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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王伯壎董事長榮獲傑出校友獎 

王伯壎董事長 74 年本系進修部二專畢業，畢業後就創建了富強鑫公司，主

要生產射出成型機。目前除在大陸 31 個城市設有服務據點，也在美國、巴西、

印尼、菲律賓、印度、泰國、越南、伊朗、馬來西亞、俄羅斯都有銷售據點，

今年底或明年還會與印尼代理商合資設直營公司，越南及菲律賓也在籌畫中。

目前富強鑫的年營收約 27 億台幣，中長期發展願景是 2025 年營收達百億元，

躍升為全球前 10 大射出成型機廠。 

王董事長的獲獎紀錄極多，重要獎項包括：全國優良商人之金商獎、第十

屆創業青年楷模獎、102 年度工礦團體優良理監事等，今年又獲得本校最高榮譽

的「傑出校友獎」，可謂實至名歸，本系師生及系友都同感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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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創校 45 週年慶祝大會 

南臺科大創校 45 年來，從 58 年創校時期 364 位學生的專校，發展至今已成為近

1萬 9千位學生的優質科技大學(學生人數排名全國大學第七位)，創校之際，崎嶇起

伏、荒煙蔓草的校地，今日已是處處巍峨聳立之建築，尤以辦學績優，在歷次教育部

辦學績效評鑑與獎補助款之配額，均名列前茅、傲視群倫。 

大會也特別表揚 5位傑出校友，分別為：亞廣展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耀德校

友(62 級化工科)、瑪佶斯國際集團營運主席劉明創校友(69 級工管科)、元能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魏子夏校友(69 級電機科)、富強鑫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伯壎校

友(74 級電子科)，以及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黃建銘校友(76 級機械科) 

姊妹校齊聚祝賀 系友王文隆(76 級)開幕演奏 

左起：王耀德、劉明創、魏子夏、戴謙校長、王伯壎、黃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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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一世緣、二代情、同窗誼活動 
延續 40 週年校慶全台創舉的「一世緣、兩代情、同窗誼」，今年更加擴大舉辦，

共計邀請 45 對南臺夫妻檔與親子檔，參與此具有傳承意義的活動。「一世緣」

由黃進發、李碧素兩位夫妻校友代表；「二代情」則由王國連校友與王昱智同學

代表，並由校長頒發福證證書。餐會現場參加人數高達 800 人，充分展相本校

校友的熱情與凝聚力。79 級電子科畢業的黃俊錫校友，現任台南藝術大學中國

音樂學系副教授，特別帶領榮獲國際古箏大賽金獎的「谷方當代箏界」表演團

隊返校於餐會中表演。聲聲不絕的箏韻，以動人的音樂張力及渲染力，為箏樂

藝術開創嶄新風貌，獲得全場熱烈迴響。校友會也在現場規畫拍照打卡專區，

提供校友拍照留念，希望留住 45 週年這一刻的感動與溫暖。 

  
黃俊錫(79 級五電子甲系友)率領「谷方當代箏界」開幕演出 

 

 

王文隆引領校友入席 一世緣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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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緣夫妻(黃進發伉儷)接受大家的祝福 

  
77 級五電子甲 76 級五電子 

王文隆與師長合影 黎靖、王國隆、莊振昌、顏楚紅、莊一

仲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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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第六屆系友回娘家活動 

活動時間：12/13(六)下午2:40-3:00 

活動地點：S104  

1. 出席人員： 

本校長官：校長、張副校長 

電子系  ：黎靖主任及全體教職員 

系友會  ：謝鎮龍、周明慧及系友會理監事 

返校系友及班級：傑出校友王伯壎董事長、66級二電子甲、66級五專、70級五電子、

76級五電子、79級五電子甲、83級五專甲班、89級二技甲、91級四技電

子甲班。 

在校生：系學會同學 

2. 活動流程： 

時間 活動 

14:30-14:40 系主任致歡迎詞 

14:40-14:50 張副校長致詞 

14:50-15:00 系友會系務說明：周明慧理事長 

15:00-15:10 校長致詞 

15:10-15:25 介紹傑出校友王伯壎董事長並邀請王董事長致詞及致贈紀念品 

15:25-15:30 頒贈感謝狀給系友吳展良及林明鐘 

15:30-15:40 意見交流 

15:40-17:00 各班班會並拍攝團體照(S 棟中庭) 

