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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校友共享南台榮耀】 

                                                                               

    戴謙校長表示，近年來

學校不斷朝「畢業即就業」

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

科技大學及產業之最佳合作

夥伴」目標努力邁進，為落

實辦學理念，注重專業知能

與人文關懷、硬體建設與軟

體建設、理論教學與專題製

作、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

國內發展與國際交流等多方

位的平衡發展，在董事會的

全力支持以及全體教職員工勤奮努力之下，日益精進，充滿活力與競爭力。希望

對「教與學」、「產業研發」做出嚴謹的規範以及有效率的輔導，俾因應當今高等

教育及社會環境的瞬息萬變。近五年，本校在推動產學合作上，已陸續建構出系

統化的研發與產學合作經營管理和運作流程，並且本校在組織規模、教學卓越績

效、產學機制和效益、相關獎勵執行與管考辦法之訂定等方面，均已具相當優異

的條件和基礎。顯示本校可在現有基礎下，若能配合典範科大計畫之支持，畢可

真正成為引領技職教育發展的典範科技大學。   

    而全體南台人將依現有基礎，秉承過去優良傳統，勇於面對未來的挑戰，竭

心盡力將本校發展成為南台灣科技暨人文教育的重鎮，並逐漸成為在國內及國際

間具有高知名度之科技大學。此外，南台科技大學亦深入瞭解產業與企業的需求，

培養企業最愛的優秀人才，並透過各種產學合作的途徑，提供最實用的技能與知

識，努力為產業與企業解決問題，成為產業與企業之最佳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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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週年校慶 全校同歡 熱鬧非凡】 

     南台科技大學於 100 年 12 月

10 日慶祝該校 42 歲生日，並舉辦

校慶系列活動，邀請校內外來賓蒞

臨南台科大一同慶生，該校之姐妹

校－奧地利約翰克普勒大學國際副

校長 Dr. Friedrich Roithmayr、日本立

命館大學校長特別顧問谷口吉弘博

士、韓國東岡大學國際交流院長金

光益博士等亦率團前來慶賀，全校

同歡，熱鬧非凡。 

                                 

   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表

示，學校創校已邁入第 42 個年頭，

在台灣南部地區，已是社會大眾公

認頗具規模的技職教育高等學

府。南台科技大學畢業校友累計更

已超過九萬二千人，遍佈海內外各

階層，表現傑出，其貢獻早為各界

肯定。他們所表現的「南台人」風

格：勤勉、正直、感恩，即代表南

台教育之成果。 

 

 

    而為求精進，該校之願景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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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以日本立命館大學為標竿學校，該

校以畢業即就業為辦學之主要目

標，藉由創新的經營策略，在短期

內突破日本教育產業的困境，  成

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學府，其

發展策略頗值得借鏡。 

 

 

 

 



慶祝南台科技大學 42 週年生日系列活動 2011 創意大無限  

Innovation Unlimited－專利研發成果加值競賽展熱鬧登場 

    為配合南台科技大學創立 42 週歲生日，並營造親產學校園環境，秉持應用研

究及實務技術並行發展之目標，該校訂於 100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時開始，於 E 棟

圖書資訊大樓一樓大廳舉辦「2011 創意大無限 Innovation Unlimited－專利研發成果

加值競賽展」。 

 

    本次活動吸引 20 多隊師生團隊踴躍報名參賽，展出專為該校專利加值作品包

括產品外觀設計、行銷企劃、文化創意、技術整合等創意加值之研發成果。藉由

競賽方式，匯集各參賽隊伍的創新與創意，提高專利適用產業之商業價值，以達

到落實智慧財產與研發成果商品化的目標。活動當天下午並立即舉行頒獎典禮，

以豐厚的獎金鼓勵競賽得獎隊伍。 

 

 

 

 

 

 

 

 

 



100 學年度校友回娘家活動 

 

    邀請各系歷屆校友返校參加 100年

度校友回娘家與 42 周年校慶，並一起

見證母校快速發展的新風貌。 

    各系所於當天舉辦系友回娘家活

動，引導校友回歸當初破土萌芽的原

點，與昔日同窗、師長相見歡，一面暢

談往日，一面交流經驗與歷程。收穫最

大的莫過於在校生的學弟妹，每一位校

友皆為最佳的指導者。 

     

