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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連莊 奪 2018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7.2.9 

第 22 屆《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
果揭曉，分析企業最愛學校與人才素質，成大繼去年奪冠
後再度蟬聯 2018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第一名。《Cheers》
調查指出，成功大學學生在「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抗壓性高」、「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與「具有解決問
題的應變能力」等多項「軟實力」贏得企業青睞，因此勇
奪冠軍。 

《Cheers》雜誌公布「2018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前 5
名依序為：成功大學、台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Cheers》表示，22 年來，「企業最愛大
學生」成大多達 15 年居冠，在 5 大產業中獲 3 類選為榜首。
反映成大透過制度培養學生關懷社會又能實踐知識的能
力，畢業生因此長年成為企業爭取的對象。 

2 月 23 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將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單，準大學生們如何選定志向，攸關日後職涯發展。最具
權威性的第 22 屆《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
查結果正式揭曉，分析企業最愛學校與人才素質。成功大
學除穩坐企業最愛大學生龍頭，也蟬聯獲得企業好感度第
一名。 

《Cheers》雜誌調查結果也指出，企業招募新鮮人需
求創 3 年新高，新鮮人 3~5 萬起薪比例增加，6 成企業降
低選才標準，「進來後再培訓」，在校實習經驗更有助於
新人提高錄取率。《Cheers》指出，台灣經濟成長率 2.6
％，股市創 28 年來新高，經濟局面好轉，立即反映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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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招募規劃上。79.2％企業表示，將依
一般性補缺招募新鮮人，這個比例較前兩年都
高，遇缺不補的比率也從去年的 4.7％降至 2.7％。 

調查也發現，愈來愈多企業解決人才缺口的
辦法，是「先把人找進來，之後再教」，企業當
起「教練」，補強學校教育的不足，並強化企業
文化營造和培訓機制。7 成 3 企業看重實習經驗，
提升新鮮人錄取率，由於學用落差大，企業被潮
流推著走，需要馬上看見成效，重視即戰力，以
往看重本質學能及學歷的趨勢，已轉變為「實習
經驗」。 

7 成 3 企業認為「實習經驗」可提高錄取率，
僅次於面試時的實際表現。學生在校加強社團、
打工經驗，塑造自己具備歷練的務實、成熟形象，
是履歷表上最有說服力的個人記錄。完全無實習
經驗的學生，反而容易成為找工作時的「隱性弱
勢」。 

《Cheers》雜誌「2018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
調查，是針對 2017 年天下雜誌 2000 大企業人資
主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時間自 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為止。扣除拒絕與未
聯絡上者，問卷共寄出 2,038 份，回收 885 份有
效問卷，回收率 43.42%。（資料來源／《Cheers》
雜誌）

 
CK-Bike 推動綠色智慧生活願景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7.3.1

 

成功大學以校園為智慧微型城市生活實驗場
域，3 月 1 日起領先各大學創新推出校園自有公
共自行車系統 CK-Bike，改善校園內長久存在的
自行車閒置及浪費問題，最終目標要讓學生不需
再購買私有自行車。CK-Bike 也將是移動偵測載
具，以內建晶片蒐集到的數據資料進行分析與應
用，研究加強校園環境的動線安全，達到友善、
環保的目的，並以成大發展綠色交通的經驗與驗
證，找出一套規劃設計原則，導入未來智慧城市
的設計與營運策略。 

蘇慧貞校長、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綜合規劃組
組長王順治、台南市交通局副局長熊萬銀、台南
市交通局綜合規劃科科長莊惠忠、成大主任秘書
李俊璋、交通管理系教授魏建宏等人共同主持
CK-Bike 啟用典禮。 

蘇慧貞校長表示，CK-Bike 呼應環境友善、
節約能源及循環經濟再利用的國際趨勢，透過晶
片感測蒐集到的數據資料與分析，成大將從校園
建構未來微型智慧城市計畫。學生投入營運管
理，除了學到相關管理經驗，還可能帶來新商業
模式與創業機會。 

搶先租騎 CK-Bike 的大二生詹東霖表示，
CK-Bike 是很好的移動轉銜工具，機車不能進入
校園，現在有了 CK-Bike 就能快速穿梭在各校
區，感覺是一項很好的規劃。大三黃玄堯指出，
自己以數位學生證，先在機台感應註冊，接著挑
車，人、車出柵欄時再感應一次數位學生證，前
後不到１分鐘，過程很順、很方便，以後會多多
利用。 

自行車是成大校園主要的交通工具，畢業生
遺留的舊車加上新生再買新車，造成校內自行車
過多，衍生停車空間不足與管理的壓力。CK-Bike
在規劃上依學生進出頻率、校內景點、及上課移
動等需求，儘可能服務到校本部每一校區，並以
接駁鄰近成大周邊 T-Bike 站點為原則，分別在醫
學院（成杏校區）、總圖書館（成功校區）、中
正堂（光復校區）、舊總圖書館（勝利校區）、
榕園（光復校區）等 5 處設租借站。 

CK-Bike 獨家採用空間使用更有效率的「圈
欄式」系統，自行車只需集中放在圈欄裡，一般
站點式的公共自行車需要每一輛車都架在固定取
還架上，而圈欄式的空間可節省約 50%。同時
CK-Bike 每個租借站只要設一套租借設備，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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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每 4、5 部自行車就得設一套設備，相對省下
不少經費。 

CK-Bike 另一個特點，每部自行車都鍵入晶
片，租借時，借用人需要有數位證件外，出入口
還會自動掃描自行車，人車為一體，確定借、還
都是同人同車，另一方面自行車晶片也是租借站
柵欄開啟的密碼。 

CK-Bike 除了全新的品牌車 100 輛，特定規
格由台灣原廠生產，另有 400 輛環保車，由校方
購買成本較低的自行車，並包括校園回收的無主
自行車。CK-Bike 目前只開放成大教職員生使用
數位證件租賃，前 1 小時免費，之後每 30 分鐘收
費 5 元。未來待營運上軌道後，再考慮開放校外
人士以信用卡租借。 

CK-Bike 自行車穿梭校園時不間斷地透過晶
片及 GPS，蒐集路線、使用時間與頻率、起迄點
等資料，這些數據經過分析可以了解校園通道利

用率、使用者的動線，以及校園環境安全是否要
改善或加強，讓校園更友善。也有老師構思要在
自行車上裝設空氣品質偵測器，以了解校園空氣
品質，做相關研究。 

CK-Bike 初期由業者代為營運，預定 1 個月
後交由學生團隊負責，培育具備解決城市交通問
題能力所需人才，讓學生在校期間即實際接觸到
企業經營所需的行銷、業務、資金運用、客服設
備維護等經驗與能力，一方面銜接職涯也開啟創
新創業的機會。 

成大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永續智慧社區創
新實證示範計畫」支持下，2016 年起開始建置成
大做為未來智慧城市創新實證示範基地，透過大
數據資料分析、創新整合服務以及新的商業發展
模式，擘畫下一世紀的智慧城市願景。（撰文／
孟慶慈 攝影／蔡育豪）  

 

 

 

 

 

學生校外學習系統 2 月正式上線，歡迎同學上網填寫 

    為完善本校在校學生個人校內外學習的紀錄軌跡�學務處與研發處校務資料組共同於學生

數位學習歷程檔(E-portfolio) 增置「學生校外學習系統」，2 月正式上線請同學上網登入填寫學

習紀錄。網址:http://eportfolio.ncku.edu.tw/index2/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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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溯台南成大人之道 帶新生探究成大開端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6.12.27

踏溯台南首度在本學期開課，共有四大路線
與八條小路線，規劃為必修課，讓大一新生周末
不再只是回家，能夠跟著課程認識台南。「成大
人之道」擔任課程前鋒，一次踏溯 4 小時，行前
有 1 小時室內課程，講述課程總體精神和介紹老
照片，讓同學有基礎認知，每次有 3 個班一起踏
溯，再分別由 4 位導覽老師帶領解說，由成大博
物館出發，行經格致堂、小東門、光復校區人文
大道，最後抵達力行校區。 

了解成大歷史也了解一部分台南的過去，規
劃課程之一的陳文松老師說：「不要把自己鎖在
學術裡面，實際感受才能知道尺度在哪裡。」期
許同學走出系館，讓專業與地方連結，也是一種
跨領域的學習。 