17:00 散會 

3. 電子系與系友活動的具體內容： 

(1) 成立系友會組織，共同推展系友會活動。 

(2) 成立Facebook 社團，讓系友可以即時了解系上的動態。 

(3) 出版「系友通訊電子報」，介紹學校及系上的重大活動及系友在各領域的傑出

成就及光榮事蹟，目前已經出版到第12期。 

(4) 協助系友開設的公司申請SBIR及產學合作，系友捐贈獎學金、設備及實習等。 

(5) 建立系友的資料庫，已超過600筆資料。 

(6) 邀請系友參加課程諮詢委員會議，提供業界經驗。 

(7) 在校生參訪系友的公司。 

(8) 邀請系友會理監事參加電子系自強活動及尾牙聚餐。 

(9) 邀請系友返校演講，跟在校生分享社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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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第六屆系友回娘家活動 

校長親臨致詞 行政副校長張鴻德(本系 84 至 89 學年度系

主任)致詞 

黎靖主任做系務發展簡報 頒贈校友電子報精裝本給傑出校友留念 

頒發感謝狀給捐款系友吳展良 頒發感謝狀給捐款系友林明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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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的服務團隊 感謝將近 200 位學長姐的踴躍參與 

觀看在校老照片 久未見面的老同學相見歡 

在學校開班會，有吃又有拿 豐盛下午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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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 76 級五電子甲班 

89 級二技電子 79 級五電子甲班 

83 級五專甲班 66 級二電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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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鈞、謝光洲和楊金良 77 級五電子甲 

91 級四技電子甲班 

林嵩閔、李春億和許家豪 103 級微電 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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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獎 恭喜中獎 

 

要抽大獎了 誰得獎?先賣個關子 

 

恭喜陳正鴻得大獎了--Asus 10"平板 大獎、小獎抽不完，沒回來的只好再等 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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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第 26 屆南臺科大汽車大展 
「第 26 屆南臺科大汽車大展」於 12 月 6及 7日兩天在南臺科大校園內隆重舉行。

今年車展主要劃分為「進口車區」、「國產車區」、「機車區」、「電動車區」、「百

貨音響區」、「汽車儀器工具區」、「超跑車區」以及本校工學院師生精心製作的專

題作品陳列區「專題成果展示區」，展示攤位數約有 470 個。除了特別邀請賓士、奧

迪、BMW 展出經典車款外，各家廠商也紛紛推出當紅車款來參與此次汽車大展；在機

車展出部分有宏佳騰、光陽、三陽、山葉、比雅久等公司展示最新款機車，同時亦展

出 Aprilia、Kawasaki、BMW、Suzuki、MV Agusta、Honda 等知名最新款式的重型機車。

此外，亦展出電動自行車、儀器工具設備、性能改裝車、汽車音響與精品百貨等，幾

乎所有汽機車相關行業產品匯集於此。 

車展另一重頭戲是在師生極力邀請下，協辦單位 OPTION 改裝車訊、一手車訊、和

參展廠商 iPE 提供近 30 部超級跑車，例如 Ferrari 458 Speciale (4500cc,1614 萬)，

McLaren MP4-12C Spider (3800cc, 1535 萬)，Ferrari 458 Spider (4500cc,1536

萬)，Lamborghini Gallardo LP 550-2 (5200cc, 1388 萬)，AUDI R8 V10 (5200cc, 1093

萬)，Maserati GranTurismo MC (4700cc, 848 萬)，Porsche 911 GT3 (3800cc, 830

萬)，Tesla Model S P85D (純電動, 600 萬)…等，其總價值上看 6億元的稀有車輛，

其中，由值得一提的是孚海國際公司熱情提供時下最高等級的純電動車 Tesla Model S 

P85D 等二部。總之，陳列超跑車或電動車皆非常有看頭，尤其對於喜好改裝車的人士，

千萬不可錯過此一上好難得機會。  

開幕 本校開發之賽車 

車展首次出現骨董車 難得一見的悍馬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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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汽車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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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汽車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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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聯合創新育成中心」揭幕啟用 

