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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歲生日 

蘇慧貞校長期許成大邁向頂尖 永續繁榮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國立成功大學歡慶 84 歲生日，校園瀰漫著歡欣、熱
鬧氣氛；師生、貴賓、校友們藉由校慶運動會盡情表達
祝賀，各院系也趁機展現特色與創意；首次主持校慶運
動會的蘇慧貞校長，熱切地與進場隊伍招呼，一再地向
大家說謝謝、辛苦了；新生大會操表演結束後她特地走
入隊伍當中與同學們互動，鼓勵大家享受成大的學術自
由，多元學習。蘇慧貞校校慶致詞精簡有力，她祝賀成
大生日快樂、大會成功、邁向頂尖，永續繁榮。 

103 年成大傑出校友工科系 64 級王興隆校友代表貴
賓致詞，他表示，成大有今天的金字招牌與榮譽得之不
易，是 14 萬校友及 2 萬多名在校生努力的成績，在校生
日後進入社會後會更感受到成大的價值，面試時會受重
視，進入公司服務會受到重用;王興隆校友 後帶領大家
一起高呼成大、加油。 

校慶運動會，各院系精心設計入場造型，為 84 歲生
日帶來亮點與話題，蘇慧貞校長見到學生們精神抖擻，
備感欣喜；成大外籍學生多，蘇慧貞看見華語中心、國
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等龐大隊伍進場，她以英語向大家打
招呼，十足表現校長親切的一面。 

校慶由蘇慧貞校長的母校台南女中儀隊表演拉開序
幕，台南女中儀隊參與成大校慶格外有意義，表演時還
俏皮地將生日快樂歌融入儀隊演出，在場觀眾莫不發出
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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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登革熱疫情大爆發，成大防疫受肯
定，學務處入場時以登革熱滅蚊為主題設計，
有人扮蚊子、有的扮電蚊拍打蚊，蚊子紛紛倒
地，生動地傳達出成大滅蚊的努力與用心。 

創業產業設計研究所以「黑暗」角色設計
入場演出，裝扮成惡魔、吸血鬼、黑蝙蝠等造
型，展現出搞怪與創意；物理治療系學生帶著
輔具入場，還故意扮成受傷、行動不便等，
後排出 NCKU 字樣，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醫院給人的印象是保守，成大醫院隊伍刻
意顛覆，扮成海綿寶寶、小小兵或是歐洲貴婦
造型，活潑踩入會場，效果頗佳；藝研所成員
化身成白雪公主與小矮人，有趣的是白雪公主
是男生反串的，笑果十足；水利系找來小水滴
吉祥物、航太系帶來研究用的飛機模型，各具
噱頭與巧思。 

84 週年校慶運動會聖火，由在學同學及畢
業校友一起完成，充分展現成大大家庭的凝聚
力；安排在學的男子田徑隊長光電系郭家銘、
橄欖球隊長機械系吳宇軒、女子排球隊長物治

系盧彥禎、女子羽球隊長外文系張筠靄，以及
畢業的排球校隊校友邱榮璋學長（會統系 61
級，現任職於郭綜合醫院副院長）、橄欖校隊
校友周章誠學長（冶材系 68 級，台灣鑽石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田徑校隊校友古志申
學長（土木 74 級，現為義守大學理工學院院
長）、羽球校隊校友李文豪學長（電機 94 級，
撐起今年第 22 屆近 1500 人參加的全國成大羽
球公開賽的重要推手）等 8 位分持進場，之後
由成大生點燃。 

歷史系跆拳道好手蔡毓恩、黃佳蓉代表運
動員宣誓，兩人曾為跆拳道國手因表現優異而
進入成大歷史系就讀；入學以來兼顧學業也勤
練跆拳道，是運動員 佳代表。 

隆重熱鬧的開幕式後，接著是千餘名大一新生
的大會操表演，整齊一致的動作，展現出練習
的成績，就連外籍新生也沒有缺席，顯現出成
大人的團結一心；開幕式告一段落後，各項競
賽陸續登場，直到中午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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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                                                                                                                                                             

學務新鮮事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講者)  活動地點  主、協辦單位 

11/22(日) 18:00-22:00 
范特西情緣 

鋼琴社成果發表會 
中正堂 鋼琴社 

11/24(二) 18:40-21:00 
感恩節音樂分享活動 

--史茵茵 
鳳凰樹劇場 信望愛社 

11/25(三) 18:30-21:00 綠色農法講座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綠腳趾 

11/28(六) 13:30-17:30 鳳凰樹劇展 鳳凰樹劇場 中文系學會 

11/30(一) 18:00-21:00 
國際論壇_Model APEC  

‐‐黃暖婷講師 
成功廳 學生會 

12/02(三) 17:30-19:30 

南迴醫院與偏鄉醫療 

：守護 4141 個心跳 

‐‐徐超斌  醫師 

醫學院第三講堂  醫學系會 

12/05-12/06 全天 國際青年領導力交流高峰會  綠色魔法學院  領導力中心 

12/09(三) 19:00-21:30 
Pilot dream: Clear for take off 
黃聰亮  (長榮航空飛行員)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會

12/13(日) 14:00-16:30 
Flashlight  敬師感恩禮讚 

音樂會 
成杏廳  福智青年社 

12/14(一) 19:00-21:30 
中草藥與精油療法   

何宥辰  芳療師 
多功能廳  中國傳統醫學研習社

12/15(二) 18:00-20:30 
冬令進補與實作 

黃書澐(奇美醫學中心中醫部醫師) 
多功能廳 中國傳統醫學研習社

12/16(三)18:00-21:00 
國際論壇‐‐出走反思 

‐‐陳文茜 
成杏廳  學生會 

12/20(日)18:30-21:30 期末舞展-創世舞 成功廳 國際標準舞蹈社 

 

◎第 25 屆鳳凰劇展 愛•文學•戲劇--送別廖玉如老師 

時間：104 年 11 月 28 日(六)13：3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鳳凰樹劇場 

活動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henixdrama24 

鳳凰劇展今年邁入第二十五屆，今年，讓我們在鳳

凰樹劇場相見，用舞台展現出綺麗多樣的大千世界。

  

【活動介紹】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戲劇欣賞與創作

課程，一直是我們的特色與驕傲。而每兩年舉辦一

次的鳳凰劇展，則是學生們結合了課堂所學的戲劇

理論與實際經驗，經由自行創作劇本、自導自演、

設計舞台，以免費的方式進行全校演出，讓更多人

了解戲劇的魅力。四十多年來，鳳凰劇展從未間斷

過，可說是成功大學優良的傳統之一。它所提供的，

不僅僅只是戲劇表演，更希望所有的成大學子能透

過欣賞戲劇，培養對美和藝術的感受力，進而提升

成大整體人文藝術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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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南迴醫院與偏鄉醫療：守護

4141 個心跳 

通識教育講座領域：科際整合 

(1) 主講者：徐超斌醫師 

     台北醫學院畢業 

     台東縣達仁鄉服務 

     籌設南迴醫院 

(2) 大綱：邀請徐超斌醫師針對偏鄉醫療以及南

迴醫院進行介紹，並向醫學生們分享

醫學人文與關懷的意義，並對於國家

區域醫療以及新的醫療價購政策如

何運用在社區以及偏鄉進行分享。 

 ◎【講座】中草藥與精油療法 

通識教育講座領域：社會科學、生命科學與健康

(1) 主講者：何宥辰芳療師 

     台北醫學大學 醫學系五年級 

     美國 NAHA 協會 芳療師 

國際芳療學院-解剖生理學講師及兼

任講師 

推拿整復協會 經絡推拿保健班結業

中國醫藥大學 針灸研習營結業 

英國 Bach 中心 

(2) 服務單位：國際芳療學院-解剖生理學講師及

兼任講師 

(3) 大綱:邀請有多次公開演講經驗的 台北醫學

大學 醫學系五年級的何宥辰學長來擔

任這次演講的講師，依照他擁有的經歷

與經驗來做教學與分享，帶來中草藥與

精油療法的知識與應用，並且讓大家親

自動手實作紫雲膏，推廣簡單且實用的

知識與手做 DIY，讓前來聽演講的學生

與民眾能親身參與加深印象並且有所

收穫。 

   

◎【講座】Pilot dream: Clear for take 

off 

通識教育講座領域：人文學、自然與工程科學 

(1) 主講者：黃聰亮飛行員 

空軍官校 68 期畢業生 飛行甲班

畢業 

     曾到美國受訓換裝 F16 

     後回國後服役到中校階級退伍 

     現任長榮航空 A321 駕駛員 

(2) 服務單位：長榮航空公司 

(3) 大綱: 

1.成為飛行員的過程 

2.飛行員的生活 

3.飛行的原理 

4.飛機的構造 

 

 ◎【講座】冬令進補與實作 

通識教育講座領域：生命科學與健康 

(1) 主講者：黃書澐醫師 

 【現任】奇美醫學中心中醫部醫師 

 【資歷】奇美醫學中心中醫部實習 

         新光醫學中心西醫部見習 

 【學歷】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2) 服務單位：奇美醫學中心 

(3) 大綱：隨著冬季的到來，身體的保暖更加重

要！要如何進補更是一大學問，本講

座藉由中醫師的專業演講以及煮養生

火鍋的實作，讓身體在氣溫變化大的

秋冬之際，透過適當的進補，也能得

到暖和，讓你健康過好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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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值千金！一笑泯憂愁！

        今年學務處與董氏基金會、維他露基金會共

同推廣「Happy Face Day」-SMILE 行動，活動時

間除了 11/11 光復校區活動中心前及 11/15 校慶園

遊會外，於 11/26(四) 17:00-21:30 勝四舍前，會有

SMILE 的行動攤位。同學只要使用董氏基金會提

供的宣導貼紙，做些有趣能令人發笑的照片，寫

下感恩短句，經工作人員認證上傳至活動網頁，

或是印出來傳遞給你想傳遞快樂的人。每認證一

張感謝微笑照片，維他露基金會就會捐 10 元給董

氏基金會從事憂鬱防治工作。

 

傳遞笑容的力量 
    只要到 SMILE 行動的攤位參與活

動，還能得到微笑相框喔!你還可以微

笑照片放入相框，送給你想傳遞快樂的

對象，讓笑容的力量傳播出去，也傳播

正向的力量。快拿出你們的熱情，一起

募笑容、做公益，傳遞快樂不分你我，

快來 show 出你的 happy face 吧! 

  

 

 

響應 SMILE 行動，活動資訊看這裡！

    12/11(五)11:20-12:20 將於光復校區國際會
議廳第二演講室舉辦「Happy Face Day」-SMILE
行動推廣說明記者會，當天將邀請成功大學大
家長蘇慧貞校長、維他露基金會代表、台南市
衛生局代表、專業精神科醫生，以及神祕嘉賓
擔任推廣大使，同學們，快報名參加吧!  

