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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榮耀： 

連續二年榮獲典範科大私校最高補助 

教育部繼 101 年提出「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試辦計畫」，再於 102 至 105

年正式推動「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南臺科大在 43 所學校激烈競

爭中再度脫穎而出，連續第二年獲得補助，兩年合計 1 億 5,500 萬元，

皆為私立科大最高額補助。 

 

本校自 101 年 4 月至 102 年 3 月底，460 件總金額超過 2 億 1,536 萬元

的產學合作、14 件總金額達 303 萬元的技轉案及 70 件發明專利，整

體研發與產學金額較前一年成長 32%，其中技轉成長 59%，產學合作

成長 41%；專利成長 78%，充分展現典範科大計畫執行績效。 

戴謙校長表示，在未來四年，南臺科大將肩負起發展成為我國典範科

技大學之責任，在教學卓越與典範科大兩項計畫的密切合作下，發展

成為「產業合作最佳夥伴之科技大學」，並持續透過「南臺灣技職校

院典範策略聯盟」夥伴學校及產業界的合作夥伴，推動跨領域、跨校

及跨業的緊密合作模式，共同培育產業的優質人才，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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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榮耀： 

南台灣技職院校院典範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簽約 

南臺科技大學在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審查中脫穎而出，

不僅是唯一的一所私立科技大學獲選，更與其他三所國立科技大學並

列為第一級的典範科技大學。在典範科大計畫中，南臺科大以成為「產

業合作最佳夥伴」為目標，因此由「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及「制

度調整與典範分享」三個面向推動，來達到皆能「與產業無縫接軌」

的最高目標。 

 

奠基於試辦計畫，南臺科大為持續深化各項機制及策略，邀請大仁科

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吳鳳科技大學、東方設

計學院、南榮技術學院、高苑科技大學及輔英科技大學共八所夥伴學

校於 1 月 25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發起成立「南臺灣技職校院典範

策略聯盟」，推動跨校人才培育、研發商品化等工作，深化與產業聚

落的連結。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表示，南臺多年來積極打造親產學校園。在典範科

大試辦計畫中所推動的策略與作法，都獲得學界及產業的高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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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將這些經驗與夥伴們分享，因此將與策略聯盟的夥伴學校緊密

合作，共創績效、共享績效。 

 

戴校長進一步指出，策略聯盟將透過跨校三創活動、跨校加值來建構

師生跨校合作管道，南臺將與各校共同推動研發成果商品化及特定領

域的產學合作，並與產業聚絡緊密連結，一起打拼。 

受邀的八所學校校長對策略聯盟的成立宗旨與目標一致表示認同，也

感謝南臺科大不藏私，願意與各校分享，透過各校的共同努力，相信

這個聯盟將能成為「產業合作最佳夥伴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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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榮耀： 

榮獲教育部核定最高等級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南台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再登高峰，榮獲教育部核定最高等級四年

期教學卓越計畫補助，102 年度獲教育部最高額補助 7 千萬元，為公

私立技職校院補助最高。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表示，該校辦學績效屢獲各界肯定，自 95 年度

執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以來，成果亮麗，一再獲得教育部之肯定，

至 102 年度共獲 5.4881 億元高額補助，是董事會與全體師生努力成

果，亦是全體南臺人之榮耀。 

南臺科大榮膺為教學卓越及典範科大，藉由二者之相輔相成，該校已

具有下列特色：(1) 具完善之教學與輔導資訊系統，(2) 具完善之實務

與三創人才培育機制，(3) 具完備之親產學環境，(4) 具備國際化校園

氛圍，(5) 具備國際競爭力之領先技術。 

在新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南臺科大將持續秉持以企業化經營之精神，

及「特色、創新、深化、永續」之理念，落實執行計畫之四大主軸：

(1)技職燈塔領航分享，(2)實務精進知能認證，(3)國際頂尖黑手培育，

(4)產業連結就業接軌，以培育產業所需之務實致用人才，同時亦將扮

演技職教育燈塔角色，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與夥伴學校攜手合作，共

創技職教育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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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榮耀： 

