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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賀本校蟬聯「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第一 

並榮獲全台灣 TOP20 績優大學第八名 

本校辦學卓越，產學有成，在董事長鄭高輝

與校長戴謙的領導下，培育兼具專業技能與人文

素養之務實致用優秀人才，成為產業最佳合作夥

伴，贏得各界肯定。Cheers 雜誌公布 2015 年「企

業最愛大學生」最新排名，該校七度蟬聯私校第

一，並榮獲全台灣 TOP20 績優大學代表第八名之

佳績。 

本校連續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補助，總計 3.37 億元，以及「教學卓越計畫」

補助總計 6.84 億元。各項績效表現亮眼，尤其產

學合作方面，國科會、中央部會計畫、企業產學

合作及技術移轉皆有明顯成長；歷年來的教學卓

越計畫執行成果，學生競賽獲獎件數大幅攀升，

在在凸顯拔尖地位。 

為具體提升教師實務知能，自 101 年度起，

推動教師三年一輪企業研習，目前已達 100%教師

至企業研習的目標；為達學生「學用零落差」目

標，推動短、中、長期產業對接學程與專班，與

企業共同培育「即時可用」人才。  
 

本校極力推展三創，在 103 年建置完成南臺灣全方位育成大樓「聯合創新

育成中心」，內部空間包含前育成 IQ Space 及優質育成空間，提供社會青年或

跨校創業團隊全方位育成輔導。至 104 年 1 月，已進駐 23 家廠商，進駐率達

61%，進駐廠商領域聚焦，包含文創、生技、資通訊、多媒體設計。結合聯合創

新育成中心，以及即將啟用的校際聯盟商品設計實作工廠，南臺科大持續推動

三創教育，並鼓勵老師將專利研發成果商品化，積極輔導師生創業。  

本校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評比，成績

與補助金額均領先台灣所有私立技職校院，甚至超越國立科技大學，且學生人

數維持 18,000 名以上，學生數排名全國第七大，畢業生連續七年獲評為「企業

最愛」技職大學前茅，辦學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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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賀本系參加首屆 2014 KIE 高雄國際發明展 

榮獲 2 金、3 銀、1 銅牌及 1 馬來西亞協會獎 

「2014 第一屆 KIE 高雄國際發明展」由世界發明智慧財產聯盟總會（WIIPA）主辦、

臺灣發明商品促進協會承辦，於 103 年 12 月 20 日~21 日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

行，共有來自海內外 26 個國家、500 多件作品展現創意巧思參展角逐，南臺科大榮獲

2金 3銀 1銅 1馬來西亞協會獎，成績亮眼。  

 
本系榮獲 2金、3銀、1銅牌及 1馬來西亞協會獎 

金獎得獎作品「太陽能背帶」是張文俊老師、郭金城老師、林永春等研究團隊師生所

共同創作。主要是利用太陽光照射太陽能板使 pn 接面產生空乏區，並利用其導電，在

戶外也不需要擔心拍照拍到一半突然沒電的問題，並增加其電池所能存放的電力容量。  

 

「太陽能背帶」榮獲金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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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金獎得獎作品「充電站」是結合微控器與電池充/放電電路製作出一個可以快速回

收廢電池殘餘電能之設備，使能源得以再利用，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本作品係使用

微控器來實現升/降壓充電電路之脈波寬度調變(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功

能，使廢電池中之殘餘電能得已被抽出來並充至正常電池中以供再利用。除此之外，

該作品同樣利用一微控器進行廢電池與正常電池間之充/放電狀態檢測，以確保整個充

/放電過程之安全，避免過渡充電或短路事故之發生，達到安全、有效之電能回收目的。  

 
張文俊老師(左三)帶領參展學生於展場合影 

 
郭金城老師（左一）帶領團隊榮獲馬來西亞協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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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榜：賀本系榮獲 2015 全國 LED 創意設計競賽 

