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騏驥伯樂會成功 
2019 南區就業博覽會 10 日成大熱鬧登場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3.11 

    臺灣南部規模 大的求職盛事─2019 南區就業博覽
會，10 日於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中正堂、雲平大道與學生
活動中心盛大舉行。參與企業共計 232 家，開設 315 個
攤位，釋出 11,710 個工作機會。今年配合政府政策與成
大研究總中心共同劃設「新南向專區」，提供本地及境
外學生有意赴東南亞工作者更多元的職涯選擇。一整天
人潮不斷，湧入萬餘名求職者，現場投遞紙本履歷數達
16,029 份。 

    成功大學舉辦的「南區就業博覽會」是臺灣南部
盛大的求職徵才活動。今年又邀請成大國際企業研究所
學生團隊協助規劃執行「成南就事‧逛攤位抽大獎」系
列宣傳活動，從打卡送香醇拿鐵，開啟你的一天，到標
記#成南就事，就有藍芽耳機等大獎，氣氛更是熱絡，每
個徵才攤位前都聚集許多求職者。 

    今年參與徵才的行業類別橫跨半導體、光電、電子
電機、軟體網路、製造、營造、材料、國防、金融、文
教、服務、娛樂休閒、百貨、公營事業等領域。台積電、
聯華電子、中華電信、聯發科技、台灣美光記憶體、台
灣艾司摩爾、華碩電腦、台灣應用材料、合作金庫、遠
雄集團、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等共 232 家公司齊聚成
大，釋出多達 11,710 個職缺供求職者選擇。主辦單位統
計，除提供線上履歷投遞 34 家企業外，現場廠商共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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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9 份紙本履歷表，其中收到 多履歷數者
包括聯電、瑞昱、美光、友達、晶元等大廠。 

    成功大學洪敬富學務長代表蘇慧貞校長歡
迎各界與會貴賓。他表示，成功大學舉辦的南
區就業博覽會，已成為一項品牌，感謝台南巿
府及勞動力發展署等就業部門、近 10 所協辦大
學以及企業廠商的肯定與支持，方能締造規模
一年勝過一年的紀錄。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王鑫基局長感謝成大每
年精心策劃就業博覽會，落實培養人才以及提
供畢業與就業無縫接軌的服務，也強調勞工局
將持續擔任搭起求職者與企業之間溝通橋樑的
角色，提供全面而優質的服務。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劉邦棟分
署長表示，在成大舉辦的南區就業博覽會，一
直是南部規模 盛大的徵才活動，祝福青年學

子與轉職民眾順利找到合適的工作，也期許國
內企業能把優秀人才留在台灣，放眼世界。 

    中華電信蘇添財執行副總經理說，南區就
業博覽會是求職者與企業間交流 佳平台，也
贊許成大蟬聯媒體調查企業 愛大學生之冠，
未來中華電信將持續朝向 有價值及 值得信
賴的資通公司努力，中華電信期待招募更多元
的優秀人才與企業一同努力發展。 

    和鑫光電溫錦祥總經理認為，「企」若少
了「人」就只能止步的比喻強調徵才的重要性。
台積電人力資源處張進益處長則表示，台積電
未來將在南部科學園區繼續擴展，提供國內優
秀人才走向世界舞台的機會。 

    南區就業博覽會除了當日徵才活動外，為
使職場新鮮人了解該行業及職涯未來發展，也
於 3/7-3/9 舉辦 42 場公司說明會，吸引數千名
學子與會。還與就業情報合作，邀請 5 位學養
俱豐的職涯諮詢顧問提供求職者履歷健診及面
試指導之個別諮詢服務，提昇學生們就職吸睛
度。 

「2019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由國立成功大
學主辦，臺南市政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財團法
人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會及南部多所大專院
校協同辦理，協辦院校包括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台灣首府大學、長榮大學、南臺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崑山科技
大學、嘉南藥理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國
立高雄大學。（成大學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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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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六) 
10:00-18:00 

成大世界博覽會 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會 

3/23(六) 
08:30-19:00 

全國聯合迎新 學生活動中心 大悲法藏佛學社 

3/25(一) 
08:00-18:00 

金門美食週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聯合中學校友會 

3/25(一) 
12:00-21:00 

2019 屏友美食周 屏城食代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聯合中學校友會 

3/25(一) 
08:00-22:00 

2019 成大蘭陽週 一路向蘭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蘭友會 

3/28(四) 
17:00-22:00 

107-2 期初社代大會 多功能廳 社團聯合會 

3/28(四) 
17:30-21:30 

遠見旺宏：生涯發展與創新實踐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先生)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會

4/08(一) 
12:00-19:00 

2019 材料手拉坯傳情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會

4/08(一) 
17:00-22:00 

台南彩虹遊行志工說明會 多功能廳 TO.拉酷 

4/14(日) 
07:00-17:30 

38 屆榕園趣味競賽 榕園 慈幼社 

 

學生活動中心暨芸青軒開放時間異動 

【重要公告】【重要公告】【非常重要的公告】 

自▶2019 年 3 月 1 日◀開始， 
學生活動中心及芸青軒的開放時間將做調整！ 
基於安全考量，學生活動中心及芸青軒 
★ 將於 2 月 28 日停止 24 小時使用 ★ 
D-24 則維持不變，24 小時開放。 

3、4 月的出入時間可以次頁參考圖片↓↓↓ 
 
✦ 學生活動中心（一活）開放時間調整為 ✦ 

［平日］ ［假日］ 
07:00-08:00 刷卡進出 
08:00-17:00 自由進出 
17:00-23:59 刷卡進出 
00:00-07:00 只出不進 

07:00-23:59 刷卡進出 
00:00-07:00 只出不進 

 
✦ 芸青軒（二活）開放時間調整為 ✦ 
07:00-23:59 刷卡進出 
00:00-07:00 只出不進 
 
✦ D-24 開放時間不變 ✦ 
 
請各位同學多加留意自身安全，並注意不要違規。

【Important Announcement】 

Based on security concerns, there has been an 
major adjustment for the operation hours with 
Student Activity Center I and II.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Hours of Operation (Starts from March 1 ) 

。Student Activity Center I 

Monday through Friday:  
7:00 a.m. to 8:00 a.m. - access control 
8:00 a.m. to 5:00 p.m. - open 
5:00 p.m. to 11:59 p.m. - access control 

Weekends: 
7:00 a.m. to 11:59 p.m. - access control 

。Student Activity Center II 

Monday through Sunday: 
7:00 a.m. to 11:59 p.m. - access control 

。D-24 - still 24 Hours Open 

Please be aware of your own safety when using 
the venues.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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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申請社團通識教育認證與活動參與記錄公告_108.02.12 更新版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70157,r795.php?Lang=zh-tw 

申請系統 http://sys.cge.ncku.edu.tw/syscge/  

107 學年度上學期申請案即日起至 108 年 4 月 18 日止，請即早申請。 

申請前請先至社團 E 化系統確認是否有參與紀錄並據實填寫職稱(請勿填寫與系統不同之職稱)。 

詳細資料請參閱活動組網頁公告附件。 
 

幸福旅行社，搭上感恩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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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動說明的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happinessncku/photos/a.381088451902146/2690102
981000670/?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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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日之「民主社會中言論自由的新挑戰與回應」研討會 

(一)時間：108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二)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成杏校區醫學院成杏廳 
(三)研討會分為 3 個主題，討論題綱如下： 

主題 1：假消息如何影響民主價值—2018 年台美選舉之觀察 
(報名主題 1 場次請點我)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5592  

主題 2：言論自由之保障—外國法制之發展現況與挑戰 
(報名主題 2 場次請點我) http://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5593  

主題 3：民主社會中的言論自由—公民社會與民主素養 
(報名主題 3 場次請點我) http://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5594  

(四)主辦單位：內政部、臺南市政府、國立成功大學及鄭南榕基金會合辦 

【活動詳細資訊敬請參閱如下網址，內有議程及講者安排】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p/412-1051-22987.php?Lang=zh-tw 

★報名「主題 1 場次」將提供午餐餐盒，「主題 2.3 場次」提供參加者茶敘交流時間， 
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本校學生參加各場次可給予

通識認證時數各 2 小時。 

※本次研討會適用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認證課程，全程參加

人員給予「民主治理價值—
人權教育」類別課程認證時

數，上午 2 小時，下午 3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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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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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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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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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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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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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Workshop 
鄭冠中 講師暨創辦人 

職涯探索與解析
(CPAS)* 

2019/03/20(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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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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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院大樓 8樓
研討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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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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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求學及青年求職
力集氣吧！* 

2019/05/17(五)    
18:30-20:3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拾時社創公司 
洪健庭 顧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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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hil and PhD 
Studies @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9/06/03(一)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 
馮憲平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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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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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屋安全知能暨防災應變 

大綱: 

一、地震應變措施 

二、火災發生的原因及預防措施 

三、如何正確的逃生 

四、電器電線走火原因 

五、滅火基本方法 

六、避難逃生設備 

七、結語  

主講者：周瑞龍專業講師(中華防火協會) 

資歷:18 年  

※協助各公家單位及公司企業做勞安、民防團、防火防震專業
講習。(各公務單位、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聯電、統一企業..)

※全省各醫院診所、教學醫院安全講座及防護團訓練專業講師。
(慈濟醫院、中山醫院、阮綜合醫院、成大醫院..) 