本校連續五年稱霸 榮獲《Cheers》雜誌企業最愛 

私立技職校院第一名 

《Cheers》雜誌連續 17年進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儼然成為

企業評價大學辦學績效及用人參考時的重要指標，同時也可以作為考

生們選讀大學的參考。經過 17年的調查紀錄顯示，私校畢業生的表

現，逐漸在企業界建立起知名度，尤其近年來在教育部推廣學產一貫

教育方針的推動之下，技職校院也逐漸受到各大知名企業之青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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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總體排名的前 30名中，就有三分之一為技職校院。除了台灣科技

大學、台北科技大學兩家校友數龐大的老字號科大外，本校則穩居私

立技職龍頭，連續五年稱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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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榮耀： 

本校的輝煌成就：  

1. 私立技職唯一連續二年榮獲典範科大私校最高補助。 

2. 自 95 年度起就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且補助金

額都是最高等級。 

3. 「世界大學網路排名」評比，世界 589/6000，全國科大

第一。 

4. 2009~2012 Cheers 雜誌公布企業最愛，私立技職校院第

一。 

5. 教育部技職風雲榜技職競賽積分，全國科大數一數二。 

6. 101 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

一名。 

7. 表現最佳的國際化學校:與 22 個國家的 86 所大學簽有

姐妹校合約；目前有 170 位外籍學生。 

8. 工學院七系全部通過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畢業

證書獲國際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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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交流：群創光電與本校攜手培育自動化研發人才 

本校與群創光電在 102年 1月 24日共同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以「自

動化」研發人才培育啟動雙方的合作。此份合作備忘錄同時獲得台南

市賴清德市長、教育部技職司饒邦安副司長及南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

的見證。群創光電在簽約儀式中，特別贈送本校一套結合光學、機構、

電控、四軸機械手臂軟體及治具開發的全自動化研習教學設備。群創

光電表示，該公司將持續提供教學與研發的軟硬體設備，以深化這個

合作案。 

群創光電段行建董事長恭喜本校在 2012年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

大學計畫」的唯一私立科技大學，群創光電與本校的產學合作，主要

為培育「自動化」專業人才，包括短期計畫與長期計畫，短期計畫為 

2013年大四下學生直接進入群創光電實習；長期計畫則是成立群創學

院：招募學生修習量身設計的課程，機械、電機、資工系大四學生開

始至群創實習，實習結束由群創評定續任資格，透過「學產一貫學程」

訓練出企業「即時可用」人才，達成產學無縫接軌、學習即實習、畢

業即就業目標。 

 

  群創光電與本校攜手培育自動化研發人才    群創光電贈送一套全自動化研習教學設備 

 

          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                             簽約儀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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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交流：晶心科技公司捐贈軟體予南臺科技大學 

晶心科技捐贈價值2000萬元智財與軟體發展平臺予南臺科技大學資工

系，支持學校進行各項學術活動，為加強學生實作的能力，於101年12

月19日舉行捐贈儀式，由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副校長與晶心科技林志

明總經理共同簽訂合作合約。 

 

晶心科技於2005年創立於新竹科學園區，致力於開發32位元微處理器

核心智財與系統晶片平臺(Processor-based SoC Platforms)，為一結合軟

硬體及系統整合能力且專注於系統晶片核心開發的公司；為鼓勵使用

系統晶片研發設計樣品、專題研究、原型製作、發表論文等，晶心科

技與南臺科大簽訂產學合作合約，希望藉由學校與企業合作以提升產

業技術、改善教研環境，並增加學生就業機會，締造產、學雙贏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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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博士表示，南臺科技大學起源於專科學校，除

