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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日已遠 典範在夙昔 

南臺科技大學舉行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

輯贈書儀式   
南臺科技大學107年3月8日舉辦「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輯」贈書儀

式，邀請鄭故董事長家屬及專輯文字編輯曹婷婷與南臺科大多位主管

等參加，場面溫馨感人。「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輯」一書係南臺科大

為感念鄭故董事長對該校長期的關懷與貢獻，特別製作此特刊，記錄

鄭故董事長一生的生活軌跡，和篳路藍縷打拼事業的歷程、經商謀略

乃至於家人相處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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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CONTENT  

【學校動態】 

04 南臺科技大學舉行鄭高輝董事

長紀念專輯贈書儀式  

06 盧燈茂教授獲教育部核定接掌

南臺科技大學校務 

07 南臺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表現亮

眼私立科大第一、全國科大第六 

10 《Cheers》雜誌大學績效成長

Top20 大學校長互評南臺科大

為唯一獲獎私立科大，全國科

技大學排名第四 

12 南臺科技大學 2018 青春設計節「創意設計競賽」大贏家！ 榮獲 3 金 2

銀 1 銅 表現獲肯定 

15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數 位 設 計 學 院「未 垠」畢 業 聯 展  設 計 創 意 無 邊 界 

百部作品受矚目 

19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革新有成 電機工程系李齊同學獲頒中國工程師學會 

    「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  

21 南臺科技大學務實致用教學創造投資佳績 

     勇奪全國大專院校基金投資模擬競賽冠軍  

23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泰雅族感恩文化祭  興起原住民文化潮流  

24 南臺科技大學實用藝術品「Plum Vase」榮獲泰國國際發明展金牌 揚威國際 

26 南臺科技大學推動發明專利有成 躍居全國大學校院第三名、蟬連

技職校院第一名 

▲南臺科大跨領域合作的「Plum Vase」團隊，獲

得馬來西亞特別獎，由 MYRIS 協會代表(右二)頒

獎予林佳駿老師(右一)、楊維珍老師(右三)及團隊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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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行  人│盧燈茂                                    傳        真│06-2422310 

  執行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地        址│710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網        址│http://cda.stust.edu.tw/         信  箱│stust_cdac@stust.edu.tw        

  電        話│06-2533131#1301-1303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tutcdasc/ 

28 南臺科技大學資傳系參與公共電視 PeoPo 公民新聞台「PeoPo30Minutes」

校際深度報導合作案作品公播以及網路平台播出  

32 南臺科技大學高教深耕 USR 計畫落實社會責任有成  

     以臺南市金華社區為起點攜手打造長期照護高齡友善社區  

【校友動態】 

35  南臺科技大學 EMBA 學友會 2018 新春團拜 愛心同樂喜迎春 旺旺創良機 

【國際交流】 

37  推動新南向 南臺科技大學與越南國立經濟大學締結姊妹校 

39  推動新南向 南臺科技大學與越南胡志明市農林大學簽定交換學生合約                                                                        

41  日本白鷗大學參訪南臺科技大學 體驗臺灣文化 促進國際交流 

▲「2018 大學辦學績效成長 Top20」調查發表會暨頒獎典禮邀請現場貴賓大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 107 年 3 月 8 日舉辦「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輯」贈書儀式，

邀請鄭故董事長家屬及專輯文字編輯曹婷婷與南臺科大多位主管等參加，場面

溫馨感人。 

「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輯」一書係南臺科大為感念鄭故董事長對該校長期的關

懷與貢獻，特別製作此特刊，記錄鄭故董事長一生的生活軌跡，和篳路藍縷打拼事

業的歷程、經商謀略乃至於家人相處的點點滴滴。 

鄭故董事長剛正誠信，德才懋著，曾擔任台南市工業會創會第一屆、第二屆理

事長，在工商業界受到高度推崇。除長期擔任臺南紡織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外，亦擔

任南紡流通事業公司董事長、南紡建設公司董事長、太子建設公司董事長、台灣神

隆公司董事長、南帝化工公司董事長、統一投信公司董事長、南臺科技大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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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哲人日已遠 典範在夙昔  
南臺科技大學舉行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輯贈書儀式  

▲南臺科技大學舉行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輯贈書儀式 邀請鄭高輝董事長家屬及校內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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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統一企業公司

常 務 董 事 等 要

職，而接手經營

的公司皆能穩健

踏 實，屢 創 佳

績。鄭故董事長

自省立臺南商職

畢業後，即著手

經營布業，而後

垂直整合經營成

衣廠、織布廠，

臺 南 同 業 咸 以

「最年輕、最會

賺 錢 的 布 業 老

闆」稱許之。民國 60 年任臺南紡織董事兼副總經理，加強管理與行銷，使公司快

速轉虧為盈，鄭故董事長精於財務分析，記憶力更是驚人，對整體經濟走向及市場

發展潮流掌握精準，擔任南紡總經理期間，營運從未虧損過，在商業管理有傑出成就。 

鄭故董事長縱橫商場數十年，待人誠信、一諾千金、決策果決，常強調：「成

功沒有捷徑，只有一步一腳印，踏踏實實的努力；敬重自己的職份，全心全意的奉

獻」。在公益方面亦從不落人後，秉持著民胞物與精神，主張「取之社會，用之社

會」，希望為社會貢獻一己心力，於民國 81 年成立「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鄭高輝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同年亦推動公司成立「財團法人台南紡織文教公益慈

善基金會」，並每年於公司有盈餘時，提撥盈餘千分之三金額捐贈公司基金會充作

經費來源，造福社會，此偉大善行，值得我們敬佩。鄭故董事長偉大的人格與領袖

風範，亦將永遠留存在世人的心中。 

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表示，鄭故董事長一生處事為人，應符合老子

『道德經』「上善若水」的哲學，也與「取勢、名道、優術」的商道理念相契合。

鄭故董事長為商，重然諾、守信譽，堅持誠信經營；為人則負責、敬業、正直、無

私，關懷底層與弱勢，雖居高位但溫厚自謙，平易近人，足為世人及南臺人之表

率，今僅以此專刊向鄭故董事長致上最深刻的懷念與敬意，並期許南臺莘莘學子以

此為念，為社會恪盡己力。 

▲南臺科大為感念鄭故董事長對該校長期的關懷與貢獻，特別製作「鄭高

輝董事長紀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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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新任校長已於 5 月 4 日獲教育部

核定，由現任代理校長盧燈茂教授擔任第四任校

長，任期自 107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

將繼續帶領全校教職員工生大步向前，再創新猷。 

盧燈茂教授為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民國 74 年至南臺科大任教，從機械工程系講師、

副教授、教授、機械工程系主任、機電科技研究

所所長、奈米科技中心主任、工學院院長、學術

副校長、行政副校長，於去年 11 月間經董事會指

派代理校務，再於今年4月2日獲遴選為新任校長。 

盧燈茂教授學、經歷完備，對校務嫻熟，

代理校務期間南臺科大陸續獲得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與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

之私立科大第一高額補助，也獲得 Cheers 雜誌調查為 2018 企業最愛私立科大

第一、連四年(104 至 107 年)獲「校長互評大學辦學績效」前 20 之唯一

私 立 科 大 等 佳 績，校 務 推 動 已 無 縫 接 軌，更 為「南 臺 科 大」在 高 教 領 域 持

續綻放異彩憑添保證。  

即將在 8 月 1 日正式走馬上任的盧燈茂教授表示，感謝董事會的愛護與支持，也感

謝歷任校長對校務發展的用心與努力，讓南臺科大有如此卓越的聲譽。在南臺服務 30 餘

年來，已對學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擔任校長職務是一種責任的加重，爾後將與全體師