實際走在工學大道，樟樹、雨豆樹、黑板樹，
樹形高大綠蔭蔥籠，有如穩定軍心般的存在。交
管系余同學表示：「老師請我們在課堂上撿一片
樹葉用手搓，就有精油香，這種平常沒有機會做
的事，讓我印象很深。」而工學大道上的格致堂
於 1934 年建成，中央主體為斜屋頂，門廊兩側為
平屋頂的設計使格致堂顯得莊重。研究成大建築
多年也是成大畢業的蔡侑樺老師表示：「格致堂
之前是禮堂，會有許多長官來，是學校門面，裝
飾最豪華。」這裡舉辦過第一屆新生入學典禮、
亦曾舉行週五例行大會考，考試科目包括微積
分、普物、普化，多少理工學院學生美好周末的
開端葬送於此，數不清的黑色星期五，讓不少學
生將格致堂戲稱為「屠宰場」。 

由成功校區步行至光復校區，跟隨導覽老師
歷史再次被喚起。1777 年建立的小東門垂垂老
矣，只剩城垣殘蹟，有趣的是因西門路擴建而從
西邊搬遷至東邊的小西門，讓許多人誤以為是錯
置。蔡侑樺老師解釋小西門城樓原本朝向城外的
面搬遷後仍朝向城外，門洞則為了對應東西向，
必須讓原本在城內的那一面朝向外，此外門洞大

小是區分城內外最大的特徵，向內的門洞會較
大，向外則較小，可以發現小西門向外的門洞比
較大，就是為了對應方向的關係。斑駁的牆面刻
劃清乾隆以來的滄桑，可以想像衛兵謹慎戒懼地
看守府城，身上不僅是幾十公斤盔甲的重量，更
背負著國家安危的重任。 

穿過城門，映入眼簾的是成功湖景致，1970
年代造湖時，承襲中國造園手法，以卵石堆疊成
湖中島，並由拱橋相互連接，水鴨優游，鳥語花
香。一字排開的歷史系館、大成館、禮賢樓原是
日軍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古羅馬式的外觀，是當
時最早採用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受到人文藝術洗
禮一改軍事基地昔日肅殺之氣，紅白相間的建築
與成功湖、昭和天皇植下的百歲榕樹，在光復校
區的一隅熠熠生輝。 

衛戍病院在第二聯隊到來後，遷到現址，創
建於 1916 年，是日治時期台灣層級最高的病院，
分棟配置是日式病院常見的，依機能將病室、手
術室、傳染病室等分配在不同棟，而病室內方便
清理髒污的水溝，在今天的教室內仍可見。台文
系顏同學表示：「我們現在走過的走廊可能以前
都是某個病人努力求生的場所，想起來會覺得有
點可怕也有點遺憾。」雖然病院有許多傳聞，但
隨著整治，這裡成為校內學生拍照勝地，卸下醫
院的責任後，這裡成為台灣文學的培育之地，衛
戍病院以新的身分繼續它的生命。 

塵封許久的記憶，隨著踏溯台南被挖掘，歷
史系劉同學認為：「這門課是一個開端，從校園
讓學生連接到台南這個城市，進而建構情感。」
透過課程，導覽老師將歷史故事與文化意涵傳承
下去，學生藉此與土地產生連結。走在成大人之
道上，導覽老師呂貴美說：「我們是鑽進古蹟裡。」
濃縮百年的歲月，古蹟的故事等著被說出，追溯
的路會延續，我們的足跡也會紀錄在歷史裡。（撰
文／實習記者蔡薰範、圖片／胡方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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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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三）16:00-22:00 畢業歌曲發表會 一活前廣場 畢業生聯合會 

3/21（三）19:30-21:00 
專題講座 
《優化你的身心，創造你的未來》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宗教哲學研究所 

3/26（一）10:00-18:00 2018 成大屏友美食周《屏行食空》 一活前草皮 聯合中學校友會 

3/27（二）18:30-22:00 醫技周傳情 醫學院大廳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

系會 
3/27（二）08:00-22:00 金門美食周 一活前草坪 聯合中學校友會 
3/28（三）08:00-22:00 2018 成大蘭陽週《蘭蘭路》 一活前草坪 蘭友會 
4/12（四）17:30-21:00 通識演講《情慾之合理化》 醫學院講堂 醫學系會 
4/15（日）13:00-17:00 第 37 屆榕園趣味競賽 榕園 慈幼社 

＊活動報名：全校活動資訊系統報名 https://activity.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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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職涯諮詢系列活動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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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大小事                                                                  

活動報你知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主/合(協)辦單位 

《關鍵少數》 3/22(四) 18:30-20:30 
學生事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教育部 

「推動都市原住民族基本
權利及自治事務」專題講座 

3/23(五) 10:00-12:20 
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員會 

府城鄒族日專題講座 3/23(五) 14:00-16:00 
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員會 

《赤色謊言》 3/29(四) 18:30-20:30 
學生事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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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都市原住民族基本權利及自治事務」專題講座

 自 1960 年代經濟起飛開始，原住民族部落

的資本主義化更加劇烈及快速，面臨結構性貧

窮的推力及都市經濟發展拉力，使得人口逐漸

外移至都市謀生，至今約有一半以上的原住民

人口居住於都市。 

    原住民都市化是目前原住民人口流動及發

展的趨勢，針對社會地位、教育狀況、經濟狀

況等人口狀況調查結果顯示，都市原住民除了

是與母體文化脫離的「族群群體」，也是社會經

濟狀況不佳的「社經地位群體」，族群發展及生

存的現實處境是臺灣社會必須關切、回應與解

決的問題，因此都市原住民族基本權利及自治

事務的規劃及推動更顯重要。 

    為讓旅居本市族人了解當前原住民族基本

權利與自治議題，本特別規劃與國立成功大學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合作，邀請本市原住民族

人參與講座活動，亦結合大學通識教育課程，

培養族人及學生對於基本人權、法治及自治事

務的認識與敏感度。

 

◎府城鄒族日專題講座 
在鄒族的口述史中，鄒族人曾居住於安平，並為此地命名為「札哈木」，現今也有為數眾多的

鄒族人因就學、就業而居住於此。期藉由此活動，匯集本市鄒族人與原鄉親友相聚，凝聚族人的向

心力，重述臺南的鄒史脈絡，落實多元族群文化共容共存。 
 

活動花絮報報 
活動回顧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主/合(協)辦單位 

就業博覽會 3/04(日) 10:00-15:00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本處生涯發展與就業
輔導組 

阿美族語課程 3/05(一) 18:30 開始開課 
學生事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住民族委員會 

東排灣族語課程 3/13(二) 18:30 開始開課 
學生事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住民族委員會 

期初原生聚會 
─聊聊原住民 

3/15(四) 18:00-19:30 
學生事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住民文化交流社 

 

◎就業博覽會

 為提供本校原住民族同學與鄰近社區原住

民族人就業相關資訊，本中心特與勞動部勞動

力雲嘉南分署及原住民族委員會臺南市原住民

族就業服務中心合作於本處生涯發展與就業輔

導組辦理之就業博覽會擺設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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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族語課程 

 

國立成功大學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辦理本學年

度族語課程，包含秀姑巒群阿美族語及東排灣語。希望

藉此達到協助同學學習族語及加強對文化認識之目的。

更期許能有效保存、傳承母語及文化。 

 

◎期初原生聚會─聊聊原住民 

 

為加強本校原住民族學生之凝聚力與建立歸屬

感，特於學期初辦理原生聚會，並於聚會中藉遊戲

與活動了解同學對原住民族之想像與文化的了

解，並深入討論族群刻板印象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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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107 年第 2 次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成功廳」申請說明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欲借用本校成功廳
者，請使用新版申請表並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成功廳使用管理要
點」、「國立成功大學廳演藝活動審查委員
會評審要點」辦理。 

二、 此公告借用期間指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止。(務必留意申請日期需在活動日期前 9
個月內，例如：活動日期預計為 12 月 3
日，只能在 3 月 3 日提出申請。) 

三、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4 月 12 日(星期
四)17:00 前(含紙本及電子檔)，逾時不候。 

四、 請備妥以下資料繳交至活動組，活動組將
另於 107 年 5 月送件至「本校成功廳演藝
活動審查委員會」進行演藝類活動審查。 

(一) 紙本(各一式 5 份)-成功廳借用申請表
及活動企劃書。 

(二) 電子檔-成功廳借用申請表、活動企劃
書請寄至各性質社團承辦人信箱，由
活動組統一彙整。 

(三) 學生社團申請演藝類活動審查，企劃
書應力求明確、清楚，並且展現特色
並附上歷年參與人數、活動照片或影
片，以證明使用成功廳之必要性。 

五、 成功廳場地申請狀況請至「行政 e 化系統/
校外、社團場地借用/會議室管理行事曆」
查詢。 

六、 另須上網(行政 e 化系統)進行借用場地步
驟。線上申請

網: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ph
p# 

七、 若經過成功廳管理單位或演藝活動審查委
員會通過者，可依據「國立成功大學學生
自治組織暨社團使用集會場所經費補助作
業實施要點」向校方提出場地、設備費之
補助，另請留意場所經費補助審查委員會
之開會時間。 