詳細活動資訊請至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
心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jtfmh?fref=ts)或電洽
(02-2776-6133#2)查詢。 

本校同時也發起 Happy Face Day-SMILE 行
動的網路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88665014806575/)。 

大家快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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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捐輸幸福」捐血活動 

  住服組將於 11/26 18:00-20:30 舉辦「捐輸幸福」捐血活動囉！歡迎各位同學一起響應公益，捐
出熱血幫助全民。捐血完畢還有許多豐富大獎可以摸彩，如 7-11 商品卡、麥當勞漢堡券等等，神
秘大獎等你來抽！ 

※ 活動時間：2015/11/26 18:00-20:30 

※ 活動地點：勝利舍區住服組前 

※ 捐血注意事項： 
1. 請攜帶身分證（或可證明身分證件）及學生證 
2. 捐血者基本條件： 

(１) 男生滿 50 公斤，女生滿 45 公斤 
(２) 捐血間隔：曾捐血 250C.C. 者間隔 2 個月；曾捐血 500C.C. 者

間隔 3 個月 
3. 捐血前一晚須睡滿 6 小時，前 8 小時勿飲酒。 
4. 運動完 2 小時請勿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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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開始招募 
 
 

 
 
 
 
 

想瞭解產業或職業趨勢變化，及早檢視並強化個人優勢? 

想從來自 18-22 家企業的中高階主管中習得其個人職涯

歷程、前進企業體驗職場環境、專業的個人履歷撰寫及面

試技能指導嗎？ 
 

 

實施項目(活動) 項目(活動)期程 活動對象 

報名時間 
學員-小組長 104/11/02～104/11/13 

全體學生 
學員-小組員 104/11/02～104/11/30 

職涯教練計畫開幕式暨小組討論會 105/1/09(六) 企業教練、全體學員

職涯教練計畫各小組課程期間 105/1/10～105/5/20 企業教練、各組學員

職涯教練計畫閉幕式暨成果分享會 105/5/28(六) 企業教練、全體學員

 
 

職業生涯教練計畫網站 
http://career.osa.ncku.edu.tw/coach/index.jsp 

職業生涯教練計畫粉絲專頁 
http://ppt.cc/Y6s8 

今年您不可錯過的一場活動! 
 錯過還要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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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成功大學職涯諮詢系列活動 

 

如何規劃自己的未來 

如何在求職中脫穎而出 

如果你對自己未來仍抱有疑惑 別再遲疑 

預約職涯諮詢  給自己一個改變未來的機會 
                                              
★對象：成大在校生(大三以上優先，含碩博生) 

★職涯諮詢服務網站：http://ppt.cc/bLLL  
(請先至網站完成帳號註冊手續) 

★本活動皆採預約制 

【已完成註冊者】：登入網站預約場次即可 

【未註冊者】：http://ppt.cc/bLLL→【個人資料】更新註冊

帳號&上傳測驗結果→管理者審核通過

→再次登入網站預約欲諮詢場次  

職涯諮詢類別 時間 任職單位 職涯顧問 

職

涯 

諮

詢 

職業適性測評(CPAS) 

--團體解析 
10/27(二) 18:30-20:30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修瑞爗 總經理
職業適性測評(CPAS) 

--個別諮詢 
11/17(二) 14:00-16:00

履 

歷 

健 

診 

履歷健診(II) 10/22(四) 14:00-17:00 建準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聰 副理 

履歷健診(III) 11/26(四) 14:00-17:00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吳瑞紘 人資 

留 

學 

諮 

詢 

留學諮詢(美國)  

--講座 
10/26(一) 14:00-16:00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留學諮詢(美國) 

--個別諮詢 
11/09(一) 14:00-16:00

留學諮詢 

--個別諮詢 
12/01(二) 14:00-16:00

STAB Education 

Consulting Center 
李淑美 經理 

留學諮詢(德國) 

--個別諮詢 
12/03(四) 14:00-16:00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DAAD 
徐  言 主任 

履

歷 

面

試 

諮

詢 

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11/05(四) 18:30-20:30 諾士哈拿顧問有限公司 謝玉娟 執行長

履歷修改與模擬面試 

(中文) 
11/18(三) 14:00-17:00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漢蔚 經理 

履歷撰寫指導(英文) 11/24(二) 18:30-20:30

任遠資訊有限公司 常國強 總經理履歷修改與模擬面試 

(英文) 
12/22(二) 14:00-17:00

                          成功大學學務處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關心您 

                            TEL：06-2757575 轉 50480   FAX：06-2385175  

                            http://grad.osa.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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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104 學年度學生宿舍補宿作業 
住宿服務組 

一、 申請資格：本校在學學生尚未取得 104 學
年度宿舍床位且無歷年各項住宿費用尚未
繳清、無違規記點達 10 點以上者。本次申
請作業無戶籍地限制，設籍臺南市者亦可
申請。 

二、 申請時間： 

(一) 申請期別一 

1. 欲住宿期間：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及第二
學期(寒暑假住宿，請留意住宿服務組網
頁公告另外申請)。 

2. 申請時間：104 年 10 月 28 日(三)上午 9
時起至 105 年 01 月06 日(三)下午17 時止。 

3. 依據本校學生住宿契約書第八條第三項
及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十一條，欲取消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住宿者，請於 104 年
12 月 10 日(四)下午 17 時前，至住宿服務
組網頁下載退宿申請表，並將申請表送
該棟宿舍輔導員簽章確認。 

(二) 申請期別二 

1. 欲住宿期間：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寒暑
假住宿，請留意住宿服務組網頁公告另
外申請)。 

2. 申請時間：104 年 12 月 11 日(五)上午 9
時起至 105 年 06 月15 日(三)下午17 時止。 

三、 申請方式：請於上述規範申請時間內，完
成 線 上 契 約 書 簽 署 （ 網 址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lic.php），再
於上班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4 時至
17 時親至住服組洽宿舍輔導員登記補宿床
位；請留意，未洽宿舍輔導員登記補宿床

位者，視同未完成補宿申請程序。 

四、 各棟宿舍開放補宿床位數：請先自行查詢
空 床 狀 況 後 ( 查 詢 網 址 ：
http://tinyurl.com/p9stwds)，再親洽宿舍輔導
員登記補宿床位。 

五、 申請注意事項： 

(一) 完成補宿申請程序後，預定開放入住日為 2
個工作天後，費用將依據開放入住日起之
剩餘學期住宿週次比例計費。 

(二) 補宿床位異動或取消：已完成補宿申請程
序者，不論是否有無入住宿舍，如欲辦理
床位異動或取消，皆須向宿舍輔導員提出
辦理。不論任何因素辦理床位異動或取消
者，將依住宿契約書與住宿管理規則等規
定酌收行政手續費與住宿費。 

(三) 如有歷年各項住宿費用尚未繳清者，務請
先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下載繳費單後
至各地臺銀分行臨櫃繳交，並於補宿申請
前持繳費收據至住服組銷帳；若有行政手
續費、電費欠費、罰款等尚未繳清者，繳
交方式請逕洽該棟宿舍輔導員。因違反住
宿管理規則或宿舍公約，違規記點累計達
10 點以上者，須於補宿申請前向住宿服務
組辦理銷點。上述事項完成後始能申請補
宿作業。 

(四) 各棟宿舍輔導員聯絡方式查詢：請至學務
處住宿服務組首頁>主選單>單位介紹>服
務 人 員 （ 網 址 ：
http://housing.osa.ncku.edu.tw/files/11-1065-9
830.php）。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宿舍離宿清空時間 
住宿服務組 

本學期離宿清空期限為 105 年 1 月 17 日
（日）中午 12 時止，請未申請寒假留宿同學於
此期限前完成離宿清點手續並遷出宿舍。 

一、 依 104 年 10 月份舍長大會決議案辦理。 

二、 未申請寒假留宿同學應於旨揭規定期間內
完成離宿作業，並 遲於 105 年 1 月 17 日
中午 12 時前清理寢室內私人物品、完成離
宿清點手續並搬離宿舍。 

三、 寒假留宿需更換寢室者，需於 105 年 1 月
18 日（一）至 1 月 19 日（二）中午 12 時

前，完成換寢搬遷並辦理新寢室進住手續
與舊寢室離宿清點手續，辦理時間無法與
前項離宿時間橫跨或延後。 

四、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契約書第十一條規定，
遷出時未依公告時間完成離宿清點手續，
依情節輕重記五至八點宿舍違規記點，並
酌收清潔費一千元。又依據本校學生宿舍
管理規則第十條第一款，得由檢查人員認
定寢室損壞或髒亂程度，照價賠償設備損
毀費用與酌收清潔費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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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住宿床位放棄辦理方式

如欲放棄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住宿床位，
請於 104 年 12 月 10 日前辦理，詳如說明。 

一、 辦理依據：本校學生住宿契約書第八條第
三項及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十一條。 

二、 辦理方式：請攜帶下列證件及申請表洽所
屬宿舍輔導員辦理。 

(一) 申請退宿住宿生本人學生證。委託本校在學
學生代辦者須出示申請人及代辦人雙方學
生證。 

(二) 已填畢之退宿申請表紙本。（退宿申請表下
載路徑：住服組首頁左側主選單之表單下
載。） 

三、 計費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10 日 17 時止：免收
行政手續費及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住宿費。 

(二) 104 年 12 月 11 日起至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放入住日前一日：須依本校學生住宿契約
書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繳交行政手續費 250
元。 

(三)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放入住日起：除須繳
交行政手續費 250 元外，亦須依本校學生宿
舍管理規則規定，繳交自 104 學年度第二學
期開放入住日起，至完成退宿相關手續(含
當日)止，每日新臺幣 130 元之短期住宿費。
因休、退學、畢業及意外事故申請退宿者，
其計費方式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十
三條辦理。 

四、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放入住日依 105 年
寒假住宿身分別不同各異，詳情請參閱
104 年 11 月 02 日住宿服務組首頁之寒假
住宿公告附件。 

五、 有住宿需求同學切勿私下頂替床位，請參
閱 104 年 10 月 21 日住宿服務組首頁之補
宿申請公告，依公告說明申請補宿。依本
校學生住宿契約書及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規
定，床位不得頂讓、頂替，違者將依本校
學生宿舍住宿契約書、宿舍管理規則、學
生獎懲要點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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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寒假大學部學生宿舍留宿申請 
住宿服務組 

一、 申請日期：104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10 時起
至 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時止。 

