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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表揚 122 位教師 溫馨慶祝教師節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7.9.20 

    成功大學 20 日提前舉辦 107 年教師節慶祝大會，特
別選在校內最經典、代表成大近 90 年歷史開端的格致堂
舉行，表揚名譽教授、教學特優教師、優良教師等獎項
共 122 位教師，老師們感謝成大提供的資源，更特別感
恩學生的反饋成為教學上的重要力量。蘇慧貞校長親自
頒獎道賀，學生合唱團獻唱動聽歌曲，以及國樂團演奏
感恩的心，不少學生特地到場觀禮為老師賀喜，也讓現
場增添幾許溫馨。 

    蘇慧貞校長指出，教師節讓大家有時間和空間重新
感受到校園裡面最美好的師生關係，「感謝每一位老師
在基本的教學研究之外，還願意付出更多的心力，透過
不同的貢獻，為成功大學增加許多光榮和不一樣的力
量。」她一一恭喜老師們的成績，祝福老師們平安健康、
幸福快樂，也特別感恩有許許多多老師用不同的方式在
傳述對於教育工作的想法，「這些老師都是典範，也帶
給我許多力量，更有許多成為我可以很驕傲分享的故
事。」 

    成大今年總計表揚名譽教授３人，以及教學傑出教
師 14 人、教學優良教師 49 人、通識課程優良教師 2 人、
鼓勵發表國際頂尖期刊獎勵 5 人、服務屆滿 40 年及 30
年資深優良教師 29 人，以及全校輔導傑出及各學院輔導
優良導師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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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服務滿 40年的資深優良教師化學工程
學系陳志勇教授，同時獲頒總統紀念藝品、行
政院長紀念獎章、教育部長紀念獎牌，他在成
大生活 48 年將近半個世紀，有感而發感謝成
大，認為社會的穩定力量需要依靠學界貢獻，
大學肩負很重要的角色，而師生傳承也很重
要。他強調「教育是解決貧窮最好的方式」，
笑說自己就是從一個很貧窮的孩子變成現在每
年要繳 40%所得稅，引得全場會心一笑。 

獲名譽教授獎項的材料系教授蔡文達屆齡
退休，他首先感謝成大，讓自己自由進行喜歡
的工作，有很好的環境，帶給自己許多美好回

憶。他也特別向學生表達感謝，「都是因為有
學生的協助，才能讓基礎研究和產學合作都有
不錯的成果。」 

獲得全校輔導傑出導師的心理學系胡書榕
副教授在成大任教 7 年半，除了感謝成大，也
說自己深深的愛上成大。她特別讚賞成大學生
的優秀，也特別分享教學上的成就感。她說道
某位學生曾差點因故休學，兩人甚至曾抱在一
起落淚，幸而經過輔導並出現轉機，該學生最
後以第一名光榮畢業，還有學生克服萬難前往
劍橋大學進修，「學生們展現出強韌的生命力
和光芒，也成為自己繼續奮鬥的力量。」

       

 

【受獎名單】 

107 學年度名譽教授 3 人：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蔡文達教授、建築學系徐明福教授、工業設計

學系吳豐光教授。 

106 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14 人：藝術研究所施

德玉特聘教授、化學系周鶴軒助理教授、機械

工程學系陳鐵城教授、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

系趙儒民教授、化學工程學系陳東煌教授、電

機工程學系劉光浩教授、會計學系林軒竹教

授、寄生蟲學科辛致煒副教授、內科學科鄭修

琦副教授、神經學科林志勝副教授、物理治療

學系蔡一如副教授、經濟系林常青副教授、生

命科學系張松彬副教授、學務處鄭淑惠助理教

授。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49 人：外國語文學系

石苓副教授、外國語文學系閔慧慈,特聘教授、

歷史學系蔡幸娟副教授、數學系郭鴻文副教

授、物理學系梁永成副教授、物理學系許瑞榮

教授、地球科學系李恩瑞助理教授、光電科學

與工程學系陳昭宇教授、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

所談永頤教授、航空太空工程學系鄭金祥特聘

教授、工程科學系周榮華特聘教授、生物醫學

工程學系方佑華副教授、資源工程學系謝秉志

副教授、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林光隆教授、化

學工程學系吳季珍教授、土木工程學系賴啟銘 
特聘教授、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呂學展助理教

授、環境工程學系陳𡡶如副教授、電機工程學

系黃仁暐助理教授、電機工程學系王水進特聘

教授、電機工程學系蔡建泓教授、資訊工程學

系陳培殷特聘教授、資訊工程學系李家岩副教

授、建築學系柳川肯助理教授、都市計畫學系

李子璋副教授、工業設計學系謝孟達副教授、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仲曉玲副教授、工業與資

訊管理學系翁慈宗教授、統計學系張欣民助理

教授、國際企業研究所江明憲教授、國際經營

管理研究所謝惠璟助理教授、醫學檢驗生物技

術學系徐麗君副教授、護理學系馮瑞鶯教授、

口腔醫學科暨研究所黃振勳副教授、藥學系鄭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68        3 

靜蘭副教授、職能治療學系林玲伊副教授、復

健學科林裕晴副教授、臨藥科技所蔡瑞真教

授、生理學科暨研究所張雅雯教授、老年學研

究所陳麗光副教授、腫瘤醫學科林鵬展助理教

授、內科學科陳柏齡副教授、分子醫學研究所

王憲威副教授、心理學系陳德祐助理教授、政

治學系王奕婷助理教授、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

系劉宗霖副教授、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張文綺

教授、師資培育中心彭淑玲副教授、體育室黃

鴻鈞講師。 

106 學年度通識課程優良教師 2 人：中國文學系

陳弘學助理教授、經濟系翁明宏助理教授。 

107 年鼓勵發表國際頂尖期刊獎勵 5 人：臨醫所

蘇文彬副教授、電機系吳謂勝教授、生科系張

松彬副教授、熱植所蔡文杰副教授、蘭花研發

中心蕭郁芸助理研究員。 

107 年服務滿 40 年資深優良教師 3 人：化學工

程學系陳志勇教授、工業設計學系吳豐光教

授、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林清河教授。 

107 年服務滿 30 年資深優良教師 26 人：中國文

學系王偉勇教授、中國文學系高美華教授、中

國文學系林美惠助理教授、化學系施良垣副教

授、機械工程學系吳俊煌助理教授、化學工程

學系黃世宏教授、土木工程學系陳景文教授、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周乃昉教授、水利及海洋

工程學系唐啟釗副教授、工程科學系黃吉川教

授、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吳鴻文教授、航

空太空工程學系胡潛濱教授、航空太空工程學

系林三益教授、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潘大知教

授、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江滄柳教授、航空太空

工程學系林穎裕副教授、電機工程學系陳進興

教授、電機工程學系楊竹星教授、電機工程學

系楊家輝教授、電機工程學系蔡聖鴻教授、電

機工程學系王醴教授、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蔡佳良教授、醫學系藥理學科暨藥理學研究所

簡伯武教授、醫學系內科學科林錫璋教授、醫

學系小兒學科林其和教授、法律學系蔡志方教

授。 

106 學年度全校輔導傑出導師 3 人：心理學系胡

書榕副教授、中國文學系高美華教授、環境工

程學系蔡俊鴻教授。106 學年度各學院輔導優良

導師 17 人：台灣文學系劉乃慈副教授、化學系

林弘萍教授、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李欣縈教

授、機械系屈子正副教授、化學工程學系張鑑

祥教授、航空太空工程學系胡潛濱教授、系統

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林忠宏副教授、電機工程

學系李順裕教授、資訊工程學系蘇銓清教授、

都市計劃學系陳志宏助理教授、工業與資訊管

理學系王維聰教授、會計學系黃華瑋教授、醫

學系劉秉彥教授、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張權

發教授、護理學系賴維淑助理教授、醫學系林

裕晴副教授、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曾大千副

教授。（撰文、攝影／朱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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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系列：校園中的最少數 原住民學生努力找回自己 

身份認同肯定族群文化 成大原住民社團挺起胸膛 
※轉載自本校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7.9.20

 

    成功大學原住民學生數截至 106 學年度為

134 人，比外籍學生還少一半，107 學年度剛開

始，註冊人數增為 148 人，但在校園中還是最

少數。而原住民學生對於自己的身份往往比別

人敏感，除了來自於一般人對原住民的刻板印

象，還有很大原因是自身的身份認同並不穩

定，原住民學生離開部落求學，往往會抓不準

自己的定位，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搖擺不定，

或多或少充滿困惑，必須慢慢找回自己。 

    就讀成大政治系的邵齊，父親是屏東牡丹

鄉排灣族人，母親則是高雄那瑪夏鄉的高雄

人，他從幼稚園開始天天搭伯父的車到恆春就

讀，高中住校，大學則再離鄉背井到了台南，

「剛開始來到沒有高山的台南，覺得有點可

怕，因為部落的孩子看到山，還是會比較安心。」

邵齊有點害羞地提起自己孤身在外的陌生感，

卻又失落地表示，「回到部落時，相較部落成

長的孩子我卻又顯得不夠落落大方，感覺好像

不管到哪裡都無法真正融入。」 

    就讀成大台文系的柯念竹，是屏東縣霧台

鄉的魯凱族，國中時期的她，受到同儕對原住

民身分的質疑與霸凌，「他們說原住民很髒。」

因而對自我認同有所動搖；升高中時，柯念竹

放棄自己喜歡的射箭，順著父母的期待進入台

南女中，但也讓她一度責怪父母，「因為自己

跟同學落差很大，每次發考卷時，看到下一張

的成績，就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厲害的人。」 

    到了大學，因為想要了解更多原住民相關

文化以及對母語課程有相當大的興趣，柯念竹

選擇了成大台文系，和一群原住民在原住民文

化交流社團獲得歸屬感，一起舉辦講座、美食

週、舞蹈教學等活動，加上有共同的部落經驗，

讓她看起來開朗許多，但其實她內心對自己仍

然相當沒有信心，「最擔心能不能順利畢業，

尤其不斷重修英文讓我很灰心喪志，英文是我

很大的障礙，在心裡面一直跨不過去。」 

    靠著朋友在期末口試一起練習對話，柯念

竹上學期的英文總算加強了不少，老師也鼓勵

說她進步很多。「最印象深刻的是重修兩次課

程的系上老師，她拿著講義輕敲我的頭說：『不

要在這裡待這麼久，回去寫一份報告。』」柯

念竹很感謝在學業的路上有這麼多老師及同學

關心她、幫助她，這些都是她持續向前的力量。 

    原民生從學習到生活都需要特別關懷，成

大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在 2017 年揭

牌，期許成為原住民學生的依靠，並推動校園

多元文化的認識與了解；在此之前原住民孩子

也早在 2011 年就成立了「原住民文化交流社

團」。成大「原住民文化交流社團」的主旨就

在協助帶領原住民學生正視自己的身份問題，

副社長麥家綸表示，社課主要以原住民文化為

基礎，透過加深對文化敏感度的提升，讓原住

民學弟妹們擁有更廣闊的胸襟看待與自己不同

意見的人，教的是認同自己也認同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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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家綸自己也曾面臨迷失，高中過後才正

視自己，大學加入社團後在學長姐的引導下，

從原住民文化、社運等多元議題裡慢慢找回自

己，不再格格不入。「曾經有一個妹妹穿族服

走在校園時感到羞澀，雖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

在害怕什麼，但總覺得很不一樣的服裝外表似

乎過於醒目。」麥家綸自信地說，「身為哥哥

姐姐的我們要保護他們，所以我們也會一起

穿，讓妹妹知道這一點也不羞恥。」這樣以身

作則的方式，是社團裡傳承下來的文化，就像

部落文化需要傳承。 

    原住民學生的「升學優惠制度」議題也常

常夾帶在身分認同的情緒中，原民學生靠著加

分優惠進到優秀大學，與其他同受加分優惠的

學生一樣，難免出現功課趕不上的壓力，原民

學生甚至會產生自卑情緒覺得自己原始分數

低，學習情緒低落，還有人因此不敢與同學組

隊做計劃，怕會扯同學後腿，造成獨來獨往的

現象，在課業求知上更找不到助力，形成惡性

循環。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主任樂鍇．祿璞崚岸

鼓勵原住民學生不要懷疑自己的學習能力，他

大方承認自己也是靠著加分念到一般大學的原

住民學生，「國中、高中時成績不好沒關係，

有機會進入好大學就要有信心，不要因為加分

就否定學習，加分能讓原住民人才獲得貢獻原

住民社會的機會，要看制度擁有的正面效益，

努力反饋社會貢獻所學，這才是學習的意義」。 

    事實上原住民學生也有一般人未及的獨特

優勢，也就是擁有更多元的視野。樂鍇‧祿璞

崚岸老師認為，原住民在認識自己文化的同

時，也一併在理解漢人文化，因此反而具備更

廣的觀點與視野，就像邵齊所提到的，調查自

己原住民文化時發現了其他漢人文化，而反觀

一般人卻不一定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 

    樂鍇‧祿璞崚岸老師說，原住民就像一面

鏡子，反映了非原住民，同時也扮演引導角色，

讓其他族群也能發掘到自己文化，進而產生認

同。面對族群認同議題，一般人往往錯誤地貼

上文化優劣標籤，但各族群文化其實都有著自

己的歷史深度，住在台灣這塊小小寶島的我們

都應該互相謙卑學習，發揚屬於自己的台灣文

化，從部落、鄉村、都市，台灣土地向下紮根，

抬起頭來昂向世界，讓台灣文化更具普世價值

的全球優勢。 

    原住民學生在生活中不斷找尋平衡點，除

了自己的期許，肩上更是背負著家人的期待，

現在的柯念竹想要回到霧台協助親戚開餐廳，

能夠更深入部落，她喜歡畫畫、熱愛音樂，以

自己所長為餐廳妝點，有了自己的店面去實踐

在地深耕的夢想，她揚起嘴角，散發自信的光

采。（撰文／洪卉琳、實習記者蔡薰範 攝影

／盧威聿、蔡薰範） 
 

 

 

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本校為營造多元族群友善校園，增加本
校學生認識原住民文化管道，落實輔導
原住民學生在校課業、生活及離校就業
等工作。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
八條於學生事務處設置「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讓本校原住民學生更能得到
妥善的照顧，以建立原住民學生對本校
的歸屬感及對自身所屬族群的認同感。