生共同打拼，共創未來。南臺科大歷經近 50 年的努力，已建構優良的軟硬實力，學校設

備好、師資優，是培育頂尖專業人才的好地方，是有志成長的學生最佳選擇。南臺同時

也培育了與學生互動良好，能激發學生高求知慾的老師群，讓所有學生在學校就能練得

紮實的基本功，提高進入職場的競爭力。未來，南臺科大要持續帶著學生走出去，也要

積極將產業引進來，配合政府政策，針對智慧機械、國防工業、生技醫療、綠能科技、

半導體、文化科技、循環經濟、AI 與智慧金融等領域建立關鍵的產學核心技術，提供跨

系所整合的資源服務，並透過跨校合作共同協助產業升級與成長。 

學校動態  

盧燈茂教授獲教育部核定接掌南臺科技大學校務     

▲盧燈茂教授獲教育部核定接掌南臺科技大學

第四任校長，  將繼續帶領全校教職員工生大步

向前，再創新猷。 

 

 

107 年 2 月 13 日教育部公告高教深耕計畫審查結果，南臺科技大學核定經費高

1 億 7 千餘萬元，為私立技專校院第一，全國技專校院第六，表現亮眼。 

南臺科技大學歷年以來，用心辦學，95 至 106 年度連續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補助，共獲得計畫總經費 8 億 1,381 萬元，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一次補助四年（102

年至 105 年）之唯一私立科技大學（全國僅本校、臺北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三

所學校獲此殊榮），101 至 106 年度連續獲教育部典範科大計畫補助，共獲得計畫

總經費 5 億 2200 萬元。表現亮眼，成績斐然。南臺科大更在 98 至 105 年連續八年

獲 Cheers 雜誌調查為企業最愛之私立科技大學，107 年重新榮登榜首獲得 Cheers 雜

誌調查為企業最愛私立科大第一，並同時名列企業最愛私校 TOP15、企業最愛技職

TOP10 之唯一私校及連續四年獲『大學辦學績效成長 Top20』等三項殊榮，足見南臺

科大的努力與表現深獲各界肯定。此次獲教育部高度肯定，核定高額計畫，南臺科大

將繼續以「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的精神、秉持董事會辦理「一流大學」之初

衷，繼續往前邁進。 

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表現亮眼  

私立科大第一、全國科大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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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oT 智慧聯網產學聯盟企業夥伴捐贈暨產學合作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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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深耕計畫係教育部為培育各級各類多元

優質人才，協助大學依其定位發展多元特色進而

帶動國家整體幸福與繁榮，並以「連結在地，接

軌 國際 及迎 向未來」為主 軸，以「落 實教 學創

新」、「提升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

及「善盡社會責任」為目標，協助各校依本身優

勢發展特色，配合社會趨勢及產業需求進行教學

方法創新，引發學生學習熱情，培養學生關鍵基

礎 能力 及就 業能力，以達 到「適 性揚 才」之 目

的，並使高教經費之配置能更為廣泛的關注到每

位學生的學習需求，創造高等教育價值，帶動社

會創新活力。 

 南臺科大盧燈茂代理校長表示，教育部為因

應未來的高等教育發展，整合資源，推動新年度

的高教深耕計畫，南臺科大獲得私立科大第一

名，全國科大第六名的佳績，成績斐然，非常感 

▲ 2017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獲金牌獎之作品「胎動量測裝置」 

▲南臺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表現亮

眼 私立科大第一、全國科大第六。 

 

 

謝教育部的

肯定。此項

榮譽歸功於

全校師生平

時在教學研

究上的落實

執行 PDCA

機制，以及

計畫團隊對

南臺科大校

務的前瞻發

展能通盤掌

握與縝密規劃。盧校長進一步表示，南臺科大將善用此項經費，落實每個計畫分項

工作的執行，對教學、研發與輔導工作均能充分展現計畫的預期成果，使所培育的學

生都能在畢業後大展長才，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個人成就，都能有長效性的發揮。 

▲ 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sit 榮獲 2017 高雄 KIDE 國際發明暨設計展金牌獎，代理校長盧

燈茂(右二)與團隊師生合影 

▲南臺科大獲得私立科大第一名，全國科大第六名的佳績，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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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雜誌 107 年 3 月 1 日於臺北書香花園舉行「2018 大學辦學

績效成長 Top20」調查發表會暨頒獎典禮。《Cheers》雜誌為動態反

應大學辦學績效變化，已連續第 4 年進行「大學辦學績效成長 Top 

20」調查。今年度邀請全國 151 所大學校長參與互評，請他們推薦心

目中「辦學績效明顯成長或進步」的大學(不含自身任職大學)，各可推

薦 3 所大學，其中「產學合作」、「國際化」、「創新教學」是大學校

長評估辦學績效時最重視的三項指標，今年度共有 138 位校長回覆。

南臺科技大學不僅連續 4 年入榜，本年度更是唯一獲獎的私立科大，全

國科技大學排名也僅次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及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等三所國立科大，成績斐然。 

 南臺科技大學承續經費「取之學生，用之學生」無私奉獻之精

神，秉持「全人教育」、「一流學府」之理念戮力辦學，從私立南臺工

學校動態  

《CHEERS》雜 誌 大 學 績 效 成 長 TOP20大 學

校 長 互 評 南 臺 科 大 為 唯 一 獲 獎 私 立 科 大，全

國科技大學排名第四  

▲「2018 大學辦學績效成長 Top20」調查發表會暨頒獎典禮邀請現場貴賓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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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技藝專科學校、南臺

工業專科學校、南臺工

商專科學校、南臺技術

學院至升格為南臺科技

大學，一路走來始終如

一，此次能獲得各界的

肯定，絕非偶然。 

 南臺科大代理校長

盧燈茂表示，南臺科大

繼連續 6 年（101-106

年）獲教育部「發展典範

科技大學計畫」補助總計 5 億 2,200 萬元、連續 12 年（95-106 年）

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總計 8 億 1,381 萬元後，本年度再獲教

育部肯定，核給高教深耕計畫 1 億 7 仟餘萬元的高額補助，同時獲

Cheers 雜誌調查為企業最愛私立科大第一，近 4 年(104-107 年)連續

獲 Cheers 雜誌「校長互評大學辦學績效」Top20 佳績，無論在產學合

作、國際人才培育及創新教學上都有亮眼的成績，這也是南臺科大一向

努力的方向。這次獲獎是各界對南臺科大的肯定，也表示我們一直以來

的努力有了成果，南臺科大將在「教學卓越計畫」和「典範科大計畫」

的基礎上，推動「高教深耕計畫」，未來會持續讓各界在南臺科大學生

及校友身上看到我們努力用心的成果。 

 盧燈茂校長更表示，今天獲頒此項榮譽歸功於全校師生平時在教

學研究上落實執行 PDCA 機制，以及學校的行政團隊對未來校務發展通

盤掌握與縝密規劃。也期望全校師生能善用學校資源，落實工作的執

行，在教學、研發與輔導各面向皆能充分達到預期成果，期許本校培育

的學生都能具備研發、創新及國際移動能力，在畢業後大展長才，對國

家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個人成就上，都能有長效性的發揮。 

▲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受頒「2018 大學辦學績效

成長 Top20」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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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青春設計節「創意設計競賽」107 年 5 月 6 日於高雄駁二特區 C10 倉庫

Live Warehouse 舉辦頒獎典禮，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創意團隊在全國眾