本校為提升區域育成輔導能量，運用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 4,900 萬元建

構「聯合創新育成中心」，103/12/17 日揭幕啟用，提供「雲嘉南跨區典範策略聯盟」

夥伴學校師生、校友與有意創業的社會青年使用，為國內產業注活水。  

「聯合創新育成中心」創設概念，源自 2005 年美國舊金山成立全球第一家以「商

業」(Work Only)的共同工作空間，共用工作空間使用綜效超過預期，在全球各地成了

產業發展的主流。共用工作空間，是實體上的工作空間，也提供共同工作者社群的平

台，南臺科大「聯合創新育成中心」為推廣共用工作空間，更建置「IQ Space」作為

創業基地，除了提供創業工作者工作空間之外，亦透過交流對話活動的辦理，形成跨

界交流場域，以孕育更多創新與創意。 

聯合創新育成中心共 450 坪，1樓規劃共同工作空間「IQ Space」，為激發創業

者靈感 (Inspiration)、創新 (Innovation)、互動(Interaction)與整合 

(Integration)四重奏(Quartet)的空間，提供創業者做好正式成立公司前的準備。2

至 3樓闢建育成核心培育空間，提供創業育成輔導。培育對象包括有意創業的社會青

年、「雲嘉南跨區典範策略聯盟」夥伴學校師生及校友。此外，並依產業群聚特色，

選定文化創意、資通訊、多媒體設計及創新產品與服務等四個產業為重點培育領域。

目前 IQ Space 共同工作空間試營運期間不收費，歡迎各界想創業師生及社會人士多加

利用，欲知進駐詳情請洽南臺科大產學處創新育成中心，電話：(06)253-3131 轉

1507~1509。 

 

【本校鄭高輝董事長(左三)、張信雄董事(右三)與戴謙校長(左二)以及台南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王俊博主秘(右二)、南科管理局蘇振綱主秘(右一)與原鼎資訊公司吳家昇總

經理(左一)為聯合創新育成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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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專利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合作聯合簽約儀式 

本校為展現研發量能與產學雄厚實力，秉持應用研究及實務技術並行發展之目

標，於 12 月 24 日舉辦「專利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合作聯合簽約儀式」。今年活動隆

重展出各產業領域最新之研究成果與國內外國際發明展得獎金牌作品，歡迎廠商洽談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  

 

本校與 10 家知名廠商簽約儀式合影 

為營造親產學的校園環境，舉行一系列活動包含彙集 238 件專利、近 60 件科技部

研發成果，編纂成精美手冊免費贈與廠商，以推動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同時，舉辦

「專利與研發成果展」，展出專利與科技部研發成果，是該校近年來在不同領域之豐

碩研究成績，加上南臺科大育成中心 IQSpace 成果，共 60 個攤位，73 件作品。內容

涵蓋電子電機、機械與機電、農業生技、多媒體與資訊、人文與設計等領域。此外，

更邀請校內師生團隊參觀本次成果展並尋找目標作品，藉由跨院、系所合作，將成果

展中的技術加值（如創意包裝、產品再設計、技術結合、文化加值、行銷規劃等）。

展品加值結果將於 12 月 13 日校慶當日展出，並以加值前後產生的效益作一激烈競賽，

希望將已有具體研發成果之技術推廣至業界，創造專利商品化價值，期使各界體會到

該校努力推動創新、創意、創業之三創豐碩成果。  

 

專利與研發成果展暨產學合作剪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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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活動：校友盃羽球錦標賽 

12月 6日在母校悠活館舉辦第 2屆校友盃羽球錦標賽，共吸引了 52 支隊伍百餘

人參賽，賽況相當激烈。參賽組別分為「壯年組」、「青年組」及「健康趣味組」，

讓各年齡層的校友都能一起同樂。  

參賽隊伍中，不乏有與昔日同窗好友一同參賽的校友，而在專科時期是南臺排球

校隊的林政達校友就是其中一位。林政達校友說：可以跟 20 年的好朋友回母校比賽，

是一件很快樂的事。活動現場校友間相互交流、分享在學時的趣事，讓比賽現場多了

一份溫馨氣息。 

經過一天激烈的比賽後，各組成績如下：壯年組冠軍「西拉雅好慢」、亞軍「西

拉雅最強」、季軍「西拉雅增強」；青年組冠軍「佐佑運動用品」、亞軍「阿家羽球

團長隊」、季軍「胖虎隊」、殿軍「阿家羽球團 B隊」；健康趣味組冠軍「射石飲羽」、

亞軍「99%的好運」、季軍「神鵰俠侶」。 

 
【2014 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羽球賽參賽隊伍合影】 

 

【南臺工專時期的排球校隊，(由左至右：林政達、郭全益、劉致良、李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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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賀周明慧學長接任校友會台南分會理事長 

歡迎新會員加入，年費 1,000 元，可享有四次活動(新春團拜/自強活動/中秋聯

誼/會員大會)免費參加。 

本校自民國 73 年即成立校友會，自 99 學年度起更成立「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與「校友總會」之專責單位，強化對校友的服務。 

校友總會提出三大核心價值: 誠信互助、熱忱關懷、服務奉獻，及 4 大策略目標: 1.
服務奉獻為 3 大核心價值，做為全國校友與學校互動的平台；2.培育校友成長與茁壯