 

中心定期舉辦文化及演講活動與原住民族學生交流
會，希望同學們可以多多參與中心辦理的活動，更希
望同學有事沒事都可以來到原資中心與我們聊聊天。 

 
>>臉書請搜尋： 

國立成功大學原住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中心位置： 

光復校區雲平大樓
東棟 3 樓 

>>辦公時間：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網址 http://isrc.web2.ncku.edu.tw/ 

●近程目標： 
 彙整原住民學生各項統計資料和需求。 
 定期辦理文化、族語課程、原住民族議題「南方原論」

系列講座、電影讀書會、部落踏查及職涯講座等。 
 擴增微型原住民圖書館。 
 於中心規劃文化交流區，使原資中心成為校園內的學生

聚會所。 

●中程目標： 
 營造多元族群友善校園，增加本校師生認識原住民文化管

道。 
 與校內原住民學生社團合作辦理各項課程、活動及大型藝文

活動，強化與原住民族學生間的連結。 
 增加中心對原住民學生之課業、生活、未來就業等輔導知能。
 建立與南區大專校院與其他相關政府機關建立融洽的合作

關係，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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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傳承使命 如果我不去誰來教他們自己的語言 

※轉載自本校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7.9.20

    入夜的街燈下，身軀嬌小的劉鄭留妹老師
騎著機車，風塵僕僕地穿梭在南部鄉村田野道
路間，往下一個學校前去，趕場的她除了在成
大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教授族語，也接了其他
不少學校的課程，但人紅也是有困擾的，「我
教學的學校相互距離都很遠，因為只要有學校
邀請，我就不好意思拒絕。」背負著語言傳承
的使命，教授排灣族語的劉鄭留妹說，「如果
我不去教，誰能來教他們說自己的語言呢？」 

    劉鄭留妹老師目前教導的學校最遠在台南
北門鄉，學生是一對國小兄妹，但哥哥明年畢
業上國中就要轉到其他地方上學，只剩下妹妹
一個人，「課程不曉得該如何安排繼續，我常
常煩惱自問，只剩下一個學生是不是可以放
棄？可是這樣那個可愛小女生是不是很可
憐？」劉鄭留妹老師糾結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為了拯救瀕臨消失的語言，即使只剩一個學生
也不放棄。 

    成大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在 106
學年度首度開辦免費原住民語課程，有秀姑巒
群阿美族語及東排灣族語課程。原資中心樂
鍇‧祿璞崚岸主任意識到自己與母語學習有所
斷層，因此積極開設族語課程，希望上了大學
後脫離部落環境的原住民學生們，能有一個就
近學習族語的地方。107 學年度則改為文化課
程，是經過校內調查後，從原民學生到一般學
生們都十分感興趣的原民文化，包括框織、皮
雕等手工藝以及阿美族舞蹈。 

    負責教授原住民族語的老師們對去年的族
語課程教學頗有感觸。教授秀姑巒族群阿美族
語的曾明光老師說，語言往往是與環境做連
結，為了讓離開部落的孩子可以原住民的歷史
與文化做引導，他捨棄一般教導語言的文法結
構，以存在於生活之中的養分潛移默化，用故
事帶入語言的方式，「有了故事與自身周遭環
境的連結，再帶入語言就能輕易學習」。 

    曾明光笑著說起，有一回在車站，遇到有
人大喊阿美族神話故事主角的名字，他正狐疑

怎麼會有人知道這個阿美族語時，才發現原來
是曾經上過課的學生在叫喚他，「你看這個學
生，連老師的名字都忘記了，卻還記得故事主
角的阿美族名字。」曾明光認為，上課不光只
是學習族語，更可以學到族語背後的故事，不
需要生硬的文法結構，只要藉由上課時大膽對
談溝通，一旦展開溝通，自然而然就能理解語
詞構造。 

    劉鄭留妹也認同，學習族語就是要大膽開
口，「不要害羞！一定要開口，就算講錯，部
落的老人家也會幫忙更正。」就算母語的語腔
稍有不同，但是沒有開口就獲得不了更正的機
會，因此學習語言永不嫌晚。曾明光也提及，
自己 40 歲之前並不在部落裡生活，直到接觸了
原住民議題後發現困難重重，於是為了回去部
落訪問而開始考取族語認證，自此之後，「能
講母語的時候，絕對不講中文」。 

    談到講母語，劉鄭留妹有著深切體悟，回
憶幼時住在與漢人接觸頻繁的部落，加上當年
講番言（方言）會被掛狗牌處罰、來到漢人城
市又害羞開口，長時間之下連自己的語言都不
敢說，因為如此感受到文化即將被吞噬，於是
只要有時間，不管路途有多遙遠，都願意隻身
騎著機車前往教學。 

    語言是用來溝通的工具，曾明光表示，語
言是透過不同影響發展出的流通用語，例如阿
美族語便含有不少閩南語、日語，就是因為「好
用」，讓這些非母語的語言得以流通；但他也
認為沒有受到其他族群干擾的獨立語言，才是
最原始的語言，「引述語言學家所說，語言最
珍貴的部分在於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兩者互
不相通，最分歧的地方才是語言的源頭」。藉
由老師們來自不同地區的教學，讓學生們有機
會認識到同樣族群卻不同地區的族語，藉此獲
得更珍貴的語言視野，保存更多瀕臨消失的語
言。（撰文／洪卉琳 攝影／盧威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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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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六) 
09:00-11:00 

迎新招生 芸青軒第二會議室 成大國際英語演說社 

10/20(六) 
18:00-22:00 

議事規則初級班 
學生活動中心 
第五會議室 

學生會 

10/21(日) 
08:00-22:00 

107 流舞週末 學生活動中心 1F 流行舞蹈研習社 

10/22(二) 
18:30-22:00 

有毒植物 芸青軒第四討論室 園藝社 

10/23(二) 
18:30-21:00 

美姿美儀 材料系講堂 成大扶輪青年服務團 

10/25(四) 
18:00-22:00 

攝影課程 
學生活動中心 
第四會議室 

形象團 

10/27(六) 
09:00-12:00 

成大客家社 10 月工作坊 
學生活動中心 
第三會議室 

客家社 

10/30(二) 
18:00-22:00 

世界舞蹈社萬聖節晚會 學生活動中心 1F 世界舞蹈社 

11/3(六) 
08:00-22:00 

工程營-社團慶典 
學生活動中心後廣場、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成大童軍社 

11/8(四) 
18:00-22:00 

外聘美姿美儀課程 國際會議廳 形象團 

11/15(四) 
18:00-22:00 

成大形象團中文接待課程 
學生活動中心 
第三會議室 

形象團 

11/15(四) 
18:30-22:00 

國際社-島國殺人紀事 芸青軒第二會議室 國際社 

11/17(六) 
08:00-22:00 

107 學年度國樂研究社成果發表 成功廳 國樂研究社 

 
 

本(107)年度社團活動經費申請截止注意事項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4-1053-183632.php?Lang=zh-tw 

為統計各社團(系會)經費執行情形，將剩餘經費做更有效之運用，各社團(系會)107 年已核准之經
費，請務必依照以下時程完成申請：

一、 活動於 10/31 前辦理者，於活動前一星期
提出申請。 

二、 活動於 10/31 後辦理者(已獲核定之 107 年
11 至 12 月份活動經費)，一律於
107/10/31(星期三)17 時止前提出申請。 

三、 提出申請時需繳交下列資料 

(1)活動經費申請表：至社團 E 化系統 
http://mis.osa.ncku.edu.tw/club2/club/singlelogi
n.php 列印活動經費申請表(需先完成活動申
請方可列印)。 

(2)活動企劃書 

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者，經費一律收回。 

 注意事項： 

若是已核定校外活動經費者，同樣必須於
107/10/31 前事先提交紙本校外活動申請表(含
附件資料)，交由活動組承辦人登錄校外活動資
料，即可列印活動經費申請表。 

詳細資料請參閱活動組網頁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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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1 次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成功廳」申請說明 

[Attention] New Instructions for booking Cheng-Kung Auditorium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4-1053-1845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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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2 月 1 日至 10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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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4 月 30 日，只能在 107 年 11 月 1 日

提出申請。) 

三、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14 日(星
期五)17:00 前(含紙本及電子檔)，逾時不候。 

詳細資料請參閱活動組網頁公告附件。

 

 

This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for NCKU recognized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student 
clubs that want to book Cheng-Kung Auditorium, specific for the events that are held 
between Feb. 1st 2019 and Aug. 31st 2019.

HOW TO BOOK CHENG-KUNG Auditorium 

1. Plan an event. 

2. Write down detail descriptions of your 
event 

3. Download the NEW APPLICATION 
FORM of Cheng-Kung Auditorium (see 
the attachment below) and fill in the form. 

4. Prepare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i. Hard copy – New application form of 
Cheng-Kung Auditorium *5 ; 
Description of your event *5 

ii. Digital copy – New application form of 
Cheng-Kung Auditorium*1 ; 
Description of your event *1 

iii. Photos / Videos /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before ( only when this is a 
repeated event ) 

5. Submit the materials to: (Before 17:00 
Dec. 14th 2018) 

i. Hard copy – take them to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Division(S.D.A.D) and give them to the 
staff 

ii. Digital copy – email them to the staff of 
S.D.A.D. who’s responsible for the 
category that your organization belongs. 

iii. Photos/ Videos / The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before – attach them in the 
email with the digital copies 

6. Be sure to submit the materials before 
17:00 Dec. 14th 2018. 

7. After submitting the materials, go to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https://goo.gl/QqUudB and 
register your event. 

Please check the website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4-1053-184591
.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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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 

今年您不可錯過的一場活動!  錯過再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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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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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生涯教練計畫粉絲專頁 http://ppt.cc/Y6s8 

 

實施項目(活動) 項目(活動)期程 參加對象 

計畫說明會 107/10/16 全體學生 

報名時間 
學員-小組長 107/10/22～107/11/05 

全體學生 
學員-小組員 107/10/22～107/11/25 

學員遴選分組暨 
配對結果公告 

小組長複選面談 107/11/17(六) 通過小組長初選之學生 

學員-小組長 107/11/23(五) 
通過甄選之學生 

學員-小組員 107/12/03(一) 

職涯教練計畫學員 學員培訓 107/12/08(六) 全體學員 

開幕式典禮暨分組討論會 108/1/05(六) 企業教練、全體學員 

各小組課程期間 108/1/05～108/5/15 企業教練、小組學員 

閉幕式典禮暨成果分享會 108/5/25(六) 企業教練、全體學員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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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職涯諮詢系列活動 

         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為未來做準備，從現在開始! 

 
 

*為講座，歡迎報名!  

1.歡迎預約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講座、個別諮詢報名：(https://activity.ncku.edu.tw/) 

2.活動辦法及場次訊息，請上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查詢 http://grad.osa.ncku.edu.tw/ 或洽承辦人

徐小姐詢問(z10708121@email.ncku.edu.tw ,電話 06-2757575 轉 50480 )  

職涯諮詢類別 時間 地點 職涯顧問 

職涯

增能

課程 

職涯探索:成為自己職涯

的舵手(Moocs) 
08/1—11/30 
(線上課程 2 小時) 

線上課程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黃婉雯 職涯諮詢師 

職涯探索與解析(CPAS)* 
(團體講座) 

10/25(四)    
18:30-20:30 

國際會議廳 
雄喬人力資源工作室 
張雄喬 執行長 

職涯探索與解析(CPAS) 
(個別諮詢) 

11/29(四)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修瑞爗 總經理 

履歷 
面試 

履 歷 撰 寫 與 面 試 技 巧 
*(前進系所-機械所) 

10/23(二)           
15:10-16:40 

機械系一樓 
俊銘講堂 

燦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漢蔚 人資經理 

履 歷 撰 寫 與 面 試 技 巧 
*(前進系所-土木所) 

12/14(五)           
14:10-16:00 

卓群大樓 B1 
大演講廳

R47X52 

麥斯金企業有限公司 
昝世偉 經理 

104 求職(外籍生)網及資

源介紹&英文履歷撰寫技

巧與面試技巧工作坊* 

11/1(四)           
15:00-17:00 

國際會議廳 
104 人力銀行獵才暨人才經

營事業群 
駱意欣 講師 

履歷修改與模擬面試 
(個別諮詢) 

11/21(三)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CakeResume 
黃雅琪 職涯顧問 

英文履歷修改與面試指導

工作坊-(個別諮詢) 
11/28(三)           
14:00-17:00 

國際學生事務組

會議室 

104 人力銀行獵才暨人才經

營事業群 
駱意欣 講師 

人資長論壇* 
12/15(六)           
08:00-18:00 

成功大學 
光復校區 

與國際企業研究所 張紹基 老
師合辦 

留學 

留學諮詢(美國) 
-個別諮詢 

10/31(三)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留學講座(德國)* 
11/23(五)  
18:30-20:30 

國際會議廳 
DAAD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Dr. Josef Goldberger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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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啟航  迎向未來  與你一起邁向成功未來 
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 

 

為使本校學生瞭解社會多元發展及職場競爭態勢，培養學子具備正確的人
生價值觀，特舉辦理一系列生涯規劃及名人書香講座，讓同學有更多方面的
選擇及最完善就業前的準備，透過校友及各界傑出人士的經驗分享，使同學
有可循的人生典範準則，進而擬定一套適合自己且參酌當前職場環境態樣的
生涯規劃，輔以成大傳統穩健的育才精神與倫理務實校風，一步步邁向成功
之路。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方式，活動報名網址 https://activity.ncku.edu.tw/ 

 
 

畢業生畢業 1、3、5 年(106、104、102 級)流向調查進行中 

親愛的校友：您好！ 

    猶記驪歌響起，至母校畢業的您就此進入另一
段旅程，師長們均非常關心您的畢業動態及就業情
形。同時為配合教育部及校方作為高等教育、校務
發展及系所課程規劃與校系友服務之重要參考，特
編制此份調查問卷，請您撥冗填寫，謝謝您的合作！