多競爭學校中嶄露鋒芒，視覺傳達設計系拿下「視覺傳達設計類」金獎，多媒

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則榮獲「互動科學與遊戲設計類」金、銀兩項大獎；創新

產品設計系更是囊括「立體造型曁產品設計類」金、銀、銅三大獎，成為頒獎

典禮上最亮眼的科系。 

創新產品設計系在「立體造型曁產品設計類」囊括了金、銀、銅獎，其中金獎

作品《擇摺》，是個兼具抗衝擊、耐用、好攜帶等特性的可摺疊安全帽，不僅安

全、舒適，且可彈性調整大小，實用而新穎便利的設計備受評審讚賞與肯定。銀獎

作品《Bamboo Wing、Chubby、Bamwood Chair》承襲傳統三大竹加工技法與

美感特色，巧妙結合現代生活元素與加工製程，跳脫過往工藝製作邏輯，挑戰材質

本身結構的可能性，重新定義竹工製品與現代人生活的關係，其創新巧思榮獲該類

學校動態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2018青 春 設 計 節「創 意 設 計 競

賽」大贏家！  榮獲 3金  2銀  1銅 表現獲肯定  

▲視傳系「夢大衛」團隊作品《歡迎來到怪怪夢》現場介紹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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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獎肯定；銅獎的作品《Our Do》主

打藉由活動下肢關節與肌肉,促進血液

循環,讓忙碌的上班族即使工作繁忙也

能維持健康體態，作品創意獲評審肯

定。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在「互

動 科 技 與 遊 戲 設 計 類」表 現 優 異，

《SteamNano》作 品 榮 獲 該 類「金

獎」，以工業革命做為發想，強調玩

家進行遊戲時，同時思考新科技帶來

時代衝突感，落實青年學子的社會反

思精神。榮獲銀獎作品《畏光都市》

是以輪盤打造的益智遊戲，使玩家在挑戰過程中也能沉溺於思考的樂趣，獲獎作品

深獲評審肯定。 

視覺傳達設計系作品《歡迎來到怪怪夢》表現卓越，榮獲「視覺傳達設計類」

金獎；作品結合 AR 與特殊油墨等科學探索，是一套將故事中怪物角色比喻為家中

危險物品，更透過家長帶領小朋友實際接觸，喚起孩童居家安全重要性的怪獸繪

▲多樂系「Echo」團隊作品《畏光都市》現場民眾

試玩情形 

▲多樂系「MiSoShiRu」團隊作品《SteamNano》現場民眾試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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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多元特殊的互動模式以及獨樹一格的創作內容獲得評審青睞。 

南臺科大代理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科大本著技職教育「多元適性」與「務實

致用」的宗旨，積極提倡學、產業界無縫接軌人才培育，透過做中學的方式培育業

界所需人才，同時，學校也支持、鼓勵學生多參加校外活動比賽以累積經驗、拓展

視野並跳脫框架。數位設計學院院長葉禾田亦表示，此次榮獲諸多獎項不僅是對學

生的肯定，也有助於學生未來發展。 

「青春設計節」是南部指標性的設計競賽，主要提供給青年學子創意競賽舞台，每

年皆吸引數十所學校、一百多個系所及上千份作品參賽，藉由競賽推動，讓青年有

機會透過公開活動展示自我創作，並讓國內業者發掘好的創作題材及人才。此外，

107 年 5 月 25 日至 28 日，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諸多作品將於臺北世貿新一代

設計展中呈現，歡迎各界前往欣賞與指教。 

2018 青春設計節「創意設計競賽」南臺科技大學 數位設計學院 總得獎名單 

 

 

 

2018 年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畢業成果展「未垠」，於 107 年 4 月

17 日舉行盛大開幕，並在 16 日至 21 日起連續六天於南臺科大三連堂展出。

此次聯展共計展出 132 件作品，規模為歷屆之冠。作品呈現方式包含動畫與

影視、平面與包裝設計、遊戲與產品設計等類型，充分發揮數位設計學院的發

展多元性及設計軟實力，豐富且充滿創意。 

畢業聯展主題「未垠」，以星體般燃燒為概念，投射學生對設計的執著，

由穩定的藍色與活力的紅色二者結合成的主色彩紫色，象徵學生以沉穩能量

特質，期盼自己能在浩瀚的創作宇宙中拔得頭籌。 

此次畢業成果展，多媒體娛樂與科學系在 2D 或 3D、立體或平面作品的

構思與技巧，皆有更創新的突破。今年作品包括遊戲、動畫、同人展場行銷

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未垠」畢業聯展  

設計創意無邊界 百部作品受矚目  

▲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未垠」畢業聯展 邀請代理校長盧燈茂(右七)、台南美術協會理事

長林明達(左八)、數位設計學院院長葉禾田(右五)及校內長官、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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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動態繪本等，朝著均衡而多元

的發展，其中作品《畏光城市》是用

輪盤所打造出嶄新的益智遊戲，使得

玩家在挑戰種種考驗的過程中也能沉

溺於思考的樂趣；同學以工業革命為

發想製作出《steam nano》，創造

動機是希望玩家在遊戲中，思考新科

技帶來的時代衝突感，探討社會的高

速運轉究竟是世界共榮還是一種集體

沉淪，現場作品展現青年學子的社會

反思精神，令人驚豔。而視覺傳達設

計系展出作品可分成三類組，分別為「商業設計組」、「創意生活設計組」

及「動畫設計組」，作品皆呈現出學生對臺灣文化議題趨勢的關懷與重視。

其中「創意生活設計組」更是首次參展，以文化創意產業類型為主軸，利用

新穎的創意及視覺塑造，使商品更具意義及價值。《田町河聲》主要是為曾

經繁榮一時卻因工業汙水而被掩蓋光芒的臺南安平運河發聲，作品以漁業發

▲代理校長盧燈茂(二排中)與院長葉禾田(二排左三)、資訊傳播系主任陳炳彰(二排右二)、梁丹青

老師(二排左二)及同學合影 

▲南臺科技大學 代理校長盧燈茂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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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過程中所產生的聲音為載體，搭配富有歷史情境的設計，將其運用在遊船導

覽及周邊配套設計，極具創意。 

資訊傳播系在熟悉的劇情片、紀錄片及新聞專題上力求進步，《呼聲》記

錄西港小農對抗政府都更的行動，全片充滿人文土地情懷，令人動容，入圍

「新傳獎」最佳紀錄片。《生命教育你我他》透過臺南德南國小領養流浪校

犬的故事，推廣「以領養代替購買、以結紮代替撲殺，用生命感動生命」的

精神，推廣尊重生命與他人的觀念，此新聞專題更獲選公共電視臺「Peopo 

30」深度專題報導，且在公共電視臺公播。今年《畢業履行》更勇於突破學

生製片困境，挑戰綜藝與實境節目。《Is Our Tedo》及《如癮》結合社群行

銷與影音創作手法，實際為店家與校園歌手執行行銷活動，成果不俗。 

創新產品設計系今年以發展我國產品設計、文創設計及互動介面設計產業

為重點領域，配合相關產業與專業發展趨勢，以達成「與產業無縫接軌」之

目標。《Finguide》是輔具暨體感復健的遊戲手套，結合物理治療方式及體

感遊戲的訓練，輔助患者生活中的動作、減少往返醫院的不便、復健過程的

無趣；為減少採茶工在工作上割傷或腰部痠痛設計及改良的《bántê》，不僅

▲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未垠」畢業聯展 邀請現場師生及與會貴賓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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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效率和方便性，也提升茶葉品質，更希望能夠將採茶文化保留下

來。兩組作品在「2017 Panasonic 綠色生活創意大賽」也雙雙受到評審青

睞，表現優異有目共睹。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於「未垠」開幕式致詞表示，學校透過補助金增進基礎

建設與軟實力，為學生未來發展提供更優質的條件。「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

生」為本校一直秉持著的精神，讓學生在創新且卓越的教學環境下成長，並且本

著技職教育「多元適性」與「務實致用」之宗旨，以「做中學」方式，為產業培

育所需人才。 

數位設計學院四系聯展除了校內展出之外，接續將於高雄「青春設計展」、

「放視大賞」與臺北「新一代設計展」及臺中「A+創意季」等重要展場展出，冀盼

能透過到各地巡迴展出的機會與全臺各校設計作品交流競賽，也讓同學們開拓視

野、吸取更多經驗，同時也將邀請業界導師與專家先進蒞臨指導，希望讓業界看

見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的發展多元性及設計軟實力。 

▲數位設計學院「未垠」畢業聯展 參展同學與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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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革新有成  

