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期

100 年 6 月
( 雙 月 刊 )
發 行 人：戴謙 校長

會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西淮館二樓

發行單位：南台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電話：(06)2547350

編輯製作：南台科技大學 校友會全國總會

網址：http://stutalumni.stut.edu.tw

傳真：(06)2422310

【校長與校友共享南台榮耀】
Cheers 雜誌「2011 年 1000 大企業人才策略
與最愛大學生調查」中，本校連續三年榮獲企
業最愛私立技職校院第一名，這項殊榮突顯出
南台科大畢業生在業界的高評價。另外，本校
積極爭取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經費補助，連
續四年共獲得補助款超過 3 億元。南台人追求
的，不只是數字，而是我們更重視培育學生的
就業與競爭力。
要落實畢業即就業，進而成為企業主的最
愛，絕對不是口頭說說就能實現，本校的作法，
將取四個面向同時並重，分別為「提升教師實
務知能與教學品質」、「為學生就業力加值」、
「課程銜接職場」、「提升學生國際競爭力」，
這是南台提升就業與競爭力的重大方針。
學校要有績效，家長才會肯定；要得到企業肯定，當然是畢業生表現好。南
台科大就是很務實，同時強調研究要做好，不管產學合作、出國競賽，都要求老
師帶著學生去做。老師帶學生做的教學模式，是本校獨有的特色，為企業培育更
優秀的人才，更為社會盡一份心力。
【既然領先‧一定最好】
★ 賀本校榮獲 99 年度教育部「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一。
★ 教育部技職風雲榜競賽得獎積分 全國科大第一。
★ 賀本校連續三年(2009~2011 年)獲 Cheers 雜誌公布企業最愛技職私校第一。
★ 賀本校 2011/1 世界大學網路排名私立科大第一。

【工學院院長 郭聰源 小傳】
郭聰源博士，國立成功大學機械工
程博士。專長為雷射銲接、生醫材料、
精密接合技術、材料分析。歷任南台科
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助理教授、副教授、
教授、南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系主
任、南台科技大學機電科技研究所所
長、南台科技大學奈米科技研究所所
長、南台科技大學產業創新與創造力中
心主任、南台科技大學工學院副院長、
院長。擁有板金甲級技術士證、電銲乙
級技術士證、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證、
板金與打型板金甲乙丙級技術士技能
檢定監評、汽車車體乙丙級技術士技能
檢定監評、台灣省技能競賽汽車噴漆職
類裁判等資格。曾獲南台科技大學工學
院「教學優良教師」（2005）、教育部
傑出技專人（2005）、高雄高工傑出校友(2005) 、南台科技大學績優工作楷
模（2004）。指導學生參加 2011 年「第 26 屆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榮獲
雙金獎、2010「第 5 屆校園戰國策創業競賽」榮獲創業組冠軍、2010「瑞士
日內瓦發明展」榮獲銀牌獎、「2009 高齡產業創意大賽」榮獲創業組冠/亞軍、
「第十一屆全國創新機構設計比賽」榮獲金牌獎、2009「台北國際發明暨交
易展發明競賽」榮獲銀牌獎、「第十屆全國創新機構設計比賽」榮獲銀牌獎、
「第九屆全國創新機構設計比賽」 榮獲金牌獎、九十三年度「全國技專院校
學生專題製作競賽」獲得護理與保育類群卓越獎(第一名)。
【校友會台中分會】
南台校友會是南台
人共有的大家庭，在這裡
我們延續了在南台成長
與就讀時期的兄弟姊妹
情誼。在這裡我們可以共
同回味以往共處時的酸
甜苦辣；我們可以共同懷
念與感謝曾經為我們奉
獻的師長；我們可以共同
述說個人的感懷與成就。
中區校友會理事長施秉男(右)