了理論基礎之外，更注重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今年更榮獲教育部典

範科技大學的計畫，是唯一一所私立典範科技大學，主要是本校與產

業界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產學攜手共同研發技術與進行人才培育。

此次捐贈給南臺科技大學的 AndesCoreTM 、 AndesLiveTM 及

AndeSightTM是晶心科技最新開發的產品，價值約新臺幣2000萬元，

除了商業應用外亦適合學術研究與教學用途，例如使用於嵌入式系統

發展之基礎教學、嵌入式系統原型發展、各種先端科學SoC之設計與

應用發展等；將能讓學生充分瞭解業界最新的微處理器核心智財及開

發平臺，使其在進入職場之前，了解業界最新技術，並做好最完善的

職前準備及訓練。 

 

南臺科技大學盧燈茂副校長表示，資訊工程系成立於2002年8月，為國

內科技大學資工系中，第一所大學部與研究所均通過IEET認證的系

所；本校工學院於2009年七系全部通過IEET工程教育認證，可見學校

在推動教學卓越的努力；資訊工程系自成立以來，老師與學生均兢兢

業業、全力以赴，因此在教學研究服務方面，卓有績效，屢獲外界肯

定；此次產學合作的簽訂，即是給予學校與系所極大的肯定，也期待

未來能帶給學生創新的思維與視野，增加學生未來的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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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交流：101/12/12 新唐科技捐贈資工系教學平台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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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南臺科技大學 43週年校慶 

南臺科技大學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慶祝該校創校 43 週年，舉辦校慶

懷舊感恩系列活動，包含「繼往開來—南臺發展檔案回顧展」、專利研

發成果加值競賽展、EMBA 十週年活動、校園反毒宣導活動、「我們

這一班」校友餐會等。校慶慶祝大會除了公開表揚今年度風雲人物王

春祥同學之外，還邀請校內外來賓一同蒞臨南臺科大慶生，包含姐妹

校－捷克生命科學大學 Dr. Jiří Balík 校長、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大

學 Dr. Lanny Pandjaitan 校長、德島大學香川征校長、熊本大學鳥居修

一教授、東岡大學李旼淑理事長等亦率團前來慶賀，全校同歡、繼往

開來，使得創校 43 週年更顯意義非凡。 

 

為慶祝 43 週年校慶，南臺科大於校史館舉辦了「繼往開來—南臺發展

檔案回顧展」，展出內容為從南臺設校、成立技藝專科學校到工業專科

學校，再到工商專科學校，升格技術學院進而改名科技大學，各時期

之校名、校印、歷任董事長、校長及重要事績之公文檔案，輔以照片

說明，另有電子檔以 LCD 螢幕播出，探尋學校發展之歷史軌跡。南臺

科大歷經草創、成長及茁壯各時期的蛻變，校史檔案非常豐富完整。

藉由檔案回顧展，讓全體師生及校友瞭解校史由來，緬懷先賢、見證

學校的發展，進而凝聚向心力。校長戴謙於開幕時表示，今天大家能

在安定的校園環境中任事及學習，是創校先賢熱心教育、歷經蓽路藍

縷的艱辛，與前輩們犧牲奉獻辛苦辦學而來，要飲水思源，心存感恩。

期勉師生繼往開來，全力以赴，開創新局，再為校史寫下更璀璨豐碩

的扉頁。 



14 

校園活動：2013 畢業演唱會 

5 月 22 日晚上 6 點 30 分在六宿前大草原，舉辦「MAYBE 畢業演唱會」，

由知名藝人大飛與大根擔任演唱會主持人，邀請實力唱將梁文音、爆

發力十足戴愛玲、獨特嗓音胡夏、鄧千繪、最猛新人白安、饒舌歌手

頑童、哈士奇、阿布、甜美可愛陳芳語、等多位藝人歌手勁歌熱舞與

學生和與會嘉賓共度「畢業演唱會」，現場 High 翻天，好不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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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榮耀： 

賀本系全部學制通過 IEET 認證，畢業證書有國際效力 

IEET 認證說明：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成立於 2003 年，為一非官方、非營利的社團