※協助各醫療養護單位作居服、照服員教育訓練。 
※常於各社團（扶輪社、獅子會、同濟會）作專題演講。 
※各警察局警察、義警民防、巡守隊、刑大、保安常年訓練特

聘講師。 
※各社團（職業工會、商業同業公會、商業會）會員代表大會

勞工教育訓練特聘講師。 
※曾到各地區後備司令部、營區作災害防救講習。 
※曾到各社團、學校、幼兒園等舉辦生活、職場安全講座。 
※各機關單位志工團教育訓練、安全宣導講習。 

 

 [108 性別論壇系列活動] 即將開始!! “ Coming soon~~

    今年度 108 性別論壇系列活動辦理 4 場專
題講座及 3 場性別影片放映暨映後座談。 

    性別影片暨映後座談包括:為了響應國際婦
女節我們放映電影《關鍵時刻》看看被掩蓋的
女科學家歷史；紀錄片《愛之飛行》看見 HIV
感染者和非帶原者伴侶交往過程裡的相處與妥
協等，看見生命真正的價值；邀請紀錄片《牧
者》導演來分享台灣同志教會成立歷史及同志
基督徒在教會體系中面臨的真實處境。 

    性別論壇則對於性及親密關係有 4 場次的
探討，《與你，與你的性別，戀愛》讓我們學
習如何營造一段性別平等且民主的良好親密關
係；《性福相談室》邀請性學專家告訴我們初
次性關係中如何開始開始、溝通與協商，性愛
中又有哪些迷思，以及了解性關係可能出現的
各種情況與心情；另外《夫夫的幸福之道》是
一對男同志伴侶 Youtuber 現身分享兩個的感情
經營之道。《走過校園性平事件- 一位被害人的
告白》邀請當事人分享改變他一生命運的事件
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重要性。 

喜愛視覺饗宴及精彩故事的妳/你絕對不能錯
過！ 

※本講座已申請通識認證 

※活動報名 https://activity.ncku.edu.tw/ 

※詳細訊息請洽：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 吳怡靜 / 06-2757575 #50324 

About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mmittee of NCKU 
has hold Gender Film Festival & After Screening 
Talk every year since 2013. The event has 
introduced several films and leading issues that 
have inspired our students to pursue the 
substantial equality and promotion on gender 
issues. We appreciate what we have done so far.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goals yet to accomplish. 
Our mission is to establish a gender friendly 
campus. We welcome all students and faculty to 
participate the big event of the year and 
furthermore to practice the spirits of equality on 
gender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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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107 學年度學生宿舍餐廳之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 

(108/3/6 10:00AM-108/3/22 10:00AM) 

為了解本校教職員生對學生宿舍餐廳之服務滿意度，爰進行本次問卷調查，歡迎踴躍上網填答。 

1. 填答時間：108 年 3 月 6 日上午 10 時至 108 年 3 月 22 日上午 10 時止。 

2. 填答對象：本校教職員及學生。 

3. 獎勵方式：於施測截止後以電腦隨選 16 名填答者，每名可獲得 200 元餐券。108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點於住服組首頁公告得獎名單。 

4. 填答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rqu/ 

 

NCKU Academic Year 2018-2019 On-Campus Dining Service Satisfaction Survey 

(2019/3/6 10:00AM-2019/3/22 10:00AM) 

Remarks: 

 Target Respondents: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of NCKU 

 Survey period: Mar 6, 2019 ~ Mar 22, 2019 

 Rewards for Respondents: 16 respondents are randomly selected by computers at the end of the 
survey period. Each selected respondent can receive a 200-dollar meal voucher. Winners will be 
announced on the website of Housing Service Division, and will be notified via e-mail on Mar 27. 

 URL：http://dorm.osa.ncku.edu.tw/rqu/index.php?lang=en 

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敬啟 

Housing Service Division, OSA, NCKU 

 
 
 
 
 

「107 學年度學生宿舍滿意度調查」活動開始囉！ 

抽 200 元禮券!(108/3/7 10:00-108/4/9 10:00) 

一、為瞭解本校住宿學生對住宿服務品質之實際感受與滿意度狀況，特進行本次問卷調查，作為宿
舍服務品質改善之依據，請同學踴躍填答。 

二、填答對象：本校 107 學年度住宿學生。 

三、填答時間：108 年 3 月 7 日上午 10 時至 108 年 4 月 9 日上午 10 時止。 

四、問卷網址：http://dorm.osa.ncku.edu.tw/hsdqu/ 

五、獎勵方式：填答截止後，將以電腦隨選 15 名填答者，每名可獲得 200 元禮券。得獎名單將於
108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0 時公告於住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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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108 學年研究生宿舍續住申請( 04/16 10:00 AM - 04/30 10:00 AM) 

一、 本次續住申請之住宿起訖時間：108 學年
第一學期、109 年寒假、108 學年第二學
期。不含 108 年 7、8 月及 109 年 7、8 月
期間之暑假留宿。 

二、 申請資格： 

(一) 續住申請限現住宿之碩一~碩二(即 106-107
學年入學)、博一~博四生(即 104-107 學年入
學)，外籍生限現住宿之碩一(即 107-108 年
入學)、博一~博三生(即 105-108 年入學)。
前述住宿生仍須符合以下條件始得申請： 

1. 無未繳之住宿相關費用。住宿相關費用
待繳狀況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chleave.php  

2. 無宿舍違規記點。本校學生宿舍之優良記
點及違規記點皆跨越學制累計，於本校大
學部宿舍或研究生宿舍住宿期間之違規
記點將一併合計。住宿記點記錄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dormstu.php  

3. 開放申請期間非屬停權狀態。 

4. 已完成本校衛生保健組規範之新生體檢。 
新生體檢記錄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hc.php 

(二) 提前於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入學之108學年
度碩、博士班新生及 108 年 4 月 16 日起申
請研究生宿舍補宿者，非本次申請續住之對
象。前述同學如有住宿需求，請參加 108
年 5 月、6 月之碩、博班新生床位抽籤，確
認 108 學年度住宿資格。相關作業時程請參
閱 本 組 首 頁 之 研 究 生 床 位 行 事 曆 ：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10
942.php?Lang=zh-tw 。 

(三) 現住宿之碩班生於 108 學年就讀本校博班
者，不得以現住宿碩班身分登記 108 學年續
住。請以博班身分參加 108 年 6 月博班床位
抽籤或 108 年 8 月中旬之線上空床位遞補。 

(四) 逾年限未符合續住申請資格但仍有住宿意
願者，請逕參加 108 年 8 月中旬公告之線上
空床位遞補。 

三、 申請時間：108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起
至 108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止。 

四、 申請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dc.php  
申請完成後請務必再次登入系統，確認申
請狀況。 

五、 注意事項： 
(一) 逾期申請：申請續住後剩餘之空床將做為

新生床位抽籤之用，未於開放時間完成續
住申請者，不受理補申請。次一學年仍有
住宿意願者，請逕參閱本組首頁之研究生
床位行事曆，參加床位抽籤或 8 月中旬公
告之線上空床位遞補。 

(二) 續住床位安排：以住宿原棟原寢為原則，
惟如有特殊狀況，本組得另行調整。 
1. 申請通過者可於 108 年 6 月 28 日 18：

00 後，查詢 108 學年度床位，查詢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2. 續住申請者如辦理休學、退學、畢業，
本組將逕取消其 108 學年續住床位。 

(三) 續住取消：為期擁有住宿權同學更珍惜在
校內住宿所享有資源，兼顧其他仍有住宿
意願同學床位申請之權益，各時段及各身
分別取消續住之申請方式及應繳費用如
下： 

1. 108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前： 
(1) 申請方式：請再次登入續住申請系

統，取消先前登記之續住申請即可。 
(2) 應繳費用：此期間自行於續住申請系

統申請取消者，不需繳交相關費用。 

2. 108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8
學年第一學期開放入住日前： 

(1) 申請方式：請洽該舍輔導員辦理床位
取消。 

(2) 應繳費用：非因休學、退學、畢業申
請取消續住者，須繳交 250 元之行政
手續費。因休學、退學、畢業致學籍
身分異動需取消續住者，不需繳交相
關費用。 

(3) 各身分別開放入住日： 依 108 年暑假
住宿身分別而定，請屆時詳參 108 年
暑假住宿申請相關公告。 

3. 108 學年第一學期開放入住日起： 
(1) 申請方式： 請洽該舍輔導員辦理床位

取消除。 
(2) 應繳費用：非因休學、退學、畢業申

請取消續住者，須繳交住宿相關費用
及 250 元之行政手續費。因休學、退
學、畢業致學籍身分異動需取消續住
者，需繳交住宿相關費用。 

(3) 各身分別開放入住日：依 108 年暑假
住宿身分別而定，請屆時詳參 108 年
暑假住宿申請相關公告及附件資料。 

    108 年暑假住宿：108 年 7、8 月期間如有
住宿需求，請另行申請暑假住宿。暑假住宿相
關訊息預計 5 月中旬前於住服組首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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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人行道僅供行人通行 不得駕駛車輛行駛 

人行道係指「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
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
橋及人行地下道。依法駕駛人不得駕駛車輛於
人行道上行駛，如違反規定者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 45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裁罰基準規
定，將處以新臺幣 600 元~900 元罰鍰。 

行人專用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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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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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禍事故統計分析： 

依本校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資料統計，108
年度一、二月份交通意外事件計 17 件，造成 19
位同學受傷。分析原因概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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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7 件車禍事件中有 4 件自摔事件，而其原
因大多與車速過快有關，車速過快時如果
遇到  前方路況發生變化，如前方車輛突
然轉彎、剎車或發現行人、動物時，常常
會因反應不及而摔車，另外未注意前方路
況，如坑洞、水溝蓋等亦有可能造成的自
摔事件。 

三、此外，自行車相對於汽、機車而言相對弱
勢，目前 2 件自行車車禍事件均是遭到汽
車、機車擦撞，同學騎乘自行車時應特別
注意周邊其他車輛，保護自己的安全。

「臉書」網購易遭詐騙上當 
網路購物的便利性改變了民眾購物趨勢，

同時也讓詐騙集團動了歪腦筋，大量購買臉書
廣告刊登不實訊息，臉書廣告點進網頁後，商
品標榜著「價格低廉」、「加 LINE 私下交易享優
惠」、「7 天鑑賞期不滿意包退」、「可貨到付款」，
且網頁上還有大大的計時器限時搶購，甚至還
有不斷更新的買家好評，讓消費者心動不已。 

    校安中心呼籲所有師生儘量勿在臉書購
物，「臉書是社群軟體，用以親友間的感情聯
繫，而非購物平臺」。刑事警察局資料顯示 107

年臉書購物遭詐案例層出不窮，甚至有被害人
一再被不同的假廣告詐騙，分析這些一再被臉
書假廣告吸引的被詐者心態，都認為「自己只
是這次比較倒楣」、「不可能那麼衰一再遇到詐
騙」，但是刑事警察局公布 107 年「假網拍」詐
騙在整體案件數居冠，占整體詐騙手法 27.9%，
尤以「臉書廣告詐騙」案件 高，請消費者切
記網路購物遇到「臉書一頁式廣告」、「限時特
價搶購」、「加 LINE 私下交易」、「價格遠低於市
價行情」等關鍵字，慎防被騙。