    為鼓勵本校畢業生填答，以提高填答率，將分
別針對畢業後 1 年、3 年及 5 年的畢業生各提供 5
台平板電腦做為填答抽獎贈品，問卷調查結束後，
系統將分別自動抽出各 5 名畢業生，由本組通知受
獎人並依規定扣繳所得稅。 

101、103 及 105 學年度畢業 1、3 及 5 年流向問卷網址 http://ques2.osa.ncku.edu.tw/~gfssys/index.php?auth 

聯絡電話:(06)2757575 分機:50485/50481 
主辦單位: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協辦單位:全校各系所、僑生與陸生事務組(分機 50460)、國際學生事務組(分機 50990) 

國立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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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你不可不知的~學生請假 

一、 本校自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實施新修
訂「學生請假辦法」暨建置「學生請假系
統」，學生請假請登錄系統提出申請。 

二、 請注意：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受理紙本
請假單之申請。學生請假單經申請成功送
出後，請同學們知會授課老師至請假系統
審核，以利准假程序順利完成。( P.S.紙本
請假單置於生活輔導組>表單下載區) 

三、 有關學生請假辦法及系統之規定，可於生
輔組>學生請假或學生請假系統>相關說

明文件項下瀏覽。 

四、 學生請假系統登入方式： 

(一)學生請假系統網址：
http://leavesys.ncku.edu.tw 

(二)本校成功入口 http://i.ncku.edu.tw/  > 學生
常用專區。 

五、 學生請假如有問題可致電生活輔導組洽詢
（校內分機 50340 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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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請假辦法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gulations for Student Leave of Absence 

9 4 年 1 2 月 1 6 日 9 4 學 年 度 第 1 次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通 過  
 Approved by the 1st meeting of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in the 2005-06 academic year on Dec. 16, 2005 

9 5 年 0 5 月 1 2 日 9 4 學 年 度 第 2 次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修 訂 通 過 
Amended by the 2nd meeting of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in the 2005-06 academic year on May 12, 2006 

9 6 年 1 2 月 2 8 日 9 6 學 年 度 第 1 學 期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修 訂 通 過  
Amend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the 2007-08 academic year on Dec. 12, 2007 

9 7 年 0 5 月 3 0 日 9 6 學 年 度 第 2 學 期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修 訂 通 過  
Amend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the 2007-08 academic year on May 30, 2008 

1 0 0 年 0 5 月 2 0 日 9 9 學 年 度 第 2 學 期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修 訂 通 過  
Amend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the 2010-11 academic year on May 20, 2011 

103 年 05 月 23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Amend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the 2013-14 academic year on May 23, 2014 

103 年 12 月 19 日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Amend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the 2014-15 academic year on Dec. 19, 2014 

106 年 12 月 22 日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Amend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the 2017-18 academic year on Dec. 22, 2017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則第九條訂定本辦法，學生請假依本辦法辦理。 
        學生缺席或曠課，扣所缺科目學業成績、補考、退學，依本校學則辦理。 

全學期曠課 3 小時以上，扣操行成績分數，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實施辦法辦理。 
Article 1 These Regulations are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cademic 

Regulations. Students shall comply with these Regulations to process their applications for leave of absence.  
Academic issues such as course grades, make-up examinations or dismissal resulting from absence or truancy shall 
be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cademic Regulations. 
More than three hours of truancy in one semester shall result in point reduction in conduct grade according to 
NCKU Regulatio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udent Conduct Grades. 

第二條  學生請假分病假、事假、公假、喪假、產假(含產前、分娩、哺育)、生理假、器官捐贈假(含骨髓、器官)。 
Article 2  Students may apply for the following types of leaves: sick leave, personal leave, official leave, bereavement leave, 

maternity leave (including prenatal care, postnatal care, and baby nurturing), menstrual leave, and leave for organ 
donation (bone marrow or organ). 

第三條  學生請假除病假外，應事先提出申請。 
因重病或臨時發生緊急、重大不可抗拒之變故，應於請假最後一天次日起算五天內提出請假申請。但應先以
電話、書信或委託他人等方式向授課老師報備；若因故無法與授課老師取得聯絡者，亦得向導師或系主任（所
長或學位學程主任）報備。 
學生未依規定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以曠課論。 

Article 3 Applications for leave of absence, except the application for sick leave, should be submitted for approval in advance 
of the leave.  

         In case of severe illness, emergency, or unforeseen contingencies, students will be allowed to complete an 
application for leave within 5 days from the last day of the leave. However, they are required to inform their 
instructors in advance by phone, by mail or by proxy. Should they fail to contact their instructors, they are required 
to report the leave to their advisors or department chair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r the program). 

         Those who fail to complete their leave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se Regulations or who fail to receive approval 
for their sick application shall be counted absent.  

第四條  病假、事假、喪假、產假(含產前、分娩、哺育)、生理假、器官捐贈假(含骨髓、器官)之請假核准程序如下： 
一、請假日數三天以內：經授課老師、導師核准。 
二、請假日數四天以上：經授課老師、導師及系主任（所長或學位學程主任）核准。 
公假之申請，須經系主任(所長或學位學程主任)核准。因公派遣學生出任公務之行政單位主管核准後，並向
系主任（所長或學位學程主任）報備。 

Article 4  Applications for sick leave, personal leave, bereavement leave, maternity leave (including prenatal care, postnatal 
care, and baby nurturing), menstrual leave, and leave for organ donation (including bone marrow or organ) shall be 
processed as follows: 

        1. Less than three days: Applications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course instructors and advisor. 
        2. More than four days: Applications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course instructors, advisor, department chair (or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r the program). 
Applications for official leave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chair (or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r 
the program). Applications for official leave by students who are assigned by an administrative unit to perform 
public duties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chief of the unit, and the department chair (or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r the program) shall be informed of the leave.   

第五條  學期考試期間不得請假。但因重病，或臨時發生緊急、重大不可抗拒之變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依本
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學期考試請假核准程序：經授課老師、導師及系主任（所長或學位學程主任）核准。 

Article 5 Applications for leave shall not be submitted during an examination period in the semester. However, in c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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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illness, emergency, or unforeseen contingencies, students will be allowed to apply for leave with relevant 
certificates or docu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Three of the Regulations. 

       Applications for leave during an examination period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course instructors, advisor, and the 
department chair (or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r the program). 

第六條  學生請假需檢附文件如下： 
一、 病假：請假三天以上，須檢具醫療院所之證明。 
二、 事假：請假三天以上，須有家長、監護人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公假： 

(一)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內或校外活動，有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二)經選派擔任公務活動，有單位主管出具證明文件者。 
(三)有關兵役事項，有兵役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四)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有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五)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考試、訓練，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六)其他依法規定應給公假者。 

四、喪假： 
(一)學生之配偶，或學生及配偶之直系親屬、兄弟姊妹或以共同居住為目的之同居人喪葬，以十天為限；

其他親屬喪葬以一天為限。 
(二)須檢具訃文或死亡證明書(影本可)；共同居住者須檢具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可)。 

五、產假(含產前、分娩、哺育)： 
學生因懷孕引發之事(病)、生產及哺育三歲以下幼兒或配偶陪產，得持醫療院所或相關證明辦理請假；
陪產假以七天為限。 

六、生理假：因生理期不適而請假者，每月以一天為限，無須檢具證明。 
七、器官捐贈假(含骨髓、器官)： 

捐贈骨髓或器官者，須檢具醫療院所相關證明辦理，請假以一個月為限(不含假日)。 
Article 7 Applications for leave shall be submitted with relevant documents as follows: 
        1. Sick leave for more than three days: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 medical certificate or document issued by the hospital or clinic. 
        2. Personal leave for more than three days: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documents indicating the content of the parental authority or legal guardian, 
or relevant supporting certificates. 

        3. Official leave: 
          (1) Applicants who are chosen to represent NCKU to attend intramural or extramural activitie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relevant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office concerned. 
          (2) Applicants who are chosen to engage in official busines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relevant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chief administrator of the unit concerned. 
          (3) Applicants who are involved in military service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certificates issued by the military 

service unit. 
          (4) Applicants who are legally obligated to testify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certificates issued by the relevant unit. 

(5) Applicants who take the examinations or training programs organized by the government pursuant to law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related certificates. 

(6) Applicants who are granted other types of official leave pursuant to law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related 
certificates. 

        4. Bereavement leave: 
(1) A student may submit an application for bereavement leave for a maximum of 10 days due to the passing 

away/funeral service of his/her spouse, any of his/her lineal relatives, any of his/her brothers or sisters, or 
any cohabitant who lives in the same household. A student may submit an application for bereavement 
leave for a maximum of one day due to the passing away/funeral service of other relatives. 

(2)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n obituary or a certificate of death, with the addition of a household 
certificate, a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ranscript, or photocopy for the case of a cohabitant. 

         5. Menstrual leave:   
Students may apply for menstrual leave for a maximum of one day in a month. No certificate is required. 

         6. Leave for organ donation: 
Students may submit an application with relevant certificates for leave of a maximum of one month (exclusive 
of holidays) for bone marrow or organ donation.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Article 7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Council and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before taking effect. Any amendments shall be processed accordingly. 
 
The English version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In the event of any discrepancy, the Chinese will take 
prece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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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交通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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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
年度通報之交通意外事件計142件，以校區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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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件，佔總交通事
故率54％。 

軍訓室提醒同學自行車行車安全資訊 

一、自行車是本校學生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每年騎乘自行車發生交通事故平均約 20件
以上。 

 

二、自行車亦屬於交通法規中之「慢車」，亦即
自行車應行駛於車道（慢車道）上，其交
通罰則同屬於「車輛」，近期有多封申訴信
件告知本校同學於行人專用道路騎乘自行
車及不遵守交通管制號誌等情事，故在此
要提醒同學騎乘自行車時請勿與行人爭
道，務必遵守「車輛專用號誌」(如附圖)，
以免肇生違規事件或交通意外。 

三、影片宣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AnRH
MFAB4 同學們你是否發現影片中自行車
騎士的行為與你或同學們平常騎車的習慣
相同呢？請趕快改掉不良的行車習慣，切
莫認為在校園內騎車沒有關係喔！畢竟發
生事故時，不管哪一方不對，受傷的大都
是自行車騎士！（影片出處：交通部交通
安全 168 入口網） 

無障礙坡道出入口勿違規停車 

    近期接獲各單位
反應，部分人員未將自
行車妥適停放 (如照
片)，以致影響無障礙
坡 道 出 入 口 通 行 權
益，請大家一同努力發
揮愛心與公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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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哀鳳收到空盒 高中生整年零用錢被騙光 

暑假期間學生上網及購物頻率上升，詐騙
集團也看準學生社會經驗不足、喜歡追求便宜
的弱點下手行騙。日前彰化 1 名 16 歲高中男學
生在臉書社團徵求二手手機，收到陌生網友傳
訊表示願以新臺幣 1 萬 4,500 元出售 iphone7 手
機 1 支，並假意要求男學生面交，先詢問男學
生住哪，等男學生回答家住彰化後，再以自己
住在新北不便面交為由，要求男學生先匯款，
男學生匯款後收到包裹，拆開一看竟然只有 1
個手機空盒，這才驚覺遇上詐騙，在家長陪同
下難過的到派出所報案，對於自己省吃儉用存
了整年的零用錢被騙光，懊悔不已。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分析 106 年學生族群遭
詐騙資料，發現高達 6 成 9 都是遇上網路購物
衍生詐騙手法，包含假網拍真詐財、解除分期

付款等等，呼籲學生族群務必小心防範，家長
也應多關心子女上網情形，適時提醒子女建立
購物安全觀念，上網購物時若遇到「商品售價
遠低於行情」、「賣方要求透過通訊軟體私下
交易」、「賣方不願意提供實體聯絡電話或地
址（若有，應查證是否真實）」等情形，都是
詐騙高風險，應避免購買；購物後也應提防歹
徒假冒賣方或銀行人員，以「訂單出錯」、「溢
扣款項」、「需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設定」
等話術行騙。 

校安中心提醒同學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官
網（www.165.gov.tw）每週均定期公布「詐騙
高風險賣場」，同學可多加利用，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詢。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認識毒品危害 遠離社會問題」 

    從各種流行病學研究或是刑事案例統計顯
示，海洛英、安非他命類、古柯鹼、苯唑代眠
品、 K 他命等，濫用藥物毒品問題有著年輕化
的趨勢，家長們甚至從孩子上小學就開始擔心
毒品的危害。因吸毒所產生的偷竊行為、傷害
以及搶劫刑事案件，不斷在新聞版面重覆上
演。正因為無法杜絕毒品來源，使得吸毒人數
有增加的趨勢，毒品走私、販售案件持續發生。 

不僅影響健康 還會導致社會問題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藥劑科藥師竇
文淵說，吸毒者會上癮、精神渙散，導至無法
負擔家庭生計，不僅破壞家庭和諧、遺害子女、
造就成社會問題；吸毒過量也會罹患癌症、共
用針筒而感染愛滋病等，甚至中毒死亡；沒有
錢吸毒者，則可能會偷竊、搶劫、綁架勒贖，
無所不用其極的奪取錢財，使得社會治安敗壞。 

認識各種毒品傷害 百害無一益 

    要杜絕毒品，首先要先認識毒品對人體的
傷害。竇文淵藥師例舉海洛英、安非他命類、
古柯鹼、及 K 他命對身體危害的情況，提供民
眾認識： 

    海洛英－初次使用者有欣快感，無法集中
精神，會產生夢幻現象。心理及生理會有依賴
性，長期使用者停藥時會發生渴求藥物、厭食、
腹瀉、身體捲曲、抽筋等禁斷症。 

    安非他命－由麻黃素合成，屬於中樞神經
興奮劑，初期興奮不眠、食欲不振、瞳孔放大，
急性中毒引起心肺衰竭、高血壓，會持續一星
期，慢性中毒產生精神症狀，且戒斷期會沈睡，
憂鬱症或在嚴重中毒發生妄想、幻覺等精神狀
態，為現今台灣年輕人最嚴重最流行之毒品。 

    古柯鹼－由南美洲玻利維亞及祕魯一帶的
古柯鹼葉子提煉出來的生物鹼，與安非他命同
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兩者藥理作用、不良反
應大致相同，皆能使人失眠、食欲不振、人形
消瘦，且多會產生戒斷期憂鬱症。 

