~http://cda.stut.edu.tw/node/90 專線~分機 1302 林裕賀助理 

教育部大專生至企業實習 (第二階段平台)專區~ http://cda.stut.edu.tw/node/130 及 
 
就業博覽會專區專線~分機 1302 李佩芬助理 

校友會專區 ~ http://stutalumni.stut.edu.tw/  校友專線~06254-7350  林湙諼助理 
E-mail: dept_ntcmate@stut.edu.tw 

歡迎各位校友提供工作、工讀、實習機會~請洽林湙諼助理、林家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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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校友會活動花絮】 

 

2012 年第二次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 (2/19) 

  

校友總會謝鎮龍理事長工學院演講(3/14.3/21) 

  

南台校友會台中大甲媽祖觀光文化節繞境進香一日體驗活動 20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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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共享】 

南台科技大學參加「2011 TiC-逢甲商圈創業競賽」 

表現優異 榮獲創意獎！ 

    由教育部指導，逢甲大學主辦之「商圈創業競

賽(TiC-逢甲)」於日前舉辦總決賽暨商品展示活動。

由南台科技大學視傳系黃綝怡老師與企管系蔡宗

岳老師所共同指導之「FEMINISM」團隊，經過層

層考驗終獲創新創業組創意獎。消息傳回學校，全

校師生均感與有榮焉。 

南台科大參加 101 年度全國社團評鑑表現優異 

榮獲 1 特優、2 優等獎項殊榮  

    南台科大日前參加由教育部舉辦之「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觀摩活動」，評鑑成績大放異彩。南台團隊

於 159 所公私立大專校院當中脫穎而出，參賽之三

個社團全部獲獎，包括學生自治會，參加全校性學

生自治組織類別評鑑，由 81 組參賽團隊之中表現亮

眼，獲得最高榮譽"特優"的殊榮；服務性類別方面，

基層服務社也於 95 組隊伍當中勇奪"優等"獎項；在

學術性、學藝性類別方面，手工藝社也從 73 組團隊

當中獲得"優等"之表現，整體表現相當傑出，全校

師生聞訊後深覺喜悅，與有榮焉。 

 

南台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三年級學生葉姿吟 

勇奪「100 年記帳士考試」榜首!! 

    南台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三年級學生葉姿吟在

100 年記帳士考試中，以在校生的身份，在 1 萬 3 千

多名的考生中脫穎而出，勇奪榜首，全校師生同感光

榮。 

    南台科大校長戴謙表示，葉姿吟是南台科大創校

以來入學成績最佳的學生，原可就讀台灣科技大學，

為了兼顧家庭，選擇就讀南台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曾獲校方頒發 100 萬元入學獎學金，是一名相當優秀

的學生。她的目標是考取會計師執照，如今在會計師

前哨戰的記帳士考試中獲得殊榮，不僅朝目標邁進一大步，也證明技職體系一樣能提供學

生良好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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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榮譽榜 (101/3-101/4)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會計資訊系 
10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記帳士考試 

學生:葉姿吟 
全國榜首 

資工系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名稱：互動視力檢測系統) 

嵌入式平台應用組 

佳作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作品名稱：具自主地圖建置的智慧型機器人

之研製） 

嵌入式平台應用組 

佳作 

圖書館 
第 1 屆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務設計委

員會舉辦之「圖書館攝影海報設計比賽」 
佳作 

電機系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嵌入式平台應用組 

第一名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軟體與影音訊號處理組 

第二名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綠能與控制應用組 

第二名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健康照護應用組 

第二名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嵌入式平台應用組 

第三名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綠能與控制應用組 

第三名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軟體與影音訊號處理組 

佳作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軟體與影音訊號處理組 

佳作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嵌入式平台應用組 

佳作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綠能與控制應用組 

佳作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健康照護應用組 

佳作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孕龍獎 每組第一名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義隆電子獎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RIT IEEE Student Design 

Contest 

企管系 

視傳系 
2011 Tic-逢甲商圈創業競賽 創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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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榮譽榜 (101/3-101/4)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電子系 
2011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具飲

用水水質與瓦斯感測之食材管理器 
綠能與控制應用組 佳作 

機械工程系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軟體與影音訊號處理組- 

佳作獎 

學務處課外組 

資管三乙葉清

華 

中華民國 101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 全國表揚 

學務處課外組 

會資三甲鄭啟

偵 

中華民國 101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 縣市表揚 

機械工程系 2012 年全國大專院校慢速壘球系際盃 殿軍 

學務處課外組 

學生自治會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

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技專校院組-全校性學

生自治組織 

特優 

學務處課外組 

基層文化服務

社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

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技專校院組-服務性 
優等 

學務處課外組 

手工藝社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

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技專校院組-學術性學

藝性 

優等 

應用日語系 2012 年全國校際日文創意行銷活動競賽 第 1 名 

應用日語系 2012 年全國校際日文創意行銷活動競賽 第 2 名 

應用日語系 2012 年全國校際日文創意行銷活動競賽 團體組第 1 名 

企管系 

視傳系 
2011 Tic-逢甲商圈創業競賽 創意獎 

電子系 
2011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具飲

用水水質與瓦斯感測之食材管理器 
綠能與控制應用組 佳作 

機械工程系 第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 
軟體與影音訊號處理組- 

佳作獎 

學務處課外組 

資管三乙葉清

華 

中華民國 101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 全國表揚 

學務處課外組 

會資三甲鄭啟

偵 

中華民國 101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 縣市表揚 

機械工程系 2012 年全國大專院校慢速壘球系際盃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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