賃居生活 123 

一、學校為關心、瞭解賃居校外同學的居住環
境是否安全？請賃居校外同學於開學一個
月內(108 年 3 月 20 日)，進入導生 e 點通系
統-校外租賃系統填寫自評表，並請各系辦
公室、導師、指導教授等相關輔導人員協助
宣導。 

二、租屋糾紛時有所聞，部分房東使用舊版租
約，或租賃契約訂定不甚合理，臺南市政府
為服務賃居校外同學，提供契約檢視服務，
同學如有需要，可逕洽臺南市地政局地籍科

(06)390-1009。 

三、哪裡可以找到較安全的房子？請搜尋「成
功大學校外住宿服務網」或「雲端租屋生活
網」，網站上所刊登的房子都已通過教育部
六項安全評核，敬請同學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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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zy Friday, Fun 鬆一下吧！」活動分享 

本文撰寫者為勝六舍幹部 

俗話說，冬至大過年，在冬至的時候要回
家團圓吃飯。對眾多在異鄉求學的學生們來
說，學校宿舍就是自己第二個家。在這個 2018
年末的冬至前夕，宿舍幹部舉辦了冬季電影同
樂會，與住宿生相約團聚在剛整修竣工的勝六
舍裡，觀賞電影的同時，一同吃冬至湯圓，緩
解課業上壓力之餘，享受節日氣氛。 

當夜幕降臨時，同學陸續的坐滿了預先擺
好在勝六舍大廳的椅子，讓原本冷清的的大廳
變得熱鬧起來。宿舍幹部與宿舍居民齊聚一堂
在看電影，居民亦可借此機會直接與宿舍幹部

反映對宿舍的想法與意見，增進了幹部與居民
之間的交流，也拉近了彼此間的關係。當日所
放映的電影是「高年級實習生」，講述的是一個
早已退休的老人重返職場實習，以他豐富的經
驗，給予了身邊年輕人們許多建議與啟發，讓
他們突破瓶頸，重新出發。這是一部很適合在
期末時觀看的一部電影，看完後讓大家都大有
啟發，尤其是即將離開校園進入職場的同學
們，提醒我們要好好的思考自己的初衷，並將
其付諸實現。 

 
 
 

學生辦理活動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注意事項

一、學生辦理活動時，應以教育目的為優先考
量規劃，並引導學生正向發展，且活動應維
護學生學習權、受教權、身體自主權、人格
發展權及人身安全，並應避免性別偏見或性
別歧視。 
 

二、另活動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時，本校應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
等相關法令所定之通報、緊急因應處理、
受理、調查處理、完成調查報告及後續輔
導協助之程序，俾增進學生之健全人格發
展，共同營造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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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光二舍元宵活動成果分享 

開學後第一個迎來的佳節為元宵節，光二
舉辦元宵節猜謎活動，邀請成大各宿舍居民一
同來參與，讓全成大宿舍居民吃到元宵，迎接
下學期的開始； 

也讓在成大讀書的同學能夠有機會和好朋
友一起來參與具有趣味性值得猜謎活動，在外

讀書也不孤單寂寞覺得冷。 

本次活動近 300 餘位宿舍同學熱情參與，
會後摸彩亦採粉絲團臉書直播方式與居民同
樂。活動中感受到溫暖以及促進宿舍居民之間
的交流，使得居民對宿舍有更深厚的歸屬感及
認同感。 

 



20    March 2019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知能研習  ▎ 

►►時間｜ 2019.2.21/25/26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2 樓活動組會議室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經營知能研習已於 2 月 21、25、26 日辦畢，主題為社團校務系統功

能簡介、活動場地借用程序與注意事項、活動計劃撰寫，並同步宣導性別平等觀念，共計 53 名學

生參與。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博覽會  ▎ 
 

►►時間｜ 2019.3.05-06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本次社博共有 111 個社團參與擺攤，20 個社團參與

動態舞台表演，另有 9 個社團參與體驗區擺攤。單

日參觀人次近 2000 人，現場餐車之人潮絡繹不絕，

此次推出之社團介紹手冊、現場抽獎也達到預期效

果，體驗區更吸引了不少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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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成大單車節參與人數創新高 近２萬高中學子熱情與會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3.02 

 
    108 年大學學測個人申請入學即將展開，成
大針對高中生量身打造的「成大單車節－院系
博覽會」３月２日繽紛登場，協助應屆考生認
識院系特色，規劃未來大學生活清晰藍圖，吸
引全台各地近 2 萬名學生及家長前來，參與人
數創下新高。台南晴空下的成大校園現場萬頭
鑽動，面對一波波詢問人潮，各攤位學長姊都
卯足勁回答，聲音啞了也繼續熱情說明。成大
校長蘇慧貞告訴在場高中學子，從太空科學到
人文哲學、生物醫學到人工智慧，各大領域都
能在成大找到，期盼優秀高中學子未來加入成
大，一起在成大這個浩瀚知識寶庫學習、成長，
開啟美好人生。 

    騎單車遊成大校園是單車節重要特色活動
之一，主辦單位與成大校園共享單車「CK Bike」
合作，由 CK Bike 提供 300 輛單車，今天特別
免費開放讓高中生騎乘暢遊校園。除了探訪古
蹟、漫遊成大兩大路線，今年還新增 4 大學群
路線，高中生可依據志向，由成大學生以學長
姊的立場帶領造訪理想學系，進一步認識學系
學習環境與設備，並介紹歷史古蹟、榕園、成
功湖等建築景點，讓高中生了解成大歷史與多
元面向。 

    校長蘇慧貞率學務長洪敬富、副教務長羅
偉誠、副國際長林建宏等主管騎單車進入會場
揭開今年單車節活動序幕，台南一中校長張添
唐、台南女中教務主任胡瑞原也到場共襄盛
舉。蘇慧貞期許高中學子在單車節，看見讀大
學及對未來的想像，認真學習，儲存日後發展
的養份。張添唐則祝福每位高中學生，騎向無
限未來，邁向成功大道。 

    成大全校 45個學系都在光復校區雲平大道
設攤，每個學系都精心展現特色。物理系學生
站在「自走車」上來回穿梭，讓人忍不住多看
一眼。物理系陳同學說，多數人以為物理系只
能朝學術發展，其實物理可發揮的範圍很廣，
自走車就是物理「進動原理」的應用。醫學院

物理治療系在攤位上擺出人體局部骨骼模型，
法律系搬來整套法律專書，建築系的攤位擺滿
精巧建築模型，系所特色一目了然，有興趣的
高中生都駐足端詳，細細詢問未來出路，必備
的專業學習、入學申請條件等。 

    有鑑於部份學系名稱相似，例如「生科、
生技」、「機電、電機、工程」等，高中生與
家長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差異、特色為何，今年
特別規劃「科系比較展覽」，看過的學生與家
長都覺得很實用。單車節總召資源系賴彥江
說，半年前夥伴們就開始搜集資料，透過大型
海報展板一次為高中生解惑，一整天下來，看
的人不少，效果很不錯，心血沒白費讓團隊成
員都很開心。 

    高雄中山附中三年級吳同學表示，成大單
車節很有名，下星期大學學測個人申請起跑，
一定要來成大單車節看看，確定想讀的學系以
及要修的課，未來發展是否與之前想像的一
樣，成大的學長姊很熱情，說明很詳細，走一
趟下來很有收穫，自己很喜歡成大，希望能如
願成為成大人。 

    陪同女兒來參加單車節的家長鄧勝益、蘇
慧雲夫妻，兩人都是成大校友，他們透露，孩
子對醫學院有興趣，成績也足以進入，但還是
希望孩子能探索其他的院系，不要自我侷限才
好。能陪孩子一起參加單車節，兩人都很開心，
內心也期待孩子選擇成大。 

    成大單車節暨院系博覽會，今年邁入第 12
年，活動連年興盛成長，口碑相傳之下，參加
人數從早期數千人一路成長，現已是全台 具
規模，不容錯過的院系博覽會之一。2019 年單
車節活動人數創下新高，近 2 萬人與會，高中
學子自行結伴搭乘台鐵前來之外，也不乏中、
北部學校包車前來參加，其中台中二中就一口
氣包了 4 部巴士前來。（撰文／孟慶慈 攝影
／趙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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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單車節首推學群漫遊 高中生騎 CK Bike 逛校園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3.02 

    成大單車節今天（2 日）登場，不僅延續「單
車遊成大」的傳統，更首次由成大校園共享單
車「CK Bike」提供 300 輛單車，讓來訪的高中
生免費騎乘暢遊校園。除了尋訪古蹟、漫遊成
大兩大路線，今年還新增 4 大學群路線，高中
生可依據志向，在成大學長姊的帶領下一探理
想系所的的真面目，認識各學群中的不同系所。 

    成大單車節的招牌活動「單車遊成大」，
一改過往單一系所的系館導覽，推出 4 條跨系
所的學群路線。「單車遊成大」活動負責人林
臻表示，高中生可能知道自己「喜歡理工」或
「喜歡文科」，但未必能明確指出想要就讀的
系所。這次學群導向的路線，搭配既有的科系
博覽會攤位，讓高中生一併比較各個院系的特
色。 

    就讀高雄女中的施同學選擇「理學院＋醫
學院」的路線走訪成大校園，她說自己嚮往醫
學系，但這次走訪發現相同學院的其他科系也
很符合志向。鳳山高中的張同學表示，自己想
報考成大電機系，在走訪電機系館後，實際看
見研究器材與學習環境，更加激勵自己要努力
考上。 

    就讀福誠高中的王同學說，自己對於生物
科技感興趣，但沒有選擇特定路線，想自由漫
遊校園。王同學說，成大單車節的工作人員相
當親切，小至調整座椅等需求，學長姊都熱心
協助，讓他倍感親切。成大單車節總召賴彥江
表示，成大學生辦理單車節不僅是為高中生服

務，也能回想自己從高中時期到現在的改變與
成長，在過程中「看見自己、成就自己」。 

    成大去年 3 月推出校園自有的單車系統
「CK Bike」，獨步全國，主打減少校園中單車
的棄置與浪費。今年成大單車節由 CK Bike 提
供車輛，省去過往向業者租借的成本。此外，
CK Bike 車輛規格統一，亮麗的紅色烤漆與成大
校徽色調相同，高中生騎上單車，在校園各處
都能自拍打卡。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CK Bike 展現成大的
創意，這次與單車節合作，讓來訪的高中生親
身體驗 CK Bike 代代相傳、永續利用的成大精
神。成大單車節總召賴彥江說，CK Bike 是成
大的驕傲，獨特技術也曾吸引台大前來取經，
期望未來成大更大力推廣，讓全國家長都認識
成大便利的校園生活。（撰文、攝影／實習記
者方子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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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及 教 練 歷 程 分 享