法人。IEET 是國內首家受教育部認可的專業評鑑機構，主要業務為規

劃及執行符合國際標準的工程教育(EAC)、資訊教育(CAC)、技術教育

(TAC)及建築教育(AAC)認證。國內已有 70 餘所大學校院的 450 個系

所通過 IEET 認證。 

「華盛頓協定」的宗旨為在「實質相當」之前提下，簽署會員互相承

認彼此的認證標準與程序。通過認證的大學院系畢業生，代表其已具

備執行工程專業所需之基礎教育。換言之，本系的畢業證書受到其他

會員國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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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的優點： 

 認證制度具公信力，對社會國家負責 

 系所通過認證，教學品質有保障 

 學歷受認可，申請國際專業證照門檻 

 畢業生核心能力明確，增進就業自信心 

 強調設計及實作，專業知能受肯定 

 以學生為中心，教學貼近學生未來發展 

 學生/家長意見受重視，系所精進成長 

本系全部學制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通過 IEET 認證，其中大學部與進

修部通過 3 年、研究所通過 6 年，可見認證委員對於本系教學品保給

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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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榮耀： 

系上獲獎榮譽榜 

 

為表彰系上師生積極參加各個競賽獲取榮耀為系爭光，於系上

公告欄以獲獎榮譽榜公告，期許學弟妹見賢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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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 

第二十三屆全國資訊安全會議 

全國資訊安全會議於民國 102 年 5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南臺科技大學 E

棟 13 樓辦理，由戴謙校長與楊中皇理事長共同主持。 

 

全國資訊安全會議已舉辦過二十二屆，今年由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

系與中華民國資訊安全學會合作辦理，此會議為我國資訊安全領域最

重要的學術活動，除了廣邀學術界、工商業界相關人士、公私立研究

機構研究人員及資訊安全與電腦密碼學相關之專家，提供研究成果的

發表，也舉辦產學交流座談會，以提升國內在資訊安全學術領域之研

究水準及應用層次，並提昇我國資訊安全領域研究之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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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博士表示，今年 5 月 9 日發生菲律賓公務船攻

擊臺灣漁船的不幸事件，相信大家對於菲國政府的後續處理仍然相當

不滿意，而在這過程中，網路上有所謂愛國鄉民悄悄的進行「鍵盤開

戰」，雖然菲律賓駭客也不甘示弱對我政府和民間網站發動阻斷式服務

攻擊，不過，台灣的網站並沒有受到太大傷害，反而是激怒了台灣的

駭客，由「匿名者－台灣分部」的駭客組織突破菲國網路防禦，取得

DNS 控制權，把菲國政府網站所有頁面都換成了要求菲國道歉、交出

兇手的聲明。這個事件簡單來講，就是反映了資訊安全的重要性，也

就是此會議最重要的目的。今年各界參與情形非常踴躍，共有二百多

位專家學者參與盛會，本人相信本會議必能提供與會學者、專家及先

進有關資安領域新的觀念，並給予新生代學子新的啟發，對於新技術

能更深入的研究與發展。 

 

中華民國資訊安全學會楊中皇理事長表示，中華民國資訊安全學會目

前擁有三百多位會員，其中包含將近兩百位具資訊安全專長的教師，

是我國最大的資訊安全與網路安全組織，如果計算資訊安全學會教師

會員與指導的碩、博士班學生，總數將超過一千位，也是我國資訊安

全領域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因此，為維護國內網路與系統的安全，保

護個人、公司、企業等的重要資料，防範駭客惡意的入侵與攻擊，培

育優秀的資訊安全人才乃當前最重要的目標，舉辦全國資訊安全會

議，相信能帶給學生創新的思維與視野，增加學生在資安方面的理論

與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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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資工系李南逸主任表示，本會議邀請行政院資通安全辦

