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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成功續任

期許成大參與下一世紀世界文明建設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1.29

國立成功大學 1月 29 日舉行蘇慧貞校長續任致聘典
禮，教育部主任秘書朱楠賢親送聘書。蘇慧貞懷抱信心
與願景地指出，88 年前台灣期待「台南高等工業學校」
的設立，啟動社會對創新的希望，88 後的成大已是整體
卓越的大學，未來成大會在台南、在全球、在無邊界的
國度中，繼續以教學及研究實踐社會責任，參與下一世
紀世界文明的建設。

蘇慧貞校長續任致聘典禮，上午 11 時在承載許多記
憶與使命的空間「格致堂」舉行。４年前遴選委員會與
續任委員會召集人中央研究院院士李羅權、４年前南下
特地致送聘書的教育部陳德華、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
朗、台達電子創辦人鄭崇華，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成
大前校長馬哲儒、黃定加、賴明詔、黃煌煇等各界貴賓
與師生百餘人出席，典禮隆重溫馨。

蘇慧貞感謝４年來一起共度許多難關的行政夥伴，
海外內成大人的愛護與支持，謝謝師生們與她分享夢
想，面對挫折，讓今天的成大有能力去承擔更多創新使
命。她指出，台灣高等教育無論是大學治理、平均註冊
率不足、外籍學生在台的學習規範、甚至與產業界合作
的範疇與成果分享機制等，都盤根錯節地衝擊著台灣高
等教育的日常運作，成大也不例外，但問題發生也代表
給了所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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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強調，成大面對壓力，迎接挑戰，
財務上量入為出，也積極爭取各項研究資源，
更有幾筆超過 1 億元以上的捐款支持，大大鼓
舞了師生。國際化方面，有來自 80 個不同國家
的國際學位生，增添校園文化多樣性，也與數
個國際一流名校合作建構海外據點，開展成大
校園地圖全新風貌。2018 年更一舉在全國總數
僅有 100 名的哥倫布與愛因斯坦菁英人才專案
獲獎超過 11 位。獨步全國推出「踏溯台南」通
識課程。研究方面有世界頂尖的基因序列解
密、整合理論與實務的量子科技等。

蘇慧貞表示，未來成大要做的是，從深度
學習與入世學術使教育躍升，從高端領域與優
質轉譯使研究躍升，從深耕轉型與啟動新創使
產學躍升，從多元融合與全球聚落使國際躍
升。more 分享治校成果之餘，蘇慧貞在演講中
也不忘感謝父母親及弟妹，並因此激動落淚，
她語帶哽咽地謝謝父母親身體健康，謝謝他們
一路的陪伴，也藉此機會謝謝弟弟妹妹配合她
忙碌的公務行程，不計較地南北奔波陪伴爸
媽，讓她更能安心地專注於校務。

教育部主任秘書朱楠賢致詞指出，領導者
的願景很重要，蘇校長 2015 年上任以來，成大
在人文、科學、產學、技術都有亮麗的表現，
蘇校長是以身作則帶成大走出今天的成績。他
很佩服蘇慧貞公務繁忙仍堅持學術研究，因此
獲得 Nature 期刊東亞科學明星、亞洲百大科學
家等獎項，相信未來 4 年，蘇慧貞帶領下的成
大，一定能為台灣做更多的事。

李羅權指出，蘇校長是成大第一位女校
長，４年來成大發展蒸蒸日上，欣欣向榮。在
其領導下教師與學生培育獲許多肯定，2016 與
2017 年吳大猷獎，成大皆有 7 位年輕教師獲
獎，人數居全國一、二。多位教授研究成果登
上 Nature、Science 或相關系統期刊，成大在太

空領域也表現優異。祝福成大在蘇慧貞校長帶
領下，再創高峰。

鄭崇華表示，蘇校長有著無比熱忱但又務
實，在艱難的環境，帶領成大往前邁進，自己
身為校友萬分的感動。成大畢業生廣受企業界
歡迎，他自己創立的台達電子，有許多成大畢
業生，務實表現讓人印象深刻。台達電子一路
走來與母校有許多產學合作與研究，有今天的
成長得力於母校協助。相信在蘇校長帶領下，
成大人會有更輝煌的成果。

首次以學生代表身份參與校長續任典禮，
並上台發言的成大第 26 屆學生會會長陳佑維
說，4 年前成大迎來了校史上第一位女校長，將
理工剛硬形象的成大，以另一種明亮而堅定的
色彩帶上國際舞台。在蘇校長的視野中，成大
不僅是台灣的成大，而是與世界並肩的學術殿
堂。成大即將開始的第十學院，以跨領域的課
程與實作，整合不同的專業，攜手面對成大與
世界共同的未來。蘇校長第二個任期開始，相
信成大將繼續創造未來。

蘇慧貞是成大創校以來來第一位女校長，
2015 年 2 月，在各界矚目下出掌成大，帶領成
大持續朝向綜合性卓越大學願景前進，積極與
所在城市連結，發揮大學社會責任，重視校園
建設與永續發展，打造世界校園與全球布局。
2018 年 3 月成大校長續聘評鑑委員會投票做出
贊成續聘決定，並經教育部核定續聘擔任成大
校長。

蘇慧貞在提交給教育部的續任規劃中指
出，未來４年的成大，在她對理想大學型態有
所憧憬的帶領下，成大人將會在全球社群中清
楚標記各自的價值，成大人也會在倫理基礎上
發展的知識文化與科技，關注弱勢以及社會責
任，連結所在的城市、國家，共同面對未來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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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教學、研究與社會責任的卓越未來大學 蘇慧貞持續書寫成大光榮歷史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1.29 

初識成大校長蘇慧貞，常讓人驚訝，看來
氣質優雅、身形細緻的她，卻有著強大氣場，4
年前（2015 年）打破傳統出掌成大，成為創校
以來首位女校長，並在 2019 年獲聘連任。中央
研究院院士李羅權讚揚蘇慧貞治理成大 4 年
來，培育師生大受肯定，成大發展蒸蒸日上，
欣欣向榮。而如同蘇慧貞攻讀哈佛公共衛生博
士時的指導教授 John Spengler 所說的，「蘇慧貞
就是有種能讓人們停止比手劃腳而專注於眼前
事務的能力，也因此能夠有效率地產生影響
力。」

蘇慧貞是哈佛大學公衛學院環境衛生科學
博士，長期與團隊研究室內環境品質，促成政
府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她是國際室內
空氣學會會士，也因此獲得哈佛大學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實務領袖獎。曾任成大國際長、副校
長等職，擔任校長後，蘇慧貞繼續以高標準自
我要求盡全力，海內外奔波是常事，到歐美出
差３、４天內來回不以為累，為了讓年輕人有
機會站上國際舞台，更多次主動向企業募款，
這些外界看不見的付出，總是陪同出差的助理

是感同身受，曾滿心佩服地以「我的老闆不
睡覺」為題在臉書貼出系列感言，蘇慧貞的拚
勁由此可見一斑。

蘇慧貞是台南女兒，深知古都豐厚的文化
底蘊涵養了成大。2017 年 9 月，成大創全國大
學之先開設「踏溯台南」課程，大一新生都必
修這門沒學分的課程，希望學生在專業知識外
也能貼近這個城市，認識在地風土、人情與文
化，成為未來進入各領域的養份，蘇慧貞親自
陪同師生實際踏溯安南區，認識台灣歷史發展

的重要場域「台江內海」，感受時空變化、滄海
桑田。

蘇慧貞也重視歷史與傳承，系列性整建歷
史建物，舉行續任典禮的格致堂，即是在 2017
年完成修護的市定古蹟，「歷史文物館」也換裝
展新貌，建構溫馨、生命共同傳承與發展的校
園文化。50 年前成大每個星期五都在格致堂舉
行「共同科目大會考」，格致堂被戲稱「屠宰
場」，還有流傳半世紀的黑色星期五。曾任成大
兩年理學院院長的李羅權院士也提到，這裡曾
經是理學院的大本營，讓參加續聘典禮的他特
別有感覺。

研究品質持續提升是優質大學的必要條
件。蘇慧貞多方鼓勵師生保持創新研究與持續
學習的動能，學生團隊參加哈佛國際生物分子
設計競賽（BIOMOD）抱金榮歸，iGEM 團隊奪
金，年輕學者獲吳大猷獎等，她都不吝公開表
揚，讓得獎者倍感榮耀。而獲獎前更是默默支
持，她總是告訴學生「有需要直接來告訴校長，
我來想辦法」。iGEM 學生團隊 2016 到 2018 年
連續三年成績亮麗，第一年出國缺經費，蘇慧
貞知道後向企業募款，第二、三年學生都知道
校長是團隊 大的依靠。

成大與台南發展歷史密不可分，世界上重
要的優質大學都與城市發展密不可分，哈佛大
學與波士頓，牛津大學與牛津市，劍橋大學與
劍橋市。蘇慧貞常告訴老師、學生們「做每件
事、每個選擇、每個努力雖然是為自己，但可
否釋出 10%、20%，或更多些去替別人想，如
果釋出後，發現 終的結果，要比原來的好更
多，這就是大學社會責任的精神！」「成大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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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學，有了研究經費的基本資源，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也是理所當然」。

2015 年台南登革熱疫情險峻，蘇慧貞不只
巡察校園環境，更率領師生動手清理校園。隔
年，成大推出「掌蚊人」雲端整合防疫平台，
為登革熱防疫進一步貢獻心力。2016 年 2 月台
南永康維冠大樓在地震中倒塌，成大團隊投入
救災，製作維冠大樓 3D 影像圖，增加救災效
率。2018 年 3 月推出 CK-Bike 校園公共自行車
系統，6 月與日本東京電力跨國合作研發新世代
能源管理，9 月與廣達攜手發展智慧醫療，11
月簽署自駕車國際產學合作，成大要做為未來
智慧城市實證示範基地，擘畫下一世紀城市願
景。

21 世紀是全球化時代，成大要培育具備國
際移動力人才，招收國際生、連結全球校友網
絡，發展無邊際的世界校園，邁向廣闊的國際
舞台。2016 年透過「台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
校長論壇（SATU）」平台，啟動「國際壯遊」
計畫，開啟學子在台灣、東南亞、南亞三地跨
域學習的機會。2017 年陸續在馬來西亞、越南、
泰國建立海外共同研究中心。2018 年與美國普
渡大學工學院簽署「雙學位計畫暨線上課程合

作協議」，也與漢翔航空共同合作「國際人才培
育」。

為提高成大在國際場合能見度以及維繫全
球各地校友情感，蘇慧貞盡可能參加 國際會
議，參與海外校友會活動，猶如「空中飛人」
般，幾乎都是參加完會議立即返台， 高紀錄
歐美 3、4 天來回，日本 2 天來回，香港１天來
回，而且隔天立即上班。還有更猛的，曾經為
了不錯過家長座談會，在一連串的海外行程
中，硬是抽一天回台，隔天又飛出去。她的好
體力，週遭人莫不驚嘆，都想知道是如何養生，
每天有足夠電力，一直向前衝。蘇慧貞對人事
物要求高標準，但也常不經意的傳遞溫暖，冬
至請吃湯圓，送來糕點、飲品請同仁品嚐，讓
下屬感受到關心與肯定。

2018 年成大校長續聘評鑑委員會做出贊成
蘇慧貞校長續聘的決定。未來４年的成大，在
對理想大學型態有所憧憬的蘇慧貞帶領下，成
大人將會在全球社群中清楚標記各自的價值，
成大人也會在倫理基礎上發展的知識文化與科
技，關注弱勢以及社會責任，連結所在的城市、
國家，共同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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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續任致聘典禮演講全文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1.29

教育部朱主任秘書、遴選委員會與續任委
員會召集人中央研究院李院士、致詞貴賓台達
電子公司創辦人鄭董事長、以及四年前特地南
下致送聘書的教育部陳前政務次長、致詞的中
央研究院曾院士、馬校長及夫人、翁校長、賴
校長及夫人、黃校長、各地校友會會長、傑出
校友與名譽博士代表、友校校長好友、各界先
進貴賓、以及本校各位老師、同學與職工同仁，
大家好：

如同四年前首次接聘的前一晚，昨夜，我
幾乎又是一宿未眠，在電腦前重覆檢索資料、
一字一句寫成講稿。我牢牢記得，四年前我初
落筆時惶惶不安、完稿時卻志向萬千，我深信
「真心」和「努力」會帶領我們在風雨中看見
見天光；從錄影檔案看來，我用了 16 分鐘、講
了 2940 個字。四年後，面對著所有在困難中不
曾離棄的行政夥伴、所有海內外愛護我有如系
出同門的學長姐、所有願意與我深刻分享夢想
與挫折的師生、所有相信今天的成大有能力承
擔更多創新使命的社會各界，我又該說什麼
呢？

著名的高等教育學者柯爾校長（Clark Kerr）
在他的著作「大學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書中回憶，在 1960 到 1970 年間
美國高等教育面臨諸多挑戰，許多人以為高等
教育勢必要衰微，柯爾先生當時看著書架上羅
列著如以下標題的著作，例如:「混亂狀態的學
術界（Academia in Anarchy）、敗退中的學術發
展（Academics in Retreat）、混亂中的學術機構
（Academy in Turmoil）、美國大學之死（Death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他說：「對那些覺得前
景黯淡、毫無希望的人來說，我們 多只能書
說某些好的事情正在發生。對於那些認為凡事
都失敗的人來說，我們可以說，事實上，事情
正在往成功的路上。對於那些只看到問題的人
來說，我們反而可以說他們已經看見各式改變
的可能」。

過去幾年，臺灣的高等教育確實經歷了前
所未有的衝擊，無論是大學的治理、平均註冊
率的不足、外籍學生在臺的學習規範，甚至與
產業界合作的範疇與成果分享機制等等，無一
不是盤根錯節地衝擊了臺灣高教的日常運作，
成功大學自然也不可能豁免於外。但是，問題
的發生也給了我們所有的可能。

因為資源的限縮，我們更理解珍惜的必
要：對內、量入為出，達成近年來 理想的「可
用資金佔 近年度決算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出
倍數」的 高值；對外、積極爭取，四年來研
發產學總金額屢創新高，在全國競爭型專案所
取得的經費規模成為標竿。而受贈收入近兩年
更以每年 10％以上的比例成長，更有幾筆超過
一億元以上的支持，大大鼓舞了全校師生。

因為地域的限縮，我們更理解遠颺的必
要：我們確實是在臺南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成
功大學，但是，我們絕對不只是臺灣南部 好
的大學。四年來，來自 80 個不同國家的國際學

位生不僅使我們的文化多樣性傲視同儕，學生
人人數成長比例也居全國首位。同時，與數個
當地一流名校合作建構的海外實體據點，更使
成大校園地圖開展了全新的風貌。

因為人才的限縮，我們更理解培育的必
要：區域失衡既是存在的背景因素，我們只有
著力於校園文化的經營與環境制度的改善來正
視挑戰！四年來，我們有令人欣慰的留才率，
2018 年更一舉在全國總數僅有 100 名的哥倫布
與愛因斯坦菁英人才專案中獲獎超過 11 位，宣
示成大永續發展的優勢基礎。

因為認知的限縮，我們更理解影響的必
要：因緣際會，過去四年，我們在城市的疫病
時，看見成大醫療的貢獻；在突發的震災中，
看見成大科技的力量；無論是獨步全國的「踏
溯臺南」通識課程、世界頂尖的基因序列解密、
整合理論與實務的量子科技，從教學設計、研
究產出、到發明的轉譯，我們積極地回應大學
的社會責任，因為，88 年前臺灣期待「臺南高
等工業學校」的設立可以啟動社會創新的希
望，88 年後，「成功大學」已經是整體卓越的未
來大學！