二、 申請資格：104 學年度大學部住宿生。惟
有違規記點紀錄或住宿費繳費紀錄異常
者、開放申請期間屬停權狀態者，須待前
述原因消失後始得申請。 

三、 申請方式：採線上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ws.php。 

四、 申請注意事項： 

(一) 光一 3-4F、光二 4-6F、敬一舍 3-5F、勝二
2-3F、勝三 2F、勝八舍 8-10F、勝九舍 1-2F
須配合寒假期間營隊及短期住宿需求淨
空。前述區域住宿生亦可申請留宿，惟將安
排住宿該棟宿舍其他區域寢室，該棟宿舍床
位不足時則另安排至鄰近宿舍。 

(二) 為避免假期間單一寢室一人獨自住宿，遇身
體不適或緊急狀況無室友相互照應，住宿服
務組得視寒假住宿狀況，調整住宿寢室。 

(三) 如有個人物品須留置寢室，即須申請留宿申
請。未申請留宿者須清空寢室床位及所屬空
間，不得放置個人物品。 

(四) 寒假住宿期間將不定時抽查寢室住宿狀
況。如查獲未申請寒假住宿亦未清空個人物
品或私自進住，除須繳交住宿費外，亦須依
住宿相關管理規定及學生獎懲要點處理。為
減少同學未事先申請留宿，因故補申請寒假
住宿，影響其他住宿同學住宿權益，寒假有
住宿或放置物品需求者務請於上述期限內
申請寒假住宿。 

(五) 登記後如須異動，請於登錄時間內逕至說明
三線上登錄網址辦理異動。逾登錄時間申請
異動者，須繳交行政手續費每次新臺幣 250
元。 

(六) 因住宿資料或歷年住宿費繳交異常而無法
申請者，請務必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10
時前完成銷點或繳費，並出示銷點或繳費證
明，以便協助開放線上申請權限，逾時恕不
受理。 

(七) 寒假住宿床位取消： 

1. 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時前：請逕登
入申請系統，進行異動即可。免繳行政
手續費。 

2. 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起至開放入
住日前：請逕洽各舍輔導員辦理。除休
學、退學、畢業者，其餘申請異動者須
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費。 

3. 自開放入住日起：請逕洽各舍輔導員辦
理。住宿費以每日 130 元計，自開放入住
日起計算至完成異動申請與離宿相關手
續當日止。除休學、退學、畢業者，其
餘申請異動者須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
費。各身份別開放入住日請參考附件。 

(八) 寒假住宿床位查詢：104 年 12 月 30 日 18
時起，查詢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五、 繳費注意事項： 

(一) 繳費日期：104 年 12 月 30 日 00:00 起至 105
年 1 月 15 日 23:59 止。 

(二) 繳費方式：請逕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列
印繳費單後，依指定方式繳費；臺灣銀行學
雜費入口網網址： 
https://school.bot.com.tw/twbank.net/index.aspx
。 

六、 宿網相關作業時程: 

(一) 105 年寒假住宿 

1. 開放登錄：105 年 1 月 20 日中午 12 時起。 

2. 認證開始：105 年 1 月 21 日中午 12 時起。
未登錄者無法使用宿網。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1. 開放登錄：105 年 2 月 19 日中午 12 時起 

2. 認證開始：105 年 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起。
未登錄者無法使用宿網。 

七、 各期別離宿及進住相關作業時程請參閱前
頁「104-1 學期離宿、105 年寒假留宿搬遷、
104-2 進住時間及注意事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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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寒假研究生宿舍不留宿登錄作業及寒假期間住宿注意事項 
住宿服務組 

一、 寒假期間研究生宿舍採預設要住宿，無住
宿意願者，請於系統開放登錄時間完成登
錄、取消寒假住宿。 

二、 不留宿注意事項: 

(一) 登錄時間：104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時止。 

(二) 登錄方式： 

1. 線上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ws.php。 

2. 因違規記點、住宿費繳費異常、開放申
請期間屬停權狀態致無法進行線上登錄
者，請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時前
逕洽該舍輔導員人工申請寒假不住宿。 

(三) 注意事項： 

1. 登錄不住宿者，其床位及寢室置物空間
一律清空，不得放置個人物品，該空床
位由住宿服務組統一運用。 

2. 寒假住宿期間將不定時抽查寢室住宿狀
況。如查獲未申請寒假住宿亦未清空個
人物品或私自進住，除須繳交住宿費
外，亦須依住宿相關管理規定及學生獎
懲要點處理。 

3. 登錄後如須異動，請於登錄時間內逕至
說明三線上登錄網址辦理異動。逾登錄
時間申請異動者，須繳交行政手續費每
次新臺幣 250 元。 

三、 寒假住宿注意事項 

(一) 床位安排方式: 以住宿原寢為原則，惟為避
免假期間單一寢室一人獨自住宿，遇身體不
適或緊急狀況無室友相互照應，住宿服務組
得視寒假住宿狀況，調整住宿寢室。 

(二) 床位安排查詢：104 年 12 月 30 日 18 時起，
查詢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三) 寒假住宿費用繳交： 

1. 繳費日期：104 年 12 月 30 日 00:00 起至
105 年 1 月 15 日 23:59 止。 

2. 繳費方式：請逕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
網列印繳費單後，依指定方式繳費；臺
灣 銀 行 學 雜 費 入 口 網 網 址 : 
https://school.bot.com.tw/twbank.net/index.aspx。 

(四) 寒假住宿床位取消： 

1. 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時前：請逕登
入申請系統，進行異動即可，免繳行政
手續費。 

2. 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起至開放入
住日前：請逕洽各舍輔導員辦理。除休
學、退學、畢業者，其餘申請異動者須
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費。 

3. 自開放入住日起：請逕洽各舍輔導員辦
理。住宿費以每日 130 元計，自開放入住
日起計算至完成異動申請與離宿相關手
續當日止。除休學、退學、畢業者，其
餘申請異動者須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
費。各身份別開放入住日請參考附件。 

四、 宿網相關作業時程: 

(一) 105 年寒假住宿 

1. 開放登錄：105 年 1 月 20 日中午 12 時起。 

2. 認證開始：105 年 1 月 21 日中午 12 時起。
未登錄者無法使用宿網。 

(二) 104 學年第 2 學期 

1. 開放登錄：105 年 2 月 19 日中午 12 時起。 

2. 認證開始：105 年 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起。
未登錄者無法使用宿網。 

五、 各期別離宿及進住相關作業時程請參閱第
11 頁「104-1 學期離宿、105 年寒假留宿搬
遷、104-2 進住時間及注意事項」表。 

 
 
 

105 年寒假營隊床位申請相關訊息 

一、 床位借用登記時程安排及相關注意事項 http://tinyurl.com/105WCnotice 

二、 作業時程表 http://tinyurl.com/105WC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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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假辦法相關規定，請注意！

一、學生請假 Q&A 

Q：學生請假有哪些假別？請假單之使用？ 
A：學生請假辦法第三條，假別如下：(1)事假、

病假、喪假、給假----學生請假單(個人使
用)。(2)公假----學生公假請假單(含個人及團
體使用)。 

Q：學生請假有期限規定？應何時完成請假手
續？ 

A：(1)事假，應事先提出申請並完成請假手續，
逾期不受理。 

(2)公假：依學生請假辦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學生因其一之事由申請公假時，仍
屬事假之性質，皆須事先提出申請並完
成請假手續，逾期不受理。 

(3)因急病或生理期不適請假者；直系親屬或
永久共同生活之同居親屬喪故或臨時發
生不可抗拒之變故無法即時完成請假
者，依規定須於請假 後一天次日起算
五日內(不含假日)補辦完成請假手續，逾
期不受理。 

Q：學生請假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A：(1)請假二日(含)以上，包括：事假(不拘
格式)；病假(門診單或診斷證明等)；喪
假(訃文、死亡證明書、除戶證明影本或
共同居住人之戶籍謄本)。 

(2)公假：公文影本、足資證明之文件或學生
申請公假同意書。 

Q：學生請假之程序？ 

A：(1)請自行至生輔組網頁「表單下載」列印請
假單，依准假權責由授課老師、導師或
系主任(所長或學程主任)核准簽章後，再
送至生活輔導組完成請假手續。 

(2)請假單下聯送請假學生留存，學生應自行
向授課老師回報已完成請假手續。 

Q：學生請假可否委託他人代辦？ 

A：可以；仍須依請假期限規定內辦理完成請假
手續。 

二、學生請假相關連結： 
(一) 學生請假辦法： 

生活輔導組主選單/法規與SOP/生輔組

各項法規/ 

(二) 學生請假單、學生公假請假單、學生申

請公假同意書(個人或團體)： 

生活輔導組主選單/表單下載/ 

(三) 學生請假標準流程圖： 

生活輔導組主選單/法規與 SOP/標準作

業流程 SOP/ 

 

交通安全講座—車輛保險與交通事故理賠實務 

時間：104/12/03(四)15：10—17：10(14：40 開放入場) 

地點：軍訓大樓 6022 教室  

主辦單位：軍訓室      承辦人：林錦玄(z10012022@email.ncku.edu.tw) 

通識教育講座領域：社會科學 

 

◎主講者：翁士舜理賠科科長 

服務單位：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演講者學經歷：淡江大學中文系 
                          太平產險理賠專員、新光產險理賠專員、科長 

◎大綱： 

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概要 

    (一)給付項目及標準。(二)不給付及追償事項。(三)申請相關文件。 
         二、任意第三人責任險概要 

    (一)給付項目及標準。(二)不保事項。(三)和解之參與。 
         三、和解書填寫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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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專頁

本校交通意外事件統計： 

本校位於台南市東區火車站後方，屬交通
非常繁忙的地帶，校地被 8 條道路分割成 8 個
校區，全校近 3 萬教職員生每日進出各校區，
加上台南市民同時使用周邊道路，校區周邊屢
屢發生交通衝突的驚險畫面。 

依本校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資料統計，104 年
度一至十月份交通意外事件計 109 件。另校區
周邊(前鋒路、大學路、勝利路、東寧路、林森
路、東豐路範圍以內)計發生事故 59 件，佔總交
通事故率 54.1％。 

 

重大交通意外案例： 

一、本校某系老師 10 月 29 日上午騎機車上班
途中，行經長榮路三段自強校區側門附
近，於穿越長榮路進入巷口前與汽車發生
碰撞，雖經成大醫院急救，仍因傷重不治
往生。 

二、崑山科大 4 年級的林姓男大生，11 月 1 日

與李姓學妹參加慶生會，凌晨 5 時許林生
騎機車載學妹要返回學校宿舍，途經復興
路高速公路涵洞下方，因闖越紅燈與橫向
曾姓男子所駕休旅車發生衝撞，學妹送醫
不治，林男也身受重傷。經抽血後，警方
發現其血液酒精含量達 0.225 毫克，不過
警方認為此件車禍雙方都有過失，曾姓男
子和林男都將被依過失致死罪移送法辦。 
 