 

 

 

 

 

 

活動日期：108/01/12(六) 18:30-20:30 

活動名稱：中信金控及銀行業務簡介 

授課教練：中國信託 梁慶全教練 

 

  首先，教練從自己的生平經歷及職涯介
紹。此部分教練說了自己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接著，教練推薦了一部與銀行相關的日劇「半
澤直樹」，他認為半澤直樹是一位令人欣賞的
Banker。 

  以此為接續，教練說了 Banker 的相關業務
有融資、信託服務、應收帳款、現金管理、避
險業務等。特別的是，他認為自己的業務是與
人相關的，如：客戶內部衝突解決、優良人力
介紹、正面能量補充站及疑難雜症解決等，在
進行業務時，教練也因此獲益良多，有了人脈
及經驗，讓他在職場上如魚得水。從教練舉的
例子及故事中，學員也能了解人脈及經驗的重
要性。此外，教練更不藏私的分享他認為未來
有潛力、值得發展的地區。 

  接著，課程下一部分為中國信託公司簡
介。教練以中國信託的一些基本概述為始依序
介紹。基本概述的部分，教練以實際數據如中

國信託為世界銀行排名第 158 名及資產總額等
向大家簡介。另外，教練也講述了中國信託的
企業文化，以 We are family 為核心，不只對員
工，對所有的客戶及整個社會都時刻關心，積
極為大家服務。中國信託熱忱地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有五大公益：體育、反毒、慈善、藝文、
教育，盡心盡力地為社會提供服務及協助。 

後為中國信託職務簡介，其中介紹個金
理財專員 FA、個人理財諮詢菁英 FP、法人金融
ARM、儲備幹部 MA、風險人員及個人金融銀
行專員。這部分，因為大部分學員都十分好奇，
提出了許多相關的問題，如：面試方式、相關
職務建議的人格特質等。在回答問題時，教練
舉許多實際例子與故事，不只增添了有趣性，
大家也能對這些職務更了解。課程中，教練鼓
勵大家有問題就提問，透過這種一問一答的互
動，課程氣氛熱絡許多，也讓介紹更加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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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力 培 養  

 
 
 
 
 
 
 
 

活動日期：108/01/19 (六)13:30-15:30 

活動名稱：一日聚陽分享 

授課教練：聚陽實業 杜長明教練 

 
課程 初教練就以 NBA 的教練為例，去定

位教練這個角色。教練是給予學員方向、協助
學員探索自身極限、適當給予學員壓力及訓
練，讓學員能夠呈現自身特色的重要關鍵。教
練也提到我們這個世代有太多的選擇，學習如
何”建立自我品牌”以及”自我定位”對我們是非
常的重要。 

教練就以聚陽 初成立的情境作為個案，引
領我們進行分組討論： 在 1990 年代，身為外
商成衣公司總經理，當時成衣廠大舉外移時，
總公司打算撤掉台灣的公司，面臨這樣的危機
該怎麼做決策? 每個組的見解與策略都不同，
大致分為兩個部分 : 一、建立自身品牌，從
OEM ODM　 ，那原來的公司是否願意繼續為我
們生產商品? 我們的既有客戶以及要如何開發
新的客戶? 二、技術研發: 不走海外低價位路
線，而是走製作高機能服裝來與現在的趨勢抗

衡。但是要如何發展機能性衣服? 公司一開始
是否又有足夠的資金或是能夠獲得天使投資人
的幫助？透過這個個案探討讓我們更加能理解
聚陽的發展。 
    雇主品牌的部分，教練對於它的定義是:如
何讓想求職的人或已在職的人，認同企業為
佳的工作場域。被人們視為的幸福企業，相對
的優秀的人才就會被公司吸引過去，甚至是內
部員工的推薦。其實這和聚陽的理念、使命及
價值觀不謀而合:「全員經營＆與時俱進」、「以
服務、快速及創新的理念經營時尚服務產業，
滿足人們穿著的需求與渴望」、「誠信、團隊、
分享」。 後問與答的部分學員接二連三的問了
教練許多問題，教練都非常有耐心且完整的回
答完，並且以人資的角色給予我們和面試及有
關自身職涯發展、能力培養及態度養成的建言
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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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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校園三部曲 II ─ 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 

An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ampus Trilogy II: 2019 NCKU Summit on Austronesian Peoples 

洪敬富學務長 

    很喜歡這張精心設計的主視覺海報，它承

載著臺灣原住民（先住民）的精神與意境，也

能貼近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以營造健康大學、

安全校園、友善環境、公民社會的重要職志，

特別是在有限的學務行政資源中，努力做好友

善校園工作的使命。 

    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將邀

請成大博物館劉益昌館長（成大考古所所長、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做主題講座：認識我們--
南島民族的歷史發展與文化。此外，尚有大學

校長論壇（英文）、友善校園論壇（英文）、

學務長論壇（中文）、當代原住民族發展議題

（英文）、學生論壇（中文）、文化論壇（中

文）、經濟產業發展（中英文）等重要議題討

論。此外，文化藝術展演、南島影展與藝品展、

原民部落踏查—老七佳，也會讓大家更深入瞭

解臺灣南島民族。 

    心動了嗎？等你來！ 

 

 

 

The theme of 2019 NCKU Summit on 
Austronesian Peoples focus primarily on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and Austronesian 
Peoples, and we will address the topics on history, 
geography, cultures, and languages. In addition, 
this Summit per se is a fabulous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rigorous acade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we also expect this 
Summit to further deeper co-operations and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Austronesian countries. 

Save the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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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赴紐西蘭民族教育參訪

壹、前言 
本校預計於 2019 年上半年辦理「友善校園

三部曲 II─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
會」，為此由本校學生事務長特帶領原住民族生
資源中心主任、職員與本校原住民學生社團社
長帶領，赴紐西蘭北島進行民族教育參訪。行
程內容含括認識紐西蘭毛利文化，走訪毛利族
部落，並了解當地民族教育現況。與紐西蘭當
地民族教育卓有成效之大學─奧克蘭大學及奧
克蘭理工大學交流，學習該校當地民族教育策
略與執行方式，並邀請其重要行政主管參與明
年辦理之高峰會。本次的參訪活動在深入認識
南島民族與如何推行族群友善校園環境，及後
續辦理高峰會之邀請事宜上，皆有相當程度的
成果。 

For the upcoming summit “An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ampus Trilogy II—2019 NKCU 
Summit on Austronesian Peoples”, the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especially planned 
the visit to New Zealand for their ethnic education. 
The schedule included the visit to Māori tribes to 
obtain Māori cultur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ethnic education. In addition, we also 
arranged to visit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nd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ving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on ethnic education, for 
learning the strategies and the execu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and also invited them to join the summit 
held in 2019 in NCKU. 

The visit to New Zealand has a great impact 
on understanding Austronesian peoples, and the 
way to implement friendly campus for all ethnic 
groups. It helps the inviting work for the 
upcoming summit as well. 
貳、目的 

 本校預計於 2019 年上半年辦理「友善校園
三部曲 II─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
會」，為此特辦理紐西蘭民族教育參訪計畫以與
紐西蘭當地民族教育有成效之大學交流，期能
學習當地民族教育策略與執行方式，可望於明
年辦理之高峰會與與會人士分享。更希望能邀
請當地對於民族教育有所研究之學者、行政單
位同仁、主管等擔任高峰會講者。 

 本計畫為前導行參訪活動，由本校洪敬富
學生事務長領隊，成員包括學生事務處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樂鍇・祿璞崚岸、學生事
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專員莎瓏・巴拉拉

斐及本校原住民文化交流社社長全睿軍，共四
人。 
參、參訪行程與內容紀要 

一、蒂普亞毛利文化園區 Te Puia Maori cultural 
centre 

(一)簡介：蒂普亞毛利文化村是世界上著名的
Puhutu 間歇泉，泥漿池，溫泉，紐西蘭國鳥
奇異鳥和木雕等的發源地。毛利文化村將毛
利人的古老房屋，經過修繕後集中在這裡，
有會議廳、住房和貯藏室等早期建築。早期
毛利人的住房，用蒲草和棕櫚樹枝搭成，低
矮不能直腰。各種貯藏室均有高腳支撐。村
的中央有一處手工藝展覽所，內部陳列了毛
利人獨特的雕刻品及編織藝品，係為瞭解毛
利族文化的 佳場所。 

(二)參訪紀要： 

1.參與毛利文化園區導覽與在地自然環境
介紹。 

2.毛利文化認識：從建築、家屋、穀倉等建
築形式，了解文化內涵。 

3.參觀木雕中心、編織學校及文化藝術品展
售中心。 

二、毛利文化地景參觀 

(一)芒格努伊山 Mount Maunganui 

芒格努伊山是大型熔岩穹頂的名稱，位於
北島的陶朗加，它是由大約兩三百萬年前
的流紋岩熔岩上湧而形成的，其圓錐形的
山峰高達海拔 232 公尺，是陶朗加區的主
要地理特徵。毛利語官方名稱為 Mauao，
Mauao 的意思是「caught be the dawn」。芒
格努伊山在毛利人的傳說與歷史中佔有重
要篇幅，數百年來一直是毛利人的重要據
點和軍事重地，故今日在山頂間依然可見
當時的防禦建築遺跡。 

(二)Don Rowlands Rowing Centre, Lake Karapiro, 
Waikato 

Don Rowlands中心是一個新的2000平方公
尺的多用途社區設施，位於 Lake Karapiro 
Domain 中心。它是在地方議會 10 年儲備
管理計劃的背景下設計和開發的，曾取得
2010 年世界賽艇錦標賽的舉辦權。該建築
設計開放社區及商業、體育活動使用。較
獨特的是，內含專屬於推廣毛利族群文化
地的參展及教室空間，並在館外設有紀念
碑，以紀念 1830 年部落戰爭，提醒族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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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重要意義。每年也會在河上舉辦
TriMaori Festival 進行鐵人三項活動，有非
常多人參與。 