【永續經營-南台科技大學之近期重大建設】

興建中的「運動休閒館」

興建中的「能源工程館」

【榮耀共享】
一、「2011 綠色科技創新創意競賽」
二、馬來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南台科
南台科大獲獎
技大學獲獎數全國技專院校之冠
由教育部顧問室與能源國家型科
2011 年馬來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技人才培育計畫大專人才培育 計 畫 辦 於日前順利落幕，結束為期三日的展
公 室 主導之「2011 綠色科技創新創意 期。今年，馬來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競賽」於 6 月 1 日舉辦參展競賽暨頒獎 步入第 22 屆，總展出作品約 725 件，參
典禮。該競賽以節能減碳與環保生態相 與展出國家包括韓國、香港、中國、菲
關之創意作品為主，著重融入永續或節 律賓、越南、加拿大、台灣、馬來西亞…
能的概念而應用於生活中，參賽之作品 等 14 國，為近五年來規模最大，我國
須符合綠色設計之概念，即具有「提高 代表團全團赴馬來西亞參展團員近 200
效率、改善功能、創造新價值、增加新 人，創我國代表團有史以來參與世界各
用途、資源再利用性、生活便利性、環 大發明展人數之最。馬來西亞主辦單位
保性、生態永續或節能減碳等其中一 於頒獎儀式上特頒贈大會貢獻獎給我
項」且具「新穎性」。南台科技大學校 代表團數位服務人員，包含台灣發明商
長戴謙表示，知識經濟是以「創新」為 品促進協會林俊亮會長、謝新民榮譽會
主流趨勢，唯有藉著創新能力，才能發 長、亞洲大學鄧鴻吉老師、虎尾科技大
揮創意、運用知識，進而創造價值。 學謝振榆老師、南台科技大學張文俊老
師等。其中本校張文俊老師更是連續三
年參與馬來西亞國際發明展，屢獲歷屆
大會肯定。

南台科大獲獎同學合影留念

馬來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南台科大獲獎同學

三、南台科大第 26 屆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大放異彩榮獲 4 金 4 銀 1 特別獎
2011 年第 26 屆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於 6 月 15 日至 17 日在美國匹茲堡舉
辦，共有 19 個國家參展，千餘件參賽作品。其中來自台灣的 54 件參展作品，在
國際發明展中大放異彩，獲得 26 金、12 銀及 5 座特別獎。其中南台科技大學，
抱回 4 金 4 銀 1 特別獎，居我國代表團之冠。
南台科技大學作品「離合式手電動輪椅」獲得雙金獎，是台灣代表團唯一單
件獲得雙金，並獲得美國第一大輪椅廠商之親睞，這項產品是由南台科技大學機
械系郭聰源老師與奇美醫院骨科部簡基勝醫師研究團隊所共同研發，本作品是專
為銀髮族與下肢癱瘓者所設計之行動輔具，最大特色是在一般輪椅中加裝一電動
馬達模組與一可拆裝之手動/電動切換機構，使得輪椅同時具有手動輪椅與電動
輪椅之優點與功能，並達到體積小、重量輕、組件少、拆裝容易、易攜帶及低價
位等特點。

「離合式手電動輪椅」

四、南台科技大學企管系學生團隊榮獲「2011 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佳績
南台科大企管系學生團隊於日前參加由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舉辦之「2011
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決賽暨頒獎典禮」。今年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分成創新
經營與創新商品兩類，共計 56 隊報名，南台科技大學由企管系蔡宗岳老師與劍
橋旅館集團副總經理舒程先生共同帶領之「i-Show Design」團隊與「雪兒涼
i-Share」團隊前往參加競賽，經過兩階段之嚴格考驗後，於決賽中取得第四名與
第七名之佳績。南台科技大學校長戴謙表示，致力於推動創新創意活動，鼓勵學
生們參與校內、外創業創意競賽，乃本校訓練學生方式之ㄧ。