八、 通過演藝類活動審查者，須注意以下：  

(一) 為使成功廳器材得以點交維護，凡是
申請通過者需於活動日前二週完成
「國立成功大學成功廳演藝類活動器
材使用申請表」或「國立成功大學成
功廳一般類活動器材使用申請表」之
行政流程。 

(二)  根據 107 年 1 月 15 日成功廳演藝活動
第一次審查會議決議： 

1. 日後通過之申請案件務必實施「問
卷調查」，作為未來審查之佐證資料
以及場地使用參考依據。 

2. 審查通過之社團請活動組進行督導
社團，於活動辦理完畢後 2 天內，
提交回收問卷資料(或使用 Google
線上表單也可)。問卷題目可參考附
件修改。 

＊活動組公告網址：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files/14-1066-172226,r
795-1.php?Lang=zh-tw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本校集會場所注意事項

一、 本學期由文學院管轄之鳳凰樹劇場（http://ioas.art.ncku.edu.tw/phoenix/theater.html）因目前人力
不足，暫不開放外借。 

二、 請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按照本公告時間內登記，始可經場所經費補助審查委員會決議後獲得
場地經費補助。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召開 2 次會議，請注意場地申請提交時間。 

審查會議日期 
活動預計 
辦理日期 

場地申請登記日期
(線上、紙本) 

第一次：3/23(五)12:10 即日起~6/07  即日起~3/14 

第二次：6/01(五)12:10 6/08~8/31 3/15~5/23 

備註：1)場地申請登記最晚需於活動前二週申請，最早申請期限請洽各管理單位，
務必遵守各管理單位場地申請規定。 

2)若臨時需要申請場地，趕不上場所經費補助審查會開會時間，請先行繳
費，同時申請審查，通過補助即可拿會議紀錄至場地管理單位辦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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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據 105 年 12 月 21 日本委員會決議：為因應 106 年勞動基本法新制，超時使用場地，人事
費用應由使用單位支付。 

四、 各系所辦理小型畢業典禮為系所活動而非社團活動，請透過系所自行借用場地。 

五、 若有場地擷取/取消回收問題，請洽各性質社團承辦人： 

社團性質 承辦人 分機 

學生會、畢聯會、服務性社團 朱朝煌 50371 

系聯會、系學會、社聯會、領導力中心 吳昌振 50365 

體能性社團、學藝性社團 林慧姿 50366 

綜合性社團、服務學習中心 林芷寧 50367 

聯誼性社團、所學會 沈恒伃 50370 

康樂性社團 林育筠 50373 

＊活動組公告網址：http://activity.osa.ncku.edu.tw/files/14-1066-162223,r795-1.php?Lang=zh-tw 
 

申請社團活動參與記錄與通識教育認證

一、 自 106 學年度起通識教育生活實踐幹部認
證採線上申請。 

二、 系統已上線 http://sys.cge.ncku.edu.tw/syscge/ 

三、 現階段開放 106 學年度上學期幹部認證，
可申請期限至 107 年 4 月 27 日。申請前請
先至社團 E 化系統確認是否有參與紀錄並
據實填寫職稱。若有紀錄仍無法看到選單
可截圖後提供學號來信至
z9801017@email.ncku.edu.tw 

四、 不知道如何操作。  → 公告底部有操作的
說明文件，請先參閱。 

五、 校隊或非學生社團的校內學生團體幹
部。  →本系統目前僅匯入學務處社團 E 化
系統資料，如為其他組織(如華語中心志
工、登大人團隊)請事前以校內志工方式申
請。校隊部份請找體育組。 

六、 系統會自動登出。 →為了帳號安全如過久
未操作系統會自動登出，所以建議大家先
在電腦打好內容在複製貼上比較保險。 

七、 認證程序： 

申請時程為開學後兩個月內申請前一學期
認證，請至「通識教育生活實踐積點認證
系統」登錄申請。 

1. 申請人於系統【領導社團】選單點取上
傳資料，填寫「學習評核表」。  

2. 上傳開放時間：107 年 2 月 26 日-4 月 27
日 

3. 社長/系會長於系統【社長審核】初審給

點。 

4. 活動組承辦人線上覆審給點。 

5. 申請人確認積點取得後，攜帶手冊至通
識教育中心進行認證。 

八、 覆審階段承辦人： 
社團性質 承辦窗口 

康樂性 
林育筠 
  ruyu0212@mail.ncku.edu.tw 

體能性、 
學藝性 

林慧姿  
 hedy727@mail.ncku.edu.tw 

學生會、 
服務性 

朱朝煌  
 sacc@mail.ncku.edu.tw 

所學會、 
聯誼性 

沈恒伃  
 z10312005@email.ncku.edu.tw

綜合性 
林芷寧  
z10611017@email.ncku.edu.tw 

系學會、系
聯會、社聯
會、其他未
在上列組織

吳昌振   
z9801017@email.ncku.edu.tw 

九、 105 上學期以前之通識教育生活實踐幹部
認證已截止申請，請勿提出。 

十、 103 下學期以前舊制之紙本評核表請盡快
領回。若因此遺失請自行負責不再補發。 

＊活動組公告網址：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files/14-1066-70157,r7
9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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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服務組針對台南市 16 行政區 2 月 26 日起停水 47 時因應措施說明 

◎事件處理 

 2 月 6 日台灣自來水公司發佈停水公
告，住服組同仁於 2 月 7 日商討應變
措施報請組長同意後，即發佈中、英
文公告，並以 Email 通知住宿生宿舍停
水的因應措施： 

1. 暫時停止供應淋浴以及停止洗衣
機的服務，飲水機及洗手台、廁
所可正常使用。 

2. 預計於 107 年 02 月 28 日(星期三)
正常供水後恢復熱水以及洗衣機
服務。 

3. 若提早供水，經確認供水穩定後
會提早恢復服務。 

 停水公告發佈後組內同仁陸續收到家
長、同學之來信與來電詢問，同仁均
詳盡說明宿舍限水原因，請家長、同
學諒解。 

 2 月 21 日黃副校長召開停水因應措施
討論會，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與會，住服組向其報告各宿舍目前蓄
水池容量與用水消耗速度，會中確定
不會因停水延後開學，學生宿舍依照
公告內容辦理。 

 2 月 25 日由學務長召開停水機動小組
會議，由住服組、營繕組、宿舍幹部
代表及宿委會主委與會。會議決議停
水期間依 2 月 7 日公告實施，將暫停
熱水及洗衣用水的供應，其他生活用
水正常供應。宿委會主委及宿舍幹部
代表均認為，停水期間全校教職員生
應共體時艱，並依公告限制用水，是
較合適的作法。 

 
 
 
 
 
 

◎停水期間 

 依照公告事項停止供應熱水以及停止
洗衣機的服務，各宿舍管理員每隔 3‐4
小時確認宿舍儲水量，並依照儲水量
即時通知相關人員並回報校方，以便
若出現低水位情況，即刻進行通報以
及緊急公告。 

 
◎供水後處理 

 因本校位處東區地勢較高且部分宿舍
區處於管路末端，2 月 28 日當日即安
排部分同仁以及廠商銷假協助確認供
水狀況以及協助恢復供水，光復宿舍
偶發的管路問題，也即時協調廠商協
助處理。 

 各舍復水狀況：光一舍上午 10 時利用
兩支管路進水，由於位於水管末端，
進水量較小，故至晚上才回復正常水
位，期間管理員仍發 email 通知住宿居
民要節約用水；光二舍開始進水，但
由於住宿居民開始大量使用，再加上
水電廠商架設透氣管而暫時關閉水
源，以致光二舍水位一度下降，傍晚
才回升至正常水位。除光一舍、光二
舍外，勝二、三舍亦位於勝利校區水
管末端，進水量較小，又於上午 11 時
全面開放洗衣機使用，水量遲遲未回
升至安全水位，大約至 3 月 2 日蓄水
量才回升至安全水位。 