    南台校友於各行各業、不同領域中

皆不乏優秀人才，活動中針對學生共有

的就業須具備能力、學業與工作的銜

接、所學科系的走向等普遍疑問，能直

接請過來人分享一路走來的心得，給予

學生最實用的建議，將南台精神傳承至

下一世代，並期許能夠永續傳承。 

 

 

    活動中另一項重大盛事，即為新

任系友會長之選舉暨新舊交接儀式。

系友會長為優秀的歷屆校友所擔任，

感恩母校的栽培、關懷在校的學弟

妹，事業小有成就的同時仍不忘回饋

母校。繼承其精神的新任會長由前會

長、師長、在校生、系友共同推舉遴

選，承接前會長之責任與義務，繼續

不斷地發揚系所與母校的威名。 

     

    校友總會理事長謝鎮龍亦大力推

動校友會與系友會之聯結，系友會鞏

固系友之聯繫與發展，方能使校友會

擴大規模，以系統化、組織化管理並

發展分會、分區，推廣更加多元的校

友服務，令校友於各地皆能擁有南台

的一份助力。 

 

 



校友總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選舉理、監事 

    【魏子夏理事長致詞】                           【第一屆校友】 

   【校友與校友會幹部們】                        【午餐吃滷麵活動】 

      

      【戴謙校長致詞】                            【理事長交接儀式】 



【2012~2013 年度校友會全國總會 謝鎮龍理事長】 
 

             胸 懷 核 心 三 大 價 值 

                              邁 向 策 略 四 大 目 標 

各位親愛的南台校友及師長大家好： 

    南台科技大學校友會 27 年來，歷經多

位校友領導先進及無數熱心奉獻的理監

事夥伴，竭盡心力、勵精圖治，方有今日

校友會的規模。先進們犧牲奉獻的精神值

得全國校友學習與肯定的。 

    離開南台 34 年，再踏入南台念 EMBA 

，本是懷著「放下、歸零、再學習」的心

情，快樂自在地，在經驗與理論的學海中

悠游，但在校友會薪火相傳的時刻 

，又怎能不感念「一日南台、終身南台」

的聲聲召喚，又怎能不感念前輩犧牲奉獻

的精神？故毅然接下這薪傳的重責。 

    南台科技大學校友會是絕大多數熱

心的校友本著愛校、護校與愛惜同窗情誼而共同創建的，是屬於非政治、宗教之

法人團體。目前全國校友人數幾近九萬人，但形態上是分散的、失聯的。未來每

年有將近五千位畢業校友加入，要如何凝聚？要如何有效的系統組織？是校友會

必須面對的問題，問題要如何解決，唯有在經營理念與策略執行上徹底改變、勇

敢的轉型，或許能開創可長可遠的坦途。故秉著誠信互助、熱忱關懷、服務奉獻  三

大核心價值，做為全國校友與學校互動的平台、培育校友成長與茁壯的搖籃、儲

備全國校友企業的人才庫、創建校友人生中另一個家庭的延伸 四大策略目標。

同時秉承南台校訓「信義誠實」及固有倫理道德以系統化、組織化在全國任何角

落建立校友會，凝聚南台校友團結互動的力量，促進社會繁榮、安樂、祥和與安

定。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 黃子涵副會長】 
 

    南台科技大學老闆娘促進交流會~~藉由各項學習

課程，提供婦女在非正式教育體系中進修與學習，以增

進婦女的基本素養、工作與專業知能、生活經營、社會

參與等，建構婦女的學習與成長能力。最重要是透過不

同行業的交流、學習，交換經營的心得，也因此交了許

多朋友，這是加入南台科技大學老闆娘促進交流會後得

到最大的收穫。互相的交流、學習的最大好處是朋友變

多了，互相的激勵彼此進步，也成為生活上的好朋友。  

   「學習沒有專家，自己去體驗，才是最真實的。」 

另外在人脈關係上是一種友善的互動，也是需要經營 

、培養及維持的。廣結善緣就是「培養人脈」的第一步，

因此在南台科技大學老闆娘促進交流會中可以學習及

培養人脈。女人，就是要拓展人脈，享受美滿人生！ 

    在女人人脈學及處世寶典！ 現代女人的社交活動

越來越頻繁，一個女人擁有了端莊的舉止、優美的儀

態、高雅的氣質再加上內在的品格力量，便擁有了良好

的人際關係且有助於女人在生活上和事業上的成功。 無疑是展現自我，圓滿人生

極重要的必修學分喔。 

 

 

 

【既然領先‧一定最好】 

南台科大連續四年榮獲 Cheers 雜誌公布 

企業最愛私立技職校院第一!! 