電機工程系李齊同學獲頒中國工程師學會  

「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  

南臺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李齊同學，日前獲頒「中國工程金師學會 107 年

度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堪為高等教育學生表率。 

李齊同學於今年榮獲「中國工程金師學會 107 年度優秀工程學生獎學」之

殊榮，全國僅 10 個名額，殊為不易。李齊同學除了 4 年學業成績名列前茅外，

在專題製作與相關創新創意競賽上的表現，也相當亮眼；得獎次數超過 10 次以

上。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求學期間熱心助人、服務班級不遺餘力，還因此獲得

104 學年度南臺青年品德模範選拔全校第二名之殊榮，是位德、智、群兼顧的

好學生。 

李齊同學在大二時期，即加入杜翌群老師領導的生醫系統整合實驗室(IBS 

Lab)，學習生醫系統的相關專題實作。在學習的過程中，杜老師給予許多的研

究資源、與扎實的實作指導，再加上南臺科大良好的研發環境，讓李齊同學體

▲李齊同學(一排左二)在大二時期，即加入杜翌群老師(一排中)領導的生醫系統整合實驗室

(IBS Lab)，學習生醫系統的相關專題實作 ，有多次獲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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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充實且快速成長的大學生活。除此之外，

杜老師也教導學生應有的研究態度與積極進

取的人生觀，協助學生找到未來的人生方

向。李齊同學透過實驗室學長姐的提攜與指

導，提升他專業知識與報告技巧，這些都是

讓李同學成長的珍貴養分。 

李齊同學表示，就讀南臺科大以來，有多次

獲獎紀錄，如科技部 106 年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發明展金牌、光寶創新獎的最佳潛力

獎等肯定。相當幸運能選擇南臺科大就讀，

就如同加入一個大家庭，雖然畢業後要朝另

一個人生方向前進，但我永遠是 IBS Lab 的ㄧ員。 

 李齊同學回憶最初到南臺科大就讀的情形，當時謝銘原老師要求繳交一份大

學生涯規劃書，並且慢慢引導學生如何做好大學四年的求學規劃並實現他。在這條

艱辛的求學路上，謝老師給予許多課業上的幫助與回饋，讓學生在專業科目上可以

更加精進。另外，南臺科大對學生的品德教育也非常重視，在謝老師的認同與指導

下，啟發了學生負責與服務熱忱，並推派學生參選 104 學年度南臺青年品德模範選

拔，獲得全校第二名之殊榮，並指派擔任班級代表，在此表達由衷的感謝。 

 李齊同學最後表示，在這段求學的旅程中，我要特別感謝父母親的辛苦付出，

讓他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學習與成長。感謝所有曾經授課或帶領我的師長們，讓我學習

到許多的專業知識與寶貴經驗，也謝謝那些曾經幫助我的學長姊、同儕與學弟妹，更

要感謝南臺科大提供了這麼好的學習環境，如果沒有這些養份與幫助，相信不會有現

在的我。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我會帶著這些養份持續的努力加油，也把這份獎項與大

家分享，謝謝大家。創新醫材暨照護研發中心主任杜翌群表示，李齊同學各方面的表

現都相當努力、進取且認真負責。看著他從剛進實驗室的羞澀、徬徨與內向，成長到

今日的謙遜有禮、自信大方且具榮譽感的模樣，讓所有教導過他的師長都感到欣慰。

期許他在未來的道路上，能持續成長、茁壯，開創屬於自己的ㄧ片天。李同學只是南

臺科大學生眾多案例之ㄧ，在學校努力教學革新打造多元並重的教學環境下，培養學

生在良好的品德基礎上發展成為產業未來的頂尖人才，是所有師長持續努力的方向。 

▲電機工程系李齊同學(右)日前獲頒「中國工程金

師學會 107 年度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堪為高

等教育學生表率。(圖為李齊同學獲頒 106 學年度吳李菱女士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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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南臺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張上財、助理教授朱岳中、助理教授

何啟銘與助理教授蔡惠丞等四人所指導的胡承翰與陳鈺宸兩位同學，於日前

參加投信投顧公會主辦的投資台股基金競賽，吸引了全國大專院校超過

3200 人報名，經過 2 個月激烈戰事，勇奪冠軍並創下 4.85%的報酬。而拿

到亞軍的政大金融所碩一生劉子瑋獲得 3.8%報酬率，皆擊敗同期大盤走跌

1.4%的表現。 

 此次比賽期間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到 12 月 29 日，該期間台股盤走跌

1.4%，不過兩位學生透過分散資產配置布局海外市場，並模擬配置約 2 成資

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務實致用教學創造投資佳績  

勇奪全國大專院校基金投資模擬競賽冠軍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中)與指導老師、參賽勝出的前 10 組學生合影。(照片由聯合報系攝影中

心記者蘇健忠／攝影) 

▲南臺科大財金系學生胡承翰(左)與陳鈺辰(右)勇獲「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基金投資模擬競

賽」冠軍 25 萬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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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台股，創下漂亮成績。南臺科技大學財金系學生胡承翰、陳鈺宸，2 人

運用投資學、基金管理與證劵分析所教過的貝它值、夏普值、報酬率、標準差

這 4 項指標建立投資組合，將 75.4% 的部位重押摩根日股基金美元累積型，

另外約 18%的資金押復華數位經濟基金。拿下亞軍、政治大學金融所碩一生

劉子瑋，跟冠軍只差 1%報酬率，他同樣重押摩根日股基金，另外部位則是

放在柏瑞中小型基金。 

 胡承翰與陳鈺宸同學表示，透過這次的比賽，把學校所教的理論套用

在市場上分析，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才是最大的收穫。這次的比賽還需要預測

趨勢，除了要了解基金所投資國家的基本面外，還要考慮總體經濟的現況以

及國際的情勢， 

 南臺科大代理校長盧燈茂表示，在通膨及低利率時代，基金投資儼然成為

全民運動，經由參與此次競賽活動，不僅提升學生對金融市場的風險認知外，並

藉由實務的操作方式，達到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教育目標。南臺科大財金系主任何

啟銘也指出，此次「台股基金競賽」充分展現南台師生寓教學於實務工作的最佳

體現，並實現南臺科大的教育目標強調「務實致用」的精神。 

 ▲南臺科大的教育目標強調「務實致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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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泰雅族感恩文化祭  

興起原住民文化潮流  

 南臺科技大學原

住民族資源中心於日前

協同台南市玉山原鄉全

人關懷協會於南臺科大

三連堂前大草原辦理一

年一度「泰雅族感恩文

化祭」，南臺科大學生

社團原住民族文化推廣

社也在此活動中安排了

織布體驗及手環編織，

讓此次參與活動的民眾

及青年學子在祭儀中，學習、認識原住民祖先的智慧和技藝及傳統體育技能。  

 泰雅族縱橫於中央山脈，是古代北臺灣山區最強悍的原住民族，也是目前臺灣原住民族

中最古老且分布最廣的族群。泰雅族見長於精美的編織技術、獨特的紋面藝術，其社會組織及

崇敬祖靈亦為特殊。然而因著時代變遷、信仰改變，臺灣原住民各大族群中，傳統祭典流失最

快的莫過於泰雅族。 

 有鑑於此，文化祭中特別邀請苗栗縣泰安鄉司馬限部落頭目 郭正光先生及紋面耆老謝道

光(Vai su ya wi)先生，帶領泰雅族人呈現傳統祭儀，設計了一系列竹竿舞、陷阱製作、搗麻

糬、打陀螺等體驗活動，此外，會中也辦理頭髮公益義剪活動，10 歲以下，55 歲以上免費，

其餘自由奉獻，奉獻金額全數捐給【展翼烘焙庇護工場】社團法人臺南市心智障礙關顧協會，

讓原住民族的祭儀與社會服務相互融合，使活動更具社會關懷的意義。 

活動當天也安排許多原住民文化特色之攤位，包含原住民烤肉、美食、部落農產品、原住民手

工藝品、原創品、就業服務諮詢、國軍招募等特色攤位，並特別訂製了 500 份泰雅族圖騰杯

套，贈送給現場參與活動的朋友。 

 南臺科大學務長王揚智表示，學校自 105 年起開始推動原住民文化業務，使學生能對原

住民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體驗原住民技藝之美，進而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協同學校