 3 月 2 日因勝利校區勝九舍以及勝二
三舍蓄水量上升過度緩慢，經查可能
因游泳池開始進水導致校內水量及水
壓都不足，因此協調泳池延後到 3 月 5
日再開始進水。3 月 5 日早上確認後除
勝二三舍外，其餘宿舍區蓄水池皆以
滿水位，勝利校區因此判斷供水水量
及水壓可能有問題，但是不影響正常
使用，為避免後續出現其他供水問
題，已請營繕組與自來水公司反映該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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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107 學年度學生宿舍床位抽籤登錄 

(3/21 10:00AM-3/28 10:00AM) 

一、 登錄資格說明： 

(一) 限現在學之大學日間部一、二、三年
級（含建築系建築設計組四年級、藥
學系四至五年級、醫學系四至六年級）
符合以下各項資格者: 

1. 非設籍臺南市中西區、北區、東區、
南區、安平區、安南區、永康區、
新市區、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
或自公告申請日起算已遷出前述地
區本籍達六個月以上。戶籍遷出前
述限定區域達 6 個月以上(即已於
106 年 9 月 21 日前遷出)，惟近期
才向本校教務處申請更正者，請於
107 年 3 月 20 日 17 時前至住服組
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2. 已完成本校新生體檢並繳交體檢報
告至衛保組者。新生體檢訊息及狀
態 查 詢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
hc.php。 

(二) 前述同學如曾住宿本校學生宿舍並有
違規記點達 5 點(含)以上且未完成銷
點或住宿相關各項費用(含住宿費、電
費 及 行 政 手 續 費 … 等 )繳 費 狀 況 異
常，務請於 107 年 3 月 20 日 17 時前
完成銷點或銷帳作業，以免影響登錄
抽籤資格及中籤機率。住宿記點記錄: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
pp.php ； 住 宿 離 校 控 管 紀 錄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c
hleave.php。 

(三) 如曾住宿本校學生宿舍且因違反宿舍
相關規定經核定停權者，須至停權期
滿及完成銷點服務，始得進行各項床
位相關申請。 

(四) 設籍前述限定區域或遷出前述限定區
域未達六個月以上者，非為本次床位
申請開放對象。如有住宿意願，可另
行參加後續之 8‐9 月空床位補宿作業。 

(五) 現屬休學狀態且預定於 107 學年復學
者，可於完成復學及註冊相關手續、
學籍資料恢復正常在學狀態後，參加
各項空床位補宿作業。 

二、 電腦抽籤系統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 

三、 登錄時間: 107 年 3 月 2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3 月 28 日上午 10 時止。 

四、 登錄資料確認方式:  請於登錄時間內至登
錄系統確認。 

五、 中籤名單查詢:  107 年 3 月 30 日下午 6 時
起。 

六、 注意事項： 

(一) 中籤者注意事項: 

1. 中籤同學仍須於 4 月 17 日至 4 月
27 日期間完成床位選填、確認住宿
床位。床位選填相關說明請屆時參
閱住服組公告。 

2. 本次 107學年度住宿時間，係指 107
年 9 月中旬起至 108 年 6 月中旬
止，不包含寒暑假(107 年 7‐8 月及
108 年 2 月)。寒暑假如有住宿需
求，須另依公告說明進行申請。 

3. 無住宿意願者，不須選填床位。未
完成床位選填者，即視同放棄中籤
床位。 

(二) 未中籤者注意事項: 
1. 如欲逕於校外住宿，可參閱本校軍

訓 室 校 外 住 宿 服 務 資 訊 : 
http://dorm2.osa.ncku.edu.tw/~milit
ary/outside/newInfo.php。 

2. 如仍有校內住宿意願，請參閱 107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宿舍床位申請作
業時程表，了解後續各項床位遞補
作 業 時 程 : 
http://housing.osa.ncku.edu.tw/files
/11‐1065‐10941.php?Lang=zh‐tw。 

七、 承辦人:  代理人林小姐，分機 86357，電子
信箱:mailto:ysluc@mail.ncku.edu.tw。 

 



16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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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臉書詐騙愛耍 LINE 提高警覺免報案

「哇！廣哥 FB貼文賣名牌手機優惠價限量
5 隻，快加 LINE！」 

「咦？加小軒臉書上面這個 LINE ID 買演唱
會門票超便宜的！」 

這樣的臉書貼文你們相信嗎？如果是，那
就即將被騙了！自 106 年 10 月份開始，興起歹
徒盜用民眾臉書帳號後，張貼販售低價優惠手
機、液晶銀幕、電視、空拍機、演唱會門票等
訊息，誘導被盜帳號者的臉書好友加 LINE 交
易，談話中以活動即將截止為由，利用民眾急
於買到賺到的心態要求立刻匯款，對話中甚至
會拍攝身分證件照片取信買家，一切看似正常
安全的交易過程，其實早已落入歹徒陷阱！ 

根據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累計 106
年 10 月至今年 1 月底已發現 104 組用於詐騙之
LINE  ID，每筆遭詐騙金額達新臺幣數千元至數
萬元不等。 

校安中心提供「網路購物不、要、想」3
步驟，讓我們荷包免於失血喔！ 

一、不加 LINE 作私下交易 

私下交易風險大，消費權益無法受到保障
匯款後一被對方封鎖，就再也找不到人。
歹徒使用的 LINE 頭像？假的！歹徒顯示的
身分證？假的！沒錯，一切都是眼睛業障
重！ 

二、要下載 165 各宣導管道 

165 反詐騙宣導平臺，包含 LINE、臉書、
APP、官網，隨時提供最新詐騙資訊及相關
宣導事項。想避免成為歹徒眼中的肥羊？
趕緊來下載！ 

三、想想商品便宜的可能性 

心理學家提出「10 秒」原則，看到相關貼
文時，給自己 10 秒鐘思考前因後果，提出
反問：「這類商品可能這麼便宜嗎？」就能
有效讓思緒回到理性狀態！謹記「網路購
物不、要、想」3 步驟，再高明的騙子也騙
不著！

交通安全宣導專頁

行人專用時相

行人專用時相是一種為了保護行人的安
全，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十字路口)設置的行人穿
越號誌系統。號誌會使所有的車輛暫停，讓行
人能夠在這段期間內以各種方向穿越路口(可直
行或對角線穿越)，校安中心謹此提醒各位師長
及同學，於上述幾個路口請確遵行人專用時相
號誌指示通行，勿與車輛爭道，以維個人安全。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 條及「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規定‐‐自行車屬於
慢車，其行駛、裝載即應遵守之號誌，均有明
確規定。行人專用時相號誌通行時，除了行人
外，所有車輛均應暫停，當然包含自行車騎士，
否則仍屬於違規「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4 條，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車禍事故統計分析

依本校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資料統計，107
年度一、二月份交通意外事件計 23 件，造成 26
位同學受傷。分析原因概述如後： 

一、因違規轉彎、闖紅燈、穿越雙黃線等
違規行為發生之車禍，自撞、闖紅燈擦撞汽車、
違規穿越雙黃線遭後方機車追撞，如果駕駛人
能遵守交通規則，即可避免此類車禍所造成自
己及他人身體及財產的損傷。 

二、23 件車禍事件中有 8 件自摔事件，而

其原因大多與車速過快有關，車速過快時如果
遇到前方路況發生變化，如前方車輛突然轉
彎、剎車或發現行人、動物時，常常會因反應
不及而摔車，另外未注意前方路況，如坑洞、
水溝蓋等亦有可能造成的自摔事件。 

三、此外，自行車相對於汽、機車而言相
對弱勢，目前 5 件自行車車禍事件均是遭到汽
車、機車擦撞，同學騎乘自行車時應特別注意
周邊其他車輛，保護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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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看成大交通安全觀點 

（德國交換生）

    In this article I’m going to focus on traffic 
lights and how they differ from the ones in 
Germany. At first glance the traffic lights are more 
advanced than the one in my home country. Here 
in Taiwan most traffic lights have a countdown so 
you know when your light is going to turn green. 
At big intersection this can be anywhere from 60 
to 90 seconds. A downside of the lights is, that 
there’s often no time between one street getting a 
red light and the other turning green. A lot of times 
there are still cars and scooters passing the 
intersection when the other lanes get a green light. 
In Germany there’s always a slight delay as a 
safety buffer, just in case someone is entering the 
intersection quite late, they’ll still have enough 
time to clear it.  