提醒事項： 

一、師生騎乘機車穿越馬路或是進出巷口時，

務必特別注意各個方向來車，確認安全之

後始得通過。 

二、大學生活多采多姿，常常會參加各種聚會

活動，活動期間若有飲酒，請搭乘大眾交

通工具，或指定未飲酒人員開車接送，切

忌酒後開(駕)車，並遵守交通號誌，以保障

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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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偽裝術  千萬別上當 

        「來哦！來一包咖啡！」小心~來路不明的茶包或試飲包千萬不要喝！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佈 新統計，近三個月內由警察局送驗的咖啡、奶茶、麥片等隨身包
飲品，就驗出有 39 包混有毒品或新的濫用藥物成分。新竹縣一名資深刑警說，業者把搖頭丸磨碎，
混合Ｋ他命和多種化學藥品，以小袋裝茶包、咖啡包出現，原本在夜店流傳， 近在坊間也有買賣，
警方已積極追查。 

    目前檢驗出來的毒品成份五花八門，包括已列為二級毒品的
MDPV(浴鹽)，三級毒品的 K 他命(Ketamine)，四級毒品的硝西泮
(Nitrazepam)等，數量多達 14 種。有的毒犯為了要求效果好，同一
包咖啡包裡面摻入了多達 6 種毒品，包含：中樞神經興奮劑、抑
制劑、迷幻劑、鎮靜劑、安眠劑等，一旦使用，很可能會造成死
亡。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好奇和同儕的影響而輕易嘗毒， 也不要
接受陌生人給的咖啡包和飲料，如果不小心使用，可以依照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主動向衛生福利部指定的醫療機構請求治療。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網頁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小心一氧化碳中毒 火災警報器 及早偵知火災發生

一、依教育部 102 年 4 月 1 日臺教學(五) 
1020045668A、B 號函轉內政部修正「加強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計畫」辦理宣導事
項。 

二、依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近日受到鋒面
與大陸冷氣團影響，局部地區氣溫驟降，早
晚溫差大，加強辦理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其
他安全事項宣導(如用火、用電安全)，提醒
同學(尤其是校外賃居學生)使用瓦斯熱水
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安全事項，特須注意室
內保持空氣流通，切忌門窗緊閉，避免肇生
一氧化碳中毒及其意外事件。 

三、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可運用內政部消防
署宣導影片及海報，並可協請各單位配合共

同宣導，以強化學生防災知能。有關「宣導
影片」及「宣導海報」可至內政部部消防署
全球資訊網/防災知識/防災宣導下載。(網址: 
http://www.nfa.gov.tw/main/Unit.aspx?ID&Men
uID=378&ListID=4490) 

另內政部表示，住宅火災往往因延遲偵知、
通報及避難造成住戶傷亡，設置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以利住戶採取滅
火、避難及通報等應變作為，為住戶多一道安
全保險，所以推廣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是目
前政府推動住宅防火安全之重大政策方向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賃居相關法規公告--校外賃居學生登革熱個案處置標準作業流程與租屋手冊

各位師生好： 

    國立成功大學校外賃居學生登革熱個案處
置標準作業流程(104.10.19 學務主管會議通過)
如附件，已公告於軍室訓/法規彙編/校園安全/
網頁，提供師生參考運用。網址：
http://military.osa.ncku.edu.tw/files/11-1070-4380.ph
p?Lang=zh-tw 

好消息！各位在外租屋的同學： 

    崔媽媽基金會的租屋手冊，開放 pdf 檔供下
載，內含豐富實用的租屋相關常識與法律知
識 ， 歡 迎 同 學 上 網 閱 覽 及 下 載 ， 網 址 ：
http://www.tmm.org.tw/pub/rent_001.htm，亦可由學
校軍訓室網頁項下的校外住宿服務網頁中聯
結。

 

~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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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104 學年度宿舍新生教育訓練成果分享 

住宿服務組 

 
組長與宿舍幹部化身登革熱防疫尖兵為同學噴灑防蚊液 

104 學年度宿舍新生教育訓練於 9 月 7 日於
成功廳盛大展開。本活動邀請董學生事務長、
杜副學生事務長蒞臨致詞並觀禮，住宿服務組
工作團隊協助流程進行，在活動主持人林志
岷、薛心柔同學生動活潑的介紹下，讓本屆大
一住宿新生對於住宿服務組服務內容、宿舍法
規、宿舍大小事、宿舍生活須知等都有了完整
的了解和認識。活動進行當中除進行住宿相關
訓練外，並配合登革熱防治之常識宣導及影片
觀賞。本活動共計 2186 位住宿新生參與本次教
育訓練（含補訓），完訓者均可獲得宿舍優良記
點一點。以下為本次活動花絮照片。

       
     大一新生專注聆聽幹部訓練內容  學生事務長董旭英、副學務長杜怡萱致詞勉勵新生 

  

感恩有您～瑞智精密捐贈高效能熱泵熱水器，造福成大學子 
住宿服務組 

在節能減碳的意識抬頭下，每個人都為愛
護地球善盡一份責任，身為全國標竿大學的國
立成功大學更不遺餘力，在提供 6500 位住宿學
生沐浴所需熱水需求，特別選擇具有節能效果
的太陽能熱水器並以瓦斯鍋爐熱水器及電熱水
器，輔助冬天或夜間太陽能不足。 

瑞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為全球第四大壓縮
機製造廠並自行研發製造高效能熱泵熱水器，
銷售遍及各大飯店、工廠宿舍及民宿，更獲得
嚴格評核通過並已採購使用學校有國立台北大

學、國立東華大學、嶺東科技大學、龍華科技
大學… 

瑞智公司董事長陳盛沺，執行長劉金錫本
著回饋母校善盡社會責任，多年來除每年提供
百萬獎學金及學生到集團國內外公司實習外，
今日( 10 月 30 日)再捐贈熱泵熱水設備五套主機
提供光復三舍學生使用，由成功大學黃正弘副
校長及瑞智公司劉金錫執行長舉行啟用儀式，
期能讓這安全又節能的商品(可節省 60%以上瓦
斯費或電費)在成功大學宿舍廣為運用。

     



18    Nov. 2015 

服役也可以是就業！ 2015 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熱鬧登場 

※文字提供及整理：校友聯絡中心/生涯發展組

「2015 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已於 25 日
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中正堂熱鬧登場，涵蓋了電
子電機、半導體、光電、軟體網路、製造、交通
運輸倉儲及科技服務等 59 家企業到場設攤，不僅
透過產品展示、發送紀念品及填履歷抽獎等活動
積極爭取役男人才，更另闢主管面試區鼓勵碩、
博士生參加面試，當場決定自己的未來！ 

本屆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共計 59 家廠
商，設置 69 個攤位徵才，提供約 2,130 個工作機
會；其中理工類別 2,092 個、生醫類別 20 個以及
文法類別 9 個，吸引來自雲嘉南地區大學院校碩
博士生近 3,000 人參與。據主辦單位統計，現場廠
商共收到 8,985 份履歷表，其中收受 多履歷包括
瑞昱半導體、中山科學研究院、聯華電子、晶元光電及群創光電等企業。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楊永年主任秘書致詞表
示，研發替代役制度自 97 年上路以來，讓服役
不只是一種義務，也可以是一種選擇。透過兵
役制度，不僅為企業選拔適當的人才，同學也
可以掌握自身專長優勢找到夢想中的職位，提
早進入嚮往的企業職場，達到企業、役男雙贏
的局面。這也是企業對年輕學子有了信心，才
會積極到場參與這場盛會，相信無論佳木良
禽，一定能找到 合適的彼此。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柯呈枋分
署長致詞表示，青年是國家 重要的資產，也
是國家經濟創新、進步的主要動力，青年就業
對國家各級部門來說，皆視為就業相關政策當
中 重要的重點。研發替代役的設置，為學子
們在未來職涯設下一個很好的起跑點，學以致
用，使產業界透過研發不斷升級，讓企業永續
經營，的確是學用之間一段很好的接軌。 

為提升國家整體研發能力，在兵役公平
性、待遇合理性、法源完整性的原則下，「研
發替代役制度」自 97 年上路以來，即運用兵役
制度延攬產業研發人才。今年 5 月，內政部經
立法院三讀通過「替代役實施條例」部份條文
修正草案，透過產業界的參與及精英培育措施
增加「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度」，藉此吸

引副學士以上具技術背景、優質且穩定的研發
人才，得以參與技術性、科技或產業研究發展
工作，協助役男不因服役而中斷所學，以達人
力資源妥適運用，並持續提昇產業競爭優勢。 

參與成功大學「2015 年研發替代役暨就業
博覽會」徵才廠商包括：工業技術研究院、聯
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
司、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康寧顯
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慧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立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友達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仁
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普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等 59 家廠
商。 

本次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由國立成功
大學主辦，臺南市政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中山大學、中正大學、中興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南臺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臺南大學、嘉
南藥理大學及財團法人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
會等單位共同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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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就業指導 

活動組別：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活動日期：104/03/27(五) 

活動名稱：銷售及代書流程 

授課教練：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台南區 洪正龍協理 

         

    本次課程的主題為銷售與代書流程，首先
介紹在執行房屋買賣時，在買賣雙方協商房屋
價格後進行代書的步驟，而代書流程依序為簽
約、用印、完稅以及交屋，並且針對這四個步
驟做詳細的解釋說明，同時解釋了代書流程相
關的專有名詞，例如:房屋評定現值與土地公告
現值、完稅時買賣雙方必須支付的契稅與土地
增值稅、建蔽率與容積率以及加蓋與違建的差
別與判定的標準等，也強調在進行房屋買賣時

容易產生法律糾紛的是簽約以及完稅到交屋
前後的時間，並且說明信義房屋在法定上是如
何去降低糾紛發生的頻率以及後續問題的談判
和解決。 

接著介紹房屋的銷售，說明如何銷售房屋
產品，除了了解房屋產品本身，如何提供足夠
的資訊，透過銷售滿足客戶對產品的需求。教
練認為: 開始的銷售，房仲業者與其他一般的
銷售業者 不同的地方就是房仲不用特別去開
發需求，因為會來找房仲的民眾一般都已經是
有明確的需求了。 

雖然大學生買屋的需求不多，但買屋卻也
是每個人一生不可避免的，詳細了解每一個步
驟都是必要的學習。例如: 在現今非常繁瑣的法

令底下，進行買賣時仍須要避免有心人士的詐
騙。教練也提到了「履約保證制度」，交易時在
銀行開設虛擬的帳戶以讓買賣雙方進行履約，
可以確保買賣雙方的零風險交易，對於任何買
賣房屋的人是必須知道的，這樣在交易過程中
才能降低風險並獲得應有的保障。 