相關單位共同推動原住民文化，除了推廣之外，亦協助輔導校內原住民籍學生，在課業輔導、

證照考取、生涯規劃及就業輔導等，能獲得充分資源與協助，促進校內原住民學生優質就業。 

▲泰雅族女孩上台獻唱族裡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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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實用藝術品「 PLUM VASE」  

榮獲泰國國際發明展金牌 揚威國際  

 南臺科技大學日前參與 2018 泰國

IPITEX 國際發明展，由泰國官方主辦，泰國

國家研究委員會統籌執行，在曼谷國際貿易展

覽中心（BITEC）展出。包括臺灣、泰國、印

度、加拿大、韓國、日本、英國等 24 個國家

和地區、超過 1000 件作品參與，參觀人次超

過兩萬，為亞洲大型的發明競賽。此次競賽南

臺科大跨領域合作的「Plum Vase」團隊，不

僅獲得大會金牌及馬來西亞特別獎的肯定，更

發揮了南臺科大學生創新與行銷企劃之實作能

力培育，獲得廠商青睞。 

 南臺科技大學的「Plum Vase」團隊是

由視覺傳達設計系副教授林佳駿及國際企業系

副教授楊維珍共同指導，由學生李兆倫、王文

伶、周安然等三人組成的團隊。作品「Plum 

Vase」是以明朝的瓷器「梅瓶」做為造型設

計，外觀甜白，內裡釉紅，展現永樂時期瓷器

的性質。運用螺桿和螺紋機構組合方式，將東

方梅瓶融合歐洲貴族的點心果盤的多功能創新

設計，有極高裝飾性和實用性的創新藝術品。

此作品具有作為擺設、花器，適合展現中國傳

統的花意，講究優美的線條和自然的姿態構圖

以及作為年節糖果盒，喜氣大方，還可擺放西

式點心、水果，華麗優雅。 

 此次南臺科大參展作品獲得評審肯定，

奪得金牌的「Plum Vase」於泰國國際發明展

展出期間，不僅深獲參觀民眾喜愛，亦有瑞士

的廠商表示合作意願。同時獲得馬來西亞研究和

創 新 協 會 (MYRIS) 青 睞，獲 頒 Best Invention 

▲南臺科大跨領域合作的「Plum Vase」團隊，獲得馬

來西亞特別獎，由 MYRIS 協會代表(右二)頒獎予林佳

駿老師(右一)、楊維珍老師(右三)及團隊同學 

 

▲南臺科技大學作品「Plum Vase」由李兆倫

(中)、王文伶(右)、周安然(左)等三人組成，於

展場與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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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 特別獎，是臺灣作品中唯一於頒獎典禮中頒獎的特別獎項。團隊師生帶著南臺科技大學的  

校旗，於國際發明展的頒獎舞台上，倍感榮耀。 

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表示，「Plum 

Vase」是經由教學創新先導計畫的多師共時的課

程，跨領域合作完成之作品。課程著重在跨領域

文創商品創新與行銷企劃，此次「Plum Vase」

從參展企劃，展攤布置、展品擺設、解說接待等

一氣呵成，更能讓學生體會「做中學」的真義，

也足見參展團隊師生的用心與努力。創新設計作

品參展，能立即吸引廠商注意，提高創新設計作

品的商機。南臺科技大學致力於推動創新創意活

動，鼓勵學生們參與校內、外創新創意競賽。 
▲團隊解說作品「Plum Vase」現場情形 

▲南臺科大跨領域合作的「Plum Vase」團隊，獲得泰國國際發明展金牌獎，由團隊李兆倫同

學(左二)代表領獎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日

前公布 106 年專利申請及公告

發證統計排名，南臺科技大學

以 108 件發明專利，高居國內

大專校院發明專利發證排行榜

第三名，僅次於清華大學及成

功大學，不僅繼 105 年之第五

名再往前邁進了兩名，並再度

蟬連技職校院第一名；此外，

根據經濟部統計，近十年南臺

科技大學在 Fintech 專利核准

件數名列全國法人第八名，領

先台成清交四所頂尖大學，也

是唯一入榜前 10 名的學校。 

 

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博士在時任學術副校長期間，有感發明專利

對產業的重要性，力主著重專利品質及實用性，推動發明專利獎勵制度，引導

全校師生以「產業最佳合作夥伴之科技大學」自我定位，聚焦核心技術領域研

發，透過學產互動，瞭解市場需求，進行研發設計與專利布局，以強化研發成

果商品化，落實知識產業化，發掘具潛力之研發成果，推動彙編專利及研究成

果手冊及舉辦聯盟學校研發成果展，廣邀廠商參觀、媒合技轉外，並舉辦專利及研究成

果加值競賽，由全校師生針對優質專利，進行跨領域加值，協助其將技術概念具體開發

成實用性商品。嗣後，南臺科技大學完善的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機制獲得科技部肯定，

107 年除獲得「科技部研發成果讓與即終止維護通案授權」外，更獲得「科技部發明專

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推動發明專利有成  
躍居全國大學校院第三名、蟬連技職校院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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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力主著重專利品質及實

用性推動發明專利獎勵制度，引導全校師生以「產業最佳

合作夥伴之科技大學」自我定位。 

 

 

利申請維護及推廣計畫」110 萬元的補助，藉由計畫內推廣經費的支應，促進優質專利的

推廣，達到協助產業技術升級與轉型的功效。 

由於對專利品質的注重，南臺科大近年來開發多項先進技術，獲得國內大廠重

視，紛紛與南臺科技大學進行技轉或產學合作。指標廠商如鴻海精密工業公司即偕同

南臺科大共同開發「協助進食機器人」，除提供 698 萬開發經費外，並付出技術移轉

金 100 萬。運用滾印製作金屬網格技術，獲得日本 DAICEL 材料簽署金額 100 萬元國

際產學合作案，本技術可大幅提升軟性 OLED 照明效率。另一項專利「壓電貼片式感

測器」，結合雲端系統，開發物流感測包裹之貼片式感測器系統，可提供物流業作為

運送貨品狀況之追蹤裝置，監測貨物是否受到外力重摔破壞，目前已與新竹貨運物流

公司進行場域測試。本技術已分別與英特盛科技公司簽訂 180 萬元產學合作計畫，與

笙泉科技公司簽訂 150 萬元產學合作案及 82 萬元技轉金。104-106 年連續三年通過國

家實驗研究院之貼片式力量感測器應用於物流即時監控計畫（iTape），金額高達 571

萬元。生技保健產品及蛋白質生產核心技術更是南臺科技大學強項，成立「植物新藥

研究暨推廣中心」，與有聯、懷特、紅蝦港等公司共同開發阿茲海默症及糖尿病的植

物新藥。106 年「以薑黃衍生物新製劑

開發阿茲海默症治療藥物計畫」通過科

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價創計

畫」生技醫藥領域之提案，本校是唯一

通過的私立科大，獲得 2000 萬元之高

額補助，目前新藥開發順利，預計於

108 年底成立新創公司，預估健康食品

授權金超過 1,000 萬元，新藥技轉金可

達 10 億元以上。 

盧燈茂代理校長進一步表示，發

明最 重要的是創意，南臺超過 1.8

萬名師生，正是最大的創意源頭。

學校透過各種獎勵措施，以及校內

競賽活動，不斷地把師生的創造力

變成具體的專利成果，並透過各項推

廣方式，使專利能真正用在產業上，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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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推動發明專利有成，躍居全國