而未來我們要做什麼？

從深度學習與入世學術使我們的教育躍升；

從高端領域與優質轉譯使我們的研究躍升；

從深耕轉型與啟動新創使我們的產學躍升；

從多元融合與全球聚落使我們的國際躍升；

未來的成功大學還會在臺南，未來的成功
大學也會在全球，未來的成功大學更會在無邊
界的國度中繼續以教學、研究、實踐社會責任
來參與下一個世紀世界文明的建設。因為我相
信，「成大人能在全球社群中清楚標記自己的價
值，成大人的知識文化與科技發明會在倫理的
基礎上關注弱勢的需求、應用社會的發展，進
而連結所在的城市、國家以及共同面對的未來」 

後，我要謝謝多年來給我鞭策、鼓勵和
支持的所有前輩先進，所有在學術行政上一起
全力付出的同仁，也請容許我自私地借用這個
時間謝謝我的父母親，謝謝他們健康、謝謝他
們一路以來的陪伴！我也要謝謝我的弟弟妹
妹，在公務行程甚至填滿每一個週末的時間表
時，是他們不計較地南北奔波，陪伴爸媽，讓
我安心，我卻很少大聲說謝謝！

康德曾說：It is through education that all the 
good in the world arises. 幾個世代的成功大學畢
業生無愧使命，他們看似定義了「成功」、其實
他們定義的是「價值」！我相信，即使美善的
高等教育仍在遠處，如果我們堅定前行，我們
終將有如柯爾先生的美好經驗！他在 1980年卡
內基委員會（Carnegie Council on Policy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回顧說「1970 年代對高等
教育而言真是美好的十年」（the 1970＇s was a 
good decade for higher education）。讓大家共同
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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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 成大連續３年奪冠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2.12

    2019 年《Cheers》雜誌「企業 愛大學生
調查」結果揭曉，成功大學己連續 3 年奪冠！
《Cheers》雜誌調查指出，企業晉用大學畢業生
時，首重「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以及「抗
壓性與穩定度高」兩大特質，成大學生在相對
應的能力指標觀察項目中表現突出，是持續受
到企業青睞的重要原因。

    《Cheers》雜誌公布「2019 年企業 愛大
學生調查」總排行榜前 10 名依序為，成功大學、
台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台北科技大
學、台灣科技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中
山大學、中央大學。

    2 月 25 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將公告學測成
績，《Cheers》雜誌連續 23 年執行「企業 愛大
學生調查」，定期檢視高等教育動態與企業人才
需求轉移。成大學生多年蟬連企業 愛，其中
尤以學習意願與可塑性、抗壓性、團隊合作等
軟實力表現受到肯定。

調查也發現，海外經驗對於求職具有加分
作用。在招募社會新人關卡上，7 成企業注重求
職者有無企業實習經驗以及面試當下的表現，

但也較往年更重視「海外短期工作」與「海外
留學或交換生經驗」，此一結果與企業外派人才
需求攀升，因此更加注重求職者的英語講通能
力有關。

    另外，《Cheers》雜誌在追蹤企業人力資源
管理的相關議題也觀察到，企業 期待新鮮人
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近 8 成的企業一致認
為，年輕學生在充實專業知識之餘，更應培養
勇於探索未知，並從中梳理解方的「解決問題
的應變能力」。對此，企業開始設計情境式或遊
戲式的面試，據此觀察求職者解決問題與團隊
合作的過程，而大學教育也陸續推動問題導向
與自主學習的課程因應。

    《Cheers》雜誌「2019 年台灣 2000 大企業
人才策略大調查」是針對 2018 年天下雜誌 2000
大企業人資主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時間自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止，扣
除拒絕與未聯絡上者，問卷共寄出 2,219 份，
回收 91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41.09%。（資料
來源／《Cheers》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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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守護人系列報導】

亦師亦友守護住宿生 宿舍阿姨叔叔用心經營學校的家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1.3

離家求學，很多人選擇入住學校宿舍，住
校生活是大學生活中 讓人懷念的回憶之一。
不過，個人生活習性不同，住進宿舍大家庭也
開始要學習相互包容、讓步乃至彼此信任，站
在第一線的「宿舍阿姨」、「宿舍叔叔」尤其扮
演重要角色，除了花心思經營宿舍這個「家」，
也要協助住校生解決各式問題。住校生活也因
此更加活潑有趣或溫馨感動，有人畢業後特地
回來「探班」，許多外籍生返國後也不忘寫信、
寄卡片，謝謝阿姨、叔叔的照顧，讓他們身在
異鄉也不覺得孤單。

    成大共有學生宿舍 11 棟，提供 6,615 個
床位，學生住宿相關事務由學務處住宿服務組 
24名成員包辦，其中 18 位是宿舍阿姨、叔
叔，負責經營宿舍、住宿生活輔導、行政服務
以及設施修繕等事務。大學生精力充沛，自主
性高，有時難免衝撞體制或發生爭執等各種狀
況，宿舍阿姨、叔叔得隨機應變，軟硬兼施，
維持宿舍的規律。此外，還得辦活動凝聚居民
情誼，工作並不輕鬆。但他們不約而同地說，
能為離鄉背景的學生們解決大小難題，讓他們
住得安心，氣氛融洽，因此而得到認同的成就
感，再累再辛苦也值得。

光一舍、光三舍的宿舍叔叔董雨昇，個性
活潑、思想開放，30 多歲的他外表看來仍有些
許學生模樣，擔任宿舍叔叔 4 年多來，多次幫
學生實現鬼點子，包括連續 3 年舉辦「不開火

創意料理比賽」，在不違反宿舍管理規則下，讓
學生居民一圓在宿舍煮食的願望，比賽時學生
發揮創意，加熱工具五花八門，從吹風機、悶
燒杯，到打遊戲時電腦產生的高溫，過程爆笑，
參加過的學生莫不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場「 速出門」比賽，一大早驚醒學
生，看誰在 短時間內換好衣服整齊出門，比
賽狀況還全程直播，趣味性可想而知。更在光
復操場玩踢拖鞋比賽，看誰踢得遠。這些別開
生面的活動，改變了學生對宿舍叔叔、宿舍生
活的看法，也帶動居民間的互動與情誼。

宿舍叔叔董雨昇也與宿舍學生幹部們一起
經營宿舍粉專，以生動、詼諧的文字或影片，
達到互動或宣導的目的，例如遇大雨提醒學生
不要將機車停在地勢較低的停車場，PO 文寫上
「今天如果要到勝利校區找女朋友或洽公的，
別把機車停到勝後停車場較低的那塊哦！」也
會上傳一些無厘頭的影片或貼文，無形中拉近
了校方與學生的距離。

光一舍、光三舍另一位宿舍叔叔陳國良，
民國 74 年起即進入住服組服務，他以對待家人
的態度來照顧學生，多年前一名材料系僑生發
生車禍，養傷期間不良於行，每天從光復宿舍
到成功校區上課成了大工程，陳國良得知後自
告奮勇，每天開車接送，前後將近 1 年時間，
如此對學生的付出與關懷，連同事也深感佩



8  February 2019 

服。陳國良靦腆地說，學生隻身在台灣，無依
無靠，自己只是將心比心而已。其實陳國良正
是將宿舍當自己家在經營，自學修繕技能，以
便宿舍設備故障時，能在 短時間完成修復，
遇高難度故障情況需要專業人員處理時，只要
廠商到場就見他跟在一旁默默學習，想的就是
以後再出現相同問題時，可以不必假手他人。

勝一舍的宿舍叔叔呂開華，將住宿舍學生
當成自家的孩子般，主動與學生互動、打招呼，
而這也成了另類的宿舍安全把關。呂開華透
露，打招呼時，他從對方的回應可以約略了解，
是否勝一舍的學生，若進一步確定不是居民，
就要有所警覺，查詢外人進入宿舍的原因。

很多漂洋過海的外籍生選擇住宿舍，由於
風俗民情不同，加上異國求學的孤單感與語言
隔閡等，宿舍阿姨、叔叔的責任更為吃重。敬
業三舍宿舍阿姨黃朵妙認為自己的工作有點像
是替代家長，也因此學生有需要，她總會盡
大心力幫忙。曾有一位瑞典籍學生車禍住院，
住院期間朵妙阿姨天天煮魚湯探望，溫暖了學
生的心，回國後仍對她念念不忘。

離鄉到陌生國度求學，也難免會有心緒不
穩的時候，黃朵妙與同事曾為了安撫學生，徹
夜照料到天明。朵妙同時也會讓學生了解遵守
規範的重要性，有些外籍學生玩心較重較開
放，但只要踩到規範底線，和靄可親的朵妙阿
姨立馬變臉、絕不通融。多年來的「軟硬兼施」
跟外籍學生締造了好感情，朵妙阿姨總會收到
許多返國外籍生寄來的明信片、小禮物，每一
件都是學生對她的思念與感謝。

除了第一線的宿舍阿姨、宿舍叔叔提供亦
師亦友般的照料，站在第二線的住宿服務組其
他成員，也從行政面默默付出，使宿舍經營順
利運轉。成大外籍住宿生多，不同民族有著不
同宗教信仰，負責外籍生床位分配與管控等行
政的林幼絲，在分配床位時得格外留意申請入
住者國籍、信仰等，考量文化差異等細節再去
配對安排寢室，將預見的衝突可能性降至
低。或有外籍生想與熟人住一起，行政人員也
會設身處地為其著想，協助溝通協調。林幼絲
說，看到學生順利入住，安頓下來，就是工作
上 大的成就感。（撰文、攝影／孟慶慈 圖片
／學務處住宿服務組提供）

107 學年第二學期(男)復學生(含大學部、研究所)及提前入學同學兵役須知

一、請本學期(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復學或提
前入學男生，於開學起一週內主動到生活輔
導組繳交「學生兵役狀況調查表」與黏附下
列任何一種資料，以維護您的在學權益：

（一）尚未服役者：「國民身分證」影印本乙份，
辦理在學兵役緩徵用。

（二）已服兵役者：「退伍令或結訓令」與「國
民身分證」影印本各乙份，辦理在學後
備軍人儘後召集用。(含補充兵、替代役、
研發替代役相關證明) 

（三）免服兵役者：「丙丁等體位證明書」影印
本乙份，或「國民兵證明」影印本乙份，

或僑生、外籍生護照或居留證影本或其
他免服兵役證明文件，證明無兵役義務。 

（四）現役軍人請繳交「軍人身分證」影印本
乙份。（日後退伍仍在學時，請補繳退伍
令影印本與「學生兵役狀況調查表」到
生活輔導組）

二、「學生兵役狀況調查表」，請到生活輔導組
網頁/表單下載/自行下載 填寫並黏附上述
相關資料一起繳到生活輔導組。

三、如果您有任何詢問的話，請速洽承辦單位，
校內：50351 馬小姐，謝謝您。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71        9 

活動快報

學務新鮮事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講者) 活動地點 主、協辦單位 

2/19(六) 
12:00~23:59 

文學再造計畫 芸青軒第三會議室 文學創作社

2/24(日)-3/10(日) 
108 級應屆畢業歌曲徵選網路票選
活動

- 畢業生聯合會

3/01(五)-3/03(日) 
17:00-22:00 

第二十一屆大醫盃 成大校區 醫學系系學會

3/02(六) 
09:00-17:00 

第十二屆單車節院系博覽會 雲平大道 系學會聯合會

3/02(六) 
18:30-22:00 

108 年成大跆拳道社 OB 賽 
學生活動中心武道

館
跆拳道社

3/05(二)-3/06(三) 
18:00-21:00 

107 學年度下學期社團博覽會 學生活動中心周邊 社團聯合會

3/07(四) 
18:00-22:00 

期初迎新
學生活動中心第二

會議室、第三會議室
奇幻社

3/08(五) 
18:00-22:00 

期初迎新暨社員大會 多功能廳 TO.拉酷 

3/11(一) 
18:00-22:00 

成大內鬥盃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1F-A2 

流行舞蹈研習社

3/23(六) 
10:00-18:00 

成大世界博覽會 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會

社團經營知能研習系列課程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學生活
動發展組 

◎協辦單位：社團聯合會、系學
會聯合會 

◎活動對象：各社團正副會長或
相關幹部。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02/21(四) 
18:30-21:00 

社團校務系統功能簡介
(活動場地借用程序與注
意事項/預算管理) 

吳昌振

活動中心 2F
活動組會議
室

02/25(一) 
18:30-21:00 

活動場地借用程序與注
意事項(活動計劃撰寫/
預算管理/社團 E 化系統
功能簡介) 

沈恒伃

02/26(二) 
18:30-21:00 

活動計劃撰寫
(活動場地借用程序與注
意事項/預算管理/社團 E
化系統功能簡介) 

朱朝煌

待定
18:30-21:00 

活動場地借用程序與注
意事項(活動計劃撰寫/
預算管理/社團 E 化系統
功能簡介) 

林芷寧
(英文場) 

暫定 5 月份 

暑期營隊注意事項與宣
導
(性別平等/品格教育/活
動場地使用注意事項)  

林芷寧/
吳昌振

國際會議廳
(暫定) 

 請至全校活動資訊系統報名 http://activity.ncku.edu.tw/  (社團參與紀錄以現場簽到為準)。會後
提供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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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108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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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1053-189258,r795.php?Lang=zh-tw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欲借用本校成功廳
者，請務必使用新版申請表並依以下規定辦
理，若未使用新版申請表，該會議一律不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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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 日至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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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4 月 30 日，只能在 108 年 11
月 1 日提出申請。) 

三、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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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1st 2019 and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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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12t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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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12t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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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1053-189258,r795.php?Lang=zh-tw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89258,r795.php?Lang=zh-tw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89258,r7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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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 3 月即將登場！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壹、主協辦單位：

主辦：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校友聯絡中心
協辦：財團法人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會

貳、企業徵才說明會：

時間：108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至 108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  
地點：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第一、二、三演講室

南區就業博覽會：
時間：108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 10:00~15:0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中正堂、中正堂外廣場、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雲平大道

叁、服務對象：應屆畢業生、在校生、欲轉換工作之歷屆校友及其他學校之畢業生。

肆、活動網站： http://jobfair.osa.ncku.edu.tw/gradjobs/sms/NewsAction.do? 