三、奧克蘭博物館 Auckland Museum 

奧克蘭為北島 大的城市，其博物館建立
於 1852 年，館內收藏各式豐富的奧克蘭歷
史與多項民族文物，主要為當地毛利族、
南島民族及太平洋族群所屬。博物館一樓
有許多毛利人歷史、民族手工藝、集會場
所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展示。因參觀當時正
逢舉辦南島民族特展，故可見其大型傳統
木雕柱及木製船。藉由參觀奧克蘭博物
館，我們對於當地毛利族、南島民族及太
平洋族群精細的文化有所知悉，但是相信
台灣的原住民族豐富的文化，與其相較之
下不會相形失色。 

四、懷卡托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一)簡介：1964 年，懷卡托大學在當時的總督
貝爾納•弗格森爵士主持之下正式設立。現
今，懷卡托大學擁有 1 萬 2 千多名學生。其
毛利文化和太平洋發展學院是世界上頗為
重要的研究毛利和太平洋文化的學術研究
中心。懷卡托大學毛利學生的比例是紐西蘭
大學校園 高的，並且為他們提供了相關的
文化課程和教學環境。 

(二)參訪紀要：懷卡托大學除研究外，在校園內
的硬體設施也不在話下。在校園環境中，不
時可看見文化裝置藝術，尤其毛利文化和太
平洋發展學院，以傳統家屋樣式建造，作為
其辦公、教學或集會之空間。藉此可感覺其
強烈表達族群文化之意。 

五、奧克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一)簡介：奧克蘭大學建立於 1883 年，坐落於
奧克蘭市區內，為紐西蘭 重要的學術研究
機構，同時也位居世界大學百大之內，是紐
西蘭大學之首。奧克蘭大學的人文及社會學
科教學和研究成果極佳，商學院更甚，而其
中 為優秀的是金融與會計專業長期在 QS
排名中名列世界前 50 名。 

(二)參訪紀要：拜訪奧克蘭大學時，由該校的藝
術學院行政人員帶領我們認識環境。校園內
建造了毛利族傳統家屋，可供學生作為休憩
空間，家屋前廣闊的草地，能提供校園內教
職員生辦理各項文化活動。一旁的學生活動
空間，更有完善之軟硬體設施，使同學可於
其內讀書、小組討論或辦理其他大型室內活
動。 

六、奧克蘭大學毛利及太平洋研究院 School of 
Maori Studies and Pacific Studies 

(一)簡介：奧克蘭大學內的毛利及太平洋研究院
旨在促進對太平洋島嶼的了解以及太平洋
島民關注的問題。提供從文學學士到博士的
太平洋研究全方位課程，採用跨科學的方法
來研究太平洋地區及居住於該地之人民。毛
利及太平洋研究院提供學生學習太平洋歷
史和政治、語言和文學、藝術和表演藝術等
科目之課程。該院研究內容廣泛，諸如有關
庫克群島毛利人、薩摩亞人和湯加人之研
究，和種族、教育、民族音樂學、民族知識、
語言學、音樂和舞蹈以及社會學等。 

(二)參訪紀要：奧克蘭大學毛利及太平洋研究院
設置太平洋南島民族的傳統建築  Fale 
Pasifika，並以南島航海民族意象規劃建築
外圍的裝置藝術，內外空間呈現學校與太平
洋南島社群的鏈結。而研究院內的海報寫著 
Your Village on Campus（意即你在校園的部
落），讓學生在校內學習時，擁有部落般的
歸屬感，提升學生在該校的學習意願，為極
佳的族群友善校園空間示範。 

七、奧克蘭理工大學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AUT） 

(一)簡介：奧克蘭理工大學（原名奧克蘭理工學
院，Auckland Technical School），創立於
1895 年，是紐西蘭 大的科技類大學。其
於 2008 年始主持設有語言復振國計中心
（Te Whare o Rongomaurikura）之毛利語言
國家研究院（Te Ipukarea, National Māori 
Language Institute）。 

(二)參訪紀要：本次參訪奧克蘭理工大學法學院
內的「原住民族權利與政策中心」，由中心
兩位教授接待，會談中分享該校南島民族學
生人數與學習情形，了解其學校政策，校方
提供豐富的獎學金及課程內容，以招收南島
民族學生就讀；現今在紐西蘭針對毛利族群
所實施的政策下，當地原住民族的諮商同意
權已逐漸落實，並且建構部落與國家間良好
的對話平台。而本校學務處預計於 108 年辦
理「友善校園三部曲 II─臺灣原住民族與南
島民族校園高峰會」，其中一場「當代原住
民族發展議題」，以土地諮商同意權相關國
家經驗、轉型正義議題為主，邀請該中心主
任出席並取得同意，此為本校國際交流之一
大進步，期能有後續之完整學術交流機制。 

肆、心得及建議事項

洪敬富 學生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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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營造校園內多元文化友善環境，學生事
務處於今年起辦理以「友善校園」為宗旨的三
部曲，明年度即將辦理之二部曲「友善校園三
部曲 II─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
會」，持續推動多元友善校園 ，重思臺灣原住民
族與南島文化，營造族群和諧與多元發展的校
園學習氛圍，並以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為
軸心，實踐大學社會責任與南向新連結。為此，
應先了解目前南島民族國家對於國內原住民族
之認知、國家政策之制訂與實行、民族教育之
推動等，而本次的紐西蘭民族教育參訪即因此
而成行。 

    本次參訪行程安排文化認識與體驗、大專
院校參訪、博物館參觀，希望藉各種不同管道
了解紐西蘭毛利族人之當地歷史、當前處境及
教育狀況等。在紐西蘭所見，各項招牌、文字
或地名多以英文與毛利族與文字並列，而地名
更皆以傳統命名為主，如此以毛利族文化為代
表可體現出國家對當地原住民族之尊重。紐西
蘭國內有三所完全以毛利文化為主體之大學，
分別為歐提羅毛利大學（ Te Wānanga o 
Aotearoa；TWoA）、阿灣紐阿聯及毛利大學（Te 
Whare Wānanga o Awanuiārangi；TWWoA）、勞
卡哇毛利大學（Te Wananga o Raukawa）。一般
大學中，也有多有學院或中心來推動毛利文化
與太平洋研究相關研究，如懷卡托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建立於毛利族人傳統領
域上，並設有毛利文化和太平洋發展學院。不
少紐西蘭境內大學目前校方網頁除英文外，也
提供毛利族語網頁。由此可見，紐西蘭國內，
不論是社會或者教學場域，在政策面向或者硬
體設施等，對於不同族群的存在都十分重視。

此趟行程我們發現，紐西蘭國人對於毛利文化
並不陌生，也許是因為毛利人人口比例不若台
灣的原住民族懸殊，佔有紐西蘭約 15%的比
例，故與毛利人的文化接觸及刺激較頻繁，使
得非毛利族的紐西蘭人的文化敏感度較高。不
過再近一步推敲，或許是因為其整體社會實行
了族群主流化的概念，共同攜手朝向建構多元
平等正義的國家。 

    回想本校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自成立以來不停在校內營造多元文化友善
環境，時常辦理多項講座、課程及文化活動，
無非就是希望能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更深度的
帶入校園中，使本校教職員生可藉多方管道認
識、了解其文化內容、意涵。此次至紐西蘭參
訪，深有感觸。相信有此經驗，不只能有利於
明年「友善校園三部曲 II─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
民族校園高峰會」之辦理，更於往後多元文化
友善校園之營造多有益處。 

    經此一行程，有以下三點建議提供： 

1. 因應國家南向政策，可建立與南島民族
國家之交流機制，如建立姊妹校、國際
文化交流等，多方參考他國大學之多元
文化友善校園營造政策與實際執行方
法。 

2. 鼓勵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至南島民族國
家遊學、留學或申請交換學生。 

3. 廣邀南島民族大學參與明（108）年辦
理之「友善校園三部曲 II─臺灣原住民
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以提升本
校於南島民族國家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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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樂鍇‧祿璞崚岸 主任

 

    本人長期參與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每年
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辦公室皆辦理與南島民族
的專家學者，澳洲、紐西蘭、玻利維亞拉、馬
來西亞等地的學者交流的學術研討會，但從未
親臨南島民族國家，本次有幸因著學務處訂定
辦理「友善校園三部曲 II─臺灣與南島民族比較
經驗校園高峰會」而赴往紐西蘭奧克蘭踏查其
民族教育的成果及教育環境。 

  懷 卡 托 大 學  (Te Whare Wānanga o 
Waikato，University of Waikato)校園內建有毛利
人的傳統建築 wharenui；奧克蘭大學的毛利及
太平洋研究院 （School of Maori Studies and 
Pacific Studies) 設置了太平洋南島民族的傳統
建築 Fale Pasifika，研究院內的海報寫著 Your 
Village on Campus（意即你在校園的部落），相
信這個傳統建築不只是學生的活動中心也是學
校與太平洋南島社群的鏈結。參訪時剛好是學
校的期末考期間，Fale Pasifika 和毛利的 Marae
有很多學院的學生聚在一起讀書或休息。我想
在這樣友善的環境下，原住民學生的學習和輔
導一定會更順利。 

  看到該兩校皆設有當地族群的傳統建築，
內心感觸很深。某次在本校一場校園空間規劃
的會議中，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申請提案，
擬在校園內建造一座排灣族、魯凱族和布農族
等文化皆具的石板屋傳統建築的提案，但很不
幸地被否決了，理由是校園綠地需占一定的比
例，而若築起石板屋會壓縮校園綠地的比例。
我尚能理解校規會對校園綠地吋草不讓的堅
持，但當天會議主席的一句話，仍在我的腦海
裡翻攪。他說，「石板屋是一個空殼，實質原住
民教育才是重點」。  

  然而，在本校建起石板屋的實質意涵就如
同懷卡托大學及奧克蘭大學校園內造有南島民
族的傳統建築那樣意味深遠。因為，對於數個
台灣原住民族群來說，石板屋不若一般建築那
樣地「空殼」，其飽含了族群的文化意涵，承載
民族文化、傳統知識和對於族群的認同。它的
存在就是一種民族教育，甚至更期待它能引導
非原住民師生思索甚或實踐，給予在台灣社群
只佔據百分之二的原住民族群同理和尊重，亦
相信它的存在會讓我們學會謙卑的反思。簡言
之，我堅信在校園內若能建造起石板屋，就是
一種推動我們一起進步的力量，它的存在本質
就是一種文化上的連結與交流，更能嶄露多元
友善校園的價值。 