根據 2012 年《Cheers》雜誌公布「台灣 3000 大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

南台科技大學再度蟬連為私立技職校院第一名，該校已連續四年榮獲此殊榮(前三

年為 1000 大，今年更提升到 3000 大)。顯現企業對南台科大畢業學生在職場上的

表現皆有不錯的評價；除了專業知識與技術之外，更具有高度學習的工作態度及

團隊合作的能力，是南台科大學生在職場上的競爭優勢。 

南台科大校長戴謙表示，近年來，企業對名校的偏好度很高，常讓許多私校

生缺乏自信心，而南台科大的畢業生學習力強、可塑性高、具備創新與融會貫通

的能力以及穩定的抗壓性，擁有高度團隊合作精神，深獲企業的賞識。以上的特

質建立，除了在校期間，積極投入實作專題競賽之外，加上師資的教學用心與豐

富的研發能量，讓學生在外比賽屢獲佳績，獲得許多產學合作的機會，卓越的表

現才能獲得企業界的重視。 



近來，南台科大榮獲 100-101 年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總額 17,000 萬元，後續在技

職風雲榜上亦是全國技專校院數一數二，領先群雄。在在證明南台科大以不斷自

我提升的卓越表現，深獲各界的重視與喜愛。 

 

 

【2012 年南台科技大學報導】 

 

 

南台科技大學卓越辦學績效 

最佳國內產學合作夥伴 

 

    2010 年科大評鑑與國立臺北科大並列第一 

    2011 年 Cheers 雜誌公佈企業最愛，私立技職校院第一 

    2011 年教育部私校獎補助金額，全國技職校院第一 

    2011 年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金額，全國技職校院第一 

    西班牙世界網路排名全國科大第一 

    工學院七系全部通過 IEET 工程教育認證 

    教育部授權自審教師升等，私立科大第一 

    技職風雲榜競賽得獎積分，全國技職校院第一 

 

                        

 

 

 

 



【南台科技大學之重大建設及產學合作】 

 

南台科大能源工程館啟用 為教研、產學加分 

    愛護地球，環保抬頭，能源科技已成全球產業發展主流。南台科技大學為了

使能源科技的教學、發展與研究，在國內科技大學中保持領先優勢，增編 9,000 萬

元投建現代化的能源工程館，在 12 月 10 日校慶當天揭牌啟用。南台科大校長戴謙

指出，世界各國均投入大量經費與人力在能源科技的研究，本校能源工程館啟用，

可將能源相關設備與師資人才整合在一起，提供師生更為完善的教學與研究環

境，並建構更貼近產學合作的環境，協助產業開創藍海新商機。 

 
 

南台科大與 Siemens、凱德科技產學合作                              

Siemens 與凱德科技捐贈 3D 專業繪圖軟   體 嘉惠南台科大學子 

    南台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再添一樁佳績，Siemens PLM Software 與 Solid Edge 台

灣區教育市場總代理商凱德科技大手筆捐贈南台科技大學價值 2,500 萬元之 3D 專

業繪圖軟體，捐贈儀式於 12 月 23 日上午 11 點假南台科大藝文中心舉行，由校長

戴謙親自主持。台南為精密機械、模具、汽機車零組件產業大本營，南台科大積

極參與各項產、學、研創新研發合作事宜，致力於發展區域特色之合作，2010 年

配合台南縣政府推動『台灣精密機械與模具策略聯盟』，並藉由聯盟的推動，帶

動產業升級、強化地方特色產業。 

 

 

 

 

 

 

 

 

         



【頒發傑出優秀獎學金】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蒞臨南台科大頒發傑出暨優秀清寒獎學金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董事長張麗堂先生與副董事長吳亮宏先生於

101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假南台科技大學頒發該校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傑出暨優秀