伍、企業徵才說明會場次表

日期 時間 第一演講室 第二演講室 第三演講室

3 月 7 日

(四) 

18：00~18：50 台灣優衣庫有限公司 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9：00~19:50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3 月 8 日

(五) 

18：00~18：50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艾司摩爾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數字雲端有限公司 

19：00~19:50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月 9 日

(六) 

10：00~10 : 50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

司

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 : 5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00~13 : 50 
台塑企業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

司

14：00~14 : 50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15：00~15 : 50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 : 50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7：00~17 : 50 
睿科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可口

可樂(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18：00~18 : 50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迪恩士半導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9：00~19：50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20：50 
台灣亞馬遜網路服務有限公

司

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東佑達自動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備註：

一、請至 2019 南區就業博覽會網站下載公司履歷表格式及詳查工作機會，網址：
https://goo.gl/vaHNTt 

二、禮券大放送！每場公司說明會將抽出 2 份 7-ELEVEN 500 元禮券。 

三、說明會須事先線上報名( https://activity.ncku.edu.tw/ )，每場次開始超過 30 分鐘入場的同學，不
列入抽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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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啟航  迎向未來 邁向成功

～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與你一起邁向成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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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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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本校集會場所注意事項(108.1.28 版)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89252,r7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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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一、 行政 E 化系統的場地申請，學生填完尚須
活動組的承辦人「擷取」資料才會顯示申
請中。直至場地行事曆顯示「申請通過待
繳款」，表示可以使用場地，場地費待活動
組核定或場所經費補助會議委員們決議結
果再辦理後續事宜。

二、 活動計畫書為委員們審查經費補助之參
考，請務必參考新版計畫書範本(含預算表)
確實填寫是否為收費活動並上傳以供審
查。無夾帶計畫書(含預算表)者，活動組
承辦人不擷取場地申請單。

三、 學生社團辦理之非收費活動，每學期社團
補助 2 萬元場地費以內由活動組自行核
定，惟單次場地費超過 1 萬元以上，需提
至場所經費補助委員會審議。

四、 請了解各場地管理單位規定後借用，並參
考「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場地標準作
業流程」。

五、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召開 2 次會議，
分別為 3 月 22 日、5 月 31 日，請注意場
地申請提交時間。

詳細資料請參閱活動組網頁公告附件。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89252,r7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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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成功大學職涯諮詢系列活動 

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為未來做準備，從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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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0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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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就業力-簡報製作力

實戰工作坊* 
2019/03/14(四)    
14:00-17:0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JP Workshop 
鄭冠中 講師暨創辦人

職涯探索與解析(CPAS)* 
2019/03/20(四)    
18:30-20:3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黃婉雯 經理

職涯探索與解析(CPAS) 
2019/04/10(三)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修瑞爗 總經理

打造就業力-簡報表達力

實戰工作坊* 
2019/04/17(三)    
14:00-17:00 

國際會議廳
JP Workshop 
鄭冠中 講師暨創辦人

履歷

健診

履歷健診 I 
(個別諮詢) 

2019/03/10(日)    
10:00-12:00 
13:00-14:00 

國際會議廳

Carrer 就業情報 
林延鞠 /林玉梅 /阮為/林弘耀/ 
謝玉娟(英文) 等 5 位顧問 

履歷健診 II 
(個別諮詢) 

2019/04/30(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王儷娟  人事顧問

履歷

面試

「你真的知道你應徵的是

什麼工作嗎？」* 
2019/03/28(四)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CakeResume  
黃雅琪 職涯顧問

履歷撰寫與求職面試

*(前進系所-經濟所) 
2019/04/23(二) 
13:10-15:00 

海工大樓二樓

演講廳

S.R.職涯管理顧問工作室  
陳浩正 顧問

英文履歷修改與面試指導

(個別諮詢) 
2019/05/07(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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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0(五)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詮譯企業有限公司

張書榕 經理 

「不要再寫一份說不出口

的履歷」* 
2019/05/16(四)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CakeResume  
黃雅琪 職涯顧問

國家

考試

國家考試

(個別諮詢) 
2019/03/10(日)    
10:00-15:00 

就業博覽會聯合

服務台
方璿堯/李沛勳/黃靖蓉等調查官 

留學

留學諮詢(美國)-個別諮詢 
2019/04/25(四)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留學諮詢(美國)-個別諮詢 
2019/05/21(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留學諮詢(德國)-個別諮詢 
2019/05/24(五)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DAAD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Dr. Josef Goldberger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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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進你家

獎學金報你知

一、請同學上生輔組網頁看獎學金公告區，或使
用「獎學金查詢系統」，網址為：成大首頁
→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線上服務之「獎學金查詢系統」
http://sgd.adm.ncku.edu.tw/scholarship/ 符合
規定的同學請於期限內，填妥申請表格並備
齊文件，向生輔組或指定單位提出申請。

二、或詢問就讀系(所)，是否有專屬該系所獎助
學金。

三、獎助學金訊息會不定時更新，請同學隨時
注意申請期限。

四、申請獎學金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一) 申請表：若有"簽章"字樣，請同學"簽名"

及"蓋章"。 
(二) 在學證明及成績單：請至「註冊組」申請。 
(三) 戶籍謄本：請至各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四)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請至各地鄉
(鎮、市、區)公所辦理。 

五、若符合「低收入戶」身分同學，請至網址： 
(一) 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獎學金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bin/home.p
hp 點閱「107 下國立成功大學清寒學生就
學獎補助(本地生)」，並請依網路公告申請
時間(開學期間)繳件。 

(二) 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獎學金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bin/home.p
hp 點閱「107 下教育部學產基金會低收入
戶學生助學金」，並請依網路公告申請時間
(開學期間)繳件。 

(承辦人：生輔組任先生，校內分機：50353)

「安心就學濟助方案」，助您就學安心

本方案自 100 學年度開辦，主要係提供經
濟弱勢學生生活費用，額度依申請學生之實際
需求自行評估，每學期申請 6 個月，每月 高
不得逾 8 千元。惟實際核撥之金額得由本校「安
心就學濟助管理委員會」視經費及名額之多寡
進行審查後核定。

鑑於本方案經費來源全係仰賴本校校友及
各界善心之社會人士主動捐款，為使本方案能
長久運作、以嘉惠更多經濟弱勢之莘莘學子，
故設有返還之規定，且為減輕申請人負擔，本
方案規定申請人於優先償還教育部就學貸款
後，再履行還願（還款）計畫，並得以一次或
分次，以不定期與不定額之方式捐還。

本方案申請內容簡述如下：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戶籍、且具本校正
式學籍者，但研究所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
請。

二、前一年度全戶家庭年收入以不逾 30 萬元為
原則。

三、須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四、第 2 次以上申請本方案之申請人，大學部
學生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65 分、研究
生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75 分。但成績
如未達規定，經導師或指導教授證明其成績
或相關表現確有提升，且有具體事證者，不

在此限。

五、當學期已申貸就學貸款或在校內外服務或
社團活動表現優良者將優先考量。

★申請金額：每月 高 8 千元、每學期以 6 個
月計。

★申請期間：本學期自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5
日（二）截止。

★承辦單位：生活輔導組（雲平大樓西棟 3 樓） 

★承 辦 人：黃小姐  分機：50348  

詳細內容與申請表格請上網詳讀與列印：

本校首頁/在校學生/財務資訊/安心就學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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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住宿費減免申請(108/2/18-108/3/5) 

一、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
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四條辦理。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住宿費減免適用期
間，係指住宿 108 年 2 月 18 日起至 108
年 6 月中旬止，不含暑假期間(108 年 7-8
月)，住宿截止時間依離宿公告之說明為
準。

三、 辦理減免日期：108 年 2 月 18 日(一)上午
9 時起至 108 年 3 月 5 日(二)下午 4 時止。 

四、 申請方式:依據說明三辦理期限，繳交下列

資料至住宿服務組，逾期恕不受理。

(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成績單正本，學
業總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 

(二) 108 年度鄉鎮市區公所核發開立且列有申
請學生本人姓名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五、 申請宿舍費減免核准者，以該身分別 低
住宿費為其住宿費減免金額，如申請者之
住宿費超過其減免金額，則需繳交差額。

六、 業務承辦人盧先生，聯絡方式：
(06)275-7575 轉分機 86346 

108 學年度大學部特殊床位申請 
(108/2/19 10:00AM-108/2/27 10:00AM) 

一、 108 學年度住宿期間係指 108 年 9 月中旬
起至 109 年 6 月中旬止，不含寒暑假期間
(109 年 2 月、109 年 7-8 月)。 

二、 108 學年度特殊床位保留線上申請資訊如
下: 

(一) 系統開放時間：108 年 2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至 108 年 2 月 27 日上午 10 時止。 

(二) 申請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pstu.php 

三、 申請資格：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
四條第二項規定略以，具有下列各款身份
者，得由原需求單位或個人提出申請，經
特殊床位申請審核小組覆審，簽請學生事
務長核定後保留床位資格，其住宿棟別由
住宿服務組統一安排。

(一) 障礙生：持有新舊制身心障礙證明或手
冊、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所核發之鑑定證明書者或其陪宿生。障
礙 生 申 請 表 連 結 :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6
51.php?Lang=zh-tw

(二) 來校交換之國際學生。 

(三) 家境貧困持有社政單位低收戶證明者。 

(四) 外籍生。 

(五) 家庭突遭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持有社政
單位證明者。

(六)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委員、秘書。 

(七) 其他有特殊情形並附證明者。 

(八) 僑生。 

(九) 設籍外離島並畢業於外離島高中(職)學
校。

四、 另依據前述管理規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已有宿舍違規記點或不得申請住宿者，不
得以特殊理由申請保留床位。故凡需申請
108 學年度特殊床位保留者，務請 108 年 2
月 23 日前完成銷點，未完成者視同放棄特
殊床位保留，請自行參加 3 月 12 日至 3
月 19 日床位抽籤登錄作業。宿舍違規記點
查 詢 網 址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dormstu.php 

五、 特殊床位公告審核通過名單於 108 年 3 月
8 日公告，申請通過者無須參加 3 月 12 日
至 3 月 19 日床位抽籤登錄作業，惟本次申
請通過係確認住宿棟別，寢室由同學自行
選擇，提醒您須參加 4 月 9 日至 4 月 19
日線上選填床位作業，未選填者視同放棄
床位。

六、 未於規範時間內完成申請者，恕無法辦理
特殊床位保留，惟仍可參加 108 學年度大
學部舊生床位抽籤。108 學年度大學部學
生宿舍床位申請相關作業時程規劃如連
結: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
2-10941.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651.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109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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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普查 

一、 各學生宿舍將於 2/18 至 2/27 期間分別擇
期進行住宿人員普查，請住宿生留意各舍
舍內公告，並依舍內公告之普查及補普查
時間完成普查，以確認住宿。

二、 住宿生未能於該棟宿舍公告期間內接受普
查者，須於事前提出說明，並於公告補普
查之期間內完成普查。

三、 如不欲住宿，應儘速向該棟宿舍輔導員申
請退宿。

四、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十三條，於
公告進住日後非因休學、退學、畢業或意
外事故申請退宿者，其住宿費以每日新臺

幣 130 元收取，計費日數以財產清點完成
日為基準日，並加計 250 元手續費。開放
進住日依身分別不同，請參閱 108 年寒假
住宿相關公告之附表說明（請上住服組網
頁公告查詢）。

未接受或未完成普查作業者，視同放棄該
床位，逕由本組取消其住宿床位，惟住宿生仍
須辦理退宿申請手續，其住宿費金額結算至普
查截止日（2/27）止，需先繳交全額住宿費後，
持繳費收據及相關文件辦理剩餘住宿費退費。
未完成退宿申請手續者，已繳之住宿費不予退
還，未繳納之住宿費列入離校控管。

【大學部】108 學年度學生宿舍床位抽籤登錄 

一、 108學年度住宿期間係指 108年 9月中旬起
至 109 年 6 月中旬止，不含寒暑假期間(109
年 2 月、109 年 7-8 月)，寒暑假如有住宿
需求，須另依公告說明進行申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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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設籍臺南市東區、中西區、北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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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9 月 12
日前遷出)，惟近期才向本校教務處申請戶籍
資料更正者，請於 3/8 下午 4 時前，至本組
出示相關證明文件，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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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下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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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住宿記點記錄：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p.php 

2. 住宿離校控管紀錄：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chle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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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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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電腦抽籤系統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 

四、 登錄時間：3/12 上午 10 時起至 3/19 上午
10 時止。 

五、 登錄資料確認方式：請於登錄時間內至系
統確認是否完成登錄作業，本組不另行公
告完成登錄名單。

六、 中籤名單查詢公告：3/21 下午 6 時起。 

七、 注意事項：
(一) 中籤者注意事項： 
1. 中籤同學仍須於 4/9 至 4/19 期間完成床位選

填、確認住宿床位。線上床位選填相關說明
請參閱本組公告。

2. 中籤同學若無住宿意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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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index.php 
2. 如仍有校內住宿意願，請參閱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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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6-1052-187
751,r406.php?Lang=zh-tw

業務承辦人：許小姐，分機 86355，電子信箱：
z10212008@email.ncku.edu.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87751,r40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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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點》修正版(1071221) 

一、 本次修正概要：

(一) 修正第八點第二款第 2 目及第十一點第一
款第 3 目：配合本次「國立成功大學學生
宿舍管理規則」第十三條部分條文修正，
一併調整本校學生短期住宿費為每日壹佰
伍拾元。

(二) 修正第十一點第一款第 1、2 目，修正說明
如下：
1. 經統計 103 年至 107 年期間，寒假開

放住宿週數為 4 週~5.14 週、暑假開放
住宿週數為 9.71 週~11.71 週。 

2. 為符現況並考量本校住宿生經濟負
擔，擬調整寒假住宿費為學期住宿費
十八分之四(共 4 週)、暑假住宿費為學
期住宿費十八分之八(共 8 週)，四捨五
入至十位數。

3. 案經 107 年 5 月 1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組務會議、107 年 06 月 01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宿委大
會、107 年 12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之充分討論與溝通
後通過。

(三) 第十一點第二款，修正說明如下： 
1. 調整非本校學生住宿費為每日新臺幣

貳佰元，以實際反映管理成本、支應
床位空置期間減收之住宿費及衍生之
管理費用。

2. 學生宿舍配合本校各單位研究計畫及
交流活動之需出借床位予非本校學生
住宿，惟非本校學生住宿時間常無法
配合學期起迄時間，退房後床位難再
補出，造成床位空置、住宿費用短收，
且常須於非上班時間辦理進住退宿相
關手續，增加管理成本。

3. 案經 107 年 10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一學期第 3 次組務會議、107 年 10 月
29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宿委
大會、107 年 12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之充分討論與
溝通後通過。

二、 本次修正實施日期：惟考量現住宿生已
簽署 107 學年(至 108.07.31 止)之住宿契
約書，為避免爭議，費用調整公告後實
施日期為自108學年(108.08.01)起再行實
施。

三、 要點連結如下：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
舍寒暑假住宿要點》

本校《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修正版(1071221) 

一、本次修正概要：

(一)修正第十一條部分文字，修正說明如下： 
1. 將「學籍」修正為「在學資格」。為避

免歧義並限定在學生始得住宿
2. 案經 107 年 8 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 1 次組務會議、107 年 10 月 29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宿委大
會、107 年 12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之充分討論與溝通
後通過。

(二)修正第十三條，修正說明如下： 
1. 修正每日住宿費收費金額為新台幣壹

佰伍拾元。
2.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消費者物價指

數，自民國 98 年住服組成立其物價指
數為 92.92 至 106 年其物價指數為
100.62，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加 7.7%；
以及民國 98 年每小時基本工資 95 元

至 108 年每小時基本工資 150 元，其
基本時薪不斷調漲，故擬調整每日住
宿費之收費標準。

3. 案經 107 年 5 月 11 日 106 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 3 次組務會議、107 年 06 月 01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宿委大
會、107 年 12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之充分討論與溝通
後通過。

二、本次修正實施日期：
(一)第十一條條文：公告後實施。 
(二)第十三條條文：因現住宿生已簽署 107 學

年(至 108.07.31 止)之住宿契約書，為避免
爭議，費用調整公告後實施日期為自 108
學年(108.08.01)起再行實施。 
要點連結如下：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
管理規則》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2541.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25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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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因應近期寒冷氣流多次來襲，氣溫驟降，
本校除加強辦理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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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毒事件。根據消防署的分析統計資料，一
氧化碳中毒 主要原因有下列六種：