「2011 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學生與老師合影留念

【EMBA 經營講座】
一、康那香企業(股)公司戴榮吉董事長演講「經營者的思維與社會責任」
戴榮吉董事長於講座中表示，消費者
的購物模式隨著時代不斷地改變，為了因
應這樣的通路變化，康那香企業於今年初
成立康淨科技，並選定網路與郵購為初期
主要銷售通路，結合康那香在不織布產業
與純水技術的競爭優勢，以及台塑網路科
技的技術合作，提供消費者高品質、安全、
安心的網路購物環境。
戴榮吉董事長說，除了跨足美麗產
業，隨著社會結構不斷邁向高齡化，康那
香集團更將進軍生物科技領域，研發各類
保健性產品，也將會一直秉持﹁品質、服
務、創新﹂的精神，發展全方位美的服務
來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

戴榮吉董事長演講神情

【通識大師講座】
一、
亞洲大學吳容明講座教授蒞校演講
南台科技大學於 5 月 3 日在 E 棟 13 樓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一場「通識教育大
師講座」，邀請亞洲大學財經法律學系的吳容明講座教授蒞校演講。南台科技大
學戴謙校長表示，吳容明教授之前在銓敘部部長與考試院副院長任內，對建立國
家文官體系貢獻很大。戴謙校長亦特別感佩兩人在臺灣省政府共事期間吳教授對
自己的照顧，以及吳容明教授關懷青年、外圓內剛、堅守原則的風範，認為此次
機會難得，很榮幸邀請到吳教授蒞校演講。吳容明教授專長土地行政，從政資歷
完整，經驗豐富，曾任臺北市政府地政處主任、臺灣省政府地政處處長及政務副
署長、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相信該校師生一定可以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的
啟示。

戴謙校長及通識中心李坤崇主任與吳容明教授合影留念

二、莊淇銘教授開講【探究未來 掌握未來】
南台科技大學第二場新世紀通識大師講座，5 月 4 日 E 棟 13 樓國際會議廳
舉行，聘請前台北教育大學校長莊淇銘教授以「探究未來 掌握未來」為題開講，
帶給聽講學生一場深具啟發震撼的精神洗禮。南台科技大學學術副校長盧燈茂表
示，學校建置學生核心就業力指標系統，訂定十項能力指標，通識課程佔有絕大
多數能力之對應指標，透過通識大師講座之安排，培養學生多元 能 力 之 真 實 意
涵，激發學生主動學習之能力。
莊淇銘教授為知名未來學學者、創新語言學習家、社會現象觀察家、作家等
多重身分，開創超倍速情境聯想語言學習法和無限創新、創意和創作的積極進取
態度。在這從頭到尾毫無冷場的演講中，以最佳的互動技巧示範如何把知識化做
經過思考、創新和運用的力量，充分讓學生見識到沒能在現實生活中運用的知識
就等於沒有用處。在一問一答與現學外語方法的帶動下，符合南台科技大學超越
大學教育產業化窠臼的初衷，可說是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開辦深耕學生人文涵
養以培育新世紀技職人才理想的實踐。

盧燈茂副校長代表校方致贈感謝狀給莊淇銘教授

【找好工作嗎？好康在這裡！】
為提升大專畢業生就業機會，教育部推動「96-99 學年度大專畢業生至企業
職場實習方案」第二階段，凡 96-99 學年度畢業的南台校友，都有資格參與並找
到您理想的工作，同時保障每月薪資不得低於 2.2 萬元。除此之外，為減輕企業
培育新人教育訓練的花費，政府更提供企業每位實習員每月新台幣 1 萬元的補助
(以 6 個月為限)。此外，99 學年度畢業的校友，亦可提早在平台登錄，畢業後可
比別人更早上班。
由於名額有限，歡迎待業中、無經驗、或想轉換工作跑道的 96-99 學年度南
台校友踴躍參加。歡迎校友企業上網登錄徵才資訊，若有任何疑問請參考學校職
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網站(http://cda.stut.edu.tw/node/130)或來電洽詢。

即日起於於 7 月底前登錄即可抽獎，媒合成功再抽獎，獎品有限，立即把握！
■ 企業端聯繫窗口：

李佩芬 小姐
TEL：06-2533131#1303
E-mail：pagelee614@gmail.com

■ 實習員聯繫窗口：

林湙諼 小姐
TEL：06-2533131#1301
E-mail：amanda1103@mail.stu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