  回顧台灣原住民族的過往，經歷不同殖民
政權的同化政策，被迫參與及遵循主流社會的
經濟及社會體制，致生處於政經、社會、文化
上面的多重不利地位，遭受不平等的對待與歧
視。希望本校能堅持不懈地致力於破除族群及
文化的藩籬，共同為原住民學生締造友善的讀
書環境，並且肩負起社會責任，實踐多元族群
的真諦，以呼應蔡英文總統政府對於原住民的
道歉文，不要再延續「把過去的不公平視為理
所當然，或是把其他族群的苦痛，視為人類發
展的必然結果」，希望我們都在同一條路上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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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莎瓏‧巴拉拉斐

 

    非常感謝學校能夠促成這次的民族教育參
訪，原住民族在全球的處境，從環境資源、文
化傳統的大幅改變，我能夠在成功大學服務期
間，參與到這樣富有教育內涵的活動，深感榮
幸。學校為推動建立更為多元友善的校園，讓
原住民族學生在目前的教育環境中，能夠體認
自身文化傳承的迫切需要，並建立自信心擔任
文化交流與展現之模範。紐西蘭民族教育在近
幾年，陸續有國內單位從中央原住民族委員
會、客家事務委員會到各級學校進行民族教育
之參訪，紐西蘭毛利族人比臺灣原住民更早意
識到文化傳承之重要性，從外族入侵後，極力
捍衛自身的主體性，並透過傳統文化規範，深
入家庭、學校。 

    文化即是生活，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已日漸
與生活脫節，因為居住環境與經濟需求，部落
文化祭典少有人再全程參與，學校教育體系也
忽視文化的內容而不再教授，臺灣的民族教育
推動已經晚了很多年，近二十年的文化活動舉
辦與部落大學的設立，為的是要學習文化、學
習生活，但僅有課堂式的教學，未能將課程內
容與環境、生活相應並融入，而造成傳承效果
有限。 

    在這次的紐西蘭民族教育參訪行程中，我
看見毛利族的文化教育，是透過家庭、部落、
部族到學校與媒體，彼此緊密的聯結，在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中達成文化傳承。毛利族文化在
紐西蘭是 具重要代表性的，在這個國家的每
個人民，都有機會沉浸在毛利族文化當中，有
相當程度的文化認識，所以比較沒有偏見與歧
視，因為彼此都有對話的機會，例如懷卡托大
學、奧克蘭大學、奧克蘭理工大學校園內都有

已毛利族文化聚會所與家屋建造的建築，讓學
校生活與文化是很自然的共存狀態。紐西蘭是
從國家的高度，將原住民族文化成為國家代
表，接待我們的 Lee-Ann 女士說過：「觀光客來
紐西蘭，要看的就是環境地景與文化人景」，她
說得很有自信，因為在這個土地上的主人，就
是屬於這個土地上的文化。 

    全地球文化各自繽紛綻放，都是從土地而
生，不管歷經工業化到全球化的現代，原住民
族文化依舊存在，依舊跟著土地生生不息。民
族教育並不困難與沉重，不是僅僅透過分給你
資源執行就好，它需要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去
認識並尊重，這次的參訪為的是要在明年度校
園即將舉辦的「友善校園三部曲 II—臺灣原住
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之前，建立對民
族教育的經驗學習，透過對話討論出目前臺灣
要如何將民族教育持續傳承，一般大學體系內
要如何建立校園友善的環境，從這樣的出發點
去進行，讓文化傳承的工作能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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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交流社  全睿軍 社長

    這次很榮幸能和學校到紐西蘭參加教育參
訪，本身是一位台灣原住民族布農族的學生，
同時也是成功大學原住民文化交流社的社長，
所以非常開心能藉由此次教育參訪深入了解紐
西蘭毛利族的文化背景。 

    在紐西蘭的陪伴我們的導遊是一位毛利
人，她的家族都有在從事部落文化傳承的事
務，對文化的貢獻有非常大的幫助。我會想到
我的 Hudas1，我的 Hudas 很喜歡做布農族的族
服和手工藝品，我自己的族服也是 Hudas 做的，
藉由族服以及手工藝的傳承讓下一代兒女們能
更瞭解族服所代表的意義。在此次教育參訪首
先，我們到了漢密頓 Hamilton 部落文化參訪，
漢密頓 Hamilton 的毛利族部落，距離奧克蘭市
中心約兩小時車程，由導遊規劃遊程，針對文
化認識、體驗與傳統聚會所走訪，深度認識毛
利族文化，毛利族傳統聚會所牆壁上的圖騰和
台灣原住民族的神話傳說或是圖騰有一些相似
點，都會以動物的形象作為圖騰。 

    接著來到了奧克蘭理工大學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AUT）。創立於 1895
年的奧克蘭理工大學，原名奧克蘭理工學院
（Auckland Technical School），為紐西蘭 大的
科技類大學。其所主持的毛利語言國家研究院
Te Ipukarea（National Māori Language Institute）
於 2008 年成立，並設有語言復振國際中心 Te 
Whare o Rongomaurikura。我們去和兩位法律系

的教授聊了關於毛利族學生在求學過程中的相
關權益和台灣原住民學生有沒有什麼不同，有
趣的是在紐西蘭具有毛利族身分的學生，在求
學上是沒有減免的，則是以獎學金的方式來鼓
勵學生，和我們不太一樣。我們也有去懷卡托
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1964 年設立
的懷卡托大學將紐西蘭連接到網際網路世界，
讓學生可以在線上修課並取得學位，使其成為
紐西蘭第一所有學生透過網際網路修課而畢業
的大學。在懷卡托大學的校園內，看到了非常
多有毛利文化的裝置藝術，希望成大也可以有
代表原住民文化的裝置藝術。後來到了奧克蘭
博物館（Auckland Museum） 建立於 1852 年，
館內收藏許多歷史與多項民族文物。博物館一
樓更有許多毛利人歷史、民族手工藝、集會場
所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展示。我們藉由參觀奧克
蘭博物館，稍稍理解歐洲人與毛利人發生戰爭
直至今日的歷史與過程，希望能以此進一步了
解、探討臺灣原住民族之處境。 

    這次的教育參訪真的令我大開眼界，不只
了解、學習到毛利族的文化也參觀到其他太平
洋小島原住民的文化，當中像是服飾或手工藝
品或是武器，和台灣原住民族都有相似性。期
許自己也能把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給下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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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社榮獲第五屆 CDPA 辯論錦標賽亞軍

賀 
滔滔社 

蔡維廷、王詣昕、李承哲、陳麒元、黃怡舷 
榮獲第五屆 CDPA 辯論錦標賽亞軍 

 
 

｜第五屆 CDPA 辯論錦標賽｜108/3/9（六）─3/10（日） 

主辦單位：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參加對象：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1、參賽年齡上限為 25 歲以下且具備大專

院校學籍者，25 歲以下係指 1994 年 9
月 1 日後出生者。 

2、每隊每場比賽需有兩名 23 歲以下具備

大專院校學籍者出賽，23 歲以下係指 1996 年 9 月 1 日後出生者。 

比賽制度：新式奧瑞岡三人制五五四整分制，一律由反方先行結辯。 
辯題：我國中央政府體制應採內閣制 

｜比賽選手心得｜ 

政治二年級 蔡維廷

    各位好，我是成功大學滔滔社長蔡維廷，
目前就讀政治學系二年級，很榮幸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個令人喜悅的消息──滔滔社榮獲第五
屆 CDPA 辯論錦標賽亞軍。CDPA 辯論錦標賽
由辯論圈享負盛名的前輩們所創立之中華辯論
推廣協進會所舉辦，基於推廣辯論活動之理
念，減輕參賽學校之負擔，CDPA 辯論錦標賽的
費用大多由資深辯論人自掏腰包贊助，但比賽
的品質並不因此而有所減損，從住宿、主計、
賽程甚至裁判，大會皆用心把每個細節做到
好，故自 2013 年創辦第一屆以來，便成為臺灣
各大專院校極其嚮往之舞台，不少我們這個世
代辯論人景仰的學長姐，也都曾在這個舞台大
展身手，並藉由參賽影片的留存分享，幫助學

弟妹成長、茁壯。由於經費不足，CDPA 辯論錦
標賽停辦了兩年，於今年復辦第五屆，成功大
學更幸運地被邀請為種子隊伍，為了不辜負大
會，也不辜負自身的青春年華，我們自比賽前
兩個月就開始準備，大量收集資料、往返南北
打練習賽、好幾個日子的徹夜討論。過程是艱
辛的，雖然距離冠軍還差 後一哩路，但我們
仍舊認為結果是無愧於自身的付出，同時也能
感受到整體隊伍在逐步成長，不論是感情或默
契，都在比賽中被凝聚起來，而這或許也是今
次參賽收穫 大的部分。結果有一點缺憾，但
於下一次見面時，我們將會是更團結、更強悍
的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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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三年級 王詣昕

    CDPA 辯論錦標賽是辯論界 具指標性的

比賽之一，許多選手都在對 CDPA 的薰陶及嚮

往之中成長，其中當然也包括我。這次比賽面

對的題目是一個經典卻複雜的命題，並非政治

專業的我在初次接觸時碰到許多的阻礙，準備

比賽的過程雖然辛苦，但更多的是在一個逐漸

成熟的團隊中，找到彼此默契跟節奏的成就

感，很高興在彼此的努力扶持下我們對於題目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相信這些認真也是我們

後能取得亞軍殊榮的關鍵。雖然 後以一步

之差未能摘得桂冠，但或許 美的總是遺憾，

我們確信這次的不完美會成為我們持續向前邁

開步伐的動力，在成大夥伴的堅持下我們一定

能為成大取得更多榮耀。
 
 

生命科學系四年級 李承哲

    CDPA 是我從進入社團到現在 憧憬的一

個比賽，畢竟自己的辯論學習經驗中，真的有

太多太多時間都耗在看 CDPA 的網路影片上

了。從我進入大學開始，就一直夢寐以求能夠

像之前社團的學長姐一樣把 CDPA 的選手名條

貼在滔滔社辦的牆上。雖然 後的結果還是有

一些小小的遺憾，但從練習賽到正式賽中，一

路上也打了很多場讓自己覺得痛快的比賽，在

賽期之外，這回的比賽已經帶給自己太多太

多，光是讓自己重新找回對辯論的熱情，其實

就已經值得了。

 
 

 