大學校院第三名、蟬連技職校院第一名。(資料

來源：經濟部智財局 107 年 2 月 5 日公告) 



 

 

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資傳系參與公共電視PEOPO公民新聞

台「PEOPO30MINUTES」校際深度報導合作案作

品公播以及網路平台播出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參與公共電視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PeoPo 30 

Minutes」校際深度報導合作案，《生命教育の鬥士》新聞專題報導 107 年 3 月 3

日將於公共電視第 3 台公播播映，另一則報導《食在教育》於 2 月份已在公視一

台及公視三台播映，播映後備受好評。 

公共電視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成立 10 年，累積超過 11 萬則公民新聞，其中

有許多傳播科系學生的新聞作品。由臺南科大資訊傳播系校園媒體的表現越顯突

出，是全國 16 所校園採訪中心中「唯一的科技大學」。好新聞作品需要學生團

隊的投入，公共電視 PeoPo 新聞平台鼓勵學生走出校園、關心社區，發揮傳播人

的專業訓練成果，用鏡頭與紙筆關心公共議題並傳播出去，與公民社會彼此交

流。有許多議題值得被進一步的探討，若能鼓勵各個校園採訪中心，針對這些議

題作深入報導，再經由公視頻道與網路播出，對於公民記者與校園採訪中心都是

一種鼓舞與肯定。 

 

▲臺南安佃國小學童下田實際體驗「割稻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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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教育》和《生命教育の鬥士》兩則與公共電視合作的新聞專題作品，

都以目前在歐洲盛行的「建設性新聞學」企劃製作新聞專題。在傳播媒體匯流的

時代，新聞媒體面對不少的挑戰，因此在歐洲新聞界對於傳統新聞報導方式掀起

一股「反思浪潮」，共同探討新聞製播的新方向；「建設性新聞」著重新聞的

「用處」，是否「對社會產生益處」？新聞內容是否能讓觀眾學到什麼，是否具

有教育意義？獲選的兩部作品都以「教育角度」報導南部國小在校園推動「食農

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的故事。 

近年臺灣在爆發食安事件，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外加受國外食農教育風

潮的影響，使得「食農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國人重視；「食農教育」其實就

是把「健康飲食教育」向下紮根，主要是要引發孩子關心食物、讓孩子瞭解正確

飲食不能單靠味蕾決定、體會飲食是生活美好的一部份。獲選新聞專題《食在教

育》由資傳系大四學生團隊林宛蓁、吳易珊、黃汶軒、吳惠姍、賴瓊淑同學採訪

報導。臺南市於 2013 年將「食育」融入學校課程，成為臺灣第一座推動食育的城

市。作品以臺南安佃國小及紅瓦厝國小將「食育」理念付諸行動的實例，加深大

眾對食農教育的認知。兩所學校將「食育」基本觀念融入實作課程中，讓學生親自下

田體驗農務耕作，不僅可以認識食材原貌，還可以體會農夫種植的辛勞，進而養成珍惜

食物的好習慣。看著種植的作物日漸成長茁壯，無形中提升了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並

成為無可取代的寶貴收穫。希望作品能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讓更多學童都能明瞭人、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大四生 D&A 團隊黃思允、郭姿吟、蔡明真、李曜任、陳清展同學

製作之《生命教育の鬥士》獲選公共電視台「PeoPo 30 Minutes」校際深度報導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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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與糧食的關係以及教導孩子認識食物、吃對食物，養成孩子對於飲食的正確觀念。 

另一則新聞專題報導《生命教育の鬥士》由資傳系大四學生團隊黃思允、郭姿

吟、蔡明真、李曜任、陳清展同學報導；以台南德南國小「校犬拉拉」為生命教育

的焦點；師生從收容所領養了隻流浪犬拉拉作為教導學生生命教育的「活」題材，

小朋友每天都可以在校園與校犬拉拉互動玩樂，為校園帶來許多歡樂的氛圍。報導

透過「校犬拉拉」的故事，呼籲大眾都應尊重生命，不任意棄養、不傷害流浪動

物，鼓勵「以領養（流浪犬）代替購買（幼犬寵物），以生命感動生命 」的理

念，深化生命教育與動物保護觀念，盼能減緩台灣流浪動物的問題。 

南臺科大代理校長盧燈茂表示，資訊傳播系與公共電視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合

作的 10 年間，一直秉持著「為在地紮根、向外發聲」的公民記者報導精神。學生

在配合新聞課程磨練採訪技巧，大大提升了新聞製播能力，更帶動學生新聞素養的

提升。他肯定師生「一步一腳印」竭盡全力提升公民新聞報導的內容和品質的精

神。 

此次由資訊傳播系專任助理教授梁丹青指導團隊參與「PeoPo 30 Minutes」校

際深度報導合作案，兩則以「建設性新聞學」為思考脈絡所企劃採訪製作的影音新

聞，希望可以對社會帶來教育意義與正面的力量。學生以「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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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紅瓦厝國小在學校屋頂，創立「紅瓦屋頂小農場」，讓師生種植無毒植物與紅豆 

 

 

聞」的初心，把觀眾帶來台

南國小校園，報導師生們在

食 農 教 育 與 生 命 教 育 的 努

力。在媒體匯流的時代，梁

丹青老師表示資傳系新聞課

程秉持「做中學、學中做」

精 神，結 合「建 設 性 新 聞

學」理 論、採 訪 與 製 播 實

務，磨練學生的「新聞實戰

力」，成為未來的「數位媒

體尖兵」。過去在學生與指

導老師的努力下，有多則報

導水準在主流媒體之上，在

全國大賽中榮獲肯定。資傳系學

生也曾在全國「PeoPo 公民新聞獎」上於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勇獲兩項「最佳長

篇報導獎」、五項「最佳短篇報導獎」與一項「特別短篇報導獎」。資訊傳播系

學生在採訪、製播新聞的能力與技巧上已獲業界肯定，這種「被看見與被肯定的

機會」都是透過資訊傳播系與公共電視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這些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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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安佃國小學童下田插秧，讓學童更親近孕育植物的大地也能體驗農夫的辛勞，這是「食

農教育」中很重要的環節。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大四生 D&A 團隊郭姿吟、

李曜任同學在臺南德南國小拍攝實況。 



 

 

學校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高教深耕USR計畫落實社會責任有成  

以 臺 南 市 金 華 社 區 為 起 點 攜 手 打 造 長 期 照 護 高 齡友

善社區  

南臺科技大學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與電機工程系所組成的「高齡福祉服務團隊」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有成，107 年 3 月 20 日於該校國際會議廳舉辦「打造高齡友善社區成

果發表會」，場面熱絡。 

此次活動以園遊會競賽的方式呈現成果，除了師生課程投入及計畫活動展示外，更

有金華里長輩展現他們最驕傲的青銀共創嘉年華活動參賽，共有 13 組參賽隊伍。會中

邀請南臺科大主管、社區長輩、貴賓及校內學生進行體驗活動與投票，頒發為最佳人氣

獎、最佳發明達人獎、創意達人獎、設計達人獎、科技達人獎及照護達人獎等 6 大獎

項，除了給予參與計畫及課程活動的同學及長輩們最佳的肯定外，更藉此進行此計畫推

動高齡友善成果之實務檢測。最後由金華社區長輩所組成的嘉年華團隊領先群倫獲得最

佳人氣獎，一點也不遜色，贏得滿堂彩。會議中同時邀請智榮基金會-龍吟研論專案經

理-林宛瑩分享「臺灣長者需求聲音」及福樂多醫療福祉事業王華娟副總經理前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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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華里長輩們於現場展現他們最驕傲的「青銀共創風華年代嘉年華」 邀請高齡服務學程主任陳美珠