創意應用產品組第一名 

一、作品名稱：極光 

二、指導教師：張萬榮 

三、參賽學生：李其燁 

四、競賽日期：2015/3/8 

五、作品說明： 

得獎作品利用釹鐵硼磁鐵表面鍍鎳

使其具導電性以導通電源，並以磁

力式燈座取代傳統型固定燈座。作

品以磁鐵同性相斥異性相吸的原理

特性，在燈座安裝上簡單且無安全

上之疑慮，此外設計不同造型之燈

座並藉由吸附式燈罩，可隨時變更

燈罩的光源形式、功能、造型、與

角度等，因此可根據個人之需求做

調整，藉以因應不同場合所需之 LED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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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賀本系榮獲「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發明類社會組 2 項優選獎 

一、作品名稱：感應交易暨資訊管理系統/MuscleCare 

二、指導教師：張萬榮 

三、參賽學生：林辰儒,馬嘉駿/陳武麟,周祐賞 

四、競賽日期：104/3/3 

五、作品說明： 

感應交易暨資訊管理系統 

本作品提出提出一套創新構想，將電子

票證應用在加油站的交易作業上，既可

以省下現金交易時找零的時間與攜帶

大量零錢的麻煩，亦可以避免信用卡交

易時遭有心人士側錄信用卡資訊進行

盜刷。 

MuscleCare 

本作品提出一個具遊戲性的互動肌力

復健及訓練裝置，藉由微控制器結合感

測器與個人電腦/手機 APP 來完成一種

遊戲性的互動裝置，讓使用者可以維持

著一定的訓練來達到自己所預期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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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賀本系參加 2014 全國電腦輔助電路板設計技能

競賽榮獲第二、三名及四件佳作!! 

「2014 全國電腦輔助電路板設計技能競賽」共有大專 32 組及高中職 26 組學生

進行分台競賽，競爭激烈。本系王新臣、林弈廷同學分別榮獲第二及第三名，

劉昱琪、李伯賢、郭晏宏及陳建智等四位同學各獲得佳作 1 面，成績為各校之

冠，亮眼的表現，為學校奪得榮譽。  

 

「2014 全國電腦輔助電路板設計技能競賽」榮獲第二、三名及 4件佳作 

 

王新臣同學參加「2014 全國電腦輔助電路板設計技能競賽」榮獲第二名 



8 

榮譽榜：賀本系師生共取得國際證照 RHCE 33 張 

為強化碩士生的就業競爭力，本系由李博明教授負責輔導學生取得紅帽認證工程

師(RHCE)國際證照。紅帽公司為全球最大之商業 Linux 公司，其認證考試總共分為三

級，初級為紅帽認證系統管理員 (Red Ha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 - 

RHCSA)，中級為 RHCE，而最高級為紅帽認證系統部署工程師 (Red Hat Certified 

Architect)。而 RHCE 是一般 IT 產門要求 MIS 人員所必須具備之認證資格，RHCE 證

照採用實機演練的方式來測驗考生的程度，因此考證費用非常昂貴高達 15000

元，要取得 RHCE 有兩個條件： 

1. 考生必須先通過 RHCSA 認證考試，才有資格考 RHCE。 

2. 考生必須要在 3.5 小時內，解決實機故障排除及順利安裝被要求的網路服務才

能取得 RHCE 證照。 

因此能夠拿到這張認證即代表對 Linux 設定以及 Troubleshooting 是有真正的實

力，企業在選人用人的時候，對於 RHCE 也都投以高度的肯定與信賴。因此取得 RHCE

對於學生就業力的提升有極大的助益，本所已經有李博明教授及以下同學取得 RHCE

證照。 

學生姓名 取得證照日期 RHEL 版本 

李博明 (指導教授) 2006/10/29 RHEL 4 

李博明 (註 2) 2011/06/25 RHEL 6 

李博明 (指導教授) 2015/01/28 RHEL 7 

洪政達 2009/12/26 RHEL 5 

方昭元 2009/12/26 RHEL 5 

陳俊銘 2010/12/18 RHEL 5 

鄭偉廷 2011/01/03 RHEL 5 

陳立惟 2011/06/25 RHEL 6 

王永任 2011/09/17 RHEL 6 

陳志昇 2011/09/17 RHEL 6 

黃新傑 2011/09/17 RHEL 6 

黃啟川 2011/09/17 RHEL 6 

林常仁 2012/01/25 RHEL 6 

邱世瑋 2012/01/25 RHEL 6 

何昭毅 2012/01/25 RHE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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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取得證照日期 RHEL 版本 