一、熱水器等燃氣設施安裝場所通風不良。

二、選用不適當之燃氣設施。

三、民眾缺乏自我安全意識。

四、熱水器等燃氣器具不良安裝。

五、熱水器等燃氣器具未能適當運作。

六、熱水器等燃氣器具未能定期檢查與維護。

為有效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燃氣熱水
器應確實遵照下列「五要」原則: 

一、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加裝窗戶
或晾曬大量衣物。

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應
貼有 CNS 檢驗合格標示。 

三、要選擇正確的「型式」：屋
外式熱水器千萬不可安裝於
室內，且陽台加裝窗戶就屬
於室內空間，應安裝強制排
氣式熱水器，以避免一氧化
碳中毒。

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裝」：應
由合格技術士進行正確的
「安裝」。

五、要注意平時的「檢修」：應
定期檢修或汰換。

有關一氧化碳中毒處置措
施如下，提供同學參考：

一、發現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時，
首先應打開門窗，使一氧化
碳飄散出去。

二、將患者移到通風處，鬆解衣物，並使中毒
者下顎向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

三、若中毒者無心跳必須實施心肺復甦術，並
儘速撥打 119 電話送醫急救。 

後內政部消防署網頁上也提供解一氧化
碳防護須知與自我檢查方法，線上簡要資訊網
址如後 http://www.nfa.gov.tw/pro/index.php?code 

=list&flag=detail&ids =21&article_id=829)
供同學下載參考運用；若感到頭昏、噁心、嗜
睡等身體不適情況發生，應立即打開通往室外
的窗戶通風，倘身體嚴重不適時，請先前往通
風良好的室外環境，再打 119 電話或與親友(學
校)求助，俾能確保同學安全無虞，避免憾事發
生。

學校也同時呼籲家長共同關懷學生，特別
要提醒不論租屋還是在住家，外出及就寢前須
檢查電器及瓦斯是否已關閉，達到同學能住得
安全、家長放心、學校能夠安心的目標。

~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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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專頁

騎自行車時
滑手機、講電話、
未禮讓行人，甚至
酒駕，都會吃上三
百元到六百元罰
單。依據交通部公
告之《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及處理
細則》，條列多款
單 車 族 處 罰 標
準，也明訂汽機車
駕駛任意逼車可
罰六千到兩萬四
千元。單車族違規也要罰，滑手機 高罰６百

交通部表示，汽機車駕駛人任意逼車，不
但可罰六千元到兩萬四千元，還可當場禁止其
駕駛，肇事者還可被吊銷駕駛執照，並勒令接
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另外，汽機車駕駛人在
非突發狀況，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
在車道中暫停等危險駕駛行為，同樣也可罰六
千元到兩萬四千元。佔用自行車專用道，則可
罰六百元到一千八百元。至於單車族，騎自行
車時當低頭族滑手機、酒駕、行經斑馬線或交
叉路轉彎未禮讓行人等行為，也可罰三百元到
六百元，拒絕酒測還會被罰一千兩百元。

警政署表示，其中關於自行車騎士違規部
分，將採「宣導、勸導、嚴正執法」三步驟執
行；汽機車駕駛逼車、驟然減速、車道暫停部
分，則會加強取締。

不少單車族邊騎自行車邊講電話，還逆向
走斑馬線穿梭人群中，非常危險。以往自行車
都被認為是弱勢，執法相較其他車種都較為寬
容，造成很多人不重視自行車的交通安全教育。 

交通處罰規定

★汽機車╱罰款
．佔用自行車專用道：600~1800 元 
．以迫近、突然換車道等不當方式逼他車

讓道：6000~24000 元 
．非遇突發狀況，行駛途中突然減速或煞車等：
6000~24000 元 
★自行車╱罰款
．騎乘時使用手機、電腦等裝置進行撥接、通
話、上網等：300~600 元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300~600 元 
．經斑馬線或交岔路口轉彎時，未讓行人優先
通行：300~600 元 
．在人行道上，未讓行人優先通行：300~600
元
．拒絕酒測：1200 元 

～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的安全 ～

讓我好好睡個覺 (女生場) 

覺得就寢時不好入睡嗎？想改善入睡，就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吧～

這個活動共 4 週，每次 1 小時 20 分鐘，各次的活動內容大綱如下(依實

際狀況調整)： 
(1) 影響入睡的因素與理想的作息規劃(含交流討論) 
(2) 肌力與心力鬆馳技巧(含交流討論) 
(3) 舒適呼吸技巧(含交流討論) 
(4) 綜合討論 

地點：自強校區 機械工程系系館 4F 91408 室 (輔導室) 
日期：3/08(五)、3/15(五)、3/22(五)、3/29(五)  14:00 - 15:30 (可視狀況提早或延後結束) 

註：(1)本團體暫僅開放給女同學參加，男同學場次在上學期已辦理結束，請男同學暫勿報名此場(下
學期應該還會再開)，感謝～ 

(2)場地是木質地板，需脫鞋進入，請參與同學盡量穿襪或保持足部清潔，以免異味干擾活動進行。 
(3)本活動共持續 4 週，請盡量全程參加。 
(4)這個活動是針對「不好入睡」而設計，若妳的狀況是「不想讓自己去睡」、「容易入睡，但

睡不安穩」則可能不適合。
(5)請上全校活動報名系統 https://activity.ncku.edu.tw/ 報名。報名成功後，我會主動與妳聯絡

並邀請妳到心輔組來詢問妳的需求，以確認這個團體是否適合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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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宿舍零距離活動（聖誕交換禮物）成果分享

本次宿委會工福組舉辦與以往類型較不同
的活動，利用聖誕交換禮物促進宿委與居民的
交流，既能增進居民的互動與參與，同時又能
融合宿舍校園生活。活動時間分為收禮一個禮
拜 2018/12/17~21 平日的晚上九點至十點，直播
定於聖誕節當天 2018/12/25 的晚上七點，並在
直播後將禮物送出，因此能吸引更多居民參
加。活動進行得很順利，所有前置作業包含海

報的製作都有跟上組內進度，收禮時間雖然每
天只有一個小時但收件數超過預期，各校區每
天都有熱心宿委及秘書值班並跨校區支援，直
播當天流程順利並無失誤，送禮過程大家同心
協力將禮物全數送出。在各位宿委、輔導員、
秘書的通力合作下，活動 後得以圓滿結束，
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活動。

光復校區送禮狀況 勝利校區送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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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光復宿舍區冬至湯圓節 活動成果分享 

2018 年光復宿舍區冬至湯圓節，12/22 於光
復宿舍區光一舍大廳及光二舍門前廣場盛大舉
行。

本次活動是為了因應一年一度的冬至，故
宿舍方面特別準備了暖暖的湯圓分送給在異鄉
唸書的遊子，

讓他們在冬至當天也能感受到過節的溫暖
與氣氛，把宿舍當成自己另一個家，並且增進
居民間的情誼與對宿舍之認同感。

本次活動合計約 600 餘位宿舍居民熱情參
與，活動在溫馨的氣氛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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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勝利一、二、三舍聯合冬至湯圓電影會活動成果分享 

107 年 12 月 20 日晚上 6:30 至 8:30 於勝一
地下室舉行「冬至湯圓電影會」活動，由輔導
員、舍長與樓長協助舉辦本次的冬至湯圓電影
會。

由於活動當天是冬至，除了播放電影之
外，也配合節令發放湯圓，為了響應環保，我
們在活動宣傳海報上，提醒住宿生需自備餐
具，並於活動前兩周，在各宿舍張貼宣傳，也
在網路上以粉絲專頁宣傳的方式，邀請居民共
同參與。

當天活動開始前 30 分鐘，以廣播宣傳的方
式提醒、鼓勵勝一、二、三舍的住宿生，踴躍
至勝一地下室與大家一起欣賞電影，享用熱騰
騰的紅豆湯圓，活動開始後，住宿生陸陸續續
進場，簽到後領完湯圓至座位區，一邊品嘗一
邊等待電影播放，但部分住宿生表示已看過電
影，希望可以帶湯圓回寢室內享用。

電影播放 30 分鐘後，還有剩餘的湯圓，開
放讓現場參與者再次盛裝。

2018勝八、九舍冬至湯圓看電影活動成果分享 

本活動開放 25 個名額，於開放報名當日即
額滿，12/20 晚上 21 位報名同學出席，放映電

影〈七號房的禮物〉，並應景地準備湯圓給同學
們享用，一同分享冬至的溫馨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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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敬業三舍冬至電影趴-宿舍冬至活動成果分享 

為慶祝一年一度的聖誕佳節及冬至，敬業
三舍在這寒冷的夜晚，特別準備湯圓，邀請宿
舍居民們，與三五好友相約至桌球室，一同觀
賞電影、共同品嘗冬至點心。宿舍為遊子在外
地的第二個家，在寒冷的冬至，希望可以藉由

冬至電影趴，與大家一同享受暖暖的湯圓，讓
每位遊子都彷彿回到自己的家，也讓來台灣的
國際交換學生可以品嘗台灣的傳統美食與湯
圓。此次活動報名為 85 位，但當日活動參與總
人數共計 106 位，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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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敬業一舍聖誕節交換禮物活動成果分享 

聖誕節，一個提倡愛與分享的節日。在聖
誕節前夕與好朋友、鄰居們會聚在一起，現場
準備零食小點心，敬一舍幹部用心布置會場及
活動內容，透過聖誕交換禮物的遊戲，在能「獲
得」別人禮物的同時，也能學習「付出」，願意
給予別人關心和溫暖，讓情感在彼此之間流
動，愛才能源源不斷。當日活動參與總人數共
計 45 位，活動圓滿結束。

2018勝八、九舍歐趴大吉活動成果分享 

2018/12/24-12/26 三天，伴隨著濃濃聖誕氣
息，勝八九舍舉辦「歐趴大吉活動」。同學們大
聲說出期末宣言「期末歐趴！」、「考試順利！」

等，透過互相鼓勵，也希望同學們領到糖果後
能補充活力，一起為接下來的考試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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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力 培 養

活動日期：108/01/12 (六)10:00-12:00 

活動名稱：採訪規劃 

授課教練：創新發現媒體 金麗萍教練 

首先由教練分享前幾屆組員的參與情況，以

及相關職涯發展狀況，再簡述本次採用直接體

驗實地採訪方式的原因， 後講解相關的採訪

規劃撰寫。由於組員對於媒體產業相當有興

趣，也充滿許多好奇，教練都一一詳細的回答

大家的疑問，無論是對於媒體業職涯發展有興

趣，或是對於現行新聞亂象的想法都進行一翻

詳盡的解釋與討論。教練也提到，個人並非新

聞專業出身，剛開始參與採訪時，也常被其他

人踴躍的舉手提問嚇到，覺得別人都很厲害但

自己並不怎麼樣；因此，她要求自己每次參加

的時候一定要至少做到「舉手」，不會沒有關

係，但至少要有勇氣想讓別人看見你。

而在進行影片討論時，教練也提供組員相當

多的範本與思考方向，讓拍攝短片的企劃慢慢

建構出雛形：影片的架構、採訪對象的選擇、

時間的安排。對於這些方面，教練並不只是口

頭教學，也提供組員實際的範本參考。教練給

出的範本已經是一份非常完整的採訪計劃了，

但教練並不希望我們照本宣科，全數依照她的

構想進行，她希望組員們可以自己發想、隨意

的修正她給的計畫，因為這是我們想要完成的

目標，需要被化為現實的是我們的想像，不是

她的。也只有當我們真正開始嘗試，才能從遇

到的問題中學習，得到的經驗也將會更加深刻。 

經過前面問答環節以後，組員們在討論部分

也顯得十分踴躍，分別對影片流程架構、採訪

對象的選擇等等都提出許多意見教練在此階段

偏向聆聽組員們的意見，再依照組員的思考脈

絡提出可能的問題與引導，給眾人更寬闊的想

法。

經過這次課程，組員們對於將要進行的短片

拍攝都更有信心，教練也希望這次全新的嘗試

能夠給大家更好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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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職 就 業 指 導 

活動日期：108/01/13(日) 09:00-12:00 

活動名稱：創新職涯新思維 

授課教練：中華企經會 郭國平教練 

中華企經會的第一堂課， 談到對於即將從
學生變成職場新鮮人的學生來說，第一個要面
對的問題就是找工作，到底要進入一家大公司
還是小公司？教練建議，先進入中型公司歷
練，之後才到龍頭企業去。因為在小型公司，
你什麼都要做並且缺乏制度；大型公司制度太
完善且分工非常精細，因此在裡面所學習到的
東西會很局限。決定好要進入什麼類型的公司
後便需要思考要進入什麼產業？產業的重要性
用一句小米創辦人的名言“站在風口上，連豬也
會飛。”對於選擇一個產業 簡單的方式，就是
去買它們相關的股票便能夠大致的了解這個公
司和產業目前的狀況。第二個方法就是看他們
公司的領導便可以大致的了解目前公司的經營
狀況了。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

很多大學畢業生到了職場上，發現工作與它們
所想象與期待的不一樣應該怎麼辦？教練覺得
這是個人的認知問題，一份工作如果不喜歡至
少做一年，還可以的話做滿 3 年。為什麼是 3
年呢？一個新人進入公司，前半年是培訓期，1
年摸清工作內容，半年主管放手不放眼讓你嘗
試， 後一年就是真正放手展現業績，加起來
正好是 3 年。這樣才能夠說真的了解這個工作。
還有一個經常被人忽略的一點，公司的文化與
自己的性格是否契合？例如創新這個文化，如
果你是一個不喜歡變動改變的人，這間公司你
待下去便會很痛苦，這也是企業文化的重要
性，所以在面試前盡量去瀏覽公司的網站資料
和蒐集會對同學了解這家公司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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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與創業 教給我最寶貴的三件事

時間：2018 年 10 月 30 日 10:10-13:00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易力行顧問李岳能  CMoney 創辦人全曜財經資訊 執行長 

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邀請到 CMoney 創
辦人－李岳能，來為同學分享他的職涯歷程。

本場講座由會計系顏盟峯老師擔任引言
人，「各位老師、各位同仁，還有各位同學大家
晚安。我們今天很開心有機會能夠邀請 CMoney
的創辦人－李岳能執行長來到我們當中分享，
他當年如何從工程師轉變為 CMoney Founder。
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歷經一些很不容易的事
情，他本身是台大土木系畢業、台大土木所畢
業，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出來創業，這個過程等
一下由創辦人自己來分享。我先大概簡單介紹
他的經歷，他曾經是 CMoney 理財寶、發票集
點王跟很有名的平台 Dreamplayer 夢想家的共
同創辦人，他現在是全曜財經資訊的執行長。
全曜財經資訊的產品有很多，大家可能有聽
過，如果對投資很有興趣的人，應該有聽過這
些產品。例如 CMoney 的理財寶裡面有像籌碼 K
線、權證小哥都是他們很火紅的商品。本校也
有用 CMoney 的產品作為教學工具，如法人投
資決策的操盤系統、虛擬交易所，所以像我在
大學部開期貨與選擇權，我就是用 CMoney 理
財寶底下的股市大富翁，讓同學們能透過這個
平台，將理論應用在期貨跟選擇權的實務交易
上。CMoney 的系統在台灣整個投資、銀行界、
證券商市占率很高，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市占率，所以幾乎在業界，只要是跟投資相關
的領域，在那邊上班的話，一定都會用過
CMoney 的產品。」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聆聽李
執行來分享他個人多年來的職涯歷程與創業經
驗。