(左二)一同合影 

 

 

「高齡照護產業需求」，為高齡

社會產業發展趨勢進行分享。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陳美珠表示，面對高齡社會的來

臨，在地老化與健康老化是目前

各先進國家發展長照最主流的政

策，因此協助高齡者在社區中過

著 快 樂、健 康、自 主、有 尊 嚴，

而友善安適的生活是首當其衝之

要務。「打造高齡友善社區成果發

表會」為呈現 106 年度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成果，現場展示此學程師生人文關懷、與照護

專業的投入，並藉由不同以往的學習與活動來展現社區高齡友善的初心，不僅讓社區的

長輩達居家安全、身心療癒與健康促進之永續外，更讓長輩們提升自我價值喜樂有感。 

創新醫材暨照護產學技術研發中心主任杜翌群表示，科技的導入是未來高齡社區友

善化的重要工具，如何打造貼近長者且具溫度的各項系統，輔助目前的社工、醫療、保

健等工作，是所有高齡社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團隊的科技開發，除了依據社區回

饋、照護需求、居家安全或健康促進等目的來設計外，更用謙卑的態度來柔和各項需

求，並與目前技術門檻、開發成本中，取得一較佳的平衡點；並期待能藉此打造各個社

區不同的特色科技。發表會中也展

示應用虛擬實境之長者健康促進遊

戲、居家環境安全安聯網等設施。帶

給現場近 200 位專家、貴賓、社區高

齡者與南臺師生不同的樂齡友善服務

新體驗。 

南臺科大代理校長盧燈茂表示，南

臺科大一直以來都相當重視大學社

會責任的落實，並將「善盡社會責

任」納入校務發展之主軸計畫，今

▲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致詞 

頁 33 

▲高齡友善社區成果發表會現場情形 



 

 

年更獲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私立科大最高之 1.7 億的補助，其中 USR 計畫已列入重要的

工作事項。透過 USR 計畫，學校鼓勵學校內優秀的教授帶著學生走入社會，與社區進行互

動。因應台灣高齡社會的到來，「攜手打造高齡友善社區」是南臺科大相當重視的在地責任

之一，此次與金華社區合作的高齡福祉服務團隊，就是跨院、跨領域的整合團隊，團隊成員包含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電機系、產設系、工管系等，參與成員不斷擴大中。團隊希望協助社區

打造各項健康促進、智慧照護、文化傳承、寓教於樂等高齡友善社區服務樣態，攜手金華社區成

為一個具國際 WHO 認證的高齡友善社區。接著更將以金華社區為起點，擴散模式至其他鄉里社

區，逐步打造台南市為「高齡友善城市」。團隊除了在去年獲得教育部 USR 計畫 B 類補助外，

在執行成果受到各方的肯定下，今年四月將提升為 C 類深耕計畫，攜手金華社區將成功經驗擴展

至偏鄉社區。能有這樣的成果，相信是參與師生不斷的努力下才能催生，深信這樣的持續努力，

加上南臺科大於校園內新建之「高齡產學技術研發中心大樓」（又稱高齡服務教育大樓），將提

供師生團隊一個非常完善的模擬與實驗場域等之協助下，相信南臺科大絕對能扮演臺南市成為高

齡友善城市的重要推手。 

此次成果展也邀請業界人士一同共襄盛舉，為充分連結產業資源，將於成果展中進行綜合座談，

為共同推動人力培訓、科技研發、智慧樂齡課程、產學合作、國際合作等長照重點工作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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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高齡友善社區成果發表會」邀請南臺科大代理校長盧燈茂(左五)與高齡服務學程主任陳

美珠(左一)、臺南市金華里里長柯崑城(左四)及與會貴賓合影 

 

 

 《Cheers》雜誌 107 年 3 月 1 日於臺北書香花園舉行「2018 大

學辦學績效成長 Top20」調查發表會暨頒獎典禮。《Cheers》雜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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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 EMBA 學友日前於台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開春的新春團拜

活動，除了邀請嘉義教養院院童前來，另包含 EMBA 各屆校友、南臺科技大學代

理校長盧燈茂等多位師長，南臺校友總會、台南校友會、老闆娘促進交流會、兩

岸 EMBA 聯合會南部分會等團體，近 200 人熱情參與。此屆 EMBA 學友會除特別

選在農曆初九「天公生」當天外，而在節氣上，這時正是立春過後，也就是「一陽

初始」、「萬象回春」的好時刻，並與台南市生命力關懷協會合作透由愛心園遊同

樂會的方式，一起迎新春、添好運，學友會理監事團隊絞盡腦力發揮創意，希望讓

當天參加的校友們，有著下次一定還要來的期待與驚喜。  

 活動開場由 EMBA 在校生 15 屆班代帶領大家一起體驗 2017 甩红全世界的洗腦

魔性舞蹈-甩肩舞，全場同樂甩肩。主持人全場妙語如珠，主持功力讓與會學友稱讚不

已，直稱 EMBA 人才濟濟。由於現場以園遊會用餐方式，除大家熟悉的胖卡餐車外，

包含天一藥廠、西井村滷味等 EMBA 校友企業也提供公司熱銷美味產品。 

校友動態  

南臺科技大學EMBA學友會2018新春團拜 

愛心同樂喜迎春 旺旺創良機 

▲南臺科大代理校長盧燈茂(中)致贈開春紅包與 EMBA 第十屆等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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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演「隱藏版」的活動，則是在人群間，不經意的響起音樂，臺下出現了吉他聲，伴

著”you raise me up”穿越人心，主唱由善化國中全盲音樂教師楊淑雅緩緩唱出動人樂

曲，帶領著她的兒子出場一起用音樂說故事，美聲撫慰人心;由於楊淑雅老師為從小弱視，

為朝目標，大學重考二次，為考上音樂老師，經四次落榜，仍堅持目標，因為相信只有往

前才會找到出口。團拜活動在楊淑雅老師帶領著 EMBA 學友會第七屆理監事群、工作人員

一同高歌『廟會』，祈祝大家新的一年平安、知足喜樂之後圓滿結束 

 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發給每位參加者開春紅包，學員們互道恭喜，祝福彼此

在新的一年闔家安康、事事興旺。代理校長盧燈茂並表示，EMBA 的學習是領導力的精進;

去年(106 年) EMBA 第十屆校友同時也是全臺知名手搖連鎖茶飲清心福全公司總經理趙啟

成，以「行銷創新」入選了《經理人月刊》-100 MVP 經理人、波波洗衣連鎖創辦人吳明

曉，舉行首映當選南臺傑出校友微電影，更多校友們榮任企業、公益等社團會長、理事

長，足可証明南臺 EMBA 是一個菁英匯聚的好系所，EMBA 校友在業界亮眼的傑出表現，

也顯示出南臺科技大學在產業界上的緊密結合，與縮短產學落差的具體表現。 

 EMBA 學友會理事長吳政勳除感謝籌劃本次新春團拜活動理監事群、執行團隊外，

更期待 EMBA 學友們藉由開放園遊會模式，多與各屆的學長姐互動。同時謝謝台南市生命

力關懷協會的參與，讓 EMBA 團拜活動有著不同於昔的元素，未來學友會將陸續在會務、

活動上添加關懷與溫度；今天由一群不斷努力的教養院孩童帶領著大家，歡樂高歌、盡情

舞動;他們臉上的笑容，讓在場的每個人感動不已。 

▲南臺科大 EMBA 學友會 2018 新春團拜文創愛心園遊同樂會 代理校長盧燈茂(前左七)與 EMBA

學友會理事長吳政勳(前右五)、校內師長及全體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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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日前邀請越南國立經濟大學(The National Econom-

ics University, NEU)前來參訪，並為兩校姊妹校學術合作協定續約並簽

定交換學生合約。此次越南國立經濟大學校長陳壽達(Tran Tho Dat)博

士，率領該校銀行財政研究所副所長鄧英俊(Dang Anh Tuan)博士、國

際合作處副處長范仕龍(Pham Sy Long)先生及武橋興(Vu Kieu Hung)女

士參與，會議由南臺科大代理校長盧燈茂親自主持，商管學院周德光院

長、施武榮副院長、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王永鵬處長、學生組楊明倫組長

及目前就讀南臺科大全英授課 GMBA 的 NEU 校友宋明芳同學一同參

與。 

南臺科技大學與越南國立經濟大學於 99 年 4 月 1 日簽署姊妹校合

作協約，之後兩校交流頻繁，維持緊密友好的關係。不僅多次前往越南

國立經濟大學拜訪外，陳校長也曾數次受邀出席南臺科大商管學院舉辦

的「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

國際交流  

推動新南向 

南臺科技大學與越南國立經濟大學締結姊妹校 

▲南臺科技大學與越南國立經濟大學締結姊妹校 邀請代理校長盧燈茂(右五)與越南國立經濟大

學校長陳壽達(左五)及校內長官、與會貴賓簽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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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on  Knowledge-Based 