    K 他命－原作為一種全身麻醉的藥品（稱
為氯胺酮），無論是液體或粉末，都可以經過
鼻孔進入呼吸道，產生麻醉效果。 

愉悅感極短暫 人生受限毒品 

    竇文淵表示，毒品的欣快愉悅感是短暫
的，一旦上癮之後，就會被控制。未來的人生
便受限於毒品。解決辦法：一開始就不要碰毒
品。堅定拒絕、告知理由、自我解嘲、走為上
策、肯定友誼、轉移話題、道德勸說、尋求協
助。對於小朋友來說：遠離現場並尋求協助，
是最有效的方式。竇文淵提醒，伴隨著毒品的
低價化，毒害正悄悄地在各級校園中誘惑著年
輕學子，家長也需特別注意。(資料來源：健康
醫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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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學生宿舍幹部訓練活動花絮 

9/29 於敬一舍二樓會議室舉辦 107 學年度
宿舍幹部訓練，計有 49 名宿舍幹部參與。訓練
課程包括住服組簡介、宿舍法規與違規取締、

資深宿舍幹部經驗分享，還有團體討論時間，
讓參與的宿舍幹部除了獲得專業知能外，更可
凝聚彼此，雖僅一天的課程卻均獲益良多。 

 
林志勝副學務長給予幹部們勉勵 

住宿服務組臧台安組長介紹宿舍運作 前宿委會主委張舜傑分享擔任主委經驗 

王淑娟輔導員講解宿舍重要規定與處理原則 團體討論激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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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分 析  

 

 

 

 

 

 

活動日期：107/05/17(四) 14:00-16:00 

活動名稱：零件物流管理 

授課教練：福特六和汽車 陳慶裕教練 

    本次課程中，Leo 教練利用福特六和公司本
身的經驗，讓大家瞭解物流概念內容，並透過
實際生活化的例子，使我們去體會汽車物流的
工作內容；從零件備料到如何去評估一個零件
的生產週期，都需要透過許多的表單和數據去
分析的，對於經銷商的零件管理到整合，他們
主要是透過每天一班車從總倉出發，將零件運
送至各個據點的經銷商，對於零件也透過線上
系統去管理和紀錄每個據點的資料。 

    對於顧客的忠誠度培養，Leo 教練介紹福特
所使用的系統主要是利用表單系統，去追蹤每
個顧客的回廠頻率，藉由表單去決定是否該提
醒車主，福特還有哪些優惠或是回廠檢測的福
利，給予適當的關心，讓車主感受到被重視的
感覺，提高顧客的對福特的忠誠度。另外，利
用顧客分級制度，清楚了解，哪些車主該注意
還有哪些是未開發的車主，這些策略都是為了
提高車主支持回原廠維修和保養，才能產生更

多的品質保固。 

   這一堂課也是福特小組的最後一堂，因
此，Charlie 教練非常大方地與我們分享他對於
福特零件物流的看法，在台灣這一個地區，物
流的管理對於製造業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統一
企業也具有自己的物流公司，物流的管控和我
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此外，教練分享了台灣國產車目前的困
境；近年來，進口車的市占越來越高，壓縮到
國產車的占比，面臨這樣的困境，各大國產車
廠無不絞盡腦汁，想提高國產車的銷售數字，
也是為了台灣的汽車製造業盡份心力，當所有
個車子都變成進口後，台灣會失去許多 GDP 的
來源，對於製造業也是相當不利的，因此，教
練還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台灣製造，才能創
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68        19 

就 業 力 培 養  

 
 
 
 
 
 
 
 

活動日期：107/03/28 (三)18:00-20:00 

活動名稱：企業文化及自身工作態度 

授課教練：聯華電子 陳彥偉教練 

 

    這堂課教練提到在工作上除了需要具備的
工作能力外，也提到工作的態度是決定一個員
工升職的關鍵。並讓同學們分組討論思考工作
中需要具備哪些工作態度，教練根據同學的回
饋提到聯電的企業精神其中之一是:當責。當責
的意思是設定高標、自我要求，積極主動，面
對及解決問題，勇於承擔、對成果負責。 

    第二點是團隊能力，雖然在初入職場時別
人所看到的都是工作技能的能力，但其中能讓
有同樣工作能力的人升職的關鍵原因就是”溝
通”，溝通能力強能讓工作在團隊中能夠讓大家
都充分了解訊息。當大家都有相同的能力時，
主管看的是能否帶領團隊，不會害怕或沒自
信，勇於展現自己的人，這些特質是可以練習
的。 

    第三點是抗壓性，現在的管理風格不如從
前，所以比起抗壓性更希望大家能培養挫折容
力。在各種地方都會遇到挫折，如何化解挫折
並從中復原、學習才是最重要的。第四點是聰

明:在工作上必須具有的判斷力，反應要快，針
對問題馬上做出回應，例如工程師在值班遇到
問題時，需要馬上找出問題的解決辦法。 

-時間管理工具介紹 

教練最後提供一個時間管理的方法，讓我們提
升自我管理，成為一個當責的人。教練提到時
間管理最重要的，是安排「優先順序」，所有事
情都可以根據「緊急程度」、「重要性」分成四
類，重要且緊急、重要但不緊急、不重要但緊
急、不重要但不緊急。重要但不緊急的事，像
是學習、找工作等，這些事情需要通過計畫、
實際執行，才不會使他變成重要且緊急的事來
消耗自己的時間。大部分的人都會花很多處理
很多緊急且重要的事，但這些事其實都在消耗
我們的精神，會浪費掉很多時間。在時間管理
中只要時時刻刻的把重要卻不緊急的事放在心
上、去行動，並屏除那些不重要也不緊急的事，
便能想往理想中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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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大小事                                                                    

原資大小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電影讀書會 
《阿莉芙》 

107 年 10 月 18 日 
18:30-20:30 原資中心辦公室 

【雲平大樓東棟 3 樓】 電影讀書會 
《只有大海知道》 

107 年 10 月 25 日 
18:30-20:30 

 
電影讀書會 

 

 
電影讀書會：《阿莉芙》 

《阿莉芙》剛上映時造成一股轟動，也造成了許多族人們間的爭執甚至分裂，起因為其中有
與拍灣族人文化相衝突之內容，讓部分排灣族人感覺不恰當。今天以此電影作為導引，希望能藉
此提升本校學生對於媒體識讀及深度剖析媒體之能力。 
 
※本活動提供通識點數，報名連結：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5137

 

電影讀書會：《只有大海知道》 

《只有大海知道》講述一個小男孩想見到父親的故事，希望能藉由這個故事引導學生討論離島目
前所面臨到的狀況與蘭嶼達悟族文化。 
 
※本活動提供通識點數，報名連結：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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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青春這條路》 

學生活動發展組 

   
攝影 / 吳昌振 

    本(107)學期社團博覽會—《青春這條路》，
在社團聯合會舉辦下順利完成。我們能看見許
多學生熱情籌備該活動，兩日的活動辦理下，
許多師長及學生抽空了解成大學生社團的樣
態。 

    每學期初，社團聯合會都會舉辦社團博覽
會，吸引大家前來了解校內各式各樣的社團，
並能看到許多國際學生對社團充滿好奇。學期
結束時，便是各社團及系學會加緊籌備營隊的
時間，無論是迎新活動《第一支舞》1傳唱多年，
或者是編排《路邊的野花不要採》2這首歌曲的
帶動唱，對於參加過社團的人們來說，聽到這
些歌曲都會回憶起求學階段。經過數十年的教
育改革，教育課程已轉變為強調多元學習，學
生無論成立或參與社團，相較之下非常簡易。
活動辦理也多使用社群網路平台宣傳行銷，圖
文設計能力更是令人佩服，創意文案比比皆是。 

近幾年，成大學生社團數逐年增加，除了
學生自治組織，本校為協助社團發展，區分不
同社團性質由各承辦人負責行政業務，分別為
服務性、學藝性、綜合性、康樂性、體能性、
聯誼性社團。各社團性質資料，可至本校社團 E
化系統查詢 
http://mis.osa.ncku.edu.tw/club2/club/singlelogin.php。 

                                                       
1  《第一支舞》(1988 年)為周秉鈞、楊海薇演唱，詞曲：

葉佳修，收錄於《無怨的青春》專輯。 
2  《路邊的野花不要採》(1973 年)為鄧麗君演唱，詞：李

俊雄(馬來西亞籍)，曲：林煌坤，收錄於《少年愛姑娘、

誰是心上人》專輯。 

 
※資料來源：活動組提供 

參與社團可以學習帶領團隊及組織經營技
巧，而參與社團課外活動，能增進公民實踐、
問題解決、團隊合作、溝通表達等課外學習能
力。無論在招募人力、活動籌劃、預算編列、
考量環境安全、活動推廣、經費核銷都是在專
業學識外，可以從社團經營訓練中獲得。 

藉由參與社團，學習嘗試錯誤與接受失
敗，抑或進行溝通協調解決問題，都為自我認
同與自我實踐。本次專題報導感謝部分學生社
團願意提供資料，讓我們認識許多社團。更希
望本校學生除了課業學習外，踴躍參加社團活
動，獲得課外學習核心能力，激發跨域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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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藍仲偉 / 交管 108 

成大魔術社社長 

對社團的期許 / 好好學習魔術，成就自己，娛樂他人。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從高中就開始接觸魔術，也對這項表演藝術深
感興趣，又加上成大魔術社每年都會在成功廳
舉辦大型成果發表會，對於喜歡上台表演的我
而言也是一種吸引力。至於參與時間則已經有
四年了。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  
為了能夠進行表演，身為一個魔術學習者，必
須強迫自己練習與人交流對話，時間久了，就
比較敢於與陌生人交流，並且能夠提升自信心
及幽默感。 

Q:除了這個社團，你還有參加學生自治組織(例
如學生會、系學會、系聯會、社聯會)嗎？  
以上所述的組織都沒有參與過，如果真要講的
話，系上的營隊活動我就參與過滿多次。至於
參加營隊活動，我覺得是一個可以維繫自己與
同學以及學弟妹，學長姐們的重要管道，尤其
我所屬的系還滿重視營隊活動，所以在系館遇
到任何人幾乎都認識，無論年級，我覺得這也
是一個滿有趣的現象。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由於我現在是社長，又加上最近剛開學所以相
對忙一點，大概會花 15~20 小時。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不太會，因為目前光是處理社團內事務就已經
很忙了，不太有餘暇參與其他事務。 

Q:對你們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
麼？而最不缺的人才又是什麼？ 
目前最缺少的當然就是對魔術有熱忱的人囉！
至於不缺少的話嘛，對於我而言是覺得人才永
遠不嫌多。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有喔，主要是以參與研習會以及雙方的成果發
表會為主。 

Q:你們社團固定辦理的大活動是什麼呢？ 
成魔之夜，每年都會舉辦在成功廳，人數大概
都在 600 多人。 
至於規模的話其實是完全對外開放，每年都有
中北部的魔術社前來共襄盛舉，目前已經辦理
13 屆了，第 14 屆預計舉辦在 108 年 4 月 20 日。 

Q:請問你們的社團有參加過校外或是全國比賽
嗎？若有，能與我們分享比賽經驗嗎？ 
有的，其中包含陳奐中、徐紹淵、黃大鎔、吳
宗勳學長曾獲邀至全台各地擔任嘉賓演出，包
括 2013、2015 清水魔術節、2013 MUSE 魔術
大會、2013 魔神盃魔術大會、2013 RIC 明日
之星晚會、2014 清水魔術節、2014 走火入魔魔
術大會等多場魔術大會。不過由於目前學長們
皆已不在台南，如果要經驗分享可能會比較不
方便。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校學弟學妹們說的嗎？ 
身為一個在大學闖蕩四年的老人，發現社團已
經越來越難經營了。來到成大的新生們，隨著
一屆又一屆越來越不愛參與課外活動。希望每
個還在為社團打拼的學弟妹們能夠積極嘗試新
的經營方式，以求在這個新生越來越宅的時
代，還能夠將當初學長姐們交棒給你們的社團
繼續傳承下去！ 

 
照片/魔術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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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楊 鈞 / 醫學系 4 年級 
第 41 屆社長 

對社團的期許 / 希望管弦樂社可以持續為成大帶來令人驚豔的演奏。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國立成功大學管弦樂社是成大數一數二的大型音樂

性社團，前身為日治時代校內之軍樂隊，後改制為管

弦樂社，民國 84 年因編制擴充而分設管樂團、弦樂

團及管弦樂團。  

成大管弦樂社集結各方音樂愛好者，每學期定期舉辦

音樂會，另外有每年暑假的管樂營、巡迴及小型重奏

演出，希望藉此推廣音樂的美好，讓成大充滿文藝氣

息。歡迎大家持續關注暑期的管樂營及巡迴！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ckuorch/?eid=ARAYeG
SarGoiy4wiudTqM5M7JBLgl3Y0caVVPhnMTxRg
XDqQR5QIf47WoO343U2FxW9_H7ir6tx4k8b6 
 
Email：orchestrancku@gmail.com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當初選擇加入管弦樂社，是想要在大學生活，
藉由持續參加樂團保持吹樂器的習慣，並且拓
展自己的交友圈。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  
以演奏技巧來說，三年的練習讓我比大一入社
時進步不少。行政方面，在大三這一年擔任社
長，學習到如何排定議程、規劃音樂會，我得
到最大的收穫就是責任，如遇突發狀況，該如
何調適心情、把對社團的負面效果降到最低。 

Q:除了這個社團，你還有參加學生自治組織(例
如學生會、系學會、系聯會、社聯會)嗎？ 
我沒有實際參加學生自治組織，僅接受一次性
招工籌備系上活動。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加上處理行政的時間大概 15 個小時。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偶爾會，如果我有興趣的講座在週末，就會減
少練樂器的時間。 

Q:對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麼？ 
目前我們社團尚缺銅管人才、與規劃長遠（5~10
年）財政能力的人才。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每年三月的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得以觀賞其他