    So, if the traffic lights are actually more 
advanced than the ones in Germany, why talk 
about them? Well, the lights themselves aren’t the 
problem, rather the attitude of the drivers, again. 
Drivers tend to ignore red lights when it comes to 
right turns. This goes for scooters, but also cars 
alike. Apparently it used to be legal in Taiwan 
more than six years ago. Enough time to adapt one 
would assume, but sadly no. Personally I ran into 
many situations that a scooter or car ran a red light 
without checking if it’s free to go or not. Just like 
with the parking problem there’s an easy fix for 
that: police stops. The laws and penalties are clear, 
running a red light will earn you a fine. Once 
people tend to get fines at most intersections 
they’ll learn not to turn on a red light and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Other cities in Taiwan have 
better control over this situation. In Taipei this is 
less common than in Tainan. Therefore, it is a 
problem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olice 
department. It is not a good sign, that a car rental 
service writes on their website: “Drivers from 
countries where it is legal to turn on a red light if 
the road is clear need to recognise that this 

procedure is illegal in Taiwan. Many Taiwanese 
drivers still do it though!” and “Many drivers run 
red lights, especially just after they change so if 
you’re first at the lights when they change to green, 
don’t pull away immediately.” (Source: 
https://www.rhinocarhire.com/Drive-Smart-Blog/
Drive-Smart-Taiwan.aspx). In Germany most 
traffic lights have a red light triggered camera. 
That means if someone runs the red light, a picture 
will be taken, clearly showing the license plate 
and the face of the driver. This technology exists 
for a long time already and could suppor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heir fight against traffic violations. 
Considering the huge amount of violations, a 
camera like this would pay for itself within a short 
amount of time.  

    On a lighter note there’s going to be a change 
to pedestrian traffic lights: the running traffic light 
man is going to get a girlfriend in the future. 
Pingtung county decided to add a female figure to 
the traffic lights. When it’s green they’re going to 
walk together and once it turns red he’s going to 
propose to her. That’s a cute small change and 
hopefully it will motivate pedestrians to stick to 
the proper crossing and minimize jaywalking.  

    As general advice for drivers in Taiwan I’d 
recommend to drive defensively and be aware of 
cars and scooters running red lights, especially on 
smaller roads. Also, please act as a role model and 
don’t run red lights, just because everyone else is 
doing it.  

To sum up, traffic lights in Taiwan work just 
fine, but drivers often ignore them and the police 
in Tainan is doing too little to fight this. Therefore, 
you should drive carefully and not rely completely 
on the traffic lights and your right of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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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處所安全與租屋重要二三事 

§§每學期住宿普查開跑囉！§§

依據本校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計畫每學
期辦理「校外賃居學生普查」已開跑囉！軍訓
室將針對同學的住宿狀況提供免費健檢唷！請
各位同學儘速上網登錄，並請系所辦公室敦促
提醒所有同學，包含校外賃居之同學，於 3 月
31 日(六)前，上網完成資料之登錄。 

年度校外賃居同學資料普查，請所有同學
逕至導生 e 點通系統
(http://campus1.ncku.edu.tw/ts/index.php)登
入，點選「校外租賃系統」=>「自評資料填寫」。 

1.為了瞭解你居住處所的安全， 

2.提早協助你發現住處的危險因素與防範措施， 

3.請同學盡快上網填寫你的資料喔！ 

        相關說明如下： 

一、本學年度校外賃居同學資料普查，請同學
逕至成大網頁‐‐‐‐導生 e 點通系統
(http://campus1.ncku.edu.tw/ts/index.php)
登入，點選「校外租賃系統」=>「自評資
料填寫」。 

二、凡住校內宿舍、太子學舍、醫護大樓、自
家等，未列入賃居生訪查範圍，仍請所有
同學登錄類別，以維資料完整及共同維護
您的居住處所的安全。 

§§如何選擇安全的租賃場所§§

「如何選擇一個較安全的租賃住所」，同學實有
瞭解必要，其判斷原則列述如下： 

一、建築物有無使用執照 
租屋前請房東提示建築物使用執照，是租
屋者的權力，也是房東的義務。 

二、建築物有無兩個以上不同方向的出口、窗
戶有無鐵窗、鐵窗有無開口 
建築物若未留設兩個以上不同方向的出
口，會影響避難逃生及救災。 

三、屋內有無裝火警警報系統或偵煙器 
若無法早期察覺火警發生，將致未能掌握
初期避難逃生之時機，火警警報系統，可
於第一時間預警，爭取更多逃生時間。 

四、門禁的管理是否良好，屋前有無停放凌亂
的機車 
有鑑於縱火頻傳，機車停放凌亂的場所，
容易成為歹徒下手的目標，而其具體的防
範措施就是良好的管理。 

五、熱水器─電熱水器較佳，瓦斯熱水器有無
裝在通風良好之處所 
洗澡時有人中毒死亡，都是一氧化碳中
毒，主要原因是使用瓦斯熱水器時，未保
持熱水器附近空氣流通，致燃燒不完全而
產生劇毒性的一氧化碳，瓦斯本身沒有一
氧化碳，也沒有毒性。出門在外，所有的
安全問題都不能忽略，尤其常在冬天奪走
人命的洗澡問題。 

六、逃生通道標示─建築物內的通道是否像迷
宮，彎曲又狹窄 
很多火災發生時，剎那間就濃煙四起，很
容易讓人迷失方向，如果自己所住的建築
物到處都是羊腸曲徑，九彎十八拐，必定
會造成逃生上的重大障礙。 

除上述消防署所提原則外，學校校外住宿
服務網(http://dorm2.osa.ncku.edu.tw/)亦提供許
多校外租賃需知之相關法律、安全資訊及經安
全訪視之租屋資訊，請同學多加參考運用，以
提升校外租屋之便利與安全。

護送天使團招募團員公告及本學期伴走服務時間

    深夜時分，正猶豫怎樣從實驗室、圖書館
回到宿舍或深夜時分擔心如何往返宿舍與巴士
站時，你（妳）知道在軍訓室有個護送天使團
能適時提供「伴走」服務，協助排除可能之危
安因素。 

    只要你（妳）願意電話撥 06-2757575＃50880
【我來保護你】，我們會很高興為你服務。  

    只要有服務熱誠，天使團現募集團員男女
不拘，團員擔任值勤勤務津貼依現行工讀金標
準給付；誠摯邀請你（妳）加入。 

符合起飛計畫條件(弱勢與特殊境遇)者優先率
取招募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迄 3 月 31 日止。 

請將履歷、自傳寄 z9607006@email.ncku.edu.tw 
書面審查未率取者不另行通知。 

 
本學期服務時間自 2 月 24 日 22 時起迄 6 月 30 日 06 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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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屋安全暨權益宣導講習 

大學部宿舍抽籤結果將於 3 月 30 日公告，
公告後必然是幾家歡樂幾家愁，許多同學要面
臨深具影響的重要房事‐‐校外租屋。這關乎一整
個學期甚至兩三年生活的重要決定，你，妳在
租屋前，做好準備了嗎？   

近期媒體報導多起租屋糾紛，尤其在北部
張姓女房東之租屋糾紛，更經常在媒體刊登，
甚至對薄公堂，在租屋方面，您知道您的權利
義務有哪些嗎？學校為服務有需要租屋的同
學，訂於 3 月 29 日(四)下午 15 時至 17 時於國
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舉辦賃居安全暨相關權益
宣導(就在大學部宿舍抽籤公告的前一天)。 

本講座邀請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及財團法人
崔媽媽基金義務律師主講，本次研習課程亦可
通識時數認證。若已在外租屋的同學，亦歡迎
攜帶您的租賃合約到場，由地政局人員幫您檢
視合約是否合理？期能讓必須面臨租屋問題或
已在校外賃居而有相關困擾問題的同學，能即
時獲得正確有助的資訊。我們的用心，希望能
提供您所需的幫助，竭誠的邀約，期待你的參
與。 

        活動報名網站：
http://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uth 

 

~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的安全 ~

有通識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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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成大單車節院系博覽會登場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7.3.3

 

        2018 成大單車節院系博覽會 3 日活力登場，

吸引上萬名北、中、南高中學子前來科系探索，

各院系使出混身解數展現特色與未來發展，全英

文授課的「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指派２名布

吉納法索籍學生站在攤位前，吸睛度百分百，也

有科系邀請相關企業一起設攤，展現科系所學應

用於業界，現場熱鬧滾滾。導覽單車遊成大則讓

高中生體驗大學生日常，並先行了解成大環境。 

    成大全校 45 個科系在光復校區雲平大道設
攤，３月春陽下各科系學長姊的招呼更是熱情，
一再解說自家特色講到聲音沙啞。生物科技與產
業學系為了引起參觀者的注意，以 DNA 為主題設
計道具穿戴在身上遊走現場，吸引不少目光。水
利系則是將水壩模型搬到攤位，特色項目一目瞭
然。 