講者強調現在有此成就，並非因聰明才
智。回憶起當時大學時期，面臨與現在學生也
可能出現類似的問題：選進不感興趣的土木
系、對學習沒有熱忱、擔心被二一。然而一次

室友不經意的建議下，為渾渾噩噩的生活帶來
轉折。講者接受室友的提議做小投資，使本金
翻為數倍，對如此成果感到震驚。為了再次體
驗那奇妙的變化，開始大量閱讀相關資料、書
籍，在不斷讀書與投資買賣的過程中，第一次
發現書本的用武之地，而愛上閱讀且開啟學習
的動力。講者勉勵各位，若是發現自己不喜歡
念書、念不好，可能是因對它不感興趣，不如
追隨著好奇心，找尋願意投入的領域。

第一次進入職場，雖然面臨客戶抱怨、同
事競爭、上司壓力等許多工作上的問題，然講
者喜歡上「工作」。指出「工作」被大多人誤解，
因而受人排斥，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講者在
工作的過程中體悟到其價值，不論是獲得成功
的結果，抑或是失敗的經驗，都會影響部分的
人群，進而與他人產生連結，並感受到自身存
在的價值。講者在此也提出尋找第一份工作時
兩個可參考的依據：

１. 喜歡、擅長、市場需要，這三點產生的
交集是未來工作的方向

２. 投履歷的工作是否能發揮你的潛力？

此外，講者也建議盡量避免添加模糊難預
測的條件，例如前景、發展可能性等，若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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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徹了解實際狀況而隨大流投入熱門行列，則
未必是自身能感興趣的目標，也不能確保在未
來能在那領域中發光發熱。

講者的工作進入穩定狀況後，也有投資的
想法。當時網咖吸引人潮，因此講者決定投入
這項行業。但是在不久後產生衛生、治安等諸
多問題。因此慢慢察覺，不喜歡自己創造的產
品，不能稱做「創業」，「創業」不僅僅是做生
意賺錢。

工作期間，講者逐漸形成一個想法，心目
中將財務報電子化的理想程式。過去的人都是
依靠經驗進行投資而較無科學、數據的分析，
當時沒有類似商品，也暗示著市場有這份需
求，因此辭掉原本的工作，投入寫程式。在無
業數年創造程式過程中，有經濟、家人、失敗
的壓力等等，但講者認為這份投入是值得，因
此扛下壓力做出了成果。成品出來後，又面臨
一個問題：如何銷售？講者離開職場多年，在
經由相關人介紹下，得到一推銷的機會，然被
提問時卻答不出來，問題例如：有多少客戶？
公司成立多久？公司有甚麼背景？等等與程式
無關的問題。在推銷失敗、心灰意冷之時，卻
出乎講者意料之外，商品被購買了，經過思考
後找到問題所在（因為從前沒有這項產品，無
法驗證商品的質量），解決辦法—推出試用期，
之後的推銷就更順暢了。

從兩種不同的經驗，可以比較「做生意」
與「創業」的差異，其中，「創業」 重要的是
必須有所創新、有意義、而且你喜歡還是你擅
長的事情。而工作時應該疑惑的問題：客戶想
要甚麼？老闆在想甚麼？這件事我要怎麼做才
能更好？這些問題不僅是工作上應該的思考，
也可稱是創業的本質。講者以實際的說明來比
較「做生意」與「創業」：

出發點 行為 反應 結果

做生
意

賺不賺
錢

模仿、
競爭

與人做價
格競爭

你追著
錢跑

創業
有沒有
意義

解決問
題

大家願意
花錢買

錢追著
你跑

後總結

1. 不喜歡念書、選到不感興趣的科系怎
麼辦？

→追隨好奇心

2. 如何找到好工作？

→尋找對你有意義的工作

Ｑ＆Ａ 

Ｑ１：
學長你好，我是成大土木系四年級的學生，想
請教一下，現在面臨是否繼續讀研究所的問
題，雖然我本身不願意，但很多學長姐以及老
師建議，以後上職場 基本的也是研究所的學
歷，所以想問學長對於這部分是如何去思考的
呢？

Ａ１：
我覺得這是非常多人關心的問題：要繼續升
學，還是進入職場。問問題我覺得有一個重要
的點：大部分有價值的問題絕對沒有標準答
案，如果問題有標準答案，就不是特別有價值
的問題。所以我所有的回答大概不是標準答
案，只是思考的方向。沒有標準答案指的是因
人、因地、因事而異， 後需夠了解自己，然
後下判斷、做決定，去執行。 後自己反省，
承擔後果，再看看要不要修正，這才是負責任
完整的態度。所以大家可以問各式各樣的問
題，我會講自己的說法，但更重要的是， 後
自己下判斷、自己負責、自己修正，並為結果
負責。所以我要講一下我的看法囉！

跟我兒子、女兒講得一樣，我現在的確不
太認為學校教育有太大的價值，除非想走研究
路線，因為學校有很多比如說研究的器材或比
較深刻的研究目標，這些無法透過網路學習以
外，現在大部分課程，大學、甚至研究所都可
以在網路上找到一流的名師學習。大部分的上
課，似乎沒有特別來學校的必要。顯然來學校，
應該歷練的也許就是上課內容以外的東西。所
以思考一下，如果花兩年，除了上課內容外，
想實際體驗這兩年，或其他你想要得到，而且
是有價值、值得做的，想清楚後就去做。如果
思考後，只是因，外面工作需要某些學歷，那
這件事就像你為什麼要唸英文？因為明天要小
考。為什麼繼續唸英文？因為要月考。為什麼
又要繼續唸？因為要考大學。這個答案都不能
算答案。所以我和老婆解釋，為什麼我要跟小
朋友說；「我沒有要你上大學」不是單純的說上
大學沒有價值，而是逼自己去思考，你做的事
情，尤其是花的時間，意義在哪裡？所以如果
把這４年省下來去職場歷練，４年後的你跟上
了４年大學的你，先去工作或許對你來說更
好，這件事情是很多人沒去思考過的。但我提
出這個議題是因，我認為即使是小朋友都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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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思考這件事情。學歷這個重要性剛剛也提
過，網路或者是這些工具的發達會讓學歷漸漸
的不是那麼重要，它似乎只剩下篩選出你有資
格、有能力、有金額證明你可以通過這些考驗，
的確它已經跟內容不是那麼相關了。不然，我
把理化考卷現在拿給你，你寫得出幾題？甚至
我把大學大一、大二的會計、經濟通通拿給你，
你到底寫得出幾題？如果你幾乎寫不出來，那
我們現在再考慮你的分數９８分意義是甚麼？
它只是證明在那個時間努力過，未來你進到公
司也會努力，所以這個價值到現在還有那麼高
嗎？還是我很實際的給你案例，看你如何思
考、解決它，然後我們就直接針對努力來驗證。
所以在公司是完全不考慮學歷，我們大量雇用
實習生，在工作上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態度、能
力，跟是否適合這間公司，甚至連工程師這麼
專業的事情，我們都覺得可以自己來，那麼他
就不會帶有太多奇怪的習氣來到這邊，這樣的
人也變得很好配合，因為他完全就知道我們要
用軟體改變世界，我沒有要用軟體騙他，然後
來這裡捐錢。所以這個問題你回去繼續問自
己、問得夠深，你應該就會有答案了

Ｑ２：

我是生技系的學生。我想請教講者，可能因為
你現在是過來人，所以你可以輕鬆看待「錢」
這件事，「不去追錢而讓錢追你」，可是現實常
常不是如此，比如我如果少了一、二萬塊可能
會養不起我的家，甚至我女朋友不願意跟我結
婚。所以你當初在考慮這些事情的時候，真的
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態在想，你不是想賺錢而是
想做你很有興趣、很在行的事而已嗎？

Ａ２：

有人問過我，如果網咖一開幕就超級賺錢，我
到底還會不會喜歡這樣的感覺，老實說我也不
知道。如同剛剛所說，錢本來就很重要，所以
我們的確要正視這件事情，可是他不會是所有
事情當中 重要的。為什麼你會需要錢？背後
的原因才是更重要的，比如說你提到的，如果
老婆覺得我薪水不夠高或是沒有一棟房子他不
願意嫁給我，那是不是變得很實在？應該怎麼
解決？ 表面的方法是，去找一份薪水更高的
工作， 後能付得起房貸、買到房子，她就願
意嫁給你。但問題通常不是這麼單純，你應該
回去問女朋友，「為什麼要薪水高或是有一棟房
子才願意嫁給我？」錢背後一定代表某一個問
題或需求，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問就可以知道她
可能會說：「這樣證明你夠愛我，以後生活也有
依靠」你可以問她：「我覺得不需要用錢證明，
我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證明，我是可以讓你倚賴
終生的人。但如果為了證明這件事，做一件並
沒有樂在其中的工作，僅為了工作薪水高一

點，例如業務工作，但這樣未來我們生活真的
會過得更好嗎？」我覺得現在大部分的情況並
不會窮到飯都吃不了，你得承認錢的高低大部
分是某個念頭或欲望出來的，所以應該跳過錢
去看後面的念頭或欲望是什麼，把它問到夠深
或夠清楚，也許就不是個議題了。跟這樣的女
朋友分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我自己在這方
面也是有過親身之痛。這都是需要人生去歷練
的，但需要跳過表面的問題，去尋找更深層的，
也許就能了解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Ｑ３： 

我是醫學系的學生。剛剛聽您的演講，可以感
覺出您是勇於承擔風險的人。我想請問是不是
在做決定後，比如創業、開網咖，會不會有懷
疑自己的時候，如果有的話，是如何讓自己堅
定決心的？

Ａ３：

大家會問我說：「你買認購權證選擇權風險那麼
高，你都不會怕嗎？創業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後
果？家破人亡之類的？你是怎麼做這個決定
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我是很喜歡冒險
的人，我可以跟各位說，絕對不是。我媽每次
遇到比較熟的人都會跟他們笑說，我只要看到
戰爭片，我就會抱著媽媽哭，然後跟媽媽說：「怎
麼不把我生成女生？」所以簡單說，我覺得自
己完全不是膽子大的人，似乎大家對於創業或
者是老闆有這個錯覺，他們就是勇於承擔風
險，他們不是生就是死，所以才能有今天的成
就。但是我覺得我的個性是從投資裡面慢慢磨
練出來的，我了解這些東西的風險分布，所以
對大家而言風險很大的事情，因為我已經把這
些分布都了解清楚之後，我才去做他，我覺得
我做的比巴菲特的風險低很多，舉個例子，之
前有做選擇權，有人虧了幾千萬，那是什麼原
因？就是那些人只看到表面的利潤或表面的風
險，而沒有真正去了解真正可能面臨實際的風
險是什麼，所以他以為做的東西很安全，但沒
有想到那種方式是非常危險的。所以當你真的
把那件事情弄到夠清楚之後，就會了解到，其
實大部分的老闆把風險放的比一般人都還要重
視非常多。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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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九死一生，所以你一定要假設它一定會死。
所以我一開始有說到，我算了一下，這些錢開
網咖可以撐兩年，意思是 好我做一年就完
成， 不濟我還能做到兩年，就算兩年都完了，
至少我還沒負債，還不到３０歲、出去工作、
擁有這些能力，其實跟研究所、博士班唸出來
也沒差太多，所以確實人的個性會有差異，但
是我覺得這件事不能當作藉口，你可以磨練自
己，例如說怎麼理性分析這些事情的好壞。也
譬如前一位同學所說的，有沒有辦法在熱戀中
還是能夠考慮到，若是情侶問到這個問題，他
似乎不是可以一起走下去一輩子的人，就全看
有沒有辦法理性到如此。甚至你很愛她，女朋
友有一天跟你說她愛上別人，要跟你分手，然
後你還可以理性的跟自己說；因為我很愛她，
所以祝福她去愛別人，好像這是我應該做的。
如果愛一個人，前提條件是必須也回頭愛我，
否則就要給你好看，那這真的是愛嗎？其實道
理蠻簡單的，用理性思考就這麼簡單的知道，
你應該要祝福她。所以你剛剛的問題，我只能
說大部分的人在面臨這些選擇的時候，自認很
理性，但事實上通常都是不理性的，如果你願
意靜下心來想清楚，冒險真的那麼有風險嗎？
會不會完全不冒險是 大的風險，尤其這些建
議很多是來自於你的親人，像我的爸媽一直建
議我去考公務人員。我爸爸是民意代表，他就
說；「如果你考上資格，可以幫助你仕途順利。」
我就跟他解釋，不知道要耗費幾年考上、分配
到哪裡不能自己控制、不知道長官是否喜歡
你、實際作為又受到許多法規限制，唯一能確
定的是，退休後能領到多少錢，我不了解為什
麼這些是人生 好的選擇？所以我爸就一直訓
導我。我覺得這部分理性思考可能可以解決大
部分的問題，大家不要把它歸咎於這是個性的
問題。個性是有稍微影響的，但如果因而將問
題都丟給個性，那就不會去深入思考了。我透
過投資，訓練讓自己沒有情緒反應、能理性看
待這些結果，我覺得這樣的過程一再重複，大
腦似乎會被重組。

Ｑ４： 

請問一下，之前有提到你的工作在做投資的分
析報告。像我們很多同學在找工作時，雖然無

法看到正確的產業趨勢，但是有沒有可能透過
一些投資報告，稍微知道短暫的產業當中，要
找的公司對於自己生命周期是在哪個區塊，這
些部分可以從哪些資訊看得到? 