吳俊宏 2013/04/13 RHEL 6 

陳孟辰 2013/04/13 RHEL 6 

陳信榮 2013/04/13 RHEL 6 

賴奕任 2013/04/13 RHEL 6 

馬恩昇 2013/06/01 RHEL 6 

林柏勳 2013/06/01 RHEL 6 

董建豪 2013/06/01 RHEL 6 

黃冠儒 2013/10/21 RHEL 6 

蔡榮隆 2013/10/21 RHEL 6 

蔡昆融 2013/10/21 RHEL 6 

劉建良 2013/10/21 RHEL 6 

陳彥鈞 2013/10/21 RHEL 6 

廖凱霖 2013/10/21 RHEL 6 

黃俊豪 2013/10/21 RHEL 6 

戴舒婷 2014/07/05 RHEL 6 

陳信宏 2014/08/28 RHEL 6 

黃煜庭 2014/10/24 RHEL 6 

何泰慶 2014/10/24 RHEL 6 

簡宗胤 2014/10/24 RHEL 6 

白智仁 2014/10/24 RHE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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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賀網通三甲李其燁同學 

榮獲 103 學年度「南台青年品德模範」第二名 

本校為倡導學生行善美德，弘揚校園倫理文化，端正善良風氣，共建溫馨

友善校園，特舉辦「南台青年品德模範」選拔，由班級同儕針對彼此行為表現

自我檢核，並推派代表參加系上選拔後再參加全校選拔，希望透過表揚品德模

範，發揮見賢思齊的效果。本系師生深知透過此活動可以訓練同學「服務人群、

表達溝通、團隊合作」等多項軟實力，因此積極鼓勵並輔導系上優秀同學參加

選拔。「南台青年品德模範」計分方式為「優良事蹟審查成績佔 50％」與「網路

票選成績佔 50％(60 分為基分每一票加 0.1 分) 」。 

103 學年度本系派四技微電三甲李其燁同學代表參加，在全校 24 系代表的

激烈競爭下，脫穎而出榮獲全校第二名，全系師生獲知消息深感榮耀。 

歷年來本系在「南台青年品德模範」選拔均有不錯的佳績，所派出的代表

每年都入選前三名，優異成績冠全校。 

 

學年度 班級 姓名 南台青年品德模範 

99 微電二甲 楊書瑋 第 2 名 

100 微電二甲 林宏軒 第 2 名 

101 微電三甲 王良凱 第 1 名 

102 網通二甲 李其燁 第 3 名 

103 網通三甲 李其燁 第 2 名 
 

   
李其燁同學榮獲 103 學年度「南台青年品德模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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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行政人員尾牙活動 

一、 日期：104/2/13 

二、 地點：鴻樓川菜海鮮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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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歡迎北門農工電子科蒞臨參訪 
北門農工電子科在實習組長郭利彰及科主任陳金樹率領下，於 103 年 12 月 30
日蒞臨本校參訪。由黎靖主任親自接待同學的參訪，除簡報本系的現狀外，並

帶領同學參觀系上的實驗室、電腦鼠與 3D 印表機之實地展示、及校園導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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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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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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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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1 月 31 日 

二、參與學生： 共計 6 校 37 人 

學校名稱 科別 人數 學校名稱 科別 人數 
國立嘉義高工 電子科 18 國立旗山農工 電機科 1 
國立中正高工 資訊科 2 私立崑山高中 電機科 14 
國立霧峰農工 機械科機電組 1 私立立志高中 資訊科 1 

三、競賽榮譽榜 

學校名稱 科別 學生姓名 得獎名次

國立嘉義高工 電子科 吳泓霖 第 一 名 
國立旗山農工 電機科 蔡易晉 第 二 名 

私立崑山高中 電機科 賀偉哲 第 三 名 

私立崑山高中 電機科 曾煜展 技術優異獎 

國立嘉義高工 電子科 楊嘉鴻 佳作 

國立嘉義高工 電子科 蔡雅存 佳作 

國立嘉義高工 電子科 朱冠融 佳作 

國立嘉義高工 電子科 黃浩軒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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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 2015 南臺電子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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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3D 印表機研習營 
 