    招收國內外學生的「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近５成是國際生，特別指派布吉納法索籍學生在
攤位前發傳單，一旁特設太陽能系統廠商攤位，
現場介紹系所課程特色。布吉納法索學生艾偉里
說，很多人來問能源系在讀什麼，他用中、英文
都能回答問題。 

    參加單車節的高雄女中應屆生陳芃諭表示，
心中已有想讀的科系，但又想知道是否還有其他
可能性，成大單車節是自己第一個參加的大學院
系博覽會，參觀的攤位解說都很清楚，頗有收穫。

來自屏東美和高中的李同學說，成大單車節提供
面對面詢問機會，不只能從現在就讀者的觀點認
識系所特色及學習經驗，還能問到就讀科系的標
準、級分要求等，對選填志願很有幫助。現場除
了科系攤位外，也吸引美妝大廠到現場打造企業
形像，大手筆將貨櫃屋打造成美妝屋，提供準大
學入學面試髮型建議及打理造型等服務。  

    讓高中生騎著單車認識成大校園，是單車節
的一大特色，今年準備了 300 台單車，規劃「單
車自由行」、「單車導遊行」及「系館探索」3
種遊成大方式，讓高中生選擇。單車節副召李政
翰表示，「單車導遊行」是今年新增的活動，有
鑒於過去常發生高中生不熟悉成大校園迷路等情
況，因此這次特別培訓成大校友會學生，由他們
擔任導遊帶領高中生騎到各個校區，並解說成大
建築物的特色、歷史等，也希望藉由同鄉的學長
姐，讓高中生感受親切感，對於成大印象更加分。 

    「單車導遊行」規劃 6 條路線，以校園環境、
歷史建築、特色建築為主軸，途經大家熟悉的榕
園、成功湖等，歷史建築有舊圖書館、小西門、
中文系館等，特色建築則介紹綠色魔法學校、格
致堂、博物館等，每條路線各有不同特色，讓高
中生能認識成大的不同面向，了解大學城的歷
史，感受多元文化。 

    租借單車的高中生非常踴躍，約有 600 多人
租借單車。嘉義高工陳怡君表示，自己很喜歡機
械科，但一直沒有機會參觀成大機械系系館，藉
由單車遊成大活動一圓參觀夙願。永年高中薛子
承說，單車遊成大可以騎著腳踏車去想去的地方
拍照，他第 2 次來參加單車節，今天特地騎到榕
園拍照。高雄中學陳柏瑋表示，早年成大人統一
於星期五在格致堂考試，格致堂「黑色星期五」
的故事令他印象最深刻，藉由這樣的活動，讓他
更了解成大的歷史故事。（撰文／孟慶慈、實習
記者吳玟誼 圖片／蔡育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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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成大職業生涯教練計畫 企業輔導學生教學相長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7.1.8

                               

    成功大學第八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 1 月 6
日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舉行開幕式，今年邀得台
達電子、台積電等 20 家知名企業中、高階主管
及社會菁英擔任教練，將以半年時間引導學生
了解工作實務面並協助規劃個人職業生涯向
方。成大洪敬富學務長感謝每位參與計畫的教
練，熱心提攜學子，讓學生從中獲得職涯資產
以及多元學習的機會。 

    開幕活動由已取得職業生涯教練計畫結業
證書的的學生們規劃，主持與串場也都一手包
辦。典禮上兩位學員分別扮演父女，以一搭一
唱方式為在座學員介紹每位教練。參與計畫的
20 位教練，近 9 成已連續 3 年以上擔任教練，
他們對於能成為教練團一份子感到榮幸，認為
計畫也為企業間帶來交流討論的機會，帶領學
員的過程其實也是教學相長，收穫甚多。 

    職涯教練計畫今年邁入第 8 年，累計已邀
請企業教練 154 人次，培訓學生 1383 人次，成
員來自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
醫學院、社會科學院、電機資訊學院、規劃與

設計學院、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大一到大四
不分系學位學程學生等，大家透過課程活動交
流學習。 

    職業生涯教練計畫，由成大學務處生涯發
展及就業輔導組主辦，每年遴選 180 至 220 名對
未來職涯規劃具有高度興趣的學生參加，透過
邀請 18 至 22 位企業中高階主管及社會菁英擔
任教練。課程期間為每年 1 月至 5 月（本屆期
間為 107 年 1 月至 6 月），課程可以由教練評估
是否開放其他小組學員跨組學習。 

    第八屆參與職業生涯計畫的企業教練包
括，台達電子人力資源部經理陳哲彥、嘉鴻遊
艇董事長鄭啟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公司全
球法金風險管理處協理梁慶全、台灣電台南廠
區人力資源組織經理邱瑞興、聯華電子人力資
源處副處長陳彥偉、統一企業 PL 業務開發部經
理劉明福、統一企業乳品開發部經理林宗翰等
等各界企業中高階管理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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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南區就業博覽會 4日成大熱鬧登場 群英薈萃 萬人湧入 
※轉載自本校校友聯絡中心 107.3.5 

 

        2018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 4 日上午在成功大
學中正堂與雲平大道伴著驕陽熱鬧登場，總計
237 家企業共 295 個攤位，釋出約一萬兩千多個
工作機會，現場吸引近萬名求職人潮湧入，投
遞履歷數約 19,917 份。現場舉行抽獎活動、掃
描 QRcode 登入履歷或者抽送電影票和咖啡招待
不等的好禮大方送，還有廠商祭出整點抽送
5,000~10,000 元現金機會，場內外萬頭鑽動，人
聲鼎沸，熱鬧非凡！  

為展現現場熱鬧氣氛，主辦單位安排成大
流行舞蹈社進行熱舞表演，博得在座嘉賓一致
喝采，為 2018 南區就業博覽會揭開序幕。為發
掘適合的優秀人才，今年參與設攤的行業類別
橫跨半導體、光電、電子電機、軟體網路、製
造、營造、材料、國防、金融、文教、服務、
娛樂休閒、百貨、公營事業等工作領域。如台
積電、聯華電子、鴻海精密、群創光電、大立
光電、友達光電、華碩電腦、智邦科技、台灣
應用材料、統一企業、玉山銀行、雄獅旅遊、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等 237 家公司在成大釋出
多達 12,769 個職缺，提供求職者更豐富的工作
選擇，作為新鮮人尋找職涯方向的指南針。據
主辦單位統計，現場廠商共收到 19,917 份履歷
表，其中收到最多履歷數者的包括瑞昱、鴻海
及天鈺、聯發科、聯電、美光等企業。 

  成大洪敬富學務長於開幕式時表示，2018
年 2 月遠見雜誌公布「2017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
查」成大學生因抗壓性高，最能反映企業當下
人才需求，因而一舉奪下企業最愛大學生之
冠，最受矚目，在在顯示成大培育優秀人才不
遺餘力，同時也感謝廠商提供現場面談及許多
海內外就業媒合機會給即將踏入職場的莘莘學
子們，讓同學們可以在職場發揮所學，快速的
從做中學與產業接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分署長柯呈枋進一步表示，南區就業
博覽會職缺內容廣泛，他鼓勵社會新鮮人與轉
職民眾善用此平臺，提早為就業做準備或卡

位。此外，3 月 8、9、10 日更有 39 家廠商為使
職場新鮮人了解該行業及職涯未來發展，特再
舉辦公司說明會，歡迎即將踏入職場的社會新
鮮人或各方求職者踴躍參與。同時，他也鼓勵
學生應增加創新、創業的精神與跨領域的能
力，對於語言能力也應多涉獵；另外，求才的
廠商和求職的民眾，亦可善用政府提供的「台
灣就業通」網站，藉由產學的相輔相成，即可
創造出臺灣經濟之發展。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王鑫基局長代表市長參
與盛會，感謝成大每年精心策畫就業博覽會，
落實培養人才與創造就業機會，更是多年來蟬
聯企業主最愛，也期待求職者能順利找到理想
的工作，大家攜手共創經濟奇蹟；崑山科技大
學蘇炎坤校長更表示，承蒙校際間交流合作，
大手攜小手提高就業景氣，他也呼籲莘莘學子
們應循興趣、性向尋找工作之餘，也應保持警
覺性與持續不斷的創新。另外，未來的人工智
慧、大數據、雲端加值服務等也都是未來潮流、
聚焦的主流，產學合作不間斷，跨領域的結合，
學生們不但可提升自己的實力，同時也提高了
跨領域的能力，是其他競爭者無法取代的。1111
人力銀行張執行長表示，成大一直是企業主最
愛，藉由今日活動，特別加碼給完成履歷投遞
成功者，現場抽出一萬元的就業獎金，嘉惠成
大畢業生，回饋校園。 