Ａ４：

我從財經得門外漢，到對這些東西還算熟
悉，我大概花了半年多左右。我是怎麼做得？
我在宿舍起床時，就規定自己把工商、經濟從
頭到尾每一篇都看過。一開始全都看不懂，因
為裡面太多術語了，可能是財務、產業的術語，
而且產業又太多了，所以大部分看不懂。但讀
書有時候就是如此，你持續不斷的閱讀，就算
一開始不懂，時間久了將那些東西連起來後，
似乎就會懂了。因為那能賺錢，所以就會逼著
自己要去學習。大概半年後，可以大概對於整
個股市、眼睛看到的所有東西是哪些公司做
得、屬於上下游中的哪個階段，大致上就能夠
有個概念。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值得花半年的
時間去讓自己變成這樣的人，因為你眼前看到
的所有東西都可以變得跟其他人看到的不一
樣，例如一個電腦、投影機、一棟房子，它的
材料製程、成本的結構、上下游的關係、國內
外競爭的關係，你看到的一個東西跟別人看到
的一個東西是完全不同的感覺。而這件事情好
像沒有捷徑，我的方法就是持續的閱讀，讀懂
了就不會忘記。像會計不是我的本科系，有時
候我面試人時問他；「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表，你
來說明這兩者有何不同？」結果我蠻常聽到「我
會計系畢業，但那是大一的課程，我已經忘記
了」意思是這是一個科目 根本的，你如果懂
它的真理、意思，那麼根本就忘不了。所以如
果大家用不著，很容易用背的，而背的一下子
就忘了。像我們要針對公司的財報做分析，這
件事是已經內化到不可能會忘記。所以如何讓
你的行為能平常用的到，因為常常用就不會讓
你忘記，那麼你能力的層次會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有走捷徑，走的是，因為我
要分析這些事情，讓我決定股票應該買誰的
好，或是賣誰的好，我只好一直去研究這些事
情，所以對我而言幾乎都用得著，比如說股市
與心理學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我可能會看一大
堆得心理學，還去看一大堆的自傳，然後去想
心理學、行為經濟學與股市的關聯是什麼。

這堂講座比較特殊的是每位同學都有自己
的輔導老師，在同學完成履歷、自傳後還可寄
予輔導老師與老師討論、修改，這給即將進入
職場的同學們非常大的幫助，許多同學在回饋
表上都表示了收穫非常的多，甚至希望講座時
間再更長一點可以多跟講師互動、多問講師一
些問題，也希望未來有更多這類型的講座可以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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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大小事

原資大小事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4 月 08 日（一） 
18:30-20:30 

電影欣賞 I《殺戮的權利》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4 月 09 日（二） 
18:30-20:30 

電影欣賞 II《請問貴姓》 圖書館多媒體中心

4 月 10 日（三） 
18:30-20:30 

專題講座
《認識我們：南島民族的歷史發展與文化》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4 月 11 日（四） 
18:30-20:30 

電影欣賞 III《天.地.人》 圖書館多媒體中心

4 月 17 日至 19 日 
08:00-17:00 

友善校園三部曲 II 
─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 

國際會議廳第一、二演講室

5 月 15 日（三） 南方原論講座 詳見網頁公告
5 月 22 日、29 日 職涯講座 I、II 詳見網頁公告

「鄒族文化踏查之旅」活動回顧

 辦理時間：108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16 日

 合作單位：特富野社區發展協會、庫巴文化發展協會、達邦社區發展協會、達邦自然與文化中心。 

 參加人員：原住民族學生 6 名、非原住民族學生 12 名、外籍生 2 名。

 活動摘要：本中心為輔導本校學生了解族群文化與歷史，帶領同學前往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部
落學習文化並與在地族人交流，增進其對於原住民族文化之認同。更藉本次活動促
進本校各族群間學生互動與認識，進而達到多元文化交流之目的。

 活動內容：鄒族文化園區參訪、部落導覽、特富野社領袖講座、青年論壇及古謠、手工藝學習、
傳統美食體驗活動。

 活動效益：提升本校學生對原住民族文化之認識，建立多元文化觀，並認識臺灣在地族群文化
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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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8年「弱勢學生短期出國補助」申請公告 

■ 辦理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弱勢學生短期出國補助原則

■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

敬請符合資格者，於申請期間內持申請應備文件至教務處辦理。

■ 申請流程：

 於出國一個月前，檢附申請表及證明文件，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檢附相關文件如下： 

(一)申請表。 

(二)研習計畫書。 

(三)參加之學術或研習活動簡介(中/英文皆可)及相關資料。 

(四)未滿 20 歲者，需檢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 

(五)有研習單位證明、國際會議投稿證明、參賽證明等尤佳。 

■ 申請資格：

除在職專班外之本校在學學生，並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原住民學生、新移民及其子女，或
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資格者，得提出申請。 

■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機票費: 

1.亞洲地區(不含大陸、港澳地區)：新臺幣(下同)2 萬元為上限。

2.亞洲以外地區：4 萬元為上限。

(二)生活費:  

1.亞洲地區(不含大陸、港澳地區)：每天補助以 3,000 元為上限，補助期間至多 2 個月。

2.亞洲以外地區：每天補助以 5,000 元為上限，補助期間至多 2 個月。

(三)研討會或活動之報名費：全額補助，應檢據核銷。  

(四)出國前核撥補助款 80%，剩餘 20%經費將於學生回國上傳心得報告後撥付。 

■ 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將視當年度獲教育部補助金額及申請人數，酌予調整。

■ 聯絡方式：校內分機 50119 李蕙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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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2018人權與民主國際交流參訪

壹、前言

過去我們在國內聽到泰國、緬甸、越南這
些東南亞國家時，我們對於他們的想像是落後
的、發展不完善的。又或是說我們會聽到他們
政府會如此的迫害人權，或是以某種方式的威
權體制實行統治。為了讓我們破除這樣的誤解
與迷思，我們親自走訪泰國，看看這個離我們
很近、卻有彷彿很遙遠的神祕地區。

At this point in human history, human rights and 
the polity of democracy has become values 
acknowledged universally. Such are these values 
upheld that we have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HRC)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same 
can be said for institutes around the world 
advocating for democratization. One can also 
argue tha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go hand in 
hand, if the participation to democracy and the 
right to vote became a human right idea, such as 
prescribed by the 14th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the 
argument that i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re 
indeed universal values, then why are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ing in non-democracies, and 
why are there so many human right violations, if 
everyone truly believes them? Or are human rights 
merely a Western concept,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uber, 
2014) 

To understand how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ork, we travel to Southeast Asia and see with our 
own eyes the society at work. We also engage in 
in-depth discussion with a Vietnamese activist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works of these brave people, 
who put their freedom on the line to advocate for 
the freedom of all Vietnam. We hoped that through 
these observations and discussions we can try to 
understand for ourselves what Thailand and 
Southeast Asia is really like. 

So we went to Bangkok. Our five days trip began 
with dinner at Ambassador Tung’s house. We had 
discussions ranging from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ailand, to Taiwan’s (or Republic of China) 
diplomacy works in Thailand, to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lates to actual diplomatic works. 
Our second day involves us visiting our Ministry 

of Foreign Relation’s Office in Bangkok (of 
course we aren’t allowed to be called that in 
Thailand), then we visited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the afternoon.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itself isn’t much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aiwan, so 
I didn’t get the general idea with Thai education at 
first. But when we visite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e next day and learned about their 
international program, where Professor Chen from 
Taiwan teaches at, the whole picture became clear. 
We learned how Thailand yearns to 
internationalize, so much that the focus on English 
sometime surpasses academic ability itself. 

The next day we met with VOICE and talked 
about their work and how we, as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can attribute to their international 
effort. We learned how they train their activists 
abroad and how they can’t go home. The person 
that talked to us told me that once she returns her 
passport will be confiscated and she will have to 
stay in Vietnam. She also talked about how they 
wish the NGO regulations in Taiwan might be 
lighter so that NGOs from around the world may 
set up offices in Taiwan, in turn raising our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ll in all, I think all of us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trip, whether it’s the Westernized style of modern 
city,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 with an 
authoritarian aura, the education with a high 
emphasis on English communication, or the 
activists wishing to bring change to the region. It 
has been a truly wonderful experience and I thank 
the school, Vice President Hung, and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genuinely for the chance for us to 
participate in it. 

貳、人權與民主國際參訪目的

在 21 世紀的今天，做為人的基本人權與作
為一個人民擁有參政權的國家已然是普世價
值。然而，卻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可以擁有這
樣的幸福。在一次的研討會中，有幸接觸並連
繫上東南亞國家的人權鬥士，從而對於這個神
秘的地區有了一點初步的窺視。因此，我們希
望透過實際走訪東南亞，用自己的雙眼去看、
用自己的感覺去感受這些國家的社會、教育與
文化環境，從而去反思自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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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心得

學生事務長 洪敬富

本次的泰國之行，讓我深刻體認到大學、
學術單位尤應強化與台灣駐泰代表處等官方單
位有更多元的連接與合作。在泰國當地長期深
耕的代表處與相關官方單位，已積累了相當豐
富的資訊與實務經驗。與代表處建立起多方連
結、合作網絡，一方面助國內學術單位取得豐
富、多元的一手資料，而助於拓展大學的學術
研究範疇；另一方面亦可作為國內大學與泰國
各類相關單位的有效聯繫管道，而增進兩國之
間的國際交流。

除了參訪駐泰代表處之外，此行亦參訪了
幾個 NGO 組織。NGO 組織在這一個全球化的
時代下，影響力日益擴大，其所涵蓋的領域也
愈來愈多元。是故，與 NGO 組織的緊密合作，
著實能助於大學學術研究的進展，同時也能強
化大學對於社會的影響力。

不論是與代表處等官方單位建立起多方連
結，還是與各類 NGO 組織建立起緊密合作，我

們都應秉持著這些目標與價值：亦即持續發揮
大學對社會的責任，並強化對民主、人權等議
題的關注。因此，我們應當積極在緊密的連結、
合作網絡之下，妥善的運用所獲取的豐富資
源、經驗，來提升學術研究的質量，並深化對
政策的影響力，進而藉以實踐上述的目標與價
值。

後，在此行之中也讓我體認到「教育國
際化」的刻不容緩。泰國的教育國際化在近來
發展相當迅速，這可能導因於他們有著相當完
整的配套措施。在泰國，有關於教育國際化的
各類措施，涵蓋的範疇相當全面且廣泛，其包
含了整體制度的鬆綁、在觀念上進行調整等
等。是故，成大若要提升教育國際化的程度，
勢必要汲取泰國的相關經驗，系統性、全面性
的謀求調整之道，而不應僅僅流於枝節末微的
細部調整。

政治系 111 級 郭止澄

一、 前言
這次參訪活動給我的感受真的很深刻，從

小到大我去過的地方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可是
這次曼谷的五天之行是我第一次真正去了解一
個地方的文化與背景，也讓顛覆了我對這個地
方的印象。從不同的訪談中，讓我體會到泰國
跟台灣以及香港(我的僑居地)的差異。 

二、 觀光業
儘管我們出發的日期不是旅遊旺季，可曼

谷的遊客量還是多的讓我嚇到。  受惠於低廉
的物價跟官方對旅遊業的扶持，像是限時免簽
證費等的措拖，根據「萬事達卡 2017 亞太地區
景點旅遊指南」 新數據顯示，曼谷在亞太地
區 171 個景點(也是全球)中排名第一，遊客人次
遠超排名第二的新加坡，消費額在 2016 年以
127 億美元排名第二，可見曼谷對遊客有驚人的
吸引力。

在五天的旅程中，沿途都能感受到當地對
遊客的貼心服務，例如完整的英文告示牌、路
標，在各個鐵路站都有起碼略懂英文的工作人
員協助你買車票，結合泰國當局的宣傳及南洋
風情對世人的吸引力，造就全球 受歡迎的觀
光地點。

三、 教育
泰國的教育系統是這次參訪的重點，在第

二天的行程中我們去拜訪了一間由台灣人創辦
的國際學校。跟台灣很不一樣，泰國對於教育
政策是偏放任讓它自由發展，他們對國際學校
的規範並不嚴格。從跟學校創辦人的對談中，
我們得知除了要求學校取得一定的國際認可
外，幾乎都沒其他要求，讓各間國際學校間自

由競爭，是完全的自由市場機制。這樣的模式
能讓泰國的國際學校保持競爭力，而泰國的國
際學校是其中一個吸引外國人前往工作的助
力，我覺得這點值得台灣借鑑。

而泰國的大學也有類似的制度，朱拉隆功
大學(泰國排名第一)除了各個學科院系外，也有
設立國際課程，其中以研究所為多數，學費高
昂，非一般當地民眾能負擔。

雖然國際學校跟大學的國際課程能吸引外
國人就讀，可是也大大限制普通民眾獲得較好
教育的機會，朱拉的學生大多依靠補習課程或
國際學制才能進入就讀，顯出泰國貧窮差距的
殘酷，造成「貧窮遺傳」的發生。如何在發展
教育與讓莘莘學子不輸在起跑點上取得平衡，
是泰國政府急需反思的地方。

四、 台灣與泰國的關係
駐曼谷經濟及文化辦事處是台灣政府在全

球各國第三大的辦事處。在大使上任一年多以
來，為旅泰的國民作出多項從經商、遊學、安
全等的改善方案。其中 令我驚嘆的是設立 line
的緊急聯絡窗口，大大縮減在泰國民向辦事處
求助的時間，除此之外也方便了泰國人了解台
灣學制，也增加華語基準試的考核次數，吸引
更多泰國人來台升學。

五、 結語
感謝學校以及學務長安排這一次參訪，在

這五天中我所獲的得著是我自就讀成功大學以
來 多 豐富的，當中也讓我思考國與國之間
的關係，特別是以僑生的身份來看待台灣與其
他國家的外交及交化差異猶為深刻，令我眼界
拓展不少，收獲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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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 110 級 簡瑜庭

 很高興有機會能參與本次”人權與民主國
際參訪”的活動，對我而言這五天是非常寶貴的
回憶與經驗。這是我第一次前往東南亞國家（過
去只到過香港和日本），來之前我對泰國的文
化、人文、都市樣貌等面向並無深入了解，因
此我抱持高度興趣及期待；同時本次機會難
得，可以與台灣駐泰外交部的大使、國際學校
及朱拉隆功大學的教授深入交流，這些都讓我
受益良多。以下我將本次泰國行在正式行程感
觸較深的面向分成三大點來深入描述、探討，
分別為台灣對泰國外交的困境及努力、國際學
校的教育體制以及對朱拉隆功大學的觀察。

一、 台灣對泰國外交的困境及努力

第一天晚上一到泰國即前往駐泰大使的住
處，兩小時的對談中他和我們分享外交現況。
因應新南向政策，目前外交部正積極朝觀光、
教育、產業等面向努力。在觀光方面，駐泰大
使嘗試創立專門給台灣旅泰的遊客緊急聯絡的
LINE 帳號，大受好評；對於來台旅遊的泰國遊
客則設立相關平台做旅遊諮詢及台灣觀光景
點、美食、文化的介紹。而在教育的部分，外
交部致力於推廣泰國學子來台就讀大學的意
願，同樣創建 LINE 帳號以宣傳來台留學的優點
並逐漸改善原本降低意願的繁複行政手續，包
括體檢標準、中文考試檢定等等。這是我第一
次深入了解外交在一國家的實際業務而非國際
關係課堂中概念性的理論、行為，而這些實務
上的運作對兩國的關係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然
而在了解外交部現行的方向後仍看到一些已然
且在大環境下的困境，以離我們 近的教育面
向來說，台灣的教育環境及品質、生活等確實
有其優勢可與中國競爭，目前外交部也已做相
當大的努力，但除了申請的行政手續還需改善
外，留台的風氣在泰國並不流行（過去一年僅
兩千多位泰國學生來台，相較於到中國留學的
兩萬人），且臺灣的大學世界排名不敵中國等。
針對” 臺灣的大學在世界的排名”這點，剛好在
隔日與國際學校交流有更深入思考，因此特別
提出一項討論。

二、 國際學校的教育體制

第二天下午到 ”威爾斯國際學校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與校長交流，校長是台灣
人，約二十年前至泰國創校，如今規模包含幼
稚園至大學部，並成為泰國前三名國際學校中

年輕的一所。當天校長除了針對此國際學校
的建校理念、體制等做詳細介紹外，另針對泰

國教育及台灣教育提出相當多個人見解及分
析。

目前泰國已將教育大部分開放給自由市
場，因此國際學校很多，可自由成立，當然若
經營不當自然被市場淘汰，相較於此台灣在教
育面向是採取社會主義。對此校長非常認同將
教育交由自由市場的作法，因為它有效讓更好
的資源、師資集中，如此才有機會吸引到好教
授到校教學、研究，進而提升大學世界排名。
回歸到第一點所述，台大目前的排名甚至輸香
港城市大學，然而學生資質並不差於城大，排
名低的主要原因在於台灣學費幾乎無法調漲導
致無法讓更好的教授願意進來，若採自由制度
也許可改善。然而我並不認同教育可以資本主
義式的方法經營，在與校長的交流中我常常想
著”若今天我的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是不是就沒
救了”，從對話裡感覺社會弱勢似乎完全被忽
視，在自由市場下家庭狀況好的學生可以經由
金錢堆積出好看的履歷和外語能力（當然我並
非否定其中努力的成分），而無法支付學費者只
能就讀一般高中，相對地使家庭狀況成為拉大
差距的重要因素，教育向來是造成階級流動很
重要的機會，若採取自由制度，恐怕已從隱形
地剝奪這種機會並加深造成家庭背景不同的結
構性因素。