學校的演奏並相互切磋，又或者 2011 年我們獲
邀至日本金澤工業大學，與該校管樂社舉行小
型戶外音樂會，交流台日合奏的不同。 

Q:你們學生社團固定辦理的大活動是什麼呢？  
每學期末管弦樂社在成功廳舉行期末公演，免
票入場，辦理場次不可考，最近一次將在 12/15
晚上舉行。 

Q:請問你們的學生社團有參加過校外或是全國
比賽嗎？ 
管弦樂社每年三月皆會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的弦樂合奏、管樂合奏組別，視該年各分部人
員齊全與否，還會繼續參加木管、銅管、打擊、
弦樂、鋼琴等小型室內樂重奏。我們會利用寒
假一個禮拜與開學週末密集訓練，而比賽曲目
通常難度較高，考驗該年籌備幹部如何安排練
習時程與社員團練時的專注力。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校學弟學妹們說的嗎？ 
除了音樂與行政上的收穫，我想不論何種性
質，任何社團就像一個小型社會，會遇到各式
各樣的人，「群性發展」會在大學身為學生的最
後階段，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課題，好好探索
自我，與身旁夥伴激盪出燦爛的大學生活吧！ 
另外謝謝辛苦的行政人員，尤其是育筠姐總是
叮嚀我們的作業進度，沒有你們，成大的社團
無法如此多元發展；也感謝—謝佩璇老師總是
關心社團環境與資源的發展狀況，並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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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舞蹈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黃俊銘 / 曾經的都計系 4 年級 

社團職稱 / 社師 

對社團的期許 / 希望成大國標社社員人數一年比一年多~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大家好~我們是成大國標社^^ 

無論你有無跳舞經驗， 

無論你來自何方， 

只要你對於國標有些興趣， 

或想認識新朋友， 

都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CKUBDC/ 

IG： 
https://www.instagram.com/nckuballroomdanceclub/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當初是受國標社學長姐精彩的表演所吸引，目
前已經在國標社待了 2 年多。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可以
分享一下你的參與心得嗎？ 
最大收穫是能夠學習國標舞(外面學一堂課要好
多錢)，以及享受社團提供的表演機會。 

Q:除了這個社團，你還有參加學生自治組織(例
如學生會、系學會、系聯會、社聯會)嗎？  
沒，我覺得好的社團其實只需參加一個就夠了。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平常是只有社課時間大概 4 個小時，但是有表
演或比賽時會盡量使用自己課餘的時間，平均
會到 10 個小時。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不會欸…，我不太會花太多時間去使用網路，
畢竟有些東西只能看看當消遣。 

Q:對你們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
麼？而最不缺的人才又是什麼？可以藉著本次
機會招募適合對象。 
願意有心認真學舞，並代表社團出去比賽表演
的人才當然是越多越好(笑)~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交流形式又會是什麼呢？ 
我們除了每學期的寒暑訓會邀請到大葉國標
社、北大國標社及南部其他友社一起共襄盛

舉，每年還會去參加大葉大學國標社或其他友
社所舉辦的舞展，近年計畫舉辦比賽邀請全國
大專院校國標社團一同以舞會友。 
Q:你們社團固定辦理的大活動是什麼呢？是全
校性，或是全國性活動？已經辦理幾屆了呢？
今年或明年的辦理時間會是？ 
大專寒暑期國標集訓營是屬於全國性質的活
動，目前已經完成第 6 屆，預計明年的寒假以
及暑假辦理。 

Q:請問你們的社團有參加過校外或是全國比賽
嗎？若有，能與我們分享比賽經驗嗎？ 
校外以及全國性比賽都有，這是我們社團固定
的年度目標。每年透過在不同學校的比賽，可
以結交到許多外校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互相砥
礪一起進步，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校學弟學妹們說的嗎？
想對學校老師說的嗎？ 
A: 來！！！就對了。可以體會老師們白天上班

教課的辛勞，晚上就來和我們一同共舞釋放壓

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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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醫學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全體社團幹部 

系級 / 族繁不及備載 

對社團的期許 / 對中醫有興趣的捧油們快來吧~ 
照片說明：品均(右一) 沛維(右二) 奕誌(右三) 芸禎(左前一) 俐婷(左前二) 敦輔(左後一) 瑋倫(左後二)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聚集一群對中藥、針灸等中醫學有興趣

者，共同探究與學習中醫學的奧妙，繼而

活用於日常生活中。 

FB 粉絲專頁：成大中醫社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中醫
社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多久了？ 
社長--品均：簡單來說，就是想學一些理論基礎
與保健小知識吧！從大學一年級一直參加到現
在有一年多，發現這個社團有許多深藏不露的
學長姊。也會有一些中醫師會安排時間為大家
講幾堂社課，除了博大精深之外，大概沒有更
貼切的形容詞可以描述這門古老的學問了。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可以
分享一下你的參與心得嗎？ 
社團顧問--沛維：認識不同領域科系的人，能夠
互相討論自己的專業（有時會發現相似的地
方，可以互相交流）。因為本身是中醫社，所以
參加的人基本上都是對中醫有興趣或基礎知識
的人，有相似的興趣就能在平時聊天時有共通
話題！相處很開心。認識在中醫領域很厲害的
學長姊，教了很多很實用的知識、技巧。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總務--俐婷：平常的話社課 2 小時、課後交流
1.5 小時，幹部自己額外處理事物的時間一週約
莫是 1 小時。如果特別有活動的話就再加上開
會的時間，但開會也是不定期。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無庸置疑會的，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
資訊五花八門，造成幾乎每個時段都會有許多
選擇可以安排，但是如何安排活動有時候考慮
的並不是活動本身，天時地利人和都會影響我
的最後的選擇。當我參與其他許多活動之後，
最後仍選擇參與中醫社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
在這裡沒有負擔，就像是回到家一樣。不一定

是最好的社團，但一定是最讓人安心的社團。  

Q: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曾遇過什麼困難嗎？這
個困難的問題解決了嗎？你是如何解決的呢？ 
社團顧問--奕誌：真要說困難的，就是想辦法讓”
中醫”這像傳統變得親切、可愛，問題不敢說是
解決了，但我們努力使之變得更有活力更加平
易近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與中國結社聯
合舉辦”串串”活動，通神醒腦的中藥材，再加
上美妙的中國結，結合出一個個代表知識傳承
的香包，讓來學習的人們都在不畏懼的情況
下，品嚐到古老的智慧。 

Q:對中醫社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麼？ 
社長--品均：缺的就是對中醫有興趣的你們啊~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交流形式又會是什麼呢？ 
活動長--芸禎：若加入中醫社，會與他校(如:高
醫和北醫)的中醫社有交流機會。在寒暑假期
間，分別與不同校的義診團出診，到偏鄉服務，
在過程中將平時社課所教授之內容，融會貫
通，加以應用。也於出團期間，了解他校中醫
社風氣及學習之差別，進行友好的切磋交流。
學期中也會與高醫的國醫社有所互動，於上學
期會上山採藥，認識山中所常見植物，下學期
到藥廠參訪，知悉藥品製造過程。 

Q 中醫社固定辦理的大活動是什麼呢？是全校
性，或是全國性活動？  
粉專小編--佑鑫：每年的校慶我們都會在雲平大
道擺攤，而且會有體驗中醫推拿的活動喔~走過
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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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利彥儒 / 工程科學系 109 級 

棒球社社長 

對社團的期許 / 希望球隊氣氛越來越好，全力拚搶大專盃全國名次！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成功大學的棒壘球運動風氣盛行，但是校

內只有甲二級的棒球校隊，我們希望以社

團的方式來提升校內的棒球風氣和培養棒

球相關知識與技術。 

FB 粉絲專頁：成功大學乙組棒球隊 
https://www.facebook.com/%E6%88%90%E5%8A%9F%E5
%A4%A7%E5%AD%B8%E4%B9%99%E7%B5%84%E6%
A3%92%E7%90%83%E9%9A%8A-1676282372601146/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從國小就開始接觸棒球這項運動，由於喜愛棒
球，並且希望學到更多與棒球相關的技巧，因
此加入棒球社。參與這個社團 2 年多。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可以
分享一下你的參與心得嗎？ 
學到許多棒球基本常識、累積比賽的經驗、對
於棒球這項運動有更深入的了解。由於國高中
時期為了課業沒有積極參與學校的棒球隊，幾
乎沒有實戰比賽，能夠在這邊代表學校出去比
賽實為寶貴的經驗。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練球 4-5個小時，若有比賽則再加 3-6小時左右。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幾乎不會，練球時間為清晨，比較不受影響。 

Q: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曾遇過什麼困難嗎？ 
運動傷害。目前還在復原中，求助復健科診所。 

Q:對你們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
麼？ 

只要對棒球有興趣，都歡迎加入棒球社喔~~~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交流形式又會是什麼呢？ 
有。以球會友，大部分都是以比賽的形式進行，
無論是全國性或是區域性的賽事都有和他校交
流的機會 

Q:你們社團固定辦理的大活動是什麼呢？ 
比較沒有自辦活動，大多為參與比賽。最大賽
事為全國大專棒球聯賽，預賽將於今年 11 月中
旬起於各分區舉行。 

Q:請問你們社團有參加過校外或是全國比賽
嗎？若有，能與我們分享比賽經驗嗎？ 
有。最特殊的經驗為參與大專盃全國複賽，全
隊北上台北征戰，除了要面臨因雨延賽、場
地……等的變因，也因為是第一次這種高強度
的比賽，因此球隊在比賽時比較綁手綁腳。儘
管最後沒有拿下好的名次，但是也為我們提升
了許多的經驗值，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校學弟學妹們說的嗎？ 
好好把握開心打球以及與隊友一起並肩作戰的
美好時光吧~~~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68        27 

西洋劍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翁瑜廷 / 台文系二年級 

副社長 

對社團的期許 / 讓更多人能體驗西洋劍，一起推廣這項運動。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變化萬千的世代，焦躁不安的年紀。生活

困難，學習不順，與其咒罵人生犯賤；不

如加入成大擊劍。 

社課時間：每週(二)(四)19:00~22:00 

鈍劍、銳劍和軍刀三劍種，規則不一，是

著重全身協調和策略的技巧性運動。加入

不需有基礎，只要願意學習都歡迎加入喔。 

FB 粉絲專頁：成大擊劍｜NCKU_Fencing 

 

如想體驗西洋劍可連絡粉專，粉專上也有掛上相

關資訊，歡迎瀏覽。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當初加入西洋劍社是入學前瀏覽了體能性社團
資訊，意外發現有西洋劍社，沒有任何基礎，
只有大略的認識，帶著很大的期待就加入了社
團，在社博期間就學了一點基本功。參與西洋
社今年是第二年。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  
除了學習如何打西洋劍，社內成員感情都很不
錯，結束練習後也會一起吃宵夜，聊聊大小事，
裡頭有許多來自不同科系的成員，可以互相協
助，不過目前最有收穫的一件事情就屬參加每
年在五月左右舉辦的「全國大學運動會」，從行
前的準備到在賽期間各種突發狀況的應變，由
於我們的裝備項目很多而且複雜，可能會臨時
出現狀況，這時就要仰賴社內成員互相協助並
協調溝通，除比賽以外，在食住行的面向也互
相提攜，培養出革命情感，收益頗大。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除了社課時間本身的 7 個多小時，我平時會另
外自加練習時間，在西洋劍裡我們稱為”Lesson”
大約再增加 3~4 小時。觀看國際比賽的影片的
時間也不在少數，總計起來也占了不少時間。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會，有時如有真的很有興趣的活動撞了社課，
會犧牲社課時間參與活動，不過會斟酌把練習
時間補回來，但我基本上還是以西洋劍為主。 

Q:對你們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
麼？而最不缺的人才又是什麼？可以藉著本次
機會招募適合對象。 
這項運動本身不簡單，也會有運動傷害的發
生，許多人可能會對「劍」抱有疑慮，但這真
的不會戳死人，因為劍頭都是鈍的，而且劍刃
本身富有彈性，在對打時會著劍衣、戴金屬面
罩，以及擊劍專用手套，我們最需要的並非本
身協調性很優秀的人，而是願意在經過一些訓
練不會退縮，也完全相信這項運動的安全性，
樂於學習的夥伴。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交流形式又會是什麼呢？ 
有的，我們通常是以比賽的形式和外校交流，
像是專屬擊劍項目的「輔大盃、椰林盃」，以及
全國大學運動會，或是擊劍邀請賽等，皆可自
由參加。 

Q:你們社團固定辦理的大活動是什麼呢？  
我們沒有特別辦理的大型活動，但是在體育選
修西洋劍的項目，期末時部分社團成員會參與
鄭匡佑老師的課程，和修課同學一起打劍。 

Q:請問你們社團有參加過校外或是全國比賽
嗎？若有，能與我們分享比賽經驗嗎？ 
有，我們每年皆會參加全國大學運動會，這算
是大學最重要賽事之一，有各種項目，不過擊
劍通常獨立出來，因為需要專門的場地設備。
以今年我參加的為例，擊劍舉辦在元智大學，
對於成大來說，桃園算是遙遠的地方，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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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賽前的練習準備，籌劃賽程裝備的安排，在
不同的日數分配每個成員不同的工作。不光是
在擊劍這方面會有所長進，在賽場上能夠見到
像我們非體育院校、科系的一般組選手或是有
國手資格或體育院校的公開組，多半都能由觀
看其他選手的動作有所收穫，也會被大會比賽
的氣氛渲染，這無非是能夠「大開眼界」的一
個場合。藉由在賽場上累積經驗，面對各種突
發狀況更能沉著以待，在每一場比賽中的失誤
也都可以成為日後修正的對照。而在賽期間和
伙伴相處提攜，培養革命情感，發生錯誤了、
匆忙、感到壓力，難免沮喪，但卻是顯現真情
的一刻。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校學弟學妹們說的嗎？
或是不分對象仍需補充說明的部分？ 
普遍來說，大多數人對於擊劍都不甚了解，假
使有看過，多半都是在奧運或國際賽事上看到
的，其實西洋劍的歷史淵遠流長，沿革到今日
也有三個種類，而且規則和配備不盡相同，實
屬非常小眾的競技運動。然而，最神奇的一點
是通常都會把我們誤認為「劍道」，這兩者相差