經濟學系二年級 陳麒元

    這次的比賽是一個讓我非常深刻的比賽，

CDPA 辯論賽在辯論圈享有盛名，很多以前看到

非常有實力的學長姊都有上過這個舞台，然而

之前幾年卻因為經費因素而停辦了，剛好可以

在今年復辦對我而言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所以我一開始抱著很大的期望來參與這個比

賽，而這個比賽也沒有辜負我的期望，整個比

賽的規劃都非常的好，對手的實力也很堅強，

我們在賽前一天還打了兩場練習賽來確保我們

能有穩定的發揮。而在場上果然也沒有失常，

後雖然有一點點遺憾，不過我們還是成功的

為成大帶回來的亞軍的殊榮，在這次的比賽

中，我很慶幸我在成大擁有許多堅強的學長姊

可以帶領我們在辯論場上一路過關斬將，而我

也很感謝我的隊友們能跟我一起打辯論，一起

獲得這次拿盃的榮耀。
 

 

                化學工程學系大一 黃怡舷

    一開始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是有些頭痛

的，因為大概從高三考完學測後我就已經把高

中公民的內容還給老師了，所以準備的時候有

種重拾記憶的感覺。不過因為在討論之前學長

就已經找過大量的資料和論文了，所以後來在

接收上其實非常快速。之後在比賽時看到其他

學校也做了十分充足的準備，雖然都是一樣的

題目一樣的持方，但每個人演繹的角度不同，

詮釋出來的論點也各有所異，讓我對這個題目

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賽期雖然不長，但每一

場比賽都很精彩，也很開心 後能成功把獎盃

帶回來。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72        35 

專題報導                                                                    

健康飲食、人文關懷、樂於學業的宿舍資源 
住宿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工作目標提供所有住宿同學一個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但是除了學生宿舍之床位
提供外，本組亦在『健康飲食』、『人文關懷』、『樂於學業』等面向，提供全校師生服務。 

 

『健康飲食』-餐廳營運與管理 

    本校目前共有兩家學生宿舍餐廳，分別位
於光復校區光二舍地下一樓（光復餐廳）以及
敬業校區敬一舍地下一樓（敬業餐廳）。學生事
務處住宿服務組負責餐廳履約管理，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負責餐廳衛生督導
業務，總務處負責餐廳設備修繕與採購。 

    本校學生宿舍餐廳持續以「物美價廉、衛
生第一」作為供餐原則，餐廳各項用餐優惠亦

公佈於學生宿舍餐廳顧客資訊網以及餐廳佈告
欄。 

    另外，住宿服務組每年 3 至 4 月期間將進
行餐廳服務問卷調查，瞭解教職員工生對宿舍
餐廳的需求與建議，並作為評核餐廳承商及其
改善之參考。透過本校「膳食委員會」之監督
機制，為餐廳之餐飲衛生把關。 

 
敬業餐廳 

※ 位置：本校敬業校區敬業一舍地下一樓 

※ 服務時間：請參閱學生宿舍餐廳顧客資訊網。 

※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ku-cafeteria  

※ 介紹說明： 

    敬業餐廳同樣自 107 年 9 月起由專營學校
及公司行號團膳團隊-上豪食品有限公司進駐，
店家取名「福客屋早午餐」，係希冀祝福每一位
來用餐的客人天天都很有福氣、充滿幸福。 

    該工作團隊除提供各式中、西式早午餐及
特色餐點，亦持續依照消費者需求開發多元餐

飲菜色選擇。此外，配合本校相關管理單位督
導，業者也相當關注各項食安議題，慎選原材
料、注意烹調衛生、維持環境整潔、定期實施
病媒防治外，亦投保相關產物保險，以保障用
餐客人的權益，期許讓本校教職員工生都能吃
得安全、吃得安心! 

    另外，為增加付款的便利性、配合推動無
現金校園計畫，自 108 年 2 月起陸續設置 LINE 
Pay、一卡通等行動支付或電子支付系統，並提
供本校教職員工生更多的推廣回饋活動。 

 

圖 1:敬業餐廳內一景 圖 2:校長及學務長蒞臨敬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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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餐廳

 位置：本校光復校區光復二舍地下一樓 

 服務時間：參閱學生宿舍餐廳顧客資訊網。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ku-cafeteria  

 介紹說明： 

    為確保本校教職員生飲食安全，校方依規
定要求餐廳經營廠商必須符合教育部規定的衛
生與食品安全標準，歷經多方努力，107 年 9
月起光復餐廳由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進
駐服務，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提供便利舒適的消
費體驗及用餐服務，並滿足校園住宿生活所
需，營運期間，本校大家長蘇慧貞校長及洪敬
富學務長也撥冗至餐廳，關心學生餐飲狀況，
給予肯定及建議。 

    全家成大光復商場提供美食街櫃位及便利

商店等多元餐飲服務，導入深耕台南校園接地
氣的優質團膳廠商-樂琪美食料理，經營早餐及
自助餐。其旗下品牌牛 13 麵食、十味亭異國料
理及果汁漾飲料吧等美食櫃位，提供現點現做
的特色餐點及新鮮果汁飲品，以 親民實在的
銅板價格，滿足本校教職員工生的舌尖味蕾。 

    商場內也設有八方雲集櫃位，該品牌提供
新鮮、美味及平價的鍋貼及水餃餐點，是莘莘
學子們用餐的 佳首選。因應無現金校園計
畫，108 年 2 月起全家商場各櫃位提供一卡通及
LINE PAY 等電子支付服務，希冀讓本校教職員
工生消費方式更加便利。108 年 3 月上旬也預計
新增「鮮光復牧場」輕食飲品櫃，品牌結合成
大校園特色，持續提供多元的餐飲選擇。

 

圖 1:學生宿舍外，全家便利商店一景 圖 2:校長及學務長蒞臨光復餐廳 

圖 3:用餐時刻，餐廳內一景 圖 4:校長及學務長至便利商店瞭解清真食品 

圖 5:便利商店親切的服務人員 圖 6:全家便利商店成立 30 周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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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關懷』-勝六舍三樓祈禱室 

※ 位置：本校勝利校區勝六舍三樓 

※ 申請資格：具有本校行政單位督導之校內
學生社團，提出申請之負責人需為本校學
生並能代表該社團。 

※ 借用時間：僅提供長期借用（上半年或下
半年），不提供單一場次活動借用，並依使
用規定申請與使用。 

※ 說明： 

    因應國際化的時代來臨，成功大學的外籍
學生人數逐年成長。其中，有許多來自印尼、
伊朗、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的學生信
奉伊斯蘭教。 

    近年來，成大致力於打造友善的校園環
境，考量到信奉伊斯蘭教的外籍學生人數眾
多，因此促進了勝利六舍穆斯林祈禱室的誕生。 

    其實，在勝利六舍祈禱室進行擴建以前，
本校已在其他校區興建多個小型祈禱室。只
是，隨著信奉伊斯蘭教的學生人數日漸增加，
當時規劃的空間已不足以因應使用上的需求，

後才決定在宿舍區興建一個大型祈禱室，讓

信仰能夠更加貼近生活。 

    完工後的勝六舍祈禱室，場地可以容納接
近百人，規劃時也以明亮和舒適為目標，因此
特別選用採光良好的透明屋頂，希望學生在祈
禱時能有迎向光明之感；另外，考量到南台灣
的炎熱天氣，還增設了通風口，就是希望使用
者在體驗上能夠更加舒適。不僅如此，祈禱室
還設置了淨洗區，讓學生在祈禱前進行淨身，
設想相當周到。這些貼心的設計， 終目的在
於希望穆斯林學生在鑽研課業的同時，能夠透
過信仰，找到生活的依歸。 

    勝六舍祈禱室開幕至今已兩年多，當年的
開幕典禮，由蘇慧貞校長親自出席主持，與諸
多外籍學生進行交流，過程相當溫馨，也能看
出校長對於穆斯林學生的重視。 

    未來勝六舍祈禱室不僅能成為穆斯林學生
與真主對話的場所，還能成為穆斯林彼此交流
的勝地。我們也期許將祈禱室打造成一個多元
文化交流的空間，以祈禱室作為媒介，讓莘莘
學子齊聚一堂，台灣本土、伊斯蘭及異國文化，
必定能激盪出許多火花。 

     
 

『樂於學業』-敬一舍自修室 

※ 位置：本校敬業校區敬業一舍地下一樓 

※ 開放對象：本校在學學生以個人學生證感
應進入。 

※ 借用時間： 

1. 學期開放時間：周一至周日
09:00-22:00。國定假日、停電，或人事
行政局發佈之停班、停課日：不開放（期
末考周前彈性開放時間以現場為準。） 

2. 寒暑假開放時間：依住宿服務組公告為
主。 

 

 

 

※ 說明： 

敬業一舍地下一樓自修室為敬一舍建築的
一部分，入口從敬一舍後方走入地下室。 

應校方指示改建原敬一舍內地下室為自修
室，於 104 年 12 月開放敬一舍自修閱覽室供成
大全校學生使用，共 104 席自修席位。 

自修室基本設備為桌、椅、光線充足的照
明及座位有隔板的設計，避免干擾及保持隱私。 

目前期末考期開放 24 小時，自修閱覽室採
學生自主管理，依現場公告為準。 

為提供學生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使其能
主動學習，進而培養整體的讀書風氣及研究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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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大學安身立命 8 帖劑 第六帖：我未來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淺談生涯規劃 
吳淑真臨床心理師 

陳煌唸了一個分數剛好到，就來念的科
系，現在不是唸不來，只是念了之後很惶恐，
不知未來要做什麼，時間規劃也做了，也修了
該修的課，但是，還是覺得很惶恐， 他說如果
沒有把成大唸完，應該會很傷父母的心，但現
在都已經大三了，怎麼辦。我坐著那裏聽著，
想想，確實也是。 

我問陳煌平常不唸書的時間都在做什麼，
他開心的告訴我，他喜歡英文課，去上
toastmaster 英語俱樂部，每天聽英文，還有參加
很多英語相關的課程，看他講得眉飛色舞，
Bingo 這就對了。 

我不忍潑他冷水，但我還是問他，這主修
可以走得下去，完成學業，拿到學位嗎? 陳煌
說有困難，隨著年級越高，越接觸主修，也因
為困難度加高，發現自己的能力不足，問心理
師怎麼辦？ 

但是爸爸希望自己把這學位拿到，爸爸說
未來去國中當個**老師也不錯，陳隍說，可我
一點也不感到興奮對於要當**老師這件事，至
於未來想當什麼，陳隍說，沒有想像，只能以
後找個工，至少可以養活自己。 