三、 對朱拉隆功大學的觀察

第二點主要針對教育體制作說明，此點針
對朱拉隆功大學的課程、校園等討論。參訪的
行程首先是先與商學院教授交流再到校園參
觀。教授主要說明校內的國際學程狀況，可以
發現他們十分在意英語能力及課程的國際化，
課程上常有全英文授課，這在成大是較少見
的。在校園文化及設施建築的部分，首先讓我

震驚的是校內學生被規定要穿制服上課，且
是全泰國的大學生都要穿，制服是一樣的，差
別在胸章和皮帶的校徽，在校內甚至看到解釋
制服服儀規定的海報在各處張貼。我很難想像
大學生還必須穿著制服上課，在台灣，高中生
是否要穿制服、制服的管制嚴謹程度時常被提
起討論甚至引發一些學生抗爭，不知道泰國是
否也有相關的事件。另外校內還有供學生自由
租借的單人電動汽車，在台灣據我所知各所校
園內完全沒有這種設施，實在非常新奇有趣，
雖然成大的校園較為開放且校內禁止汽機車，
不適合仿效，不過目前校內的自行車租借系統
尚未完善，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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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 110 級 劉奕宏

我覺得這一次去泰國我感觸 多的是曼谷
的整個國際化，包含資本主義與西方文化是如
何在泰國被內化。這一次我看到的東西的心得
我想要分成我國的外交狀況與國際關係學說、
觀光產業、文化教育、以及 NGO 對談等四個部
分來講。

依照時間順序，我從我國的外交與國際體
系講起。在我們的國際關係課程中，我們學到
了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
國際社會建制等等。然而這些理論往往都脫離
不了整體的大國政治以及權力關係。當然，這
本身沒有錯，自以為是的假設說台灣跟美國在
國際上的力量一樣大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然
而當我們看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時，卻好像又
變成說我們這樣一個小國沒有什麼空間。所以
當學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不免會想說我們的
外交地位在哪裡，因為用這樣的理論來看我們
其實做不了什麼事。所以當我們跟童振源大使
吃飯的時候我當然對於這樣的問題感到好奇。
大使回道，其實這些國際關係理論僅僅是提供
了一個大的國際框架與視野，作為這方面的解
釋理論作為一個規範性的東西還是具有相當的
價值的。然而當我們討論到台灣要做的事的時
候，不論是推動中文教育、泰國學生來台、或
是泰國跟台灣之間的投資與交流，這些東西都
是國際關係理論的大國政治環境無法解釋的。
我聽到這些的時候會覺得說，雖然我們在學術
上會討論一個較為宏觀的視野，而我國的外交
政策在這其中只是小小的一個討論，但是對我
們而言或是對這兩個國家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
的。算是有釐清了一些對於國際關係跟外交工
作的疑惑。

然後是我對於泰國觀光產業的想法。泰國
的物價相當的便宜，使得觀光客容易不自覺的
大量消費。政策上來說泰國政府也致力於促進
消費，不論是入境時會要求身上要有 10,000 泰
銖的現金，或是各大觀光景點隨處可見的外幣
兌換櫃台，我認為都是促進消費的設計。另外，
曼谷的計程車費率(按表)是全世界第二便宜的
都市(僅次於埃及開羅)。那這樣的結果就是泰國
的物價低，這會進一步的反應在貧富差距上，
也就是說平民百姓的收入相對是低的。也是因
為這樣的原因，我不會去指責他們的計程車司
機不按表計費而另訂價格，我認為這也是時勢
所逼。曼谷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把這些所謂「泰
國特色」的商品用西方化的包裝方式，在整個
資本主義底下做行銷，對於絕大多數觀光客來
說也有相當大的成效(想想香蕉巧克力口味的
pocky 跟百貨公司裏面的泰式按摩連鎖店)。就

我的觀察，泰國利用了低物價、國際化等特點
吸引了國外的觀光客(尤其是陸客)來它們這裡
消費，進而把曼谷打造成國際觀光大城，然後
在這個服侍西方式的消費主義的過程中也附帶
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

後是我對於泰國的文化與教育的看法。
泰國人似乎對於國際化有一種執著，認為說西
式教育還有使用英語是好的象徵。類似於印度
還有香港，英文的使用似乎成為了一種學術地
位的展現，甚至更勝過於學術思想本身。在我
們參訪朱拉隆功大學的時候，我們得知在泰國
商學院的第一志願微朱拉隆功大學商學院的國
際學程，它在泰國人的認知中的學術地位相當
於台灣的台大財金或是國貿，然後需要透過托
福與 SAT 成績申請。然而跟台灣一樣，泰國的
國內教育在學科上的水準是遠在 SAT 之上的，
這容易形成說這個學程對於泰國學生的唯一篩
選條件為英文好。如果以它的入學門檻的 SAT
跟托福回去看的話，我其實是可以上這樣的一
個科系的，但是其實我知道自己並不適合讀商
業或是財金，然而這樣的一個體系卻讓我有辦
法去讀他們的第一志願。在幼稚園到高中階
段，許多國際學校便因應而生，這些國際學校
追求西式教育，用昂貴的學程去打造漂亮的履
歷，讓學生可以出國或是在國內讀頂尖校系，
即使那位學生沒有相對應的資質或是能力。這
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教育交給資本主義的結果。
當我們把這樣的體制跟台灣比較時，我必須說
它在一些方面上來說有一點好處，像是學科考
試未必能篩選出大學所需的特質，用這種對於
學科的門檻較低的方法或許可以解決這件事；
然而整體而言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制度相對而言
還是公平許多的。

後是與越南的非政府組織 VOICE 對談。
VOICE 是一個來自越南的異議組織，他們旨在
於提倡越南的多元主義。要加入該組織的越南
人為一的條件是必須自認為自己是一名異議分
子，不論是何種的議題倡議或是意識形態。雖
然說各個國家或是議題對於能力的需求都不太
一樣，然而這是民主國家的奢侈。對於越南而
言，可能是一個先求有，再求好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們在馬尼拉跟曼谷針對這些共同的軟技
巧進行訓練。當然我對於他們的勇氣致上 高
的敬意，而他們也希望我們能夠在國內推動相
關的修法，共同為台灣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當然這條路還很長，不過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總結上來說，我這次認知到的泰國是一個
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國家。然而，並不是所有東
西都可以交由資本主義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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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外交部駐泰辦公室 

與童振源大使交流        與越南 NGO 聚餐

朱拉隆宮大學學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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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校園安全維護

軍訓室

學校校安中心設立 24 小時校安中心值勤
專線電話、建置轉接及錄音管制系統，結合駐
警隊相互有效支援，配合年度檢、警、調、消
聯繫協調會報、學年度工作檢討會、每季校園
工作小組會議等定時與不定時機召開協調會
議，並對近期校安實施專題報告，提醒並深化
各院所加強為安認知，有效縱、橫向聯繫協調
溝通，及時管制及處理緊急事件應變與處理各
種安全事件。

軍訓室並每日排定教官/校安同仁實施值
勤，於校內協助校園安全及學生輔導與協助工
作，並推動各項安全宣導活動，值勤同仁依規
定實施校安中心值勤，24 小時接聽校安專線電

話  ( 校 內 分 機 55555 、 06-2381187 、
0963-315-252)，請同學發生事情，莫慌張，保
持冷靜記得打電話，校安中心隨時待命處理各
項意外及突發事件，維護校園安全。

為說明軍訓室處理執行有關校園安全相關
工作，並就 107 年校園安全事件概況分析、新
鮮人成長營防災宣導、辦理本校教職員工生急
救訓練(CPR 及 AED)、成功大學校園「護送天
使」服務、交通安全教育、學生校外賃居安全、
SEE SOMETHING!SAY SOMETHING、校園
安全未來校安工作重點及精進作為等有關校園
安全工作提出現況說明。

107 年校園安全事件概況分析

107 年度校園通報處理事件總計 382 件，
與上年(106 年度)以事件等級區分 390 件(如下
表一)，則 107 年度校安事件總件數 382 件呈現
小幅下降趨勢(減少 8 件)，惟各分項數目則各略

有增減，兩年度其中均以車禍數仍占總比率偏
高(107 年度約占校安總數之 38%)，雖與 106 年
度車禍(約占校安總數之 40%)略有下降，表示本
校有關交安車禍宣導部分尚有改進空間。

表一  107 年度校園事件類別統計(以事件類別區分)  

年度 1.車禍 2.自我傷害 3.運動傷害 4.財物失竊 5.遭詐騙 6.性別事件 7.情緒疏處

107 145 11 39 16 3 28 8

106 156 9 46 14 2 25 15

比較 -11 +2 -7 +2 +1 +3 -7

年度 8.遭侵害 9.偏差行為 10.疾病 11.實驗室意外 12.其它(失聯協
尋、糾紛協處等) 合計

107 5 7 51(法 3) 16 53 382

106 3 3 68(法 3) 10 39 390

比較 +2 +4 -17(0) +6 +14 -8

另依 107 年度校園事件類別統計(依傷病
狀況；如表二)與 106 年度相較，就數據上雖有
大幅度減少跡象(減少約 46 人次)，惟遺憾的是
仍不幸有同學因心臟疾病、意外或心理因素自
傷而往生，在此也特別呼籲同學務必珍惜自己

身體，切莫因一時情緒而吝於尋求協助，尤其
是當心理有狀況時，特別更需要他人的關懷與
協助，學校學務處心理師及所有師長都樂於提
供諮商與服務，切莫一時想不開而造成莫大遺
憾。

表二  107 年度校園事件類別統計 (依傷病程度)  

年度 死亡 受傷 患病 合計

107 3 226 52 281

106 5 249 74 327

比較 -2 -23 -2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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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成長營防災宣導

成功登大人是成大同學步入成大校園的第
一次接觸，也是成大新生共同參與的第一場重
大活動，所以參與學生包含本籍生、僑生及國
際生約計 2,700 人，開幕式由校長率領一級主管
及各學院新生代表一起上台，共同主持開幕儀
式，勉勵新生們在大學四年裡努力學習，成就
自己。三天營期安排一系列活動、探索課程、
講座、園遊會等，以引導新鮮人認識成大校園
各式資源，期望大家在浩瀚的學海裡，精彩且
充實地完成大學 4 年學習。故軍訓室結合新鮮
人成長營課程，由向全校新生介紹本校周邊交
通環境及交通安全注意事項外，並宣導登革熱
防治資訊與現場實施防災宣導與避難動作操
作，藉由蹲下、掩護、穩住三要領，提醒同學: 

一、在教室或其他室內：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就地避難的 重要原則就是保護頭部及身
體，避難的地點優先選擇如下：

(1)桌子下。 
(2)柱子旁。 
(3)水泥牆壁邊。 

2.避免選擇之地點：
(1)窗戶旁。 
(2)電燈、吊扇、投影機下。 
(3)未經固定的書櫃、掃地櫃、電視、蒸便當

箱、冰箱或飲水機旁或貨物櫃旁(下)。 
(4)建物橫樑、黑板、公布欄下。 

3.躲在桌下時，應以雙手握住桌腳，如此當地震
發生時，可隨地面移動，並形成屏障防護電
燈、吊扇或天花板、水泥碎片等掉落的傷害。 

4.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蹲下、找掩護、抓住桌
腳，直到地震結束。

(二)當地震稍歇時，緊急避難疏散路線，進行避
難疏散。注意事項如下：

1.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包、補習袋或書本保護

頭部，並依規劃路線避難。

2.遵守不語、不跑、不推三不原則：喧嘩、跑步，
易引起慌亂、推擠，或造成意外，災時需冷靜
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3.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避開修建中或老舊的建
物或走廊，至空曠場地實施避難。

二、在室外：

1.在走廊，應立即蹲下，保護頭部，並注意是否
有掉落物，當地震稍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
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2.在操場，應立即蹲下，注意籃球架，當地震稍
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
地點。

3.千萬不要觸及掉落的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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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校教職員工生急救訓練(CPR 及 AED)

學校每學期辦理教職員工生急救訓練
(CPR 及 AED)培訓一次，邀請附設醫院急診室
張志然醫師擔任講座，由本校附設醫院急診室
護理師擔任助教，歷經課程、考試、實作、驗
證等階段，培訓合格後發給 CPR+AED 合格操
作證書，每學期同學均能踴躍參加，培養帶著
走的知能，也提高自救與救人的能力，統計參
與歷年培訓情況與人數：

107 年培訓情形： 
◆上半年：5/30 日實施，完訓 122 員。   
◆下半年：11/28 日實施，完訓 98 員。 

106 年培訓情形： 
◆上半年：4/17 日實施，完訓 136 員。 
◆下半年：11/22 日實施，完訓 104 員。

成功大學校園「護送天使」服務

成大學生是幸福的，廣為週知全校師生員工
可以於每日晚間十點至隔日早上六點（寒暑假
並無值勤），特別是同學返鄉夜歸時，如有安全
顧慮或需要，可以多加利用學務處軍訓室之校
園「護送天使」服務。該護送天使為成大學生
協助提供服務，不管是外籍、僑、陸生同學返
鄉夜歸時，學生拿起電話打到成功大學轉分機
50880，成功大學同學所組成護送天使志工團提

供安全服務，無論伴走或是以機車接送，或騎
機車慢速陪伴騎腳踏車的同學回家，完全免
費，從開學到學期 後一天，沒有休假，提供
成大同學 安心的校園安全生活，也淺移默化
成功大學同學利己利人，相互支援與扶持，成
為未來世界公民的底蘊內涵，維護校園安全之
虞，也培養了社會責任，同時也有效提升同學
人身安全，避免夜歸危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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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

交通安全業務執行情形大略區分三大部
分，首先為教育宣導，只要有交安事故，交通
安全教育就需持恆宣導，雖然仍有許多需要再
努力精進的地方；關於交通環境改善部分，學
校特別感謝臺南市交通局、以及本校駐警隊、
總務處提供很多協助和努力，很多設施細節的
注意可以適度提高大家對安全的警覺，減少交
通事件的發生。另在校區周邊違規取締部分感
謝警察單位的協助，本校師生均明顯感受到成
大校區周邊見警率提升，也獲得一些實質上成
果，感謝各單位的努力與協助，當然更需要同
學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自身安全。

一、交通安全宣導：
(一)於軍訓室網頁交通安全專區發布宣導短片-

｢大學必修課第 1 節：擁有摩托車該學會的
第一件事｣，提醒騎乘機車時應注意的安全
觀念。

(二)結合 107 學年度新鮮人成長營課程，由羅主
任教官實施交通安全宣導 2 場次，向全校新
生介紹本校周邊交通環境及交通安全注意
事項，宣導人數 2,500 人。 

(三)開學第一週為「交通安全教育週」，由各教
官排定課程，播放交通部宣導影片或以簡報
方式實施，提醒同學安全防衛駕駛觀念。

(四)學期辦理交通安全講座―邀請交通部公路
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團隊吳恆智
講座等 3 人辦理外籍生交通安全暨機車駕
照考照講座，強化外籍學生交通安全觀念，
參加學生計 64 人。 

(五)交通安全研習課程：於 107 年 9 月 28 日邀
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蔡宗錫
小隊長舉辦「萌騎士學園─大專院校機車駕
駛安全教育研習營」，以期透過教育紮根的
訓練方法，建立正確機車安全駕駛技術與危
險認知觀念。

(六)配合學務簡訊發行，將本校交通意外事件統
計分析、學生交通事故案例宣導、行人專用
時相、市警局加強違規停車拖吊、暑假期間
交通安全注意事項等製作成專頁，發送全校
師生知悉。