清寒獎學金，共頒發兩位傑出清寒獎學金每名四萬元整；二十五位優秀清寒獎學

金每名一萬五千元整。會中董事長張麗堂對獲獎同學的認真與用心深表肯定與嘉

許，他並鼓勵同學再接再厲未來畢業後能為校爭光。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柯志穎同學榮獲【2011 年多益獎學金得主】 

 
    南台科技大學柯志穎同學參加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簡稱 ETS）所舉辦之「ETS 多益獎學金計畫」，柯志穎同學以其卓越的社會公益表

現而獲選為該獎學金技職校院組

得主之一，此項殊榮，相當值得讚

賞與表揚。ETS 啟動「2011 年多益

獎學金計畫」，主要為鼓勵台灣青

年學子致力於學習英文、協助他人

改善國際溝通英語能力及與全球

關懷行動，分為研究所、一般大

學、技職校院、高中及高職等五

類，共有五十一位同學獲獎，每位

獎學金得主可獲得美金一千元

整。本次應英系大四學生柯志穎能

在眾多學生中，脫穎而出，榮 獲

「2011 年多益獎學金得主」之一，

堪稱南台人之表率，十分值得鼓

勵。 

 



南台科技大學學生黃湘晴榮獲韓國政府獎學金 

    南臺科技大學應英系三年級學生黃湘

晴同學，受首爾大學推薦申請韓國國際獎

學金 (GKS)並榮獲該項獎學金，消息傳回

學校，全校師生均表欣喜！南臺科技大學

一向重視校園國際化之發展，培養卓越人

才一直是南臺科大的使命；學子也應厚植

專業素養並精進語言能力，努力追求自我

突破，讓世界成為自己的舞台。韓國國際

獎學金(GKS)是由韓國政府所提供，每學期

由前往韓國超過百名受推薦的交換學生中

遴選出六名得主，此次南台科大黃湘晴同

學榮獲此獎學金，誠屬難得，黃同學接獲

得獎訊息感到非常雀躍。黃湘晴曾參加國

際志工社擔任海外志工、外交部青年大使

及旅行過十多個國家，她極具國際觀。她

勉勵更多的同學像她一樣勇於追夢，透過參加學校海外志工社團、擔任國際學生

學伴、了解出國相關資訊並精進自己的語文能力等方式，培養踏出臺灣、認識世

界的勇氣，她將於二月下旬前往韓國姐妹校首爾大學擔任交換學生。 

 

【南台科技大學志工服務與社區服務】 

南台科大寒假教育優先區屏東潮州鎮四林國小表現優異 深獲肯定 

    一向鼓勵學生積極走出校園，從事社會志工與教育志工服務的南台科技大

學，於寒假期間配合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鼓勵社團志工到偏遠地區國小舉辦寒

假教育優先區，其中該校香海社特別犧牲過年期間加強訓練服務團隊，並於 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遠赴屏東潮州鎮四林國小展開為期三天的服務，由該校香海社同

學們所精心策劃主辦的「Love Live Life 生命體驗營」活動，深獲該校黃大峰校長與

學生家長們的支持與肯定，參與率相當高，表現優異更深獲好評。屏東四林國小



黃大峰校長表示，很感謝今年寒假有南台科大的師生遠到該校做志工服務的工

作，犧牲寶貴的假期帶領小朋友渡過愉快的寒假時光，也讓小朋友了解人與人之

間互動的重要性，更讓同學們學習感恩。黃大峰校長非常感謝與肯定南台科大志

工師生們熱情的付出、並熱情的邀請南台科大香海社能夠在今年暑假再一次的蒞

臨四林國小服務。 

南台科技大學參加『2012 年送神筅(黑屯)國家清潔週』活動 

嘉義新港社區父老同聲說『讚』!! 
 