十萬八千里遠，唯有透過真實的體驗才能了解
西洋劍這項競技運動是怎麼運作的，在配合規
則和訓練的前提下，這項運動是十分安全的，
並不會發生致命的意外。劍刃的彈性、裝備的
保護，一切都是提供選手在最安全的狀況下進
行比賽以及訓練，在對打的過程中也會運用許
多策略，是同時兼具力和智慧的運動。歡迎各
位學弟妹和學長姐參與西洋劍社，認識並愛上
西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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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單車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陳品軒 / 都計系 3 年級 
社長 

對社團的期許 / 社團蓬勃發展，喜歡騎車的人通通跑過來。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騎騎自行車，是認識台灣最好的方式之

一，是維持身體健康、保持運動習慣的好

方法，也是擴展人際關係的一座大門。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CKUbicycle/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我喜歡騎自行車，想體驗和人一起騎乘的感
覺，已經參加 2 年半了。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  
體能倒是沒有變好，但維修技能、管理能力、
路線規劃等以及某些表單發送；建置及社團運
作的方式都有極大的學習。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8 小時。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會。 

Q:對你們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
麼？ 

缺乏公關人才吧~社內很多人都太害羞了~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有，本社與正修、屏科等大專院校的自行車社
團皆為友社關係，通常每學期皆會辦理共騎活
動。 

Q:你們社團固定辦理的大活動是什麼呢？  
期初、期末出遊、社內比賽等，活動皆沒有限
制報名範圍。至今已 12 屆，期初出遊將在 10/20
舉行。 

Q:請問你們的社團有參加過校外或是全國比賽
嗎？ 
大專盃自行車賽，去年得到三張獎牌。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校學弟學妹們說的嗎？ 
大家快加入啊！成大單車在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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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研究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王姮富 / 交通管理科學系三年級 

社員 

對社團的期許 / 讓大家都能獲得與夥伴一同追車的感動。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逐路台灣，你所不知道的鐵路傳奇] 

這裡是各種鐵道同好們互相交流的夢土， 

不論你是喜歡鐵路、或捷運， 

或是愛好鐵道攝影， 

甚至樂此不疲的追逐公車， 

這裡都是你的天堂。 

FB 粉絲專頁：成大鐵道研究社 

社團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kurail/ 

Email：nckurail@gmail.com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當初是因為本身科系(交通管理科學系)的關
係，想對交通有更多了解所以來鐵道社。社團
裡有很多學長姊們對交通都有自己的想法，很
喜歡跟大家討論交通議題(如前瞻計畫)；從大一
入學就參加鐵道社到現在，已經邁入第三年了~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可以
分享一下你的參與心得嗎？ 
社課會有很多面向的內容，如旅行、攝影等，
社課後也會跟社員討論交通相關議題，或是討
論攝影技巧；出遊時跟大家一起追火車、吃當
地美食，很適合我這種喜歡到處跑的人！ 
大二當社長時學著去面對需要自己決策的事
情，還有領導幹部及一群社員，對我來說算是
蠻有挑戰性的，但也從中學到如何與人互動，
做事情上也了解應該多考慮不同面向，如果覺
得自己可能有盲點就要懂得去尋求協助或與有
經驗的學長姐討論。 
來鐵道社之後比較意外的收穫是透過社團讓我
對本身的科系有更大的興趣，因為常跟社員們
討論交通議題所以對交通也比較有想法，不像
一開始對交通根本毫無想法。也因為加入鐵道
社而對攝影有比較深入接觸，意外發掘目前最
大的興趣，來鐵道社對我來說算是件收穫滿滿
的事情！ 

Q:除了這個社團，你還有參加學生自治組織（例
如學生會、系學會、系聯會、社聯會）嗎？ 
因為一直把鐵道社視為大學最重要的社團，所
以就沒有額外參加學生自治組織了。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平均一個禮拜花三個小時（含社課），但之前當
社長的時候可能是平均一天花一至兩小時。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不會，但會因為資訊比較多而去看看是否有自
己感興趣的活動，如果時間及能力允許就會考
慮要不要參加。 

Q: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曾遇過什麼困難嗎？這
個困難的問題解決了嗎？你是如何解決的呢？ 
當社長的時候，因為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做
決策，很感謝社團的學長姐們都很願意提供意
見，向他們詢問意見時都會很仔細地提供他們
的想法，因為他們不希望我們重複走他們遭遇
困難的路，也因此學到了不少與人互動的心得。 

Q:對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麼？ 
缺少和我們一起看台灣（很多社員也會去國外）
的人～如果對鐵道或是旅行有興趣都可以來看
看哦～我們社團的性質比較像一個喜歡到處玩
的人，社員們常常用比較低的預算到處旅行，
也常常會討論哪裡有甚麼好吃的～！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之前曾經出遊時有跟友社一起去參訪，主要就
是如果有辦大型活動會邀請友社參加～ 

Q:你們社團固定辦理的大活動是什麼呢？  
我們社團比較大型的活動是專列，就是自己包
火車跑自己想要跑的路線，但是沒有定期舉
辦，主要是要看各屆幹部的意願。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弟妹們說的嗎？或是不
分對象仍需補充說明的部分？ 
歡迎來鐵道社一起感受鐵道社給你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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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廚藝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徐國瑄/醫工 109/機動 
2. 章富源/電機 109 /機動 
3. 張睿耀/環工 108 /社長 
4. 陳賢哲/系統 107 /機動 
5. 梁馨儷/材料 108 /副社長&機動長 
6. 林依璇/醫工 109/攝影 
7. 游芷芸/環工 109 /總務 
8. 陳詠鈴/材料 108 /公關 

對社團的期許 / 

1. 徐國瑄：變成成大第一的社團 
2. 章富源：希望能在學校有個教室可以用，不用到校外 
3. 張睿耀：讓社團良好的運作下去 
4. 陳賢哲：越來越大 
5. 梁馨儷：希望能夠一直穩定發展下去 
6. 林依璇：希望大家能一直喜歡廚藝喜歡吃 
7. 游芷芸：社團加油 
8. 陳詠鈴：越來越讚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提供一個平台讓喜歡烹飪的同學可以彼

此認識交流以及學習的機會，社課中包含

的中式、西式、日式...等多種異國料理，

也包含餅乾、蛋糕等各式點心，除了社

課，下學期也會開設小甜點課。 

FB 粉絲專頁：成大鐵道研究社 

社團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kurail/ 

Email：nckurail@gmail.com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徐國瑄：喜歡廚藝。 
章富源：原本就有很多認識又愛吃的朋友 
張睿耀：因為直屬學姊在社團，又對廚藝有興

趣，一跑就三年了。 
陳賢哲：可以學做菜。 
梁馨儷：想要學習做料理，參加三年了。 
林依璇：因為本身很喜歡美食，但其實沒有什
麼做菜的經驗，想要多少學一點。 
游芷芸：想要學做菜，大概參加一年多了。 
陳詠鈴：喜歡做也喜歡吃，參加時間是一年半。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可以
分享一下你的參與心得嗎？ 
徐國瑄：學習與人合作、共同完成佳餚。 
章富源：雖然有點累可是覺得很充實。 
張睿耀：在社團內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結交

了很多不同的朋友，且學習到料理的

製作，學習到了帶領幹部的能力以及
必備的特質。 

陳賢哲：學到怎麼做菜。 
梁馨儷：學會很多料理的技能，也交到很好的

朋友。 
林依璇：收獲很多，最重要的是認識一群有同

樣喜好人很好的夥伴，真的交到很棒
的朋友們，再來就是對廚藝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就算還沒辦法燒的一桌好
菜，但比之前的我進步很多，也看到
各種在不同領域的人一起對做菜很有
興趣，在拍照的時候看到大家學習的
時候有說有笑特別開心。 

游芷芸：吃到很多好吃的，又交到很棒的朋友。 
陳詠鈴：學到廚藝技巧和時間管理及人際關係。 

Q:除了這個社團，你還有參加學生自治組織(例
如學生會、系學會、系聯會、社聯會)嗎？  
張睿耀：系學會，在系學會內大家有不同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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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舉辦系上活動，師生聯誼、
環工年會、單車節等等，若沒有系學
會，系上將失去一個向心力。 

梁馨儷：大二期間還有參加材料系學會的學術
部，因為這個經驗多了去企業參訪的
機會，也能夠了解更多系上的資源如
何獲得。 

林依璇：系學會，雲嘉會，其實這兩個性質不
太一樣，我所參加的每個社團都帶給
我不一樣的感觸，但同樣的都是認識
很多很有能力很好的朋友。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學生自治組織
/社團活動上？ 
徐國瑄：5 小時 
章富源：1~2 個晚上 
張睿耀：2 天 
陳賢哲：8 小時 
梁馨儷：2-3 天 
林依璇：3-5 天 
游芷芸：3 小時 
陳詠鈴：2 天 

Q:對你們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是什
麼？ 
希望有多位廚師可以教導社團，增進學員廚藝。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校學弟學妹們說的嗎？ 
張睿耀：課業是學生的本分，但課業顧好後，

別忘了去找自己有興趣的活動參加，
很多新的事物是你所不知道的，而且
多認識外系，對以後說不定也有幫助。 

梁馨儷：鼓勵學弟妹若是時間上有空閒的話，
多去發掘興趣，參與社團或系會，多
與人來往。 

林依璇：想參加什麼就勇敢去參加，在課業至
少還能維持的情況下我覺得都可以，
大學人脈也是很重要，能遇到一群好
朋友，是一輩子的～ 

陳詠鈴：廚藝社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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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觀察社 
 

 

▋受訪者基本資料▋ 

賴昀辰 / 環工系大三 

社長 

對社團的期許 / 希望大家都能愛上野生動物，保護自然環境。
 

▊社團簡介                 ▊聯絡本社團                 
台灣地形多樣、地理位置特殊，孕育許多野生動
物，而我們是這些野生動物的愛好者，源自於好
奇心，我們在學期中安排野外觀察活動、靜態社
課學習野生動物的生態、習性。 
透過野生動物的生態，進一步了解人類的行為、
開發對環境的影響。 
除此之外，我們也參與許多公民科學計畫，例
如：路死動物調查、BBS 繁殖鳥大調查、新年數
鳥調查、水雉調查、黑琵學會三寶調。希望我們
也能為生態貢獻一點小力量。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ckuwildbirdclub/

Email：nckuwildbirdclub@gmail.com 

 

Q:成大的學生社團非常多，請問當初參加這個
社團的動機是什麼呢？參與這個社團多久了？ 
一直很喜歡戶外的活動，想親近大自然，想認
識更多野生動植物、自然地理環境，所以當初
就決定加入自然生態觀察社了。從大學一年級
就加入，已經兩年多了。 

Q:你覺得參加這個社團的收穫是什麼呢？  
學會辨識許多鳥類、蛙類、蛇類，並且在一次
次的活動中知道生態熱點在哪裡，並且稍微能
夠判斷一個陌生環境中會有哪些野生動物，也
看見人類對於環境的不在意。 

Q:平均一個星期會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 
大約 10~15 小時。 

Q:網路社群平台發展蓬勃，活動資訊五花八
門，會影響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的次數嗎？ 
會，有時候有很吸引我的講座、展覽的時候，
會讓我需要在兩者之間抉擇。 

Q:你自己參與社團活動曾遇過什麼困難嗎？ 
器材(望遠鏡、手電筒)不足、或是出遊的機車數
量不足。會試著聯絡以前的學長姊，詢問是否
能借用他們的器材。詢問是否能夠來參加活
動，幫忙載人。 

Q:對你們學生社團而言，目前最缺少的人才會
是什麼？ 
我們歡迎喜歡野生動物、對生態有熱忱的同學
加入。 

Q:若加入你們社團，有跟他校交流的機會嗎？  
每年會參加由屏東鳥會主辦的溼地營，可以和
南大、屏科大、屏大、嘉大、興大的同學們一
起聊聊野生動物的大小事，探聽當地的野外觀
察地點，了解不同的野外觀察形式…等等。 

Q:請問你們社團有參加過校外或是全國比賽
嗎？ 
大雪山賞鳥大賽，這是一個 24 小時的賞鳥比
賽，在大雪山的道路、步道，進行賞鳥並記錄
物種，結束後評比鳥的種類、數量。在 24 小時
比賽中，會遇到許多不認識的鳥種、鳥音，也
會遇到很多厲害的前輩們，從比賽中可以學會
許多鳥音，也可以看見自己的不足。 

Q:有什麼想法，想對學校學弟學妹們說的嗎？
或是不分對象仍需補充說明的部分？ 
希望大家能看見台灣自然的美，了解生活周邊
的環境中，生物的重要性、環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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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弦樂社                                              鐵道社 

 
國標舞社 

     
            中醫社             與高雄醫學大學國醫社至藥廠參訪   醫師課/蕭坤元醫師(左一) 藍宜珊醫師(左二) 

    
            魔術社                                           自然生態觀察社 

學生活動發展組  位於學生活動中心二樓(位於光復校區) 

工作時間： 週一～週五 08:00～17:00 

活動中心開放時間：週一～週日 08:00～22:00  國定假日不開放 

連絡電話： 886-6-275-7575 轉 50360 

FB 粉絲專頁：@NCKUSDAD 
             https://www.facebook.com/NCKUSDAD/ 
電子信箱：em50360@e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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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新馬文化行：從「心」定義校園友善 

政治系 107 級  徐藝菁 

      
         參訪新加坡大學學生餐廳並共進午餐                       參訪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會 

一、前言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能夠出國看看的機會
是很難得的，除了體驗不同的文化差異，更是
與當地人做價值觀的交流，給自己觀點上的衝
擊，進而突破舒適圈，讓自己的視野有所增長。
而這次的新馬文化行，讓我體會到，即便同是
亞洲社會，其國家、城市的差異仍是相當大的，
新馬的族群多元讓我大為驚訝，而與當地學生
的交流也讓我驚嘆他們的世界觀與交談的深
度。 

二、回饋社會 Serve the Community 

    本次的新馬文化行，有很大一部分的行程
規劃即是到新加坡大學做交流體驗，在與學生
談話的過程中，發現大部份的學生很有回饋社
會的觀念，許多人認為所學的要能夠實際的運
用到社會之中，並對於社會、對於國家能有所
貢獻。為何會有這樣的觀念？其中不乏是學校
的培養與環境的塑造。 