二、交通意外事件統計分析：

(一)交通意外事件統計：以 106 學年度交通意外
事件為例共 142 件，事故人數 161 人次。 

(二)分析比較： 
1.依肇事年級分析：大二生 40 件(25％) 較

高，大三生 32 件(20％)、碩班生 32 件(20
％)次高。 

2.以交通工具分析：發生意外當事人騎乘機
車者計 139 人次，自行車 22 人次，機車
肇事仍為本校學生發生交通事故之首。

3.依肇事路段分析：肇事路段以勝利路 27
件 多，其次為小東路 16 件次高，再其
次為長榮路 15 件。另校區周邊(勝利路、
小東路、長榮路、大學路、東寧路、東
豐路範圍以內)計發生事故 81 件，佔總事
故率 64％。 

4.以交通意外事件發生之月份分析：5 月份
21件(15％) 多，10月份20件(14％) 次
高。

5.以肇事時間分析：每兩個小時為一個時段
分析，肇事時間以 12-14 時 20 件 多，
14-16、16-18、18-20 時段均為 18 件次之。 

(三)事故原因： 
1.在交叉路口因闖紅燈、未兩段式左轉、車

速過快未注意路況發生擦撞或追撞等事
故計 68 件。 

2.於各出入口進出校區時，因未注意道路狀
況導致車禍計 19 件。 

3.因車速過快、路況不良、爆胎、閃避外物、
轉彎不慎、不當超車等因素造成摔車之
事故計 29 件。 

4.因搭乘機車(被載)發生車禍案件計 13 件。 
由上述分析可知，有許多交通意外是可以事

先避免的，在此也呼籲同學除務必遵守交通規
則，並多利用校內幹道通行，在使用週邊道路
由其是各校區通道實應特別注意左右來車及自
身安全，養成守法習慣，依照交通號誌通行，
特別是本校重要出入口有行人時相號誌，依規
通行且尊重社區及民人，如果發生車禍先報
警，人員受傷先送醫，保持現場，尋求校安中
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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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賃居安全

「校外賃居」學校除提供相關法令及公告訊
息(含賃居輔導及糾紛處理流程圖)。並針對學校
週邊賃居處所安全評核及不合格處所提供學生
有關租屋資訊，使家長安心，同學放心，年度
內舉辦多場房東座談、賃居生座談並邀請台南
市政府地政局派員指導，其目的不外乎使同學
能了解 新法規，維護自身權益，在此也提醒
同學，可利用軍訓室校內賃居服務網站資源，
尋求 適當安全住居環境、實地看屋瞭解環
境，勿單身前往，多方考慮，再下決定、詳閱
租屋契約勿簡化，線上填報作自評，或尋求教
官協助確保安全。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學務處已多次印製緊急聯絡通報貼紙透由
學務會議發放全校各單位，並於校園明顯處所
張貼，提醒全體教職同仁及同學對於可疑人、
事、物應提高警覺，畢竟學校校原係屬開放空
間，一旦發現任何異狀均可透由成功大學 APP

通報駐警或校安中心協
處，期能先期預防校園危
安事件發生。

校園安全未來校安工作重點及精進作為

持恆加強校園安全教育宣導持續蒐集各項
危安事件，系統整理成學務通訊傳遞，當然軍
訓室也將持續利用資訊網頁、學務通訊電子訊
息或軍訓課程授課等方式，提示學生交通安
全、防震、防災、反詐騙等安全注意事項，不
定時實施校園安全巡查，若遇突發狀況或發現
校園安全疏漏，轉知相關單位協助、檢視及修
繕，期能消除校園安全之死角。並配合教育部
規劃，舉辦本校學生防災(震)演練及校安狀況推
演，提升學生防災知能及校安中心值勤同仁突
發狀況處置能力，以降低各項意外事件的發生
率。後續安全持恆宣導重點包含：

一、交通安全（開設交安服務學習課程、成立
成大交通粉絲專頁、車禍案例及校外易肇
事路段熱點解析、另邀請監理站到校講演-
防衛駕駛宣教、學務通訊連載-國外學生對

成大交通的看法、協調監理站到校協助外
籍學生輔導考照作為等) 

二、財物失竊（地點多為光復操場、教室) 

三、網路詐騙

四、機車防盜

五、火災、實驗室安全（災防應變）

六、校外賃居（住所安全、環境衛生、租屋處
遭偷拍、提前解約、退租押金等問題）

七、無知觸法違規行為（販售盜版光碟、非法
影印或下載網路音樂、網路騷擾毀謗別人
等）

八、騷擾事件（電話、男女朋友分手、偷窺等）

結論

校園安全工作依需求程度向來需要大量的
人力、物力、預算予以支持，並輔以全校教、
職、員、工、生充分協力與配合。就其根本，
校園安全為一整體、系統性問題，尤應著重防
範未然，消彌危安因子；欲根本上降低校園安
全事件的發生頻率與校園安全事件，應於平日
確實推動校園安全業務，增進師生員工的安全
教育與風險意識。在本校為開放式校園，公共

空間人口流動量頻繁，減少危安疑慮以提升校
園安全，除硬體設備持續投入建置、更新或改
善外，軟體方面則應包括強化全體人員警覺與
敏感度；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發現異狀立刻通報，每個人多一份關心，也能
多一份保障！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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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大學安身立命 8 帖劑 第五帖：看看自己的能耐到哪--談時間管理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吳淑真臨床心理師

過了寒假，身心好好休養過後，新的學期
開始，讓自己重新再出發；不過，香香坐在我
的前面，  每講兩句話就一聲長長的嘆氣聲
「唉….」，抱怨自己，每次在一開學的時候，
總是信心滿滿，做了一長串的計畫，因為每個
都沒徹底做好，就像骨牌效應一樣，接近期末
就開始倒。我問香香你的計畫，都寫在哪裡呢?
她翻開她的 Google Calendar ，學期開始滿滿
的，學期中之後幾乎慢慢地一片空白，香香又
在嘆氣了，說「做了時間管理，也都無法全部
完成啊? 那做這些有什麼用呢」，我誠實跟香
香自我揭露說，我也從來沒有百分百完成過，
但還是要做時間管理，是為了磨練自己學習自
我評估，好在未來相同的事情，可以正確評估
自己所需花費多少時間，一個專業的養成就是
需要這樣的過程。 

我苦口婆心告訴香香，不論上學期狀況如
何，每一次，每一個學期，都當作是新的開始 ，
只是下學期有時是上學期的延續而已，回到書
桌前，坐下來，攤開自己買的行事曆 ，把自己
所有修的課，寫在上面的行事曆，每天標示出
重要的事情，像是無論如何要規律睡眠、作息
正常、規律飲食，把課程表示出來，休息的時
間也表示出來，發呆也很重要，坐在書桌前，
好好的感覺一下。 

我們兩個探索著，上個學期開始前，也是
這麼坐著看著自己的行事曆，規劃一整年的上
學期，後來哪邊出了問題呢？香香誠懇地誠實
地面對自己，從中有所反省，看到自己在下決
定時候，自己的缺點是猶豫不決、貪心多修課，

結果到期末去退選，把一整個學期，自己的心
情給搞得很緊張，或者是在學期初的前幾個
月，不把學習當一回事，下課沒複習、上課沒
預習，期中的時候，整個開始大爆炸。

香香看到自己的這些讀書習性，這麼做是
為了要認識自己，才可以開始重新時間管理，
這是我們可以練習的，學習管理生活中可控制
的事情上，培養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 

再來就和香香討論如何激勵自己，像是所
修的課程， 好也是自己的目標，一魚兩吃，
把平常喜歡的娛樂拿來當獎賞，完成達到時，
才可以有些獎賞，把同學朋友拉進來參與計
畫，這樣有人一起加油。 

至少，新學期又是新的開始。我跟香香分
享，我認識一個博士班學生，每次我需要到系
所演講，他是助教要接待我，每次看到他，他
總是笑嘻嘻的，非常陽光的小帥哥，讓人感覺
天塌下來，不用擔心，有他擋著；當我聽說他
指導教授是一個非常嚴格的人，我忍不住問了
他，你是怎麼看待你的課業的 ，你是怎麼看待
這些加諸在你身上，要做的一大堆事情 ，他依
舊維持那一貫笑嘻嘻、露出潔白的牙齒，說「不
試試看，怎麼知道自己的能耐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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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影射，若有雷同之處，純屬巧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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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疲勞駕駛，攸關你我的生命安全，影響大眾安全！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翟文菁 編制

107 年本校意外事件統計，交通安全是其中
重要的議題，值得在開學之際透過學務簡訊提
醒本校師生，提出疲勞駕駛相關的議題；內容
包含疲勞駕駛定義、危險因子、相關法規與避
免疲勞駕駛的策略等進行介紹，以提供乘坐大
眾交通運輸與自行駕駛時，評估參考。

據台南市近期有多起公車司機因身體狀況

不適，而引起的交通意外，甚至造成乘客及

其他用路人受傷。上周府城客運蔡姓司機衝

撞路旁商店的事故，經交通局調查，發現班

表間隔僅 8 小時，已定調肇事原因是「疲勞駕駛」(圖
一)。職業駕駛的職業健康風險與其成因，與通

勤族及其他用路人的道路安全問題息息相關，

值得社會大眾重視。

圖一 疲勞駕駛常是釀成重大車禍的主因之一

疲勞駕駛其實不僅僅是會發生在勞工身
上，大學生往往在剛考到駕照、放假時約個三、
五好友一起熱血的夜衝看夜景、日出，但往往
因睡眠不足疲勞騎車或是不熟悉路況而導致嚴
重車禍，甚至大好人生變就此殞落。2017 年 12
月便有新聞報導指出有一同學因夜衝武嶺看
雪，回程因疲勞騎車撞車夾在貨車車底而重傷
送醫。

根據勞保職災給付統計，2012 年起至2018
年 6月底，每年平均有76 件於公路上發生的
「非通勤交通事故」（如職業駕駛或外送人員
於工作中發生）死亡職災，約佔所有死亡職災
的 13％左右。而警政署資料顯示，2016 年公
車與客運總計有 2,292 輛車發生交通事故，共
造成 569 人傷亡，相當於每天就有 6 輛車發生
事故，顯示台灣公共運輸業災害發生頻繁，道
路公共安全堪慮。

再由警政署資料分析發現，上述公車與客運
的主要肇事原因與疲勞駕駛失控有關僅 10 件，

比率為 0.4%，此與英美研究中，約有 1 到 2 成
交通事故與疲勞駕駛有關，相距甚遠，極有可
能低估疲勞駕駛的肇事情況，顯示相關單位在
做職業駕駛交通事故調查，缺乏充足資料有效
辨識肇因是否來自於駕駛疲勞，也因此無從做
好後續追蹤管理與預防。

影響職業駕駛疲勞的因子非常多重，包含工
作時間、輪班方式、開車環境、睡眠不足，或
因睡眠呼吸中止症而使睡眠品質不佳等。職業
駕駛如果反覆處於少於 6 至 7 小時的睡眠狀
況，會影響人體神經行為功能，使得工作中警
覺度下降、反應變慢，進而導致交通意外發生。 

根據澳洲研究發現，當駕駛連續 17 小時不
能睡覺，發生車禍風險與血中酒精濃度達 0.05%
的駕駛相當，等同於精神良好駕駛的 2 倍，以
我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酒駕濃度標準定義
的 0.03%或《刑法》定義的 0.05%，皆已超標。
(1) 

然而，目前政府部門回應職業駕駛過勞以及
疲勞的方式，多半是以要求業者加強司機健康
管理，如強制讓駕駛接受每年一次健檢，或是
於發車前量測血壓等。但國內外諸多研究都指
出，輪班制或是長期處於睡眠不足狀況下的駕
駛，有較高罹患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的風險，若將重點放在末端的健康管理以及疾
病治療，卻忽略改善職場環境，讓司機有充足
時間可以休息、運動、正常飲食，將無法實質
改善問題。

美國國家學術出版社於 2016 年針對商業車
輛駕駛的疲勞問題，提出數項建議措施，其中

主要即是要確保司機能夠獲得充足睡眠，並
評估利用數位監測系統（electronic on-board 
recorders）來避免業者違反法令。 

目前台灣「汽車運輸管理規則」19-2 條(2)
亦針對職業駕駛每日駕車時間以及休息間隔等
細節訂定規範，但超時工作或是因交通壅塞問
題使得休息時間無法落實的狀況十分普遍，可
見政府仍缺乏有效對於客運司機即時監測其駕
駛時間的機制，更無從評估駕駛睡眠狀況以及
疲勞徵兆。

除了政府應對職業駕駛要有明確的工時規
範之外，也應讓運輸業駕駛每日有連續 11 小時
的完整休息。駕駛自身也可以透過適度的運
動，例如游泳、登山來減緩疲勞；平時注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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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每年至少安
排一次的健康檢查，以確保自身的健康。

    如何避免疲勞駕駛？(3) 

1. 在高速公路上， 好在 1 個半小時到 2
小時到就近的服務區休息。

2. 駕駛人要做到見紅燈就停，不論在什麼
情況下，只要有十分睏倦的感覺，都
應該立即將車停靠在安全地點，設法
睡一會兒，等睏倦感消除後再開車。

3. 駕車前一天要保持充足睡眠，睡前 2
小時內不飲食，睡前 1 小時內不多飲
水、不做過度腦力勞動，養成按時就
寢和良好睡姿，可以嚼食口香糖或聽
音樂等方式來提神。

4. 許多車型都配有駕駛疲勞提醒系統，當
系統出現警示時，表示駕駛需要停車
休息。

5. 駕車應避免長時間保持一個固定姿
勢，可時常調整局部疲勞部位坐姿，

好在行駛一段時間後停車休息，下
車活動腰、腿，放鬆全身肌肉。

結論

本議題在學生的部分，如可提早在高中或是
大一入學時開立相關交通課程，應可大大降低
相關交通事故發生。勞工部分 重要的是合理
化公車運補貼機制，經營成本透明化，改善職
場環境。正視司機勞動條件不佳、工作疲勞的
問題，不僅保障勞工健康，更是保護了一般大
眾安全。

※參考資源

1.https://ohsip.osha.gov.tw/web/AnnD/uptAnnD.aspx?c0=12&p0=

9625  陳柏磊。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2017.03.08 

2.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03

全國法規資料庫 -汽車運輸管理規則。修正日期：

2018.12.26。 

3.http://168.motc.gov.tw/News_Content.aspx?n=dQ5Egz3ypFArP695K3K!

FA@@&sms=5lPQPbQ2g5siF5eFE9r7kw@@&s=15vzPzJPILS$0BeUAU9

i!Q@@   交通安全入口網－拒絕疲勞駕駛。2017.12.07。

圖二  拒絕疲勞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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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許多的不容易，忙碌於生活之中的你， 
常常想要休息片刻，卻又不知道去哪裡旅行嗎？ 

 
幸福旅行社，聽見你們的聲音了！ 

特此開張規畫了前所未有的【心旅行計畫】， 
邀請你搭上感恩的列車，一起邁向幸福~ 

 
也為了回饋廣大的粉絲，特此祭出超級優惠 👉👉👉 免費！免費！免費！ 

你只需要帶著自己的人和心，就可以參與系列活動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拿起記事本，空下你的時間來一場心旅行吧！ 

更多詳情請持續關注，幸福旅行社的動向都在 NCKU 幸福魔法屋粉絲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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