    南台科技大學配合行政院環保署『101 年國家清潔週』全民運動，繼 101 年 1

月 13 日由該校校長戴謙啟動清潔週活動之後，1 月 17 日再以台灣美化協會第 39

分會身份，與嘉南地區各分會於嘉義市新港奉天宮共同參加『2012 年送神筅(黑屯)

國家清潔週』活動。    

    張花冠縣長、嘉義縣環保局沈弘文局長及新港奉天宮盧明森董事長對於南台

科大師生遠到而去共襄盛舉給予肯定，而對於該校能在學生放寒假期間招募到大

批的志工參與全國性的社會服務更感到敬佩，不斷的給予掌聲與鼓勵，讓所有參

與學生感到萬分光榮!『送神』儀式完成，全部志工分成 7 個小組進行清掃，在短

短的數小時內將廟宇裡裡外外打掃得一塵不染，令進進出出的香客感到無比的驚

奇與佩服，更對『南台科技大學』留下深刻的印象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志工社之教育優先區 

「異想異想亮晶晶英語育樂冬令營」圓滿成功！ 

                              

    南台科技大學一向積極鼓勵學生走出

校園服務社會，培養團隊合作，樂觀奉獻的

精神，而南台科技大學國際志工社此次配合

行政院青輔會之教育優先區活動，於寒假期

間(1 月 18-21 日)前往鹽水、岸內國小舉辦

為期三天的「異想異想亮晶晶英語育樂冬令

營」活動，共有 195 位小朋友參與，志工人

數 49 人，參加人員相當踴躍，整個活動不

僅增加南台科大國際志工社學員們的服務

經驗，也散播了他們奉獻之精神。 



 【榮  耀  共  享】  

南台科大揚威國際 2011 伊諾瓦(INOVA) 

克羅埃西亞伊諾瓦國際發明展榮獲 1 金 1 銀 4 銅及 2 特別獎成績亮眼 

  

                                                                                      

   「2011 伊諾瓦(INOVA)克

羅埃西亞伊諾瓦國際發明展」 

，於日前在克羅埃西亞札格雷

布(Zagreb)的札格雷布國際展

覽場(Zagreb International Fair)

舉行，此發明展是東歐最大國

際發明競賽，共有來自世界各

地包括韓國、馬來西亞、美

國、克羅埃西亞、伊朗、捷克、

日本、泰國、以及台灣…等 22

個國家參與競賽，南台科技大

學榮獲 1 金 1 銀 4 銅及 2 特別

獎，表現相當出色！  

    台灣代表團由世界發明

智慧財產協會 WIIPA(World 

Inven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s)謝新民會長帶領

參與競賽，共計榮獲 19 金 18

銀 14 銅，成果豐碩；而由南

台科技大學電子系張文俊副

教授及陳承慶同學所組成的

研究團隊成績表現亮眼，其中

「太陽能自錄語音警示系統」

榮獲金牌之殊榮亦獲得歐洲

廠商高度興趣，該發明品可利

用語音警示，提醒警告標語，

以提升相關危險區域之警示

作用，其它相關參賽作品亦獲

評審青睞，台灣代表團順利完

成使命，為國爭光。 

 

 

 

 



南台科大於 2011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獲得指定口號公開組第三名成績斐然 

    2011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於 100 年

12 月 24.25 日假中國文化大學舉行，參

賽各隊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一較高下，

場面熱鬧非凡，今年參賽人數再創新

高，有多達 70 多所學校、250 多隊參賽，

南台科大競技啦啦隊榮獲指定口號公

開組第三名成績斐然。   

    12 支隊伍裡面南台科大榮獲第三

名，特別感謝學校的全力支持與黃羽淳

教練，還有平常練習時學長姐的指導。

南台科技大學競技啦啦隊社創設至今

已邁入十年，是該校幾個歷史悠久的體能性社團。創立初期，經過隊上元老們的

努力，一直到現在後

續人才輩出，以致於

社團人數一直是全

校最多的。由於大家

的努力讓隊上成績

相當亮眼，尤其是在

近幾年大專院校啦

啦隊錦標賽，獲得過

第二、第三、第四、

第六名的好成績。 

                                       

                             

 

 

 

 

 

 

 

 

 

 

 

 



得獎榮譽榜 (100/12-101/02)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機械系 

教育部 100 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

製作競賽 
大專組第三名 

100 年健康科技創意專題競賽 健康護理 佳作獎 林宗賢 

2011 化學車創意競賽 
總錦標第三名 

海報獎第二名 

電機系 2012 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第三名 陳培展 

多樂系 2011 Ʃ Awards 數位內容競賽/遊戲設計類 第一名 

資工系 

2011 iNEMO 校園設計競賽 佳作 

2011 電信創意大賽行動應用創新遊戲獎 
行動應用(遊戲)