時間：104/1/19       地點：P503 

參加人員：5 位教師、48 位學生 

授課內容： 

1. Blender：最強的免費 3D 繪圖軟體，可跨平台使用。 

2. Cura：將繪製完成之 3D 模型轉檔給 3D 印表機使用的軟體。 

 
 

 
課程由李博明副教授及洪志忠工程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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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年終尾牙 

時間：104/1/16        

地點：阿霞飯店 

周明慧理事長及黃武財教授伉儷 唐蔚、林聰敏、李世偉教授 

李大輝、邱裕中、王立洋教授 張萬榮教授伉儷 

楊榮林教授全家 謝文哲教授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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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年終尾牙 
 

唐經洲教授伉儷及女兒與于克蓉 林永春、楊汎緯、蔣富成、賴培淋 

鄭建民教授伉儷 黃惠彥及陳世芳教授 

李博明教授夫人及兒子 林瑞源教授及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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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新春團拜 奮起湖美食之旅 
一、活動時間：2015.03.08(日) 

二、行程表：       

 
※加入校友會者(年費$1,000)免收費，並可參加一年四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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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戴校長發開運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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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逛老街，幹部還是要認真開會、為系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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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奮起湖有名的愛玉冰及甜甜圈 

 

草仔粿也是排隊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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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宗竹林 奮起湖神木(樟葉槭) 

黎主任的私房景點：走鐵道，別有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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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賀北區校友會成立 
本校北區校友會於 103 年 12 月 28 日假台北汐止寬和婚宴館舉行成立大會，張麗堂董

事、張信雄董事、戴謙校長、校友中心陳定宏主任及中南部各地校友，共百餘人參與

此場盛會。北區校友會成立宗旨為增進校友情誼與團結合作、協助校友事業、德業、

學業，以及輔助母校發展。第一屆理事長由 62 級化工科王耀德擔任，理監事名單如下：

常務理事(共二名)：陳炯良(89 級電子系)、林清賢(76 級工管科)；理事(共六名)：柯

富御(79 級電子科)、洪敬富(97 級電機系)、陳弈升(82 級機械科)、甘浩成(87 級電機

科)、邱志唐(77 級工管科)、許登峰 (67 級電子科)；監事：方耀德(80 級電機科)、

李漢章(80 級機械科)、簡秀芬(97 級資傳系)。  

 

校內長官及各區校友會合影 

戴謙校長感謝校友為母校的付出，母校也沒有讓各位校友失望！近年在教育部教學卓

越及典範科大的競爭型計畫中，以高度優異的成果績效獲高額補助。而校友的成就獲

得社會高度肯定，連續六年 Cheers 雜誌評比為企業最愛的技職私立科大。校友永遠都

是學校辦學最寶貴的資產，未來南臺好還會更好，讓所有校友以身為南臺人為榮！ 
張麗堂董事細數南臺創校歷史，並勉勵所有校友承先啟後，光耀南臺。前校長張信雄

董事表示，北區校友會成立過程艱辛，十年前他與部分校友提起此構想，今日終於成

功，他非常感謝所有在過程中付出心力的校友。校友會全國總會張文龍理事長也期盼

校友繼續支持母校辦學，昨日南臺助我成長，今日我助南臺躍昇，讓我們團結在一起，

相互提攜，締造南臺人的榮耀。校友中心陳定宏主任表示，今日北區校友會成立，代

表南臺校友在北中南都建立據點，讓本校至此可以服務所有台灣地區校友。日後我們

也會更努力，讓海外也建立本校的校友會。參與大會的學生代表機械系系友會會長賴

柏志同學也有感而發向學長姊致敬，今天看到踏出校門數十年的學長姊們為母校的努

力與付出，這股精神與凝聚的力量讓他深受感動。他們也有信心換他們接棒時，將會

繼續為校友及母校服務，讓南臺永遠是大家共同的回憶與榮耀。 
歡迎校友加入北區校友會。 
北區校友會 FB：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715476039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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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北區校友會淡水古蹟遊 