的搖籃；3.儲備全國校友企業的人才庫；4.創建校友人生中另一個家庭的延伸。 

具體策略則是以校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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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定期的活動，校友間可以

互通訊息，學長、姐可以做為學弟、妹在職場上的導師，甚至能在職涯、工作經驗等

各方面提攜學弟、妹，活動同時也邀請校內師長針對職涯需要做專題演講，讓校友畢

業後仍能吸取新知，並且與學校保持聯繫。 

台南分會 FB：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47212591989372/ 

南臺電子系友會 FB：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58300857597647/ 

周明慧理事長與台南分會幹部合影留念(10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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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賀本系榮獲 Maker Faire Tainan 2014 BeRobot

人型機器人迷宮程式競賽第一名 

2014 年 11 月 15 至 11 月 16 日在成功大學中正堂舉辦 Maker Faire 活動，

其中在極趣科技公司負責『BeBobot 人型機器人迷宮程式競賽』，來自國內外近

20 個機器人隊伍，有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及國小共有 17 隊，分成 A組(社

會人士/大學/高中職學生)及 B 組(國中/國小學生)。  

競賽目的是設計可遙控或可自主行進之人型機器人運動程式，要求在最短

時間內，走完迷宮、超越障礙、搬完紙箱、到達目的地。 

楊金良及賴培淋老師指導學生許晏維、伍崇源、周宜瑾參加『Maker Faire 

Tainan 2014 BeRobot 人型機器人迷宮程式競賽』榮獲第 1 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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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校慶專題競賽獲獎隊伍 

 

第 1 名、中小型魚室(胡雲翔、溫振成) 第 2 名、四足機器人(趙令詳、劉禹成、

侯毅杰) 

第 3 名、一氧化碳中毒防制系統(莊明

龍、邱宇賢、吳航毅、 郭晏宏) 

佳作、應用紅外線室內定位與電力線通

訊於家電控制(蘇偉諺、楊睿峯、姜泰安)

佳作、創意音樂遊樂器(黃冠儒、張右

昇) 

佳作、智慧型植物工坊行銷系統(吳騏

宏、張庭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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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 2014 南臺電子盃 

全國高中職『藍牙聲控循跡自走車研習營』 

一、 研習時間： 103年 11月 1 日(六) ~ 11 月2日(日) 

二、 研習地點：南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電子系館 J404 

三、 培訓目標：『以趣味互動課程與實務的研習活動，輔導學生之專業技術

循序養成』與『落實學理、實務技能與跨領域技術(機電整合)的結合』。

研習學生完成『藍牙聲控循跡自走車』作品，透過『藍牙聲控循跡自走

車對抗賽』，以寓教於樂的方式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同時也檢測學生

的實務技術的學習成效。 

四、 參加人員： 

學校名稱 科別 人數 學校名稱 科別 人數 

國立嘉義高工 微電腦修護科 23 私立長榮高中 電機科 10 

國立臺中高農 生物產業機電科 1 私立立志高中 電子科 5 

國立臺南高工 電子科 2 私立立志高中 電機科 2 

私立崑山高中 資訊科 1 總計  44 

五、 授課教師： 

照片 姓名 學經歷 證照 

 

陳世芳 

副教授 

成大電機電

子組博士 

「數位電子」甲級證照 

「儀表電子」甲級證照 

六、 研習成果： 44位學生通過實務技術測試。符合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

發展協會『藍牙聲控循跡自走車製作課程能力證書』申領證書資格。 

七、 競賽成績： 

學校名稱 科別 學生姓名 得獎名次 

私立立志高中 電子科 蔡家盛 第 一 名 

私立長榮高中 電機科 紀雁騰 第 二 名 

國立嘉義高工 微電腦修護科 鍾承翰 第 三 名 

私立長榮高中 電機科 洪偉庭 技術優異獎 

私立立志高中 電機科 陳冠霖 佳作 

私立長榮高中 電機科 洪立宇 佳作 

國立嘉義高工 微電腦修護科 李伯燕 佳作 

國立台南高工 電子科 鄭珮伶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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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牙聲控循跡自走車研習營』活動花絮 

 

黎靖主任歡迎同學參加本項研習活

動，並向同學說明南臺電子系的教學與

研發成果 

陳世芳教授授課、同學認真聽講 同學認真實作 

完成作品立刻一較高下 優勝者出爐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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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說明公司待遇福利 工程部門經理說明製程