教練依據在信義房屋工作的經歷與自己親
身接觸過的業務案例作舉例，不只讓我們學習
代書與銷售的理論知識，透過各方面的案例，
使我們更加了解這些知識實務上的應用，也讓
課程內容更為靈活有趣。聽了本次課程，對於
房屋的交易，從 初步的開發一直到代書和銷
售，並且透過教練授予的房仲專業知識與實際
案例，搭配現今國內房地產市場的趨勢與波
動，有了基本的認識和了解，也深深體會到，
房仲業是一項關於「人」的職業，在做任何業
務時，除了培養自身的專業能力，更重要就是
誠信的態度，這樣客戶才會表示信任。在已知
的條件下幫助客戶尋找 佳的買賣方，並且讓
客戶獲得 大滿足才是房仲 重要的事情。面
對未來職場，我們仍有很長一段路需要學習與
體會。

就業指導～履歷撰寫與面試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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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產業脈動探索 

活動組別：嘉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日期：104/03/14(六) 

活動名稱：嘉鴻遊艇概況講解 

授課教練：嘉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鄭啟驊董事長 

 
  今天的課程中，教練和我們簡介了嘉鴻遊
艇的概況，包含公司簡介、遊艇在台灣以及遊
艇的製造流程。如同教練所說，由於老一輩的
台灣人認為大海是一個危險的地方，不鼓勵子
孫出海，因此台灣雖然是一個島國，卻沒有大
量的發展海上的觀光旅遊業，我也因此不認為
台灣居然有遊艇的製造廠商。沒想到今天聽完
教練的分享， 我才發現即使在台灣，嘉鴻遊艇
也不是一個壟斷的產業，大大小小一共有三十
幾家廠商投入運作，甚至在金融海嘯之前還多
達一百多家廠商，這其實就是課本上所學的全
球化的 好驗證。 

  由於以前交通不發達，產業的供給多以當
地需要為主，自給自足；然而隨著交通以及通
訊的發展，現在各個企業的設廠有了更多的考
量：人才、原料、土地、法規等，這樣的變遷
才可能讓遊艇休閒不發達的台灣也可以擁有全
球前十名遊艇的製造廠商。  

  附加價值，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同
樣尺寸的遊艇，台灣的遊艇價格是中國大陸的
三倍，為甚麼可以達到這樣的高附加價值？「品
質」絕對是 好的回答。就像 Made in Taiwan 跟
Made in China 的差別，台灣遊艇的製造從圖開
始就自己設計，節省了和國外設計師溝通的時
間，再加上台灣的遊艇客製化程度高，能夠盡
量滿足客人的需求，幫助客人完成他們的夢
想，讓客人能夠在短時間內拿到獨一無二的遊
艇。這就是區隔，這就是附加價值的所在。    

  把上述的概念再擴充，可以發現「人才永
遠不會失業」這句話絕對是正確的。就像教練
送給我們的一句話：「你的視野，決定你的世
界。」擁有自己的夢想， 靠所有的努力去完成
它，也不要侷限於自己所在的領域，要當一個
好的領導人才，第二專長、甚至是第三專長都
很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發揮它的作用。

產業脈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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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生、好同仁、好職涯  

 談職場進退之道 

  時間： 104 年 5 月 20 日 1830~2030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信義企業集團倫理長 楊百川先生 

文字整理：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本學期第五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
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特地邀請信義
企業集團楊百川倫理長來演講。講座以「好學
生、好同仁、好職涯 – 談職場進退之道」為
題，透過信念引領，釐清好學生、好同仁、好
職涯等各種關係，講述個人職場生涯的進退之
路，讓成大學生能夠進退有據、縱橫職涯。 

    講座由陳孟莉組長為我們致詞，「同學在做
生涯決定的時候，會考慮到性格、興趣、能力、
核心價值。而信義房屋目前在推動的就是核心
價值，以人為本，去盡社會的責任，跟我們成
大校風類似，都是倫理務實。這些都跟今天的
主題相關，信義集團楊百川倫理長將帶領同學
們瞭解職場進退之道，讓大家做足準備，在職
場上大放異彩，讓我們用掌聲熱烈歡迎！」 

    楊倫理長，原本是輔仁大學學務長、輔仁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他說企業倫理是很
深的學問，好像很難真正運用出來，很多學生
會認為這只是營養學分而已，但信義集團聽完
他的演講後，積極邀請他來全面推動企業倫
理。進入信義集團後，每個月都跟高階主管晤
談，會後楊倫理長把內容做成報告，但對方看
完報告後覺得太複雜，說他做生意只有三件事
情：一、找對的人做好的訓練；二、對客人做
對的事情，不能讓對方覺得我們只要賺仲介
費；三、確保服務滿意度，他們才會願意分享
利潤給企業，企業得到利潤後，才能雇用更多
的人，做對的事情，就能創造更多更好的滿意
度。所以他發現學校教導學生的企業管理，和
實務落差很多，學校教導的過於細節，卻忘記

真正的創造價值、財富的根本之道在哪裡？這
件事讓他很有啟發，也自我反省，面對利益時
能繼續堅持選擇做對的事情，唯有這樣，企業
才能屹立不搖，成就自己的位置。 

    許多企業在面對利、義衝突時，會感到相
當為難。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好學生、好同仁、
好職涯與利、義也是息息相關，每件事情都有
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對的事情用不同角度，甚
至放在不同人身上，就有不一樣結果，我們通
常面對利、義，都會先利後義，找到一個對自
己有利的理由就會去做。今天這場演講，希望
可以觸碰到各位的內心，我們會遇到很多選
擇，什麼是對的事情？什麼是對你有利的事
情？我們都要想清楚我們都要選擇對的事情，
這是楊倫理長在信義集團學到的事情。以前在
累積自己的知識，現在就是把知識跟產業結合
變成了見識，但是 難的挑戰是有沒有膽識？ 

    探討人生各階段之追求，首先是信念引
領，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你要的是什麼？你
相信的是什麼？進入職場後面對不同的人生階
段，應該用什麼心態來追求成功與卓越，瞭解
自己要的是什麼、如何選擇自己的職涯，是我
們應該認真思考的課題。進入職場之後不再只
是追求亮麗的成績，職場中有許多待人接物的
眉眉角角需要學習，想要受到上司和同仁的喜
愛，除了工作能力之外，言行舉止是否得宜更
是關鍵。 

    現在台灣很多大學生在抱怨 22K，這時候年
輕世代會覺得自己的價值很低，自信心開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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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因此信義集團推出一個方案叫做「集氣 30
天、菜鳥開大絕」。希望反轉雇主及受僱者的立
場，讓新人有 30 天來試用這間公司，公司會提
供你充分了解這個環境，讓你自己了解是不是
適合這個公司，30 天後就決定自己去留，如果
選擇離開，公司則是給予祝福且贈與 5 萬元轉
職金，如果選擇留下來，就有前六個月保障底
薪 5 萬元，這時就會有一個利與義的選擇了，
選擇留下來的人，放棄了眼前當下的利 5 萬元
來繼續留任。面對有利益的選擇時，會想得比
較清楚，而這就是對的事情，給你 30 天認識你
自己、認識這個公司，表面上買賣房子是業務，
但實質上不是，如果買賣房子的過程乾淨透明
化，實質上對社會是安定人心的，所以你能通
過挑戰勝任的話，那你做的事情就是對社會安
定的來源。 

    此時有同學提問：「請問公司提供什麼實質
的東西，讓受雇者能了解你這間公司呢？」楊
倫理長回答：「這試用期的 30 天，純粹讓你觀
摩和了解，讓你選擇說自己要不要去做這件事
情，學長姐帶領你的時候是讓你了解，也會分
發手冊。房仲業完全沒有限制你的背景、科系，
主要是要擁有堅毅不拔的勇氣和堅韌力，當然
買賣的專業技能是需要的。」 

    什麼是好學生？你心目中的好學生是怎樣
的？同學回答：「上課用功、對待師長同學有禮
貌、對未來會負責、做對的事情不要做對不起
自己的良心。」好學生，學生才是本體，這個
社會為什麼要有學生？學生的目的是什麼？同
學回答：「承接上一代留下來的智慧、傳承給下
一代。」「好」這個字要跟事情本質有關，若學
生存在不能有學生存在跟目的，就不能叫好學
生，企業存在若不能展現企業的存在目的，就
不能叫好企業，所以我們要清楚本質是什麼，
要清楚目的是什麼，才能判斷好壞。 

    什麼是好同仁？如果把同仁定義為有競爭
力的角色，那麼能夠刺激你產生競爭力的就是
好同仁，若定義為互相提攜的角色，那麼能夠
互相幫助的就是好同仁，如果不了解本質是什
麼，那就很難來判斷好壞。什麼是好職涯？我
們要知道我們所要追求的是什麼才能來判定什
麼是好，先確定這輩子內心要追求的是什麼，
才能判斷好壞。 

    什麼是好職涯？任何職涯對你來說都可能
是過客，關鍵在於你生命中什麼是「好」？好
可以用數字、感受衡量嗎？「好」或「不好」
可以同時出現嗎？只用來衡量「現在」的狀態
嗎？要仔細想想你的現在是怎麼來的以及怎麼
知道未來的狀態，這些的源頭都是出自自己身
上，一切看於自己的想法、想想自己的好。人

生面對不同選擇，比如求學、求職或轉職，只
要全心經營「現在」的這一刻，那就是好。 

    「關係」是什麼？你看到「關係」了嗎？
什麼是進退之道？你看到職場進退之「道」了
嗎？首先我們要看見真實，並且要做好準備，
才能隨時應付決勝點，因為我們無法預料到下
一刻的事情，到了職場上，我們更要具備覺察
力，才能分辨好同仁。這裡舉了熊與獵人的故
事來印證，兩位獵人結伴上山獵熊，不料彈藥
用盡仍未捕獲，遭到大熊憤怒的追擊，兩位獵
人奮力逃跑， 後跑比較慢的獵人被大熊追上
了，快慢關鍵在於一者穿登山鞋，一者穿平底
鞋，原來決勝點竟是在鞋子種類，所以平時就
要做好萬全準備。 

    再來是人生選擇，有了目標之後，我們要
如何達成目標，應該要隨時反省跟檢視，在追
求目標的過程中，莫忘 原始的初衷與本質。
這裡以射箭畫靶的方式為例，「先射箭再畫
靶」，就是先努力做事，再慢慢修正自己的目
標，或是「先畫靶在射箭」，先把 終目標訂好，
再努力地去實現它，兩者並無高下之分，端看
自己如何選擇，但 重要的是莫忘初衷。 

    進入職場後應該要橫向連結，且多結交不
同系所的同學，並和職場上的同仁互相認識、
一起成長，這些都是進入職場後橫向連結的好
基礎，才能向下扎根的穩又能廣。例如加州杉
木又高又大、品質優良，是因為除了向下紮根、
穩固基礎之外，還與其他棵杉木的根進行橫向
連結，盤根錯節，因而讓杉木更加穩固，說明
了專業札根、網絡連結的重要性。 