    主辦單位為貼心成功大學境外學生之求職
便利性與機會，求職者只要掃描 QRcode 即可一
覽現場提供境外生就業機會之 117 家企業，直
接到攤位求職。除了現場企業徵才外，為增加
活動吸睛度，主辦單位與就業情報合作，邀請 5
位學養俱豐的職涯諮詢顧問於國際會議廳提供
求職者履歷健診及面試指導之個別諮詢服務，
提供求職者一對一的指導。 

    「2018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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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財團法
人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會及南部多所大專院
校協同辦理，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台灣首府
大學、長榮大學、南榮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
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崑山
科技大學、嘉南藥理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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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2018 年香港交流參訪 

 

◎中文系  蔡丞軒 

是第一次拜訪香港，也是第一次與香港的
學生做深度的探討，從一開始的聯繫到最後付
諸實現的跨越海峽討論香港與台灣的困境，有
很多共鳴的地方都讓人振奮。 

        這次拜訪兩間大學，第一間為香港浸會大
學研究生協會，第二間為香港城市大學本科生
學生會，這次交流完之後，對於後者香港城市
大學的氛圍以及思想是比較投機的。 

        香港浸會大學的研究生以陸生居多，相較
於香港城市大學本科生都是以香港人為主，後
者更能切身的討論到香港與台灣的困境，尤其
是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現況，反之，與研究生
討論的結果他們會大力的抨擊或是用既有的黨
國思想去否定你的一切，這是比較令人惋惜的。 

        比較兩間學校的校園也是城市大學略勝一
籌，原因無它，畢竟這是香港前四名的大學，
所以論資源、學生素質、民主信仰，都是與台
灣成功大學相當，也因於此，當我們討論到台
灣是否獨立時，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長就表
示：「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為何還要
獨立」，這句話真的很令人發人省思。 

        而此次的參訪行程也成功達成目標，因為
交流期間融洽並且對於香港與台灣從經濟、學
制、飲食、社團方面皆收益良多，未來香港城
市大學也會拜訪成功大學，希冀可以藉由此，
達到未來與城市大學更多深度交流。 

 

 

 

 

◎生技系 章世昌 

從前去香港都是以單純過境轉機居多，鮮
少有機會仔細認識香港這片土地，這次的交流
對於我來說非常特別，因為這是第一次讓自己
融入香港這片土地，也是第一次這規模與他校
深入交流討論。 

        剛走出機場就感受到室外寒冷的天氣，那
是今年入冬以來最寒冷的幾天，但這股寒流怎
也無法澆熄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接待的熱情，他
們一見如故似地開始為我們介紹香港的大大小
小新鮮事，包括生活習慣及飲食文化，就這樣
以導覽的方式從地鐵站開始講解到香港浸會大
學，途中的所見所聞一一詳細介紹說明。接著
我們參訪了香港城市大學，這間大學特別的地
方是他們校區旁邊緊接著一間大型百貨公司，
步入城市大學時，可看見四處都有讓學生自由
運用的討論區及討論教室，且外籍學生的比例
也非常高，我相信如此可以刺激學生們的交流
及思考，讓學生擁有更廣泛更多元的思維。交
流及參訪完浸會大學和城市大學後，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他們都有一棟大樓是由香港賽馬會所
捐贈，聽香港的同學說，香港賽馬會很有錢且
非常願意捐贈及贊助當地學校所需。 

        生活節奏飛快的繁榮之地並不一定適合每
個人，聽當地人說大學畢業薪資可達 15000 港
幣以上，雖然有著高薪資，但極高的房價帶動
高單價的房租，簡單且低坪數的雅房要價 7000
港幣/月，我認為這樣的生活壓力會令人備感壓
力。雖說如此，當地還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
及警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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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身障生不服輸  當家人可靠的肩膀、教授器重的左右手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 周宜蓁老師

畢業於化學所的蔡同學，小學時因不明原
因造成雙手發抖，寫作業常要花很多時間，不
能墊腳尖，跑跳不能像一般同學一樣靈活，醫
生找不出原因，只能診斷說是神經傳導慢了。 

蔡生不因自己的病而灰心喪志，反而是個
貼心的孩子，妹妹幼時因病關係也是身心障礙
者。但因為父母都要工作，所以蔡生會主動擔
起妹妹的照顧，為妹妹溫習功課，減輕父母的
工作量。也為了不增加家中負擔，高中起就選
擇提供獎學金的私立學校，也不負家中期待，
以優秀的成績進入了成功大學化學系。 

而在人才濟濟的成功大學裡，一開始表現
不算出色，但因為碰上了優秀並鼓勵他的老
師，加上自己的努力，學習上終於放出了光彩。
對於容易發抖的手，在常需要精密實驗的化學
系，是要克服的一大困難，為了讓自己更穩定，
花了比一般同學更多的時間練習，訓練手感，
找出方法，只為了不因自己的困難延誤了整組
實驗。而大學畢業後，繼續於本校化學研究所
深造，並獲得師長的肯定，每當有人問起，教
授總是豎起大拇指稱讚，並賦予許多重要的工
作，成為教授實驗室裡非常器重、倚賴的左右
手。 

已於 105 學年度畢業的蔡生，知道自己想
要過怎樣的生活，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獲
得，所以在校期間，他努力向學，雖然身體狀
況，不可能回復，但他把握當下，盡己所能做
到最好。畢業後，順利進入外商科技公司工作，
一面發揮在成大所學，一面也能照顧家中大小
事務，在工作上也成為可獨當一面的科技人。 

以下，也與大家分享一部相當引人深思的
影片：一念無明  (Mad World)。 

劇情簡介：我們互相傷害，卻又彼此相愛。

阿東（余文樂飾）獨自照顧飽受病患折磨的母
親  （金燕玲飾），母子二人情緒對立猶如困獸
之鬥。某天，阿東因意外疏失害死母親而住院
治療，原本獨居多年的父親大海（曾志偉飾）
因愧疚而將他接回同住。兩個背負沉重愧疚的
大男人只剩下對方，但是蝸居在狹小的房間內
的親人，卻是彼此最不能面對的過去…“「一念
無明」指人因執著、無知不能看清實相，在生
命中不斷互相傷害，同時也折磨自己。” 

反思：患有躁鬱症的阿東，在母親意外死
亡後，被送入醫院療養一年，出院後他想要重
新振作，力圖修復父子關係、與未婚妻的感情，
但面對重返社會的躁鬱症患者或情緒疾患者，
我們該用怎樣的態度來面對他們呢？同情很容
易達成，但同理心與接納卻是萬般地難能可
貴。片中主角阿東的父親說到：「其實，是否什
麼都可以外判給別人做？」多次，這台詞指的
是面對家人病痛的逃避，也是面對困境的逃
避，但這句台詞或許也是導演對社會的提問？
選擇逃避看起來似乎是最簡單的方式，不過對
於所面臨到的困境是否能有所改善？ 

        相對於片中大多沉重的步調，仍有些許溫
馨的片段。片中父親雖然阮囊羞澀，但仍細心
地詢問是否有推薦適合兒子對兒子病情好的食
物；阿東揹著車禍腳傷的父親上樓；同樣窩居
於同一棟樓的鄰居小男孩，趁著母親睡著時，
隔著牆壁對發病的阿東講著改編版的小王子。
片尾鄰居小男孩問阿東：「為何他們一起種的植
物都沒法好好生長？」阿東回答道：「如果植物
無法在這個環境健康長大，我們就努力把它改
成適合植物生活的環境」，暗示著這病了的社會
需要停止逃避並重新認識與接受自己，想辦法
讓生病的社會慢慢痊癒康復。

 



26    March 2018 

健康人生                                                                    

年後「腹」出，接招吧！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兼任營養師陳姿伶整理

春節假期中暴飲暴食，高熱量、高脂肪、

高糖零食飲料不忌口，很多人肥了一大圈，過

年後用盡方法想快速消去過年期間堆積出來的

肥肉。節食，是多數人採取的減肥方法，但失

敗率很高，尤其是採取太激進或是與自己飲食

習慣差異太大的節食方法，減肥效果難持久。

也有很多人只想靠不吃飯、喝減肥茶等方式減

重，恐怕亦是成效有限！(1‐4) 