公室吳啟文副主任介紹政府在資通安全方面所受到的威脅趨勢及防護

策略、日本 KDDI 電信公司資深研究專員 Koji NAKAO 先生介紹如何

強化網路系統的安全性、上海交通大學陳克非教授介紹大陸在資訊安

全教育與人才培養的方法、陝西師範大學楊波教授介紹如何在雲端運

算中做安全有效的容錯關鍵字搜索、成功大學資工系黃宗立特聘教授

介紹機率式量子金鑰分配技術、上海交通大學劉勝利教授介紹有效率

的公開金鑰系統技術，六場演講囊括當今重要的資安議題與技術，相

當值得聆聽與參與討論。此外，為加強學界與業界對談，也辦理一場

產學交流座談會，主題為個人資料保護法衝擊與因應措施，相信能幫

助大家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認識，也讓大家學會保護自己與了解自

身權益。現場也有多家廠商擺攤介紹資安設備與資安服務。 



21 

系上活動剪影：101/12/13 大一生涯規劃講座 

邀請講師莊維家先生暢談「大學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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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剪影：10 1/12/14 啦啦隊獲獎  

 

 



24 

系上活動剪影：10 2/12/17APP 程式設計創新應

用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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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剪影：10 2/3/21 業界實習座談會  

邀請研芯科技蔡耀鴻執行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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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剪影：10 2/4/3 南科群創公司訪視實

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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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剪影：10 2/4/09 與系主任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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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剪影：10 2/4/11 美律電聲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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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剪影：10 2/4/15 車用電子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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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剪影：10 2/4/24 教學助理培訓與經驗

分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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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人物：鄭淑真老師用音樂做愛心 

〔自由時報記者洪瑞琴／101 年 9 月 10 日台南報導〕揪團用音樂做愛

心！「牛奶魚樂團」團員來自各行各業，年紀從七十歲到十二歲，不

乏科技公司總經理、工廠老闆、家庭主婦，週日犧牲假期，到老人安

養機構或殘障庇護中心慈善義演，散播歡樂，讓美的音符跳躍人間。 

 

鄭淑真老師(上圖前排左一)與一群充滿愛心的音樂愛好者組織了「牛

奶魚樂團」，經常公益演出，散播歡樂與愛心。 

「牛奶魚樂團」的部落格：http://milkfish2010.blogspot.tw/ 

鄭老師擔任義工老師，每個週六下午去教孩子們小提琴，讓弱勢兒童

有機會免費學樂器課程，在台南文化中心 2012 弱勢學童樂器學習課程

成果分享音樂會影片如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AvISY8PK68&feature=youtu.be 

2013/4/27 在新化演藝廳的公益演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9VX5KSWceY&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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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校園剪影 

   

      有透明電梯的 T棟   藏書豐富的南台圖書館 

 

南台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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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校園剪影 

 

飄著咖啡香的南台星巴克 

 

情人節晚上的六宿 

(圖片來源：Goo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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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校園剪影 

 

全國唯一環保綠能運動場館「優活館」 

 

校友服務：校友優活館使用辦法 

整個場館共有四個樓層，第一層為可容納 15 張球桌的國際標準桌球

館； 第二層為兩間寬敞的律動教室； 第三層是四周均為玻璃帷幕，

可遠眺南台科大校園的體適能發展中心； 第四層則是挑高 10 米的羽

球館，利用空氣對流及綠色植披所帶來的遮陽隔熱效果。 

1. 到職涯中心索取或上網下載「優活館使用校友臨時證明申請單」。  

2. 將填寫完成之申請單，。  

3. 校友臨時證明單限本人借用時間使用，逾期無效。  

4. 借用時間最長以一星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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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校友借書辦法 

 

本校擁有全國技專院校最佳的圖書館，中(日)文圖書有 267,855冊、外

文圖書67,788、光碟及線上資料庫(種)169種、電子書 206,295冊，圖

書閱覽座位數 1,699個。校友只要辦妥「臨時借書證」，就可以享用

豪華的圖書館，步驟如下：  

1. 到圖書館索取或上網下載「臨時借書證申請單」，由原畢業系所或

本校校友會簽證並繳交保證金 2000元整。  

2. 將填寫完成之「臨時借書證申請單」，連同申請人之畢業證書影本

及身份證正本（驗證後歸還），一吋照片 2張，向圖書館申辦「臨時

借書證」。  

3. 借書冊數以5冊為限，借期2週，可預約、可續借一次。  

4. 借書證之有效期限以 3年為單位，期滿得重新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