流程與職缺需求 

學生聆聽說明 學生填寫履歷 

說明會海報 實習訊息公告與說明會海報 

系上活動: 啟碁科技公司校外實習說明會 

1.時間/地點： 103 年 12 月 10 日(三) am 10:00~ 11:30 /電子工程系館 J404 

2.實習機構：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啟碁科技：張純瑋資深管理師、林賢德經理 

4.參加說明會人數: 四技網通四甲 33 人。 

5.參加面試人數: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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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系際盃啦啦隊錦標賽 
啦啦隊是每一位大一新生， 不管是參與比賽或是觀看比賽， 都會讓人熱

血沸騰的大一賽事。電保系的各位選手， 經過兩個多月的練習， 過程中也受

了很多傷。但是恭喜他們在這一場大型的典禮中， 榮獲驚為天人技巧獎。 

 這次電保系的風格是可愛的尼莫， 電子 orange、幼保 white， We are 尼

莫 Let's go fight 

謝謝這次辛苦的教練---樂樂還有助理教練們，也謝謝特地過來觀看比賽的

電子系系主任----黎靖主任， 還有一槓二槓三槓到 N槓的啦啦隊學長姐們， 大

家辛苦了! 

電子幼保系 We are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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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Sixgar 六系聯合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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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電子系學會社團評鑑榮獲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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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青春無敵 



30 

南臺藝文：校友范仲德及杜其東聯合藝文展 

慶祝創校 45 週年，本校邀請兩位知名藝術家校友： 69 級工管科范仲德及 77 級

工管科杜其東，於藝文中心舉辦陶藝及書篆聯展，展期自 12 月 3 日至 17 日止。范仲

德校友之陶藝作品以府城文化意象為創作靈感，作品細膩精緻，讓觀眾不自覺沈澱思

緒，充滿濃厚人文韻味。杜其東校友主張「習古，但不拘泥於古」的理念，書法揉合

行草楷隸筆法，作品有別於一般傳統書法與篆刻，其作品之巧思常讓人耳目一新。 

 

杜其東校友「美藝延年」書法作品 

 

范仲德校友之府城意象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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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大電子系 Facebook，歡迎加入 

系上為了強化對同學及系友的宣傳及輔導功效，並且凝聚同學

對系上的向心力，在 Facebook 成立了下列網站，歡迎各位系友加入

相關社團，分享各項系上資訊。 
(1) 南台電子系辦公室(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tust.eecs/)：

這是由南台電子系師、生、系友、好友共同成立的社團。這裡不

僅僅是公告南台電子系上活動動態的地方，更是一個大家可以分

享人生經驗，互相給對方加油打氣，好康道相報，甚至協助大家

找到好工作、開創光明人生的園地。團結力量大，讓我們透過這

個社團結成好友，相互扶持。 
(2) 南台電子系專題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6855272026776/)：提供同學

專題相互討論的平台，進而提升製作專題的興趣與能力。 
(3) 電子科技新知布告欄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08229029197382/)：引入最新

的科技新知，達到教育同學熱愛科學並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

會及全球的影響，以及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力。 
(4) 南台電子人文布告欄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68635039878613/)：引入人

文、美學、情感、心理及關懷社會的資料與報導，培養終身學習

與社會關懷之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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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友友通通訊訊電電子子報報》》之之目目的的  
 

本系自 60 年開始有第 1 屆畢業生以來，目前已有 1 萬 3 千位系友在各行各業展現

所學，為社會貢獻心力。系友是系上最珍貴的資產，團結的系友更是相互支持的一股

強大力量！因此本系在民國 98 年校慶時成立系友會，希望透過定期的活動，系友間可

以互通訊息，學長、姐可以做為學弟、妹在職場上的導師，甚至能在職涯、工作經驗

等各方面提攜學弟、妹，凝聚南台校友團結互動的力量。 

要團結系友首要工作就是要做好系友的聯繫，因此本系藉由發行《系友通訊電子

報》，讓系友除了知道母系、師長及畢業系友們的各項訊息及活動外，也可以透過電子

報將您的資訊讓大家分享。據此，《系友通訊電子報》之發行方向與重點為： 

1. 刊登系友在各領域的傑出成就及光榮事蹟。 

2. 報導系上各項重要活動及在校師生之成就及榮譽。 

3. 作為系友與系上師生溝通、產學合作及徵才就業的橋樑。 

4. 系友公開的園地，歡迎系友主動投稿，分享人生的經驗。 

5. 為系上的成長留下珍貴的紀錄。 

總之，願每一個系友除了大學四年或研究所數年與系上師長有聯繫外，更在未來

的生活中與母系密切相關，真正成為一個相互扶持的大家庭。 

 

系友意見交流或投稿請寄：leejing@stust.edu.tw  

南台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  黎靖 敬上 

連絡電話：06-2533131 ext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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