減肥的不二法門是「吃正確、吃適量並運

動」，不過也要把握收假後兩星期的減肥黃金

期，否則愈拖延愈難減，除了意志力退散之外，

體脂肪愈高基礎代謝率愈低，屆時即使少吃也

不一定瘦得了。以下提供幾點年後減肥建議參

考：(3、5‐6) 

壹、飲食 

一 、 養 成 規 律 的 飲 食 習 慣 ， 定 時 定 量 ：                                                  

每天餐次固定、進食時間與份量固定(適當

的飲食份量每個人不同，須諮詢專業人

員)；餐與餐之間不吃東西、不喝含糖飲料，

要是非吃不可的話請選擇低熱量高纖維的

食物，如大蕃茄、無鹽純蕃茄汁、低鹽蔬菜

湯或汆燙季節蔬菜菇類，或吃適量無調味堅

果，或將每日的水果份量挪一部分當餐間點

心；睡前 4-5 小時勿進食但可喝水或無糖茶

類(奶茶不是茶，請不要亂喝！)。 

二、 攝取好的碳水化合物：                                                           

選擇多樣化的全穀根莖類，例如糙米、小

米、蔾麥、大麥、蕎麥、燕麥、裸麥、薏

仁、蓮子、紅豆、綠豆、玉米、地瓜、南

瓜、芋頭、馬鈴薯、菱角等，會比單吃白

米、白麵條、白吐司好，還要減少各類鹹

甜蛋糕、麵包、餅乾、年糕等精製澱粉食

物。 

三、 減少含糖食物： 

各類鹹甜蛋糕、麵包、餅乾、年糕等精製

澱粉食物通常含糖量高；臺南飲食習慣加

糖，尤其勾芡羹湯；各種包裝、現調飲料

大都含糖。含糖食物除會增加熱量攝取之

外，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糖攝取過量容易引

起身體慢性發炎反應，飲料常用的高果糖

糖漿跟脂肪肝、痛風等慢性病有關。 

四、 避免油炸食物： 

油脂熱量高，不論是植物油還是動物油，

應盡量選擇清蒸、水煮、滷、燉、烤等較

少油的烹調方式。 

五、 增加纖維質的攝取： 
適量低熱量高纖維新鮮蔬果，無糖蒟蒻或

洋菜凍也可以提供膳食纖維。 

六、 放慢進食速度： 

大腦須進食 20 分鐘後才會開始產生飽足

感，細嚼慢嚥不狼吞虎嚥，每口食物咀嚼

20-30 下，進食量自然減少。 

七、 喝足夠的水： 
每公斤體重需要 30c.c.水份，以體重 60 公

斤的人為例，每天要喝足 1,800 c.c.，如果

長時間待在冷氣房或流汗多時，應視情況

每天再酌加 500-1,000 c.c.。足夠的水分可以

促進身體機能與代謝能力。(心臟、腎臟功

能代謝循環較差者，喝水量則需聽從專業

指示適量為宜)  

貳、運動 

運動量一星期達到一百五十分鐘！ 

運動「531」原則：也就是每周運動五天、

每次三十分鐘、心跳達到一分鐘一百一十下。 

不論是為健康、外貌或其他理由減肥，過

程中，飲食、生活型態多多少少須改變、修正，

於是也產生不少的疑問，茲提出幾個減肥者常

有的迷思供參考(7)： 

Q1：喝水也會胖? 常有人說自己連喝水也會變

胖，所以連水都不敢喝。(但，卻喝果汁、飲料，

而且是含糖飲料！) 

A1：體重增加，是因為攝取的熱量大於身體需

要，身體將過多的熱量以脂肪型式儲存而肥

胖。水並沒有熱量，而且水參與了體內脂肪的

代謝過程，若水分攝取不足，脂肪代謝下降反

而減不了脂肪，所以減肥應該攝取足夠的水分

才對。最好的是白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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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不吃飯可以減更多? 減肥時不吃飯可以減

更多！(但，麵條、麵包、饅頭、水餃、冬粉、

粄條、韓國辣年糕、真珠奶茶裡的粉圓…等照

樣吃！) 

A2：米飯無罪！並非只有飯才是澱粉(碳水化合

物)！ 

如果是想用低澱粉(碳水化合物)飲食法減

肥，那麼其他麵粉製品、米製品、玉米、馬鈴

薯、芋頭、紅豆、綠豆…等都是澱粉(碳水化合

物)，都要禁絕才是吧！為何只不吃米飯？ 

「低澱粉(碳水化合物)飲食法」是指多吃肉

並少吃，甚至不吃澱粉(碳水化合物)，俗稱「阿

金減肥法」(Atkins  Diet)，此種減肥方法短期內

可以使體重下降，但長期下來，除了心血管疾

病的危害之外，會對肝、腎功能造成不良影響，

因為降低飲食澱粉(碳水化合物)比例和提高蛋

白質比例會使肝、腎臟代謝負荷變大 。 

再次強調：減肥的不二法門是「吃正確、

吃適量並運動」！正確的減肥應該以適度的低

熱量均衡攝取各大類食物，身體能獲得各類營

養素才能正常代謝。減肥時的澱粉(碳水化合物)

比例建議佔總熱量的 50‐55%，並應選擇攝取好

的澱粉(碳水化合物)(請參閱壹、飲食/二、攝取

好的碳水化合物)。 

適度的澱粉可以使身體脂肪燃燒代謝得更

完全，也才能減重更順利，並保持健康。 

 Q3：只吃水果就能瘦？水果營養豐富熱量低，

只吃水果就能減得快又健康。 

A3：水果並非全都熱量低！ 

水果富含維生素、礦物質與纖維，對人體

健康確實有好處，但用只吃水果的方式減肥並

不健康。水果除了上述營養素外，也富含果糖，

果糖經人體代謝後形成三酸甘油酯，並以脂肪

的形式儲存在體內，只靠吃水果來減肥，短期

可能因整日攝取的熱量低於身體所需，確實會

有效果，但減掉是肌肉不是脂肪，反而使代謝

變差並營養失衡，不但無助減肥還會影響健康。 

減肥期間應適量攝取並選擇糖分低水果，

充分利用水果的營養素來幫助減肥。 

Q4：減肥時常便秘？減肥時，常有便秘困擾。 

A4：可能原因是減肥時吃的食物量較少，糞便

體積因此減少而對腸道的刺激減弱，腸道蠕動

降低所以容易有便秘。欲改善便秘可參考以下

方法： 

1.增加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的功能是：1.增加糞便體積 2.幫

助腸道內好菌生長。 

飲食上建議，正餐主食至少有一餐為全穀

根莖類，如糙米、五穀雜糧等，並維持一天至

少 5 蔬果(蔬菜 3 份，水果 2 份)。煮熟的蔬菜一

份約一般飯碗半碗至 7 分滿，水果一份約一個

拳頭大小或一般飯碗一平碗。 

2.足夠的飲水  

飲水量不足，膳食纖維無法吸收水分來增

加糞便體積，難以刺激腸胃道蠕動而導致糞便

停留在腸道的時間變長，糞便中的水分又因此

被腸道吸收，糞便變得乾硬更加難以排出，而

造成「便秘」。 

因此水分的攝取對便秘的改善非常重要。

(請參閱壹、飲食/七、喝足夠的水)。 

3.適當運動刺激腸胃 蠕動(8-11) 

每日做可刺激腸道蠕動的腹部運動，如滾

滾腸道瑜珈、扭轉側三角式-膝落地瑜珈、放屁

瑜珈、轉體運動、腹肌運動、倒踩腳踏車運動、

伸縮腸道運動等。  

圖一、 

滾滾腸道瑜珈(8) 

 

 

圖二、扭轉側三角式 

-膝落地瑜珈(10) 

 

 

 

 

圖三、放屁瑜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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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養成良好排便習慣 

養成定時排便的習慣可培養便意，而一有

便意也要盡快去上廁所，以免直腸反射變遲鈍。 

5.、補充益生菌及益菌生 

增加腸道內的好菌、減少腸道內的壞菌，

藉此改善便秘、幫助消化、減少脹氣及增強免

疫力。 

飲食建議是無糖的優酪乳、優格，富含寡

糖、膳食纖維的食物，如牛蒡、無糖蒟蒻、洋

菜、洋菜凍。  

結語：希望以上提供的資料能讓大家攝取健康

飲食，盡早恢復健康的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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