時間：104 年 1 月 17 日 

活動內容：陳炯良博士(89 級電子系)導覽真理大學古蹟及紅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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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活動組的期末聚餐感言 
作者：系學會會長陳冠宇 

期末了也有好多的聚餐， 可是今天有點不一樣，因為是我們活動組的期末聚餐。

其實這過程中我們有過摩擦也有過歡笑，曾經在一開始我是有想過我不想要接下這個

位子，因為我怕我自己不夠好能夠把你們帶的很好。謝謝林育慈當時跟我說的：「你一

定可以讓他們又愛又恨!」 

我也是一直把這一點一直放在我的心中，我想我應該做到了，是吧! 

我知道我們都在說話上少了一點點天分，因為我們對於愛這一件事情常常不說出

口，但是我們卻用對溫馨的方法來提醒著彼此。其實每一次我都很想很生氣的鬧脾氣，

其實每一次我都很想很難過得不理會，其實我有很多的每一次賭氣的情緒。但是說真

的好無法喔!畢竟我們一起走那麼久了。我說過我帶你們就像談一場很認真的戀愛，因

為我很認真的付出也認真的教導你們，謝謝你們願意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雖然最近大家都很忙，但是只要聚在一起那種溫馨的感覺都暖心。我說過不管再

怎麼樣你們將是我最大的驕傲，未來有很多挑戰大家要互相幫忙與鼓勵。如果人生沒

有那幾場磨合誰會真正了解家人，因為家人得來不易。謝謝你們在我最需要的時刻出

現在我的人生裡頭。 

 
周品萱、李冠逸、洪嘉伶、許雅筑、潘念宜、張伊靜、游雅雯、黃怡禎、陳育

翔、梁又均和 Charlie Spo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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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第十五屆電子工程系系學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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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藝文：谷方當代箏界 
 

【谷方當代箏界】是本系 79 級系友黃俊錫教授成立之樂團，黃教授現任國

立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專任副教授兼展演中心主任。 

【谷方當代箏界】樂團成立之初，即獲選為衛武營藝術文中心南方種子團

隊；2011 年獲選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南方演藝團隊補助、6月獲選為臺南市

傑出演藝團隊、8月參加香港第二屆國際古箏大賽榮獲專業重奏組金獎、11 月

榮獲文建會全國二十縣市傑出演藝團隊匯演特優第一名。2012 年獲選為文化部

中央扶植團隊、2013 年 6 月再度獲選為臺南市傑出演藝團隊首選第一名、2014

年 5 月再度獲選為臺南市傑出演藝團隊首選第一名。 

樂團近年來以「專題系列」音樂會、「箏‧相見」系列音樂會、「向下紮根

系列—府城新動力」音樂會、「青年演奏家系列」音樂會等展演型態；定期於全

國各地文化中心舉辦巡迴音樂會，以及受邀赴義大利、土耳其、美國、日本、

新加坡、馬來西亞、中國大陸等地演出；期許融合豐富多元的箏樂藝術表演形

式，深耕在地、奏響臺灣、揚名國際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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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方當代箏界】45 周年校慶在本校演出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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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不是「工讀」，實習前該知道的三大重點 