    當我們面對自己的專業時，要用什麼方法
來證明自己的專業是很重要的，那什麼叫專
業？付出不輸給任何人的努力就是專業，我們
付出的服務越多，別人自然願意跟隨自己，那
就是服務領導，我們要認識自己的本質為何，
認識且了解本質才能找尋到好的人生、同仁、
職涯。這裡以喝馬桶水的故事為例，日本內政
大臣野田聖子，剛畢業時進入百貨公司實習，
擔任廁所清潔員，原本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厭
惡，直到有一天，看見同是清潔員的歐吉桑，
掃完廁所，竟然喝了一口馬桶水，她感到相當
噁心，前去詢問，掃廁所的歐吉桑說，喝馬桶
水就代表他把廁所徹底打掃乾淨，是對自己專
業負責任的表現，因此野田聖子也學習到這種
敬業精神，後來才得以成為內政大臣，進行服
務領導。 

    而在職場上，你也必須要執著緩進、卓然
進取，不要看到高手就妄自菲薄，積極努力，
總有一天你也能趕上他。例如在金字塔頂上，
留有老鷹和蝸牛的糞便，說明了蝸牛只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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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爬，終能抵達老鷹能飛到的地方。並且你
也要具備人生格局、視野高度，畢竟「格局決
定結局、態度決定高度」。例如老鷹與小雞之所
以不同，在於一個能飛，一個不能，當老鷹學
會翱翔後，那視野是一望無際、沃野千里，其
人生格局，豈是小雞所能比之。 

    接下來是 Q&A 時間，同學提問，產學落差
該如何克服？講者回答，就讀普通大學的同
學，有機會的話可以去企業實地探訪、實習等
等，了解企業實際的操作面向，再與自己所學
做結合；若是技職學校的同學，則可以多補充
學理上的知識來做結合。每個領域中，都有技
術和學論的部分，自己要知所取捨，了解自己
所在的領域，努力做到道術兼具，道正自然術
強，進而學用合一。 

    接著同學提問，工作和娛樂該如何平衡？
講者回答，選擇工作時，選擇自己喜歡且有樂
趣的工作，這就是 高境界，再者，就要自己

在工作中找到樂趣，要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平衡
點。 

    後同學提問，如何具體追尋職涯？講者
回答，選擇公司時，也要清楚公司的氛圍、文
化及團隊合作情形，各方面都是值得考慮的；
當你怯步、茫然時，就替自己定下目標且連結
廣博，勇於承擔加上全心經營，這些都是具體
的方法。 

    在這短短兩小時的演講裡，楊倫理長從義
利之辨、好壞之分談起，有了正確的信念引領，
接著談到對好學生、好同仁、好職涯等關係的
認識，進而談到職場進退之道，透過求好之術，
只要你能夠全心經歷、自我修練，並且勇於探
索、當責承擔，相信各位同學的人生便能如願、
如你所願。整場演講楊百川倫理長條理清晰，
說起話來不疾不徐，談到許多職場進退之道，
並且援引豐富的故事作為例證，使得演講內容
相當精采，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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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2015 第十屆臺灣日本學生會議 
台文105杜鎔書

這已經是我第三次參加八月大會，也是我
在台日學生交流會的第三年。可以說這個活
動、這個社團貫穿我大學生活的前三年。老實
說，我不知道少了台日學生交流會這個社團和
八月大會，會是甚麼樣子，但想必生活中會少
了很多樂趣與精采，我也不會認識這麼多台灣
與日本的好朋友。從小就一直喜歡日本的文
化，卻無緣親自探索當地的美景與人情，八月
大會卻給了我機會，讓我能分享自己國家的特
色，也能知道許多我所不知道的日本。八月大
會的宗旨是搭建台灣和日本之間友誼的橋樑，
兩地的大學生能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在接觸新
事物時更進一步挖掘自己國家的本質。 

 

第十屆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十這個數字在
漢字中具有很好的意義，是代表完整、美好的
涵義，也是一個階段的結束，將要邁入下一個
更好的開始。我相信也希望這不會只是八月大
會的第一個十年，會有更多的十年，而台灣和
日本的大學生也會透過這個活動而更緊密的聯
繫在一起。我很榮幸可以參與到第一個十年，
而十年後的下一步將會在台南舉行，雖然我到
時可能無法參與了，因為我也將進入我人生中
新的階段，卻也滿懷期待，畢竟也是自己投入
心血，看它努力茁壯成長的社團。 

相較於第一次參加的青澀，第二次參加擔
任幹部的緊張，第三次我是抱著很輕鬆的心態
參加，而且因為可能是 後一次了，所以更積
極投入，全程都保持著很愉快的心情。我這組
分科會的討論主題是運動，而組員們決定以台

灣和日本的棒球現況做比較，並且是以比較有
趣的形式發表。這屆的分科會是以給予一個大
主題的方式，讓各組自己去想要針對其中哪個
方面去探討，給予很大的自由度，所以各組的
發表形式也更豐富多元。我這組是以拍攝影
片、機智問答和口頭報告三者交叉，其他各組
也大顯神通，有演戲的、唱歌的，還有訪問和
影片等等，雖然討論的是嚴肅的議題，但發表
以輕鬆的方式也讓人更容易消化吸收，而不會
睡死一片。因為每天的分科會討論也會讓人疲
勞，在過程中也穿插觀光行程，這次更是安排
了兩個DIY的活動，到葡萄園採葡萄現吃，以及
餺飥的製作，參觀信玄餅製作工廠和影像美術
館也都十分精彩，甚至在觀光第一天的午餐還
有和太鼓的演出可以欣賞。不僅有文化的推
廣，也有實地體驗的樂趣。我印象 深的除了
信玄餅製作工廠身手俐落的包裝師傅，就是晚
上在飯店的溫泉浴池泡溫泉了，據說還是很有
名的美肌溫泉，女生不多泡泡怎麼行呢?雖然是
裸湯有點害羞，但入境隨俗，大家都一樣也就
不覺得奇怪了。 

今年整體行程比起往年短了兩天左右，所
以時間安排比較緊密，我們台灣方更是在下飛
機之後就開始在機場狂奔，為了有時間在飯店
梳洗整裝，可以準備晚上的歡迎晚宴。因為已
經是第十屆，所以大家都很重視，很多往年的
代表和政府官員都到現場支持。在 後一天的
發表，更是請到了第一、二屆的元老級成員與
大家分享創立社團和活動的過程，其實這個活
動的宗旨一直有很好的傳承與延續，就是成為
台灣和日本友誼的橋樑，彼此可以增進認識。
很開心可以參與到三屆的八月大會，也許在人
生中是很短的時間，但對我的影響卻很大。我
的眼界更開闊，我認識了日本與台灣的差異，
也因此更了解自己所在的這塊土地。我想，這
也是八月大會的隱藏目的之一吧!你先要了解自
己，才能夠了解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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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即使置身黑暗，我們依然聽見、看見並實現夢想 

撰稿人／成功大學工設系  黃瑋琪 

(夢想者聯盟成員  ‐「微聲中聽見希望」微希女孩 Wisi)

        這一期學務簡訊由資源教室的佳蓉老師邀
請工設系的同學分享她的親身經歷，希望能讓
更多人看見即使在生理上有一些缺陷，得比別
人經歷更多挫折與不便，她依然努力、堅持著
自己的夢想。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她
的故事吧！ 

「只能聽見微弱的聲音，如何準確唱出心中
嘹亮的音符？ 

沒有雙腳、沒有視覺，如何在舞台上舞動奇
蹟？ 

夢想者聯盟  —  把阻力化成助力，說一個充
滿感動的故事給你聽！ 

        《夢想者聯盟》是經過身心障礙者藝文推
廣協會所辦＂聽見星光＂身心障礙者流行音樂
人才培訓課程所訓練出來的一群跨障別的朋友
們所組成，聘請知名的講師親自授課，從表演，
服裝，造型，說話，參訪實習，幕後製作，舞
蹈等課程，一步一步脫胎換骨，走向夢想舞台。」
(摘自夢想者聯盟網站介紹) 

        剛進成大，曾因生病而休學，在那段不論
身體或心理都 脆弱的時候，幸運又有些意外
地，在這裡遇見各路為夢想奮鬥的好夥伴，四
年期間，我們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一同成長，
互相鼓勵、學習。復學回到成大後，不論在學
業或生活或在表演工作上遇到各種阻礙，我都
能因在「夢想者聯盟」中的學習與體悟，而有
勇氣陪自己走過每次風雨，並也和大家一樣，
努力分享我們對生命的熱情。 

        我自己面對表演總是困難重重，聽不到音
準、抓不到節奏、如何學習如何精進，一切都
需要各種自我鞭策與尋求支援。所以能想見其
他夢想者夥伴們，在舞台上自信展現、放送熱
情時，台下多少苦功：當視力只剩下零星殘影、
甚至完全失去，他們是如何把動作、方位記熟，
且為了以專業規格自我要求，準確熟練之外、
更需雕琢細節、力度、美感、表情、熱情活力
的呈現...等等。當行動受到限制、身體常受病痛
折磨，該如何掌握自己的練習進度及演出狀
況，希望盡力給觀眾敬業享受的一場場表演......
在夢想者聯盟，我們看到自己與夥伴的不斷努
力，我們學著擁抱不足、綻放才華，一起在各
種磨練中勇敢向前。 

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 近努力的成

果，希望透過專輯及攝影書等介紹，邀請您來
認識《夢想者聯盟》，聽聽我們的精彩故事。 

《夢想者聯盟 Dream Catchers》－專輯介紹 

每一條夢想的道路都難走 

每一顆渴望飛翔的心靈都熾熱 

視障、肢障、聽障、多障，來自不同環境、
不同障礙類別的夢想者 

凝聚起共同朝向目標前進的力量！ 

歷經了一千三百二十一個日子的努力 

終於實現了發行【夢想者聯盟】同名合輯的
夢想奇蹟！ 

合輯製作人－金曲歌王蕭煌奇         

視覺設計－蕭青陽 

 

        收錄在唱片中的每一首歌曲邀請到流行音
樂界知名詞曲作家，為夢想者們量身訂作充滿
故事的生命主題歌！ 

曲目故事： 

1.夢想者聯盟 Dream Catchers 
曲：蕭煌奇 詞：林孝謙 演唱：夢想者聯盟 

「夢想聯結了你和我 擁抱了每一次寂寞 在
每次風雨過後總有陽光探出頭…」唱出每一個
流過淚的靈魂，在感受到溫暖的擁抱後所成就
的夢想能量 

每個人的人生不可能完美，更何況是這些不論
是先天或者後天所導致身體障礙就業困難的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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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們！除了自己的努力，家人們的支持，還有
更多社會上的暖流，才能讓夢想發光！ 