    新加坡大學每學期會規劃一天要求同學至
社區服務。此項計畫並非任意安排學生服務地
點，而是學校在詳細規劃後依據學生專業知識
前往服務，除了可以有實際的操作經驗，更能
與所學相輔相成，在知識面及實作面皆能有所
助益。而這樣的社區服務，其中其實蘊含了很
大的觀念是「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強調
學生在使用社會資源之虞，更要有感恩情懷。
能夠讀到新加坡第一的大學，其所分配到的資
源是整個社會中相當多的，而這些資源代表的
更是社會跟眾人的期許，因為希望新芽日後能
夠成就大樹，所以給予更多的肥料與澆灌，期
待學生日後能有所作為，期待這些飽讀詩書的
學子，不僅是懂得書本上的知識，而更能將知
識化作行動，回饋社會。 

    這樣的觀點也讓我回到自身的經驗，自己
能夠享用這些學習資源，是整個社會給予的，
期許自己日後能運用所學，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三、大膽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除了飲水思源的情懷讓我有所體悟，更讓
我驚豔的是當地學生的世界觀。新加坡大學有 
80％的學生參與過交換計畫，學校積極讓學生
能 有 機 會 出 國 ， 更 與 世 界 頂 尖 大 學 如 
Yale—NUS、常春藤名校合作，使學生有更進一
步的交流。這樣的風氣讓當地學生普遍認為需
要出外擴展自己的視野，也對於交換或是出國
實習的機會積極把握，除了有航向世界的膽
勢，更是對自己有一定的自信與把握。 

四、聽見底層社會的聲音：與 NGO 工作者的
相遇 

    能與這些社會工作者與教授交談，是整趟
旅程中非常榮幸與幸運的事情。我深信，我們
不該以一國內最富裕者的生活定義國家強弱，
而是政府如何對待國家中需要幫助的人。 看似
繁榮、現代與高度發展的新加坡，如果更深一
層抽絲剝繭，財富不均、外籍移工權利與言論
自由等民主發展元素在新加坡是重要議題。身
為政治系學生，雖說早已對威權國家如何壓榨
社會運動有淺層認識，與幾位社運者對談時，
可以從他們的言語瞭解新加坡政府如何以細緻
且富有技巧方式打擊自由聲音。走遍新加坡可
以發現國內並沒有大型且寬闊的廣場，巧妙的
城市設計看似發達又新穎，其一政治目的是為
了避免社會抗爭而減少寬闊空間。旅客們若只
規劃來新加坡幾天並以觀光為目的，鮮少能發
現曾在平靜海面下的波濤洶湧。只有深入對
談，並更進一步蒐集資料發現許多事情真相流
於包裝與迷思。 在新加坡國大同學帶領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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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小印度區，也是當地人口中比較「不安全」
的地方。與其他地方相比，小印度區有明顯增
多的巡警人員、攝影機等等，目的是：「維安」。 

五、從台南到麻六甲：看多元文化如何展現 

每到一個地方，我總喜歡探訪當地充滿歷
史文化之處，除了親身感受時間淬煉之下的風
華，更喜歡瞭解其背後的歷史故事及文化背
景，就像是看見一個城市的興衰，聽見一段時
光的演變，聽當地人講這些歷史呀、曾經的豐
功偉業，總讓我深深感動，了解到在我們腳下
的土地，原來可以有這麼多的故事；了解到現
今的生活與以前是多大的不同，麻六甲便是這
樣一個充滿故事的城市。 

而很幸運的是大學能在台灣歷史悠久的城
市-- 台南生活，來到了麻六甲有種相似的感
受。同樣身為古城，類似的歷史軌跡，麻六甲
真切融合西班牙、葡萄牙與英國社會殖民遺
跡。在學長熱情介紹下，我們不僅僅了解每棟
建築背後的故事，更深入探索麻六甲的風俗民
情。 麻六甲有一間觀音廟具三百多年的歷史，
比澎湖天后宮少幾年建造，然而也是從學長的
介紹下才知道原來廟宇隱藏這麼多智慧！過去
修習美術新關課程時老師有提到藝術家通常會
把自己或熟悉的事物融入作品中，這點東西方
皆有證據可循！如當時麻六甲被殖民時期，廟
宇雕刻家因不苟同殖民政府，將殖民官員刻在
樑上以表達自己不滿。 

六、古城重生：檳城探訪 

    告別麻六甲後，我們便前往檳城。一到檳
城與吉隆坡便深刻感受當地成大校友會的熱情
接待！除回顧當年代成大風華，從他們的口中
了解成大如何轉型現今多元化發展的「成功」
大學！學長除熱情招呼學弟妹外，更親自引領
我們穿梭於檳城大街小巷，細膩介紹檳城如何
自藝術家脫胎換骨。 

    一幅幅有趣且活潑的壁畫來自藝術家的巧
思，把原本單調乏味的牆壁變成能讓人耳目一
新的大型藝術作品。這些壁畫讓我印象深刻，
在台灣，牆上的塗鴉被認為是破壞環境，許多
塗鴉藝術家並不受到政府的支持，而在這邊，
卻大力發展成當地特色，走過街道，就像是看
了好幾幅風景，去了不同的地方。而這些壁畫
也不只是平面上的作畫，融合現成物的互動，
讓這些藝術作品增添了趣味，別於在美術館中
畫作的距離感。而走在喬治城古蹟更可以了解
當年刻苦的靠海環境，華人如何運用智慧建造
出海上木造房！ 

    回顧台南不管是政府或民間組織不斷提倡
古城注入新活力，尤其近年政策「老屋欣力」，
目的與檳城濕壁畫相似，如何將古的事物融合
創新思維而展現新風貌。若能有更多時間探
訪，檳城不失為一個值得學習校仿的對象！

     
參訪成大馬來西亞 吉隆坡校友會                   參訪新加坡 NGO 組織 Agora 

       
              參訪馬來西亞國立大學                                  參訪馬來西亞檳城古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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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系 109 級 池昀澤

    新加坡、馬來西亞是兩個不論是在政治、
文化、建設上都完全不同的國家，能一次走訪
這兩個國家，是對認識東南亞非常有幫助的一
次旅行。五年前我曾經來過，但僅止於走馬看
花式的旅遊；但這次，有幸能參加成大學務處
主辦的新馬文化體現旅行，讓我有機會能再次
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體會這兩個國家，
並得到全新的見解。以下我將列舉幾個這次旅
行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幾個記憶點，並描述我
的看法。 

一、新加坡：多元文化並存的典範 

    來到新加坡，最先感受到的不是具現代感
的都市建築或萬里無雲的晴空，而是看到了印
度人、阿拉伯人、馬來人、華人、美國人熙來
攘往的穿梭在樟宜機場內，上面列舉的當然不
是所有的人種。雖然在機場本身就很容易看到
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們匯聚，但當我到了地鐵
站、到走在前往飯店的路上，甚至後來前往新
加坡國立大學參觀，看到的也是這種不同膚色
的人們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地情景，讓我了解到
新加坡做到了真正的兼容並蓄。也許，並不完
美，種族間還是存在差異，但當我想到幾個月
前去美國舊金山時，看到的那種----黑人和黑人
們成群結隊聚集、中國人就生活在中國城、市
中心金融區幾乎只有白人----那是截然不同的氛
圍。 

二、新加坡：不一樣的貧富差距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大學畢業生起薪三千新
幣以上，相當於台幣將近七萬，這大概是台灣
的社會新鮮人們不敢奢求的數字。但是，這也
並不意味著所有新加坡人都享受這麼好的待
遇，要知道，能進入像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
理工大學的都是前 5%的菁英，而且通常家境條
件本身就很好。那麼，新加坡那些沒唸大學的
人呢？那些 95%呢？或許去讀了海外大學、或
許從事了條件不太高的工作，但我發現，這樣
的差距並沒有讓新加坡擁有乞丐滿街跑的市
容。在美國，繳不起房租就去路邊鋪張報紙睡
吧，所以走在舊金山路上隨時都要提防不要去
踢到那些街友們。這也意味著，新加坡即便是
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讓人民自尋生路，會有效
的提供社會福利政策並輔導他們就業，這也是
為什麼新加坡看不到半名乞丐。 

【編輯補充】 
1.新加坡大學的升學率目前為 20%左右，其他學

生會在理工學院就讀。 
2.新加坡有法規可以檢舉乞討行為人，判處不超

過 3000 新幣罰鍰或不超過兩年監禁。有許多
老人靠著撿破爛維生或在食閣收碗盤打掃。 

三、馬來西亞：不一樣的唐人街 

    在世界各地幾乎都看得到唐人街的身影，
吉隆坡也不例外。來到吉隆坡的這個晚上，忙
著洗衣服的我沒辦法和其他人一起去參觀雙峰
塔，只好到附近的唐人街走走。穿越幾條規劃
的不是很通暢的馬路後，終於來到一個乍看下
有點像唐人街的路，可惜，可能是時間晚了店
家也開始忙著收攤了，沒有幾個攤位的燈亮
著、路上散落的垃圾和穿梭的老鼠比商品還
多，於是我也沒心情好好逛，快速穿過唐人街
回飯店去。回程的路上，到處可見鏽蝕的欄杆、
在廢墟裡覓食的貓，這讓我明白了一件事：吉
隆坡的都市規劃做得不好，從剛來到這裡要搭
地鐵就困難重重，陸上交通到尖峰時段就會癱
瘓，走在街上也感受不到絲毫的都市美感。希
望吉隆坡市政府能多為改善市民的生活著想。 

四、馬來西亞：最多成大校友的地方 

    我們在吉隆坡、檳城都分別拜訪了當地的
成大校友會，在麻六甲時也是由成大的學長接
待我們帶我們參觀當地古蹟，可見得馬來西亞
華人來台讀書尤其來成大讀書的比率是非常高
的。其實，他們會有這樣的選擇也不是沒有原
因，馬來西亞政府的教育政策在大學綠取名額
上嚴重偏袒馬來西亞馬來人，以馬來西亞第一
學府----馬來亞大學為例，華人的錄取率不到百
分之一，所以在馬來西亞的華人要就讀當地大
學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他們多半會離開馬來
西亞去中國或台灣或新加坡求學。在檳城的第
一晚也是最後一晚，我們和當地的成大校友交
流了不少，聊了他們當年來台灣讀書的記憶、
聊了他們回到馬來西亞之後打拼的狀況，也藉
由和他們的對談了解到不少馬來西亞產業發展
方面的趨勢。 

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相鄰的國土、完全不
同的風景 

    新加坡國土面積小，比起台灣更難在世界
地圖上被發現，可是它卻成為東南亞發展最成
功的一顆星，不論是良好的都市規劃、高品質
的學術風氣、氛圍良好的族群融合，都十分令
人嚮往。馬來西亞的國土面積是新加坡的數百
倍，雖然在經濟上趕不上新加坡的繁榮，卻也
呈現出獨特的文化色彩，不論是在建築上、料
理上、語言上，都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穆斯林
文化、印度文化、華人文化在這裡留下的影響。
從新加坡過境到馬來西亞，對於東南亞的兩種
面貌會有更深刻的體會，因此我很慶幸這次能
來訪這兩個國家，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賞不同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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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實習--來榕計畫職場體驗心得 
實習分享人：企管系金妮葳 

職場體驗(實習)單位：福建省居家養老服務有限公司 

職場體驗(實習)期間：107 年 7~8 月

    對於這次來榕計畫的實習，我是又驚又
喜，因為自己是首次出國至異地實習，而實習
內容也是一項不熟悉的領域，所以出發前不免
有些擔憂，卻同時期待著。 

    而從落地後至今兩個星期在福州的時間，
除了生活上漸漸習慣所謂「一機在手」的方便
生活，不管是最為人所知的支付方式，包括民
生用品(飲水)、票券及生活娛樂等各層面需求皆
可以在行動裝置上包辦，可以說是與台灣的消
費習慣差異頗大。除此之外，對於電子商務－
淘寶、天貓等也是必定會體驗到的網購模式，
物流之快速、方便與商品多樣性皆十分令人驚
訝，足見其蓬勃發展之勢。 

 
圖一 辦公室與兩位實習同事 

    關於自己實習的企業－居家養老服務公司
(鑫錸易家庭服務管理公司)，則是不同於現在北
京、上海許多大集團，例如泰禾、萬科等房地
產業者是從建立完善的養護機構、適老化住宅
著手，依據各家公司之定位又可細分為瞄準高
端客戶(頂級享受)或是客製化複合住宅等。而我
們則是推展所謂的管家服務，側重在中高階家
庭的居家、上門服務這一塊，也不僅限於高齡
族群照護需求，關於保潔、幼兒育教、坐月子
等項目皆是營運內容。帶領我們實習生的葉總
現階段也正在整合福州市的家政服務資源，期
望納入多方合作，共同營造一個完善的社區服
務單元。 

    對自己而言，這是過去較少接觸到的面
向，尤其是在老闆親自帶著我們實習生走訪社
區據點及部分有合作的熙康健康管理中心後，
我可以更加了解中國的老年照護市場仍是一個
新興領域，在串接社區、家庭、醫療機構三者
上仍有努力的空間；一方面是居民對於這樣生
活模式尚未熟悉，另一方面則是法律規範還在
進行中。不過在參訪安泰街道社區養老服務照
料中心後，其實硬體設施上都有符合小規模、
多機能的單元分區設置；而未來這些示範點將
會更快速的引入現有的科技化裝置，建構一個
「物聯網+」的場域，我想這也是我在回台後可
以更加去有所鑽研、比較的領域，藉由盤點彼
此優勢，理解兩邊服務推展上的差異所在，運
用服務科學領域的知識思索如何優化之！ 

 
圖二實習結業 

    在實習之餘，我也與同學們好好利用假日
來遊覽一下福建的山水風光；不僅是人社局安
排的各區域：三坊七巷、城市規劃局、平潭、
網龍公司、馬尾船政博物館參訪等，我們也有
去參觀永定/南靖土樓、武夷山、廈門等等 5A
風景名勝區，不只是讓自己更加增廣見聞，履
行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更加了解福
建的人文底蘊，例如茶葉飲茶文化等。總結來
說這個暑假的實習經驗十分充實，不僅限於對
於未來研究領域的知識補充，更看到了跨出台
灣以後不一樣的風景，受益良多！