作者：Nanhong Lin 2013/12/24   轉載自網路 

實習，是現在的學生非常熱衷的一種學習方式。透過直接到企業內部進行實作，

由企業內部的主管帶著什麼都不會的學生，開始一步一步地從基本面開始學習，熟稔

整個公司運作的每一個環節，進而為公司貢獻一己之力，為公司創造最大的價值。 

然而，常常有人把「實習」跟「工讀」混為一談。 

「我去實習，本來公司就應該要付我薪酬，不然公司根本就是把我當作廉價勞工在使

喚！」 

「欸，我很辛苦跑去公司做那些事情，他們給我錢也是應該的啊！」 

「為什麼其他工讀生就有薪水，啊我實習就沒有？這不合理吧！」 

這部分，我認為我們可以分成幾個層面來探討： 

1.實習生跟工讀生有什麼不同？ 

2.做事拿錢，錯了嗎？ 

3.什麼是合理？ 

實習生最大的問題，在錯估自己的價值 

實習跟工讀最大的不同，在於工讀生具備了某項技能，而這項技能能夠在公司裡

頭有所貢獻，所以公司提供薪資，付錢請他來做事；然而實習生，就是什麼都不會，

到了公司可能還礙手礙腳，幫不上忙反而造成麻煩，所以實習生就乖乖在旁邊學，主

管吩咐做什麼，就跟著做，從中去了解主管怎麼做事，公司怎麼營運、業務如何談判、

行銷如何企劃、產品如何開發、財務如何管控、行政如何運作等等。 

如果你今天具備某項技能，你就有具備讓公司花錢請你來工作的本事，如果你只

能在旁邊學，那請你記得，公司沒有義務要花錢請你來，還花時間跟人力教你，今天

你能夠拿到薪資的補貼，你也應該要感恩。 

千萬不能錯估自己的價值，因為你的價值不是你自己說的算，而是市場說的算。 

公司要找對事情讓你做，你的責任就是把事情做對。 

這時候很多人會問了：「可是公司總是叫我打雜，我什麼都學不到，那在這裡實習

根本就是浪費時間，不是嗎？」 

這有兩個層面可以討論，一是公司到底有沒有分派「對的事情」給你做？二則是

你有沒有把分派給你的工作「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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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認為主管要我們做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然而，那些事情真的是沒有意

義的嗎？很多時候，只是當下的我們不懂為什麼要這麼做，我們判斷那些事情不過是

打雜，沒必要認真看待，也沒必要多耗費心力；然而，我們卻有可能誤判了這件小事

情的價值，它甚至可能是整間公司運作的關鍵也不一定。 

中原大學資管系的教授劉士豪老師，前一陣子寫了一篇文章《為什麼你得騎驢去

找馬？》，其中的觀點讓我十分認同，也讓我在很多的講課機會中引用分享。簡單的說，

騎驢找馬其實對多數人來說，是比較好的選擇，因為如果我們連騎驢這件事情都做不

好，我們怎麼能夠有把握讓別人相信我們能夠把馬騎好呢？細節，就請各位點進去細

細咀嚼吧。 

然而，公司怎麼樣使用實習生，也決定了實習生會怎麼樣看待這間公司。這是一

個雙向的問題，絕非單獨站在勞方或是單獨站在資方就能夠概括論述的。然而，這個

社會目前卻總是傾向資方說的算，資方開的條件勞方就該概括承受，這也是明顯有問

題的。 

合理談判需要籌碼，你的籌碼在哪？ 

最後，提到合理，我們常常都希望別人能夠合理的對待我們，這樣我們也才能夠

合理的對待別人；偏偏我們最難做到的就是合理，因為當你今天掌握的資源比較多，

你的籌碼比較多，你說話自然能比較大聲，也比較有影響力；但你今天掌握的資源比

較少，沒什麼籌碼，你又憑什麼去跟人家談合理呢？ 

當我們希望資方能夠開給我們更好的條件時，我們有沒有細數手上的籌碼有多

少？而我們又該怎麼樣才能不斷地增加自己的談判籌碼呢？如果我們沒有好好地蒐集

自己的談判籌碼，我們在市場上的定位就是沒有能力的人，而沒有能力的人，在市場

上自然沒有價值，自然在工讀跟實習的兩個選項中，我們常常只能夠讓自己成為「實

習」的那一方。 

搞清楚，今天如果你不想要只是「實習生」，請你 

拿出你的求知慾 

拿出你的執行力 

拿出你的決心 

拿出你的紀律 

用自己的雙手證明公司看，你不只是一個沒有能力也沒產值的「實習生」，你是個

能夠為公司創造價值的「人才」。 



35 

南南台台植植物物之之美美  

 
炮炮仗仗花花  火火焰焰木木  

煙煙火火樹樹  麒麒麟麟花花  

錫錫葉葉藤藤  羊羊蹄蹄甲甲  

礫礫葉葉櫻櫻桃桃  雞雞蛋蛋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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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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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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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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