以這首象徵希望和夢想的歌曲作為唱片開頭，
帶給人的不是感傷、不是寂寞，而是勇敢追夢
的陽光 

2.一個人的時光 Me time 
詞、曲、演唱：黃瑋琪（Wisi 微希） 

聽不見自己的聲音，也聽不清楚外界的聲音，
先天性小耳症、反覆性關節炎的微希女孩黃瑋
琪個人詞曲創作：一個人的時光，唱出無聲世
界裡，大部分的時間只能面對著自己，仍然能
純真探索世界的自在和灑脫 

 

3.有你 Without you 
詞、曲、演唱：洪新智 

在大學時立定志向成為平面設計專才，卻因罹
患罕見疾病貝西氏症導致全盲，歌唱成為撫慰
失去光明、受創心靈的 佳良藥！更是夢想者
聯盟中第一位發行創作 EP 之傑出歌手。加入夢
想者聯盟三年期間，經歷了母親逝世、父親成
為植物人在療養院療養的種種挫折，但是勇敢
的新智不向命運低頭，繼續創作出一首又一首
動聽的歌曲，用音樂尋找美麗願景！ 

這首創作，唱出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也熱切追
求著愛情的嚮往 

4.發聲練習  [ a e i o u ] 
曲：張紹倫  詞：嚴云農 演唱：林政緯 

發聲練習這首歌曲的主角林政緯，演唱出原本
即將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卻因為意外成為全身癱瘓，失去過去的美好嗓
音！ 

歷經七年發聲練習才能勉強唱出夢想的歌的艱
難…… 

5.是你給的 From you 
詞、曲、演唱：張哲瑞 

這首自創歌曲描述了張哲瑞在眼睛看不見之
後，唯有輕輕閉上眼睛才能和過去一樣，看見
想念的人…只要睜開眼睛世界雖然變得不同，
但是他仍然感謝所有好的壞的，都是生命中
特別的印記 

6.勤家 Kin gei 
曲：蕭煌奇  詞：巫宇軒  演唱：高淑珍 

罹患小兒麻痺，順服命運安排成為賢淑母親的
高淑珍，透過渾然天成的嗓音，唱出道地的台
灣歌謠，讓夢想不因障礙而遙遠，讓溫暖不僅
屬於家庭，也能溫暖更多心靈！合輯中唯一一
首台語歌，描寫出台灣女性成為妻子、媽媽後，
願意用青春守護整個家庭、奉獻付出感恩的溫
馨！ 

7.心願 Dreams lead your wings 
曲：蕭煌奇  詞：朱萬花  演唱：魏益群 

飛輪勇士魏益群，用歌聲擁抱夢想！截去雙肢
追求自由…… 

罹患罕病「纖維性骨失養症」的魏益群，小學
時因病輟學，不斷骨折的雙腿，只能躺在床上
的生活長達十六年，他不願就此過一生，因此
勇敢的將雙腿截肢，為的是能夠重新擁抱外面
的世界。現在的他，架著輪椅用他渾厚的嗓音，
成為舞臺上撫慰心靈力量的一道光。演唱專輯

後一首歌曲＜心願＞表達出他內心 真摯的
情感！ 

《踏上勇氣之路—我們是夢想者聯盟》攝影書
介紹 

本書為夢想者聯盟成軍三年的作品，夢想者
聯盟的成員來自台灣各地，他們是成長於不同
的家庭環境，對表演充滿熱情的各類障別身障
者，透過兩期邀請到業界專業師資的「聽見星
光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課程」，從近百位學員挑選
出十多位優秀成員，組織成夢想者聯盟。 

他們的使命，除了往共同的舞台夢想邁進，
更希望能透過自己的生命歷程，將面對生命中
障礙的勇氣及奮鬥力量，傳遞給所有人！歌
唱、舞蹈、戲劇、主持、演奏等眾多才藝正在
夢想者聯盟團隊中發光發熱，照亮社會各個角
落！ 

這本「夢想者」攝影集，由多位知名的攝影
師，用鏡頭記錄下這群夢想者的奮鬥歷程，是
一本勇敢追夢的勵志書籍，誠摯的推薦給大
家，努力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 

「林政緯從全身癱瘓，只能發出氣音，到現
在可以唱出動人的曲調，成為【愛有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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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萬海慈善身障者才藝大賽代言人；黃瑋琪聽
不到外界的聲音，也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卻能
在四十七屆金鐘獎頒獎典禮上與金曲歌王蕭煌
奇聯合演唱；來自花蓮，中途視障的張哲瑞(小
花) ，應邀拍攝身心障礙資源中心宣導廣告，現
任八點黑白花帶狀電台節目製作及主持人；視
輪傳動舞集成員鄭自強更是跨海挑戰，入選中
國達人秀前十強。所有成員也都經歷了許許多
多媒體專訪，廣告拍攝，作品發行等等從所未
有的曝光機會！讓夢想得以閃亮！ 

今年夢想者們靠著累積了四年的能量，完成
了一項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出版同名專輯與攝
影書！能有這樣的成績，除了自身的努力，還
要感謝許許多多在幕後默默奉獻支持鼓勵他們
的熱心人士。」(  摘自夢想者聯盟攝影書總序‐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
秘書長  朱萬花  ) 

《夢想者聯盟》紀錄片介紹 

2013  十二位夢想者組成了＜夢想者聯盟＞開
始了一趟追夢的旅程… 

2014  夢想者聯盟廣受好評，巡迴演出多達二十
七場… 

2015  更發行了夢想者聯盟同名專輯、攝影書… 

現在…我們將看到他們這段夢想道路的甘苦，
和夢想者們的生命故事。 

夢想者聯盟紀錄片即將發行！ 

從聽見星光課程培訓到成就夢想，四年來不
間斷的辛勤訓練，讓十二位有著不同障礙的夢
想者站上舞台，走向專業！ 

夢想者聯盟，把阻力化成助力，說一個充滿感
動的故事給你聽！ 

        看完這些介紹，希望能讓大家更有興趣多
加了解我們的故事、以及想分享給世界的正向
力量。雖然身為夢想者聯盟一員，連我自己也
總是會被感動，因為在舞台上舞台下，看到每
個專業老師、工作人員認真支援、體貼指引；
看到每位支持我們的朋友熱切回饋與鼓勵；看
到一步步肩並肩往前走的夢想者夥伴，不可思
議地玩味生命，在困難中砥礪、在夢想的天空
中放飛熱情。 

        歡迎來認識，或許您也會像我一樣有所感
觸，若覺得這些努力、值得被鼓勵，請再到台
新銀行公益提案，為我們投下一票：
http://goo.gl/H1WvTl，或透過樂公益平台捐款
https://goo.gl/GrMk7p，及協會網站捐款
http://goo.gl/2b2rP3，成為我們向前的動力。 

※備註 

1.夢想者聯盟臉書資訊 
https://www.facebook.com/dreamertroupe 

2.《夢想者聯盟》同名專輯線上收聽 
https://www.kkbox.com/…
/album/Ccx9kUAtrfznQ10FW.8p0091‐inde… 

3.夢想者聯盟同名專輯，在博客來網路書店、五大唱
片、誠品書店、玫瑰&大眾唱片、佳佳唱片、光南唱
片...等全國各大唱片行皆有販售。 

4.現在我們的個別生命歌曲也可以在 youtube 試聽囉！ 
(1)Wisi 微希  一個人的時光：

https://youtu.be/wxTxYfGCc20h 
(2)洪新智  有你：https://youtu.be/3f2Nrwmwruc 
(3)林政緯  發聲練習：https://youtu.be/vYnHIkOPhX8 
(4)張哲瑞  是你給的：https://youtu.be/QcPHQ8uyKic 
(5)高淑珍  勤家：https://youtu.be/StlXL5odhhg 
(6)魏益群  心願：https://youtu.be/iYHkbhDvOmU 
(7)夢想者聯盟：https://youtu.be/TJWoJFjfA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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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職場傷害之一菸害知多少 
衛生保健組 整理

      雖本校已全面禁菸，但因學校屬於開放空
間，除學校教職員工生多數每日有將近三分之
一甚至更多的時間處於校園外，亦常見社區居
民隨時自由逗留於校園進行休閒活動，或是校
園工地施工人員，或是進出校園洽公人員等
等，時而可發現地面有煙蒂。職場可說是實施
『菸害防制』及『健康促進』的重要場域之一，
若能在職場系統性的規劃並推動『菸害防制』
及『健康促進』，愈能得到良好的成效，更可將
效益擴大至家庭與社區。 

吸菸對健康的危害 

【癌症】 

美國癌症協會(ACS) 2009 的菸草與健康圖
鑑《Tobacco Atlas》表示，全球 10 億男性吸菸
者中，35%來自已開發國家，50%在開發中國
家；約 2.5 億女性有每日吸菸的習慣，其中 22%
來自已開發國家；9%在開發中國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每年全球平均有
540 萬人死於菸害，平均每 6 秒即有 1 人死於菸
害，使用菸品者平均壽命減少約 15 年；事實上，
吸菸幾乎傷害身體的每個器官，即使不直接造
成死亡，對於吸菸者的生活品質也多少會有影
響，例如：呼吸困難、工作不便等。 

吸菸更是致癌的主因之一，菸草中含有超
過 4,000 種化學物質，至少有 60 種已知的致癌
物，所有癌症的死亡有 30%都可歸咎於吸菸行
為；菸草內主要引致癌症的物質來自焦油，可
能直接引發的癌症包括肺癌、口腔癌、咽頭癌、
喉頭癌、膀胱癌、食道癌，而間接可引發的癌
症包含頸癌、血癌 (骨髓性白血病)、胃癌、肝
癌、腎臟癌、胰臟癌、大腸癌、子宮頸癌等；
所有癌症死亡人口中，有 30%和吸菸有關。 

以肺癌為例，在美國，男性吸菸者罹患肺
癌的機率是非吸菸者的 23 倍，女性吸菸者罹患
肺癌的機率是非吸菸者的 13 倍；肺癌是癌症死
亡的主因，平均 85%的肺癌死亡歸因於吸菸，
且吸菸的肺癌患者中，男性死亡率是非吸菸者
的 22 倍，女性死亡率是非吸菸者的 12 倍；而
在台灣，每 5 個癌症死亡人口便有 1 個死於肺
癌，肺癌已經連續多年位居國人癌症死因的第
一位。 

即使吸淡菸，對於降低癌症罹患機率也無
顯著差異；吸菸也會影響癌症的治療及預後，

因為吸菸會啟動體內的尼古丁受器，促進癌細
胞持續增長，無論哪一種癌症治療方法都會因
此效果打折；研究也發現，吸菸的急性骨髓白
血病患者治療後緩解期間較短，也較易在白血
球低下時發生感染。 