Economy & Global  Manage-

ment)，同時該校亦選送多位學

生至南臺科大就讀，學生於就讀

期間皆有優異的表現。 

 南臺科大代理校長盧燈茂表

示 近 年 除 了 在「教 學 卓 越 計

畫」、「典範科技大學」的優異

表現外，學校於 106 年成為全臺

第一所通過 AACSB 認證的私立

科技大學，亦期許就讀大學部全英

授課的國際商務和國際財金課程及

修讀越南語文課程的學生，也能前往越南國立經濟大學交換學習，同時

也希望 NEU 學生能前來感受南臺科大的熱情及優質教學，希望能透過

此次續約，創造更多未來兩校合作交流的機會。 

▲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右)致贈禮品予

越南國立經濟大學校長陳壽達(左) 

▲越南國立經濟大學來訪南臺科技大學 會議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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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農林大學(Ho Chih Minh City Nong Lam University, 

NEU)校長 Prof. Dr. Nguyen Hay 率領該校工程與科技學院院長 Dr. Nguyen 

Huy Bich、國際教育中心主任 Dr. Le Cong Tru 及講師 Mr. Nguyen Minh 

Khoa 一行四人，於日前至南臺科大參訪，並為兩校姊妹校學術合作協定續

約和簽定交換學生合約。會議由代理校長盧燈茂親自主持，商管學院院長周德光、工學

院副院長邱俊賢、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王永鵬、電機工程系主任王明賢、國際暨兩岸

國際交流  

推動新南向 
南臺科技大學與越南胡志明市農林大學簽定交換學生合約 

▲南臺科技大學代理校長盧燈茂(左)與越南胡志明市農林大學校長 Prof. Dr. Nguyen Hay

(右)代表兩校簽定合約合影 



 

 

事務處學生組組長楊明倫，及目前就讀全英授課經營管理博士班阮陳福同學一同參與。 

南臺科大與越南胡志明市農林大學於 94 年 4 月 27 日簽署姊妹校合作協

約，之後兩校交流頻繁，維持緊密友好的關係。南臺科大不僅多次前往

NEU 拜訪交流外，校長 Prof. Dr. Hay 也曾數次受邀出席校內商管學院舉辦

的「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Based Economy & Global Management)，同時越南胡志明市農林大

學亦選送多位學生至南臺科大就讀，學生於就讀期間皆有優異的表現。 

        會議中，代理校長盧燈茂表示南臺科技大學近年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畫」及「典範科技大學」的優異表現外，於去(106)年也成為全臺第一所通

過 AACSB 認證的私立科技大學，同時也向 Prof. Dr. Hay 一行人報告今年獲

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新臺幣 1 億 7 仟 2 佰多萬的補助，亮眼成果為全

國私立科大第一，更勝許多國立科大的表現。因兩校首次簽署交換學生合

約，代理校長盧燈茂期許農林大學學生能前來學校學習中文外，也能藉機前

來感受有國際認證的教育品質，同時因校內開設越南語課程，期待修課學生

能藉機交換前往農林大學學習，透過此次續約及會面，創造更多未來兩校合

作交流的機會。 

▲南臺科技大學與越南胡志明市農林大學學術合作協定續約和簽定交換學生合約紀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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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日本白鷗大學師生等

一行 27 人由該校國際交流中心長

高畑 昭男教授及法學院楪 博行教

授率領參訪南臺科技大學，南臺科

大則由商管學院副院長施武榮、國

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王永鵬、

EMBA 執行長鄭滄祥、休閒系主任

陳慧玲及師生等共同接待，向白鷗

大學參訪人員表示熱烈盛大的歡

迎，在一連串精彩豐富的活動中，

雙方交流熱絡，賓主盡歡，使兩校

進一步認識彼此的文化。 

 此次白鷗大學來訪，由南臺科大休閒系師生負責規劃和接待，除安排兩校學生分

別用中文和日文分享國際交流心得外，亦讓白鷗師生體驗南臺科大學生餐廳的特色及品

嚐臺灣著名的珍珠奶茶，學生餐廳菜色豐富絕佳口味，讓白鷗師生讚不絕口。此外，當

日活動還包含客家藍染 DIY 體驗、校園導覽以及團康活動，兩校師生透過活動拉近相

互之間的距離，在一片笑聲中互動熱絡。透過此次參訪，希望能讓兩校師生對彼此的學

校和教育理念有進一步的瞭解，未來能有更多更深的交流。 

 南臺科技大學副院長施武榮致詞時表示，南臺科大與白鷗大學從簽訂姊妹校協定

開始，透過交換學生的派遣、研究者的互訪、暑期研習團、教師短期授課的舉辦等方

式，一直多元化且熱烈地進行著交流活動。截至目前為止，南臺科技大學已有 56 位學

生在白鷗大學短期留學，而白鷗大學也共計派遣 25 名學生前來本校交換留學。不僅如

此，從 2005 年開始白鷗大學承辦南臺科大商管學院的 EMBA 和休閒事業管理系的海

外參訪研習團，12 年間總計已超過 350 個參訪人次。透過兩校的互訪及學生交流，有

助於學生對國際事務的理解，也可增進學生國際移動的能力，同時邀請白鷗大學學生來

南臺科大就讀，並鼓勵南臺學生赴海外留學。 

國際交流  

日本白鷗大學參訪南臺科技大學 

體驗臺灣文化 促進國際交流 

▲日本白鷗大學學生於磅礡館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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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會資訊  
全國總會及北區校友會 

理事長：王耀德 

電子郵件： owenyt51@gmail.com  

臺中市會 

理事長：黃盈連 

電子郵件： Jackiet8@ms72.hinet.net 

臺南市會 

理事長：吳明治 

電子郵件： willchou89@gmail.com  

高雄市會 

理事長：黃建超 

電子郵件： cchuang@mail.tf.edu.tw  

EMBA 校友會 

理事長：吳政勳 

電子郵件： books@book24.com.tw  

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 

會長：陳月滿 

電子郵件： z2535631@seed.net.tw 

越南胡志明校友會 

理事長：阮武瓊 

電子郵件： nguyen_vuquynh@yahoo.com 

越南河內校友會 

理事長：阮紅河 

電子郵件： honghabiz@yahoo.com 

馬來西亞校友會 

會長：李保康 
電子郵件： libaokang@gmail.com 

南臺科技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電話： 06-2533131#1301-1303 

傳真： 06-2422310 

網址： http://cda.stust.edu.tw/ 

電子郵件： stust_cdac@stust.edu.tw 

中心主任：陳定宏博士  

聯絡人：林家伃、蘇裕媚、張慈薇助理 

Facebook ：南臺科技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歡迎提供實習、就業機會！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追求卓越、典範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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