 
                  圖三 永定承啟樓                                    圖四 廈門鼓浪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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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安身立命 8 帖劑  第二帖：10 月開學，打開心胸，保持開放態度探索世界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吳淑真臨床心理師

過了九月開學的興奮，來到了十月，若沒
打算離開，就學習把心安頓下來，對生命中即
將開幕的新經驗，敞開心胸，允許這些經歷在
生命中發酵。說的容易，做的難，面對新的角
色、新的環境，雖是新的開始，但也可以是舊
習性的重複， 如何先幫自己準備好，在舊情境
發生時，練習採用新的反應模式，避免落入了
無限迴圈中。 

盧雅從一所名聲不錯的高中，考上大學，
來找我進行諮商時，他告訴我說，這一切別人
看起來都覺得很美好， 只有他自己心裡知道這
一切，都非常的空虛，因為內心並不知道怎麼
準備好面對，主因是在高中，還算小聰明可以
唸書，本來和同學關係不錯，某次爭執，造成
誤會，使得跟班級同學疏離，搞得高中生活只
剩念書這件事情，心想，到大學還是一樣要把
心給封閉起來嗎? 香華，另外一個例子，一向
是內向的個性喜歡獨處，在人群當中很害羞，
不敢主動接觸別人，太害怕別人對自己的看
法，太害羞了不敢和人深交，然而看著同學有
不少好朋友，聽到別人談論和朋友開心相處的
點點滴滴，心裡在想，我到大學還要過這樣子
的生活嗎？ 

盧雅每當在和新朋友認識時，心裡總浮現
過往和同學吵架的念頭，心裡很委曲過往同學
對自己的誤會，那瞬間念頭的侵擾，影響盧雅
在跟新朋友認識當下，心裡猶豫要不要多做自
我揭露，遲疑念頭佔據太久，又讓自己裹足不
前，退縮了，爾後心裡開始責怪自己的退縮。
同學邀約香華去參加迎新晚會，香華想到要跟
很多人講話，煩惱不知道該講甚麼，開始猶豫，
去了怕尷尬，不去怕孤單，恐懼情緒加劇時，
最後就是一個人留在宿舍。 

我們都有過難過、挫折、孤單、沮喪、被
拒絕的心情，當負向情緒發生時，也會改變我
們對事情的想法，進而影響行為。當負面情緒
到來，很多時候我們表現得像是被情緒綁架一
樣，無力招架，因為我們以為情緒就是等同我
們這個人，想要奮力地改變情緒，結果卻一無
所獲，更把自己推向無盡的深淵。盧雅內心感
到委屈，極力地向同學解釋，香華隨時提高戒
備地小心翼翼和人相處。 

情緒其實只是單純反應了發生在生命中經
驗的感受，沒有好壞，只有正負、強弱罷了。

然而當負向情緒發生時，我們習慣覺得要做些
什麼才行，忘了，情緒調節也沒有好壞，優劣
之分，只要增長正向的情緒，削弱負向情緒與
事件的連結，學習採用有建設性的行為來處理
心情，避免了落入無限迴圈的機會。 

我問盧雅及香華，協助他們辨識(1)甚麼特
別的想法會誘發負向情緒？(2)哪一個情緒對他
/她來說最難忍受？(3)哪一個情緒對她/他來說
最容易忍受？(4)自己通常都會做甚麼去平復我
的感覺？(5)這些平復感覺的行為，長期短期行
的通嗎？我想要使用這些行為嗎？(6)深層底下
對自己、他人、生命的內在信念是甚麼，誘使
自己讓這個負向的循環持續著？(7)逆向思考，
自己所擁有的甚麼樣的想法及信念，幫助自己
去產生好的感覺？ 

了解了想法、情緒、行為彼此間怎麼運作，
也就是自我療癒、改變的開始。我們有時會忘
了，世界並非是圍繞以我中心而運轉著，改變
想法有時會比改變情緒來的容易，(這就是我們
說的轉念)，在還改變想法前，仍舊需好好照顧
自己的身體需求，好好吃、好好睡、好好運動、
好好放鬆、與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至少讓身
心保持在軌道上，就像是地球圍繞著太陽轉動
一樣，參與讓自己有成就感的活動，建立信心。 

無論如何，保持開放的心態，持續在生活
中覺察情緒不等同個人，對新經驗敞開心胸，
保持正念，不評價，單純觀察，假以時日，讓
時間慢慢發酵這些新經驗，看到成形中的全新
自己。 

盧雅每天在睡覺前問自己，自己今天有沒
有給別人機會認識自己，也讓自己認識別人，
願意自我接露的朋友，自己也冒險揭露一些，
然後為自己有所行動表達讚賞。香華學習愛自
己，練習看到自己，有很多的優勢可以在關係
中貢獻，去慈善機構當志工，因著他人需要自
己，剛好練習付出與分享，練習不用害怕被拒
絕。 

備註：文章中個案的例子，融合多人的困境而
成，已經將任何辨識的個人資料去除
掉，請勿隱射，若有雷同之處，純屬巧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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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的母性保護措施 

成大醫院 職業醫學科 張恆豪 編制

一、相關法規歷史發展 

(一)前言： 

  現行勞動法令有針對「母性保護」進行規
範，也就是基於保護女性及其生殖能力，對懷
孕或哺乳期間之女性勞工採取相關保護措施，
此亦符合憲法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
之基礎，應保護母性」的精神。 

(二)職場中的母性危害風險 

  根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010 年「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資
料分析顯示，台灣 25 至 34 歲女性受僱者之母
性危害，共分為五大類型： 

1. 人因工程性危害：長時間使用電腦（37%）、
手部反覆同一種單調的動作（32%）、長時間
站立或走動（29%）、姿勢不自然（6%）。 

2. 社會心理危害：從事夜班或輪班工作
（24%）、經常感受工作壓力（16%）、每週工
時超過 48 小時（11%）。 

3. 物理性危害：噪音（9%）、熱危害（8%）、搬
運重物（4%）、二手菸（4%）。 

4. 化學性危害：使用化學品（4%）。 

5. 生物性危害：接觸可能致病的病菌（3%）。 

(三)現行母性保護相關規定 

  為避免職場的母性危害風險，早在 1919 年
國際勞工組織（ILO）成立時，便已頒布《母性
保護公約》，2000 年再頒布《第 183 號公約》要
求會員國立法保護懷孕中及產後未滿一年的女
性工作者，包括產假權、母性受益權、安全健
康權、平等就業權等。台灣則是於《勞動基準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
中訂定相關規定，主要內容包括：女性夜間工
作保護、生理假、產假、工作中之哺集乳時間
保障、就業歧視之禁止、育嬰留職停薪保障、
家庭照顧假，以及從事危險性工作之保護等。 

  此外，為因應懷孕後所導致的身心變化，
恐無法負荷其原有之工作內容，ILO 第 191 號
《母性保護建議書》也明確規定，懷孕或哺乳
期間的女性工作者若有職場危險之虞時，雇主
應排除該危險或調整其工作職務，若難以調整
時，則得在不影響薪資待遇的前提下將之轉換

其他工作，若以上皆不可行時，則須提供有薪
休假。在台灣，則於勞基法第 51 條規定，女性
勞工在懷孕期間，如有較為輕易之工作，得申
請改調，雇主不得拒絕，並且不得減少其工資。 

(四)是保護還是限制？ 

  2014 年 7 月以前，當時的《勞工安全衛生
法》明定「雇主不得使女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
性工作」，表列許多禁止女性從事的工作類型，
其中包含禁止女性在礦坑內工作等。然而進一
步探究禁止緣由，根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
灣女人」研究計畫的訪談資料發現，其實早年
台灣也有女性礦工，但由於礦坑災變頻傳、坑
內悶熱穿著暴露，因此蔣宋美齡在訪視後做出
結論，以照顧礦工家庭孩童為由，避免父母同
時喪生於礦坑災變中，於是立法禁止女性進入
礦坑工作。訪談紀錄顯示，由於坑內工作之薪
資較之坑外工作高出兩、三倍，女性礦工在被
禁止入坑工作之後，失去獲得較高薪資的機
會，而同樣在坑外推車、選煤、倒廢礦石等工
作，她們的薪資卻只有男性礦工之一半，對當
時從業人員衝擊很大。 

  除了坑內工作外，法條中還有從事有害物
質散布的場所、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震動之工
作、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散布有害
輻射線場所之工作等，也都明文禁止女性從
事。然而，僅以性別做為禁止理由，而非考慮
能力，是以保護女性為名，其實是限制了女性
的就業選擇。 

  2014 年《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改為《職業
安全衛生法》正式上路後，便刪除了上述條文
規定，僅就懷孕期間或產後一年內之女性勞工
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予以限制，且其中部
分工作若雇主有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經勞
工書面同意工作者，則不受工作禁止之限制。 

  此項規定，雖對懷孕或甫生產完畢的女性
勞工之工作權有所限制與剝奪，但目的則是為
了保障母親的健康，並使其能安全孕育健康的
下一代，因而訂定的母性保護條款。在 1979 年
聯合國訂定的《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
（CEDAW）第 4 條即明文規定：締約各國為保
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歧視。 

  職場母性健康保護是女性勞動的基本人
權，更是企業與國家的重要責任，須有效落實，
並提升相關意識。然而，在母性保護的前提之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68        41 

 

下，如何平衡就業平等，以及避免落入以性別
做為工作區分的性別刻板印象，仍是未來要不
斷檢討審視的重要議題。 

二、職業醫學與臨場服務之角色 

(一)前言： 

    為兼顧母性保護及就業權益，勞動部特別
關注職場母性健康議題，並訂定「職場母性健
康保護工作指引」，以提供職場中準備懷孕、懷
孕中之準媽媽、或哺乳中之媽媽，更周全的保
護。 

    依國民健康局統計資料，我國 1 歲以下嬰
兒死亡率約為日本的 2 倍，死亡原因主要為先
天性畸形、早產、體重過輕及感染，除個人原
因外，女性勞工於職場之危害暴露亦為可能的
貢獻因子，如化學物質（如鉛蓄電池業之鉛、
電鍍業之汞、人造絲工廠之二硫化碳、農藥或
半導體製造業之砷等）、物理性危害(如醫療服務
業之游離輻射、重體力勞動等)、生物性危害(如
醫療服務業之 B 肝病毒、德國麻疹、畜產業之
弓形蟲等)，其他如百貨業之久站、久坐與各業
可能之輪班作業等，均為應予關注之促發因
子，為此勞動部特邀請國內職業醫學專家，參
考國外相關文獻及作法，編訂「職場母性健康
保護工作指引」，提供職場危害之健康風險評
估、管理、配工與復工等之處理建議及相關工
作表單，以作為事業單位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
醫護人員或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推動職場母性
健康保護之重要參據。 

(二)職業醫學醫師於臨場服務採行之措施： 

    為強化職場母性健康保護，目前採行措施
如下： 

1.兼顧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 

    配合我國於 101 年施行之「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並參照國際勞工組織
2000 年母性保護公約，與歐盟、日本等國之勞
動法令，完成「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
刪除對一般女性勞工之禁止規定，及強化妊娠
中及哺乳女性勞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
管理，增訂一定規模以上之雇主，應對有母性
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
分級管理措施，以落實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
依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第 6 條規
定，雇主對於母性健康保護，應使職業安全衛
生人員會同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辦理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依評
估結果區分風險等級，採取工作環境改善、危
害預防及健康指導等分級管理措施，以落實母
性健康保護之相關措施。 

2.強化臨場健康服務： 

    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範，一定規模之
事業單位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臨廠選
配勞工、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
勞工健康保護事項。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主
要為與育齡期間之女性勞工面談，尤其是妊娠
中或分娩後未滿 1 年之女性勞工，藉由面談，
由其主訴或透過一般之理學檢查等，提出評估
健康危害、風險分級、工作適性評估及危害控
制建議等。 

    經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與勞工個人健
康影響評估後，對於從事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
之工作者，應依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
法區分風險等級。經評估其具有危及母體、胎
兒或嬰兒健康之風險時，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
議，採取變更工作條件、調整工時、調換工作
等母性健康保護措施。基於母體個人健康、未
出生胎兒之傷害風險可能會隨著不同孕期或工
作條件改變、作業程序變更等而改變，若勞工
有主訴身體不適之狀況，或有工作條件改變、
作業程序變更及經醫師診斷證明不適原有工作
者，應重新辦理評估、面談等事項。 

3.開辦「職場母性健康諮詢門診」： 

    全國九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開設「職場母
性健康諮詢門診」，提供準備懷孕、妊娠與產後
哺乳的女性工作者有關工作及環境危害暴露之
評估、適性之配工建議，與相關諮詢等服務。 

(三)總結： 

    健康的母親更能孕育及養育健康的下一
代，強化職場母性健康保護，不僅是勞動議題，
更為社會安全及婦女人權與性別平等議題！鑑
於國內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增加及少子化的趨
勢，籲請雇主遵守母性保護之相關法制與措
施，並歡迎女性勞工多善用相關服務資源，可
逕洽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
組、成大醫院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諮詢。 

※以上資料感謝台灣職業安全衛生連線提供相
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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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座談會 
您的建言，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您的參與，是我們最大的鼓舞。 

竭誠的歡迎您共襄盛舉。 

「與學務長有約」 
各位親愛的同學： 
您有問題需要學校協助您解決嗎？ 
就在 10 月 29 日(星期一)，學務長及各單位行政主管將在格致廳(小講堂)與同

學座談，傾聽同學的建言，歡迎呼朋引伴、踴躍參加。 

◎時間：107 年 10 月 29 日（一）11:10—12:30 (請提前 5 分鐘入座)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小講堂) 
附註： 
1.為周延回答同學的問題，如您有建言，請於 10 月 5 日前 Mail 至 z10708045@email.ncku.edu.tw
信箱，以利主辦單位於會前邀請權責單位至會場為您做完整的答覆，更歡迎您親臨現場進行

互動性的溝通。一份真情的邀約與期待~~~ 
2.提供前 100 份網路報名參與座談同學中午便當，為避免浪費且便當數量有限，請速至本校「活

動報名資訊系統」報名，連結網址：https://activity.ncku.edu.tw。 
3.本案活動承辦人：學務處軍訓室陳建良教官，分機 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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