戒菸，則可以降低罹患及死於癌症的風
險，效益會隨著戒菸期間越長而增加，但會因
每個人的菸齡和菸量有所差異；即使是已罹癌
的吸菸者，戒菸都能降低罹患第二種癌症的機
率；然而，每種癌症的罹患風險降低不一，例
如：肺癌在戒菸 5 年後即大為減少，但要到 20
年以後才會降至非吸菸者的水準，膀胱癌則是
即使戒菸 25 年，也只下降 60%的相對危險。 

【呼吸系統】 

吸菸會傷害呼吸道的粘膜，造成咳嗽、咳
痰、喉嚨痛、打噴嚏、流鼻水、破壞免疫系統，
因此吸菸者普遍較為容易感冒，也容易惡化為
支氣管炎及肺炎，在 2001-2004 年所有發生肺結
核的案例中發現，吸菸的人罹患開放性肺結核
的風險也是不吸菸者的兩倍；其他包括氣喘、
肺氣腫、支氣管炎、鼻竇癌、肺功能衰退、肺
癌等疾病，也會因吸菸而增加罹患機率，其中
經常被忽略嚴重性的莫過於「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世界衛生組織預估在 2030 年，COPD
將成為全球第四大致死疾病，且約有 90%的
COPD 患者死因可歸咎於吸菸。 

COPD 是由「慢性支氣管炎」或「肺氣腫」
所引起氣流阻塞的病況，患者的肺臟因接觸有
害微粒或氣體，產生不正常的發炎反應，會隨
時間進展逐漸惡化，出現呼吸困難、咳嗽、氣
喘及痰液增多等現象；菸品中的有毒微粒和吸
入的有害氣體，是造成 COPD 的主要危險因子；
由於肺部的傷害多為不可逆性且難以早期查
覺，一旦罹病就如同被判無期徒刑，包括呼吸
困難、生活不便等症狀，都得長期親身承受，
後悔也來不及。 

調查顯示，台灣 40 歲以上成人，平均每 6
人就有 1 人罹患 COPD，且估計三成菸槍會身受
COPD 之害，若以國內 450 萬吸菸人口估算，135
萬人都將走上 COPD 的不歸路。值得注意的是，
調查發現國內 76%的癮君子，根本不知道有
COPD 這種疾病，即使聽過這個名詞的人，多數
也並不清楚其特性，不知「吸菸」是其主要危
險因子；更嚴重的是，調查顯示，將近四分之
一的吸菸者已出現呼吸道症狀，但僅 2%的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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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醫。 

由於 COPD 的早期表徵，如晨間咳嗽、呼
吸急促、喘不過氣等，易與氣喘混淆，且患者
多半在四十歲以後才逐漸出現症狀，往往被歸
因於老化所致，常延誤治療時間。據歐洲統計，
約 75%的 COPD 患者未被診斷出，而國內患有
COPD 的癮君子，也僅四分之一會就醫。 

對患者的家庭、社會也造成沈重的照護負
擔。根據台北榮民總醫院的研究，在台灣重度
COPD 的患者，每人每年平均健保醫療費用為
201,222 元，中度較嚴重的 B 級患者，則每人每
年平均用掉健保 114,936 元，中度較輕微的 A 級
患者，每人每年也耗費健保 38,679 元，是氣喘
病醫療費用的數倍之多，這些都是使用菸品需
要付出的代價！ 

【心臟病與循環系統】 

吸入菸霧後由於尼古丁影響神經系統，會
引致心跳加速及血管收縮、血壓上升這兩種即
時反應；而增加高血壓及血管栓塞的機會。 

菸霧中的一氧化碳減低血液攜氧能力，心
臟需要更大的能量才能供應足夠氧氣。吸菸同
時亦對血液造成長久影響，血液中的膽固醇及
纖維蛋白素原增加，因而容易造成血凝塊阻塞
血管，引起心肌梗塞。 

吸菸者的體內暗藏許多毒素，造成體內的
氧化壓力；容易引發心血管疾病與癌症。吸菸
引致的疾病包括 : 冠狀動脈心臟病 (冠心
病)，動脈瘤，末梢血管病(PVD)，中風、血管週
邊疾病、破壞血液循環系統，甚至導致柏格式
症(Buerger’s disease)造成壞疽(身體組織的壞死)
而截肢..等等。 

吸菸令膽固醇上升, 而吸菸者血液中高密
度膽固醇(好膽固醇)與低密度膽固醇(壞膽固醇)
比例較非吸菸者低; 吸菸亦會增加纖維蛋白素
原(一種令血液凝固的蛋白質)，令血液更具黏性; 
以上所有因素增加血液流動的困難，血塊有可
能會於較狹窄的血管內形成，繼而引發心臟病
及中風。 

【吸菸對每個人的影響】 

免疫系統：降低抵抗能力、疲倦勞累、打
鼾、容易感冒、引發紅斑性狼瘡，也使得糖尿
病的治療變得較為困難。年輕的吸菸者甚至還
會常常咳嗽、咳痰和氣喘。 

外觀：膚色呈現暗淡、早發性皺紋。吸菸
還會造成落髮、口部潰瘍，頭皮、臉部及手部
的紅疹。菸品中的焦油會在手指及指甲上累

積，將手指及指甲染成黃褐色。 

口腔：吸菸會造成口臭、損害味蕾、牙齒
泛黃、蛀牙，吸菸者有大於 1.5 倍的可能性會牙
齦萎縮、牙齦病變，以及牙齒脫落。 

皮膚：吸菸容易消耗體內的蛋白質、維他
命 A 及抗氧化物(如維他命 C)，所以吸菸者老化
快、皮膚粗糙、皺紋多且明顯；吸菸者有 2~3
倍的機會得到乾癬，這是一種非感染性的發炎
皮膚疾病，使全身癢、滲液、紅斑。吸菸的確
會提高病患死於皮膚癌的機會，吸菸者有大於
50%的機會會得到鱗狀細胞癌，這是一種使皮膚
會如鱗片般、發紅破皮的癌症。 

記憶力退化：菸品所含的有害尼古丁可對
腦細胞構成破壞並阻礙新腦細胞的生長，也相
對使得腦血流量減少，加重動脈硬化，造成腦
血管狹窄、腦血管阻力增大，使人變傻、變健
忘，更會因大腦功能受損而記憶力喪失。英國
的研究人員曾在《美國公共健康雜誌》上發表
文章指出，四五十歲的吸菸者跟不吸菸者相
比，詞彙記憶力顯著下降。不論社會經濟條件
如何，不論男女，每天吸 20 支菸的人，記憶力
喪失情況 為嚴重。人到中年還有吸菸習慣
者，記憶力將明顯受損。 

視力惡化：吸菸會使許多眼睛疾病惡化。
每日吸菸超過 20 根的人增加 2 倍的機率發生白
內障，眼部晶體模糊阻礙光線進入眼睛，並可
能造成失明。吸菸造成白內障的成因有兩種：
刺激眼睛、釋放出的化學物會進入肺臟後經由
血路到達眼部。 

聽力喪失：吸菸造成血管壁上的斑塊，減
少血流入內耳，根據研究指出，吸菸者會比非
吸菸者更易使受到耳部感染或噪音，提早 16 年
以上或更早喪失聽力。 

骨質疏鬆：一氧化碳是菸品中的主要毒
氣，比氧氣更易與紅血球結合，減少血液攜氧
量至少 15%；且抑制甲狀腺素分泌，增加骨骼
組織代謝、減少鈣質吸收，導致吸菸者的骨頭
密度流失，更容易發生骨折而且需要多八成的
時間來癒合。一天吸菸多於一包的人脊椎的椎
間盤較脆弱，更可能有背痛的問題：研究顯示
有吸菸的工廠員工在受傷後有 5 倍的機會可能
會經歷背痛。每天吸一包菸將提高關節炎的罹
病率 50％。 

消化系統：吸菸會使人體對造成胃潰瘍的
細菌的抵抗力降低，亦損壞胃部在餐後中和酸
性的能力，使得酸侵蝕胃黏膜，吸菸者的十二
指腸潰瘍及胃潰瘍更難治療且更可能復發。 

手指變色：菸品的焦油會在手指及指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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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而將手指及指甲染成黃褐色。 

--女性-- 

1.性賀爾蒙代謝改變：吸菸除了增加子宮頸
癌、子宮癌的機會，還會減少黃體素的
數量，加速更年期的來臨提早 2～3 年。
男性外表特徵、生理期不規則與生理痛
加劇。 

2.生殖能力：吸菸會造成卵細胞病變，賀爾
蒙失調，以及減低輸卵管的功能，而容
易造成不孕症。吸菸的女性可能等不到
月經，也可能在經期有劇烈的疼痛。這
樣的女性要花較久的時間才能受孕，懷
孕成功機率低 25％，或導致引發懷孕、
分娩期間的合併症、不安全性懷孕以及
胎盤剝落、前置胎盤。 

3.懷孕：吸菸不但會影響泌乳素、降低泌乳
量，更有很大的可能將導致胎位不正、
流產、早產、死胎、早夭、胎兒體重過
輕、畸型兒，並威脅新生兒的健康及學
習能力，如過動兒、人格與學習障礙等
等。孕婦吸菸可能會給他們的孩子帶來
永久性心臟血管損害，從而增加其小孩
中風和罹患心臟病的風險。 

--男性-- 

1.生殖能力：會使精子的數量減少，並破壞
精液的品質及精子的活力。 

2.吸菸影響精液品質：造成精子染色體異
常，吸菸會造成精子的畸形，傷害其
DNA，導致流產或先天性缺陷，事實上，
一天抽 20 根以上菸的男性有 42%的可能
性會生出一個得癌症的小孩。 

3.陽萎：吸菸影響陰莖內的血管。吸菸的男
性可能有勃起的障礙或無法持久的困
擾，吸菸也會造成精子數目減少，減少
到達陰莖的血流，甚至造成陽萎。 

--兒童及青少年-- 

1.兒童及青少年吸菸將會造成生長遲緩、活
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更嚴重的是，
吸食菸製品將是導致其之後濫用依賴物
質的重要導因。吸菸的青少年成為酗酒
者的機會是不吸菸者的 10 倍。嘗試毒品
的機會比不吸菸者高出 25 倍。 

2.根據國際癌症組織研究顯示，越小開始吸
菸，就越難戒除菸癮，而且越容易造成
基因病變、引發肺癌，而且 15 歲以下就
開始吸菸的吸菸者，縱使以後戒菸，細
胞中 DNA 的病變仍高達 164 種，得到肺
癌的機率是正常人的 5 倍。  

※資料來源： 

1.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資訊網 

2.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http://www.smokefre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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