校園組季軍 

財務金融系 2011 年決勝股戰場之 Next 股神 全國第二名 

應用英語系 100 萬能盃全國英語話劇比賽 第四名 

研發處 2011 電信創新應用大賽 
資通訊創作學

校團體獎冠軍 

學務處課外組競

技啦啦隊社 
2011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指定口號組-公

開組第三名 

學務處課外組足

球社 
台南市第一屆海友盃 冠軍 

學務處諮商輔導

組-幼保系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 100 年度生命教育系

列活動」-『我與生命的約會~幸福滿滿』

戲劇競賽 

大專院校組第

二名 

學務處諮商輔導

組-管資系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 100 年度生命教育系

列活動」-『我與生命的約會~幸福滿滿』

戲劇競賽 

大專院校組第

三名 

學務處諮商輔導

組-輔導志工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 100 年度生命教育系

列活動」-『我與生命的約會~幸福滿滿』

戲劇競賽 

大專院校組佳

作 



得獎榮譽榜 (100/12-101/02)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學務處諮商輔導

組  

教育部主辦「教育部 100 年度生命教育系

列活動」-生命教育體驗學習活動－『校園

生之歌』徵選計畫 

大專院校組特

優 

學務處課外組 

資訊傳播系學會-

官芸凡 

資訊傳播系學會-

林宛儀 

應用外語系學會-

陳柔旻 

應用外語系學會-

戴子娟 

機械工程系學會-

林祐綮 

資訊管理系學會-

李佾謙 

2011 第六屆百世盃孝道創意表演競賽 
大學院校全國

總決賽特優 

電子系 

2012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  

作品- Awe.N.T.M  

3C電子創意組 

第五名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Functional Sensor Device of Parking 

Area多功能停車裝置  

金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Functional Garbage Collection System 

at Kitchen多功能廚房垃圾蒐集器  

金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Sun Shade Cooling System with 

Thinfilm Solar Cells of Cars汽車薄膜遮陽系

統  

銀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Catalyst Heater Device with Solar 

System  

輕量化太陽能觸媒轉換器  

銅牌  



得獎榮譽榜 (100/12-101/02) 

參加單位 參賽活動內容/名稱 得獎名次 

電子系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Novel Type Solar Powered Energy 

Saving Car Heater太陽能預熱座椅  

銅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Functional Cleaning Reaction by 

Intelligent Solar Powered Device 多功能潔

淨式光觸媒清潔裝置  

銅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New Type Solar Powered Night Alert 

Dress 新一代太陽能夜間照明衣  

銅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Easily Operation Solar Charger for 

Mobile Assistive Device易攜帶移動式太陽

能充電裝置  

銅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New Type Solar Self-Recorder Alert 

System 新一代多功能記錄器  

銅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Novel Type Solar Powered LED Alert 

Device 多功能LED交通號誌警示裝置  

銅牌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Easily Carry Multi-functional Energy 

Collector 再生潔淨能源搜集平台  

銅 

第13屆馬來西亞國際科技發明創新展

(MTE)  

作品- Wind and Solar Green Energy 

Collection System 綠能蒐集裝置  

銅牌  

 



2012 活動訊息 

 

七月 

 

九月 

二月 

月月 

四月 

十一月 

校友總會暨南區校友會理監事會議

2011/07/23 

 

 

老闆娘促進交流會中秋聯誼晚會 

台南商務會館 新館 C 廳 Pm6:00 

2011/09/18 

校友總會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2012/02/19 長榮酒店 

 

 

EMBA 教師節百年敬師晚會 

201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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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 

統一企業辦理徵才說明會 

2012/03/13 PM15:00  

地點:L008 
台中大甲媽祖觀光文化節繞境進

香一日體驗活動  2012/04/01 

2011/09/24 

南台科技大學 2012 年就業博覽會 

2012/05/26 

 

五月 

校友總會第四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2012/06/23 

南台科技大學畢業典禮 

2012/06 

南台科技大學 尾牙餐會 

2012/01/18 總理餐廳                           

 

 

 

 

校友總會第三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2012/04/07 

 

校 友 總 會 第 三 次 理 監 事 會 議

2012/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