我開始跟陳煌談到工作，我們不是在找個
工作賺錢而已（雖然有錢才可以過生活，這是
很務實的事），也不單找個職業，執行一個自

己受訓過的能力，而是在選擇未來的生活風
格，你的生活風格裡面，包含著你的興趣跟熱
情所在的地方。 工作可以是工作、也可以是職
業、更可以自我實現高層次使命的呼召。 

務實點開始來看看，如何透過目前所修的
課程來開展自己，鼓勵個案，在這一個學期透
過修課，再持續探索自己對英文的興趣，能夠
去講出來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擅長什
麼，不擅長什麼，了解認識自己的優勢及弱項
能力，透過修課對生命的探問。 

心理師也提醒陳煌，就學期間因為學雜費
都是父母支付，確實就學需要有經濟支撐著，
也要尊重這個經濟支援，未來到工作場域，一
個專長不夠用，可以是雙主修或者是輔系，尊
重父母也尊重自己，可以坐下來很誠懇地跟父
母談談，透過有計畫有策略性利用學校資源探
索自己，致使在畢業時，心裡篤定些。 

陳煌點點頭，過了數個月之後，收到陳煌
的信，他說他轉學成功了，誠懇地和父母談過
之後，個案也付出努力，父母支持下，現兩方
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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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告 ] 社團進行校外活動安排，務必遵守旅行業及交通運輸相關規定

一、為維護學生進行旅遊及校外教學或畢業旅
行行車安全，於安排行程時應避免早出晚
歸、行程過度緊湊、行車距離或時間太程
等情形；如確有長距離行程之規劃時，應
採駕駛替換機制、調整或變更行程、多元
交通運具方式辦理，以維護旅遊安全，同
時避免駕駛人違反勞動基準法及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規定。 

二、租用遊覽車安排行程，請勿進入禁行路段，
有關全國大客車禁行及行駛應特別注意路
段及時段相關資訊，刊登於交通部公路總局
局網 ->監理服務 ->業者資訊 ->遊覽車項
下，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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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氣溫驟降或乍暖還寒，小心心血管疾病！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施美錦 編制 
一、前言： 

  現正逢季節交替時期，早晚溫差變化大，
一日溫差可能將近 10 度，台灣南部尤其明顯，
許多心血管疾病都好發在這個季節，醫院就診
的心臟血管疾病患者就會顯著增加，原本病況
穩定者也容易進入不穩定的惡化狀態，民眾要
小心因應氣溫驟變帶來的健康問題與誘發疾病
影響。 

    根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國人死因統計，主
要死因前三位依序為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肺
炎，其中心臟疾病連續 10 年蟬聯 10 大死因第 2
名，106 年奪走 2 萬 644 條人命，平均每 26 分
鐘就有 1 人死於心臟病，若再加上腦中風、高
血壓、糖尿病及腎臟病等血管相關死因，心血
管性疾病造成每年 5 萬 3697 人死亡，遠超過第
一名的癌症死亡人數 4 萬 8037 人。(1) 

表 1 十大死因死亡人數及死亡率 

 

 

 

 

 

 

 

 

 

 

 

 

 

 

 

 

 

二、冬季好發之心血管疾病(4) 

(一)高血壓： 

    氣溫下降會使人體內週邊血管收縮以防體
溫的流失，再加上寒冷使得人們活動力減少，
冬季應景美食偏重辣、鹹的口味，導致人體血

管力學出現微妙變化，週邊血管阻力和血中鈉
鹽負荷增加，都是造就高血壓的有力因子。高
血壓是許多致命疾病的關連因素，尤其中風或
心衰竭特別受到關注。 

(二)心肌梗塞： 

    心臟疾病導因於心血管缺血性變化者約占
75％，而心血管缺血性變化若因此造成供應心
臟肌肉的主要血管系統冠狀動脈阻塞心肌壞
死，此即「心肌梗塞」。心肌梗塞是主要的致
死性心臟病，縱然病人倖存於心肌梗塞，亦難
避免隨後而來的心衰竭或心律不整（例如心房
纖動、心室心速過快），而大幅影響往後的生
活品質與心臟功能。 

    心肌梗塞的好發與否取決於以下危險因子
之有無：抽菸、性別與年齡（男性 45 歲以上，
女性 55 歲以上）、血中膽固醇與三酸甘油酯濃
度（總膽固醇 200 以上，低密度脂蛋白 100 以
上，高密度脂蛋白 45 以下）、個性（逞強的人
格特質）與是否有高血壓等等。而在冬天，人
吃得多、動得少，容易使血脂肪增加，血壓上
升，也造就了心肌梗塞的可能性。 

(三)心衰竭： 

    心臟功能衰竭無法擔負血液幫浦的作用，
以致於全身組織得不到足量的血液供應。蕭成
儀醫師說明，心衰竭是許多心臟病的末期變
化，它尚可再細分為「穩定的心衰竭」、「尚
能代償的心衰竭」，以及「不能代償的心衰竭」；
冬天由於血壓增高，導致心臟負擔增加，而讓
原先穩定的心衰竭轉而掉入不穩定的心衰竭。 

(四)週邊血管疾病： 

    心臟以外的血管系統稱為週邊血管，由於
高血壓、高血脂，以及其他的慢性疾病如糖尿
病、尿糖症等，都會造成週邊血管的損傷、狹
窄，進而發展為週邊血管疾病。這些疾病也因
為血壓的失去控制，血脂肪濃度的持續異常、
血液回流變差，甚至遲滯不動而惡化以致奪取
生命。冬天正是這些疾病盛行的季節。 

 

 
三、心血管疾病七大危險因子(3) 

    包括 45 歲以上男性、55 歲以上或停經女
性、有心血管疾病家族病史、三高疾病、抽菸、
肥胖、少運動等，只要符合當中 3 項就屬於高
風險群（圖一）。 



40    March 2019 

四、心血管疾病徵兆(7) 

     看似難以預測的腦、心血管疾病，其實還
是有症狀可循的，事先知道這些發作前的徵兆
（圖二），將有助於搶得治療的先機。 

(一)心悸：患者自我感覺心臟跳動快速、不整或
搏動有力，檢查時則有心跳頻率過快、過緩
或不齊的現象。 

(二)呼吸困難：患者感覺呼吸費力，檢查時出現
呼吸次數增多，動作快而幅度加大的徵兆。 

(三)紫紺：紫紺屬於體徵的表現，就是黏膜和皮
膚呈現青紫色。 

(四)眩暈：患者自覺周圍景物或自身在旋轉及搖
晃，發作時常伴有平衡失調、站立不穩及噁
心、嘔吐、面色蒼白、出汗、心動過緩、血
壓下降等症狀。 

(五)暈厥：由於一時性的腦缺血、缺氧所致，在
發生意識喪失前常伴隨著面色蒼白、噁心、
嘔吐、頭暈、出汗等現象。 

(六)疲勞：是各種心臟病常有的症狀，當心臟病
使血液循環不暢，新陳代謝的廢物即可積聚
在組織內，刺激神經末梢，令人產生疲勞
感。

 
                   圖一、心血管危險因子                                 圖二、心血管疾病症狀 

五、如何預防呢﹖(5)(6) 

(一)戒煙：由於香煙內含尼古丁，不僅容易使心
血管收縮、血壓升高，更會造成心跳加快或
甚至是心律不整等現象。再加上抽煙吸入一
氧化碳，會降低血液攜帶氧氣的能力，使血
管阻塞或痙攣的血管缺氧更嚴重。因此研究
數據顯示，抽煙者因心臟病發作而突然死亡
的機率，是非抽煙者的 2～4 倍。 

(二)控制血壓：如果是有高血壓或心血管疾病的
患者，應該要美日定時測量血壓並且依照醫
生指示服藥，天冷時要特別注意保暖。 

(三)有心血管病史的患者應照醫生指示用藥，在
早上起床時不要過急，應該緩慢的起床讓身
體甦醒。建議可在被窩裡先動一動，躺 1~2
分鐘後才起床，讓體溫變化不那麼大。如果
要外出注意增添衣物。 

(四)低脂肪、低膽固醇、低鹽、高纖維的飲食習
慣：一旦血液中的膽固醇指數升高，將非常
容易造成血管堵塞或血管狹窄，進而產生動
脈粥狀樣硬化， 後導致心肌梗塞或中風。

膽固醇過高的原因有非常多種，其中因攝取
過多的飽和脂肪酸，如肉類、豬油、牛油、
人造奶油等，即是常見的原因之一。另外，
過多的鈉（鹽份）容易使水份滯積，造成血
壓上升，導致心臟血管的負擔加重。在日常
生活當中，多攝取不飽和脂肪酸，如葵花
油、紅花子油或麻油等，同時搭配富含纖維
素的食物以幫助消化，將能夠有效地幫助您
降低膽固醇，從而降低心肌梗塞的風險。 

(五)適度且規律的運動：選擇室內運動，採適度
地進行漸進性運動，以利血液循環並增加運
動之耐受力，同時避免需要閉氣或用力的運
動項目，如舉重、提重物、憋氣、氣功等。
運動前，請先做暖身動作。有任何些微不適
即應停止行動，保持呼吸平和順暢，就醫或
回家休息。平時規律運動，可以讓身體氣血
循環良好，就能有效改善手腳冰冷問題。 

(六)確實做好雙腳保養：每日應將雙腳清洗乾
淨，避免穿擠腳的鞋剪趾甲時應格 外小
心，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傷口，時常感覺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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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腳部的溫度及顏色變化，若出現冰冷、發
紫的情形，應立刻就醫。 

(七)氣溫低時可戴手套、穿襪子，達到減少體溫
的散失。 

(八)避免過冷、過熱的刺激：如果必須在寒冷的
天氣當中外出，應特別注意保暖。沐浴時應
避免過燙的熱水，以免使血管擴張導致血壓
下降、暈眩等意外發生。 

(九)不要久站或久坐，應該每隔一段時間便變換
姿勢，如果因為工作關係需要長時間久站，
可以透過抬腿運動，每次十五分鐘，一天大
約進行三到四次；另外，也可以穿戴彈性
襪，使用物理性的方法，來幫助血液回流。 

    天氣雖冷熱無常，只要我們注意氣溫變化
及保暖，做好日常保健，不但疾病不上身，反
而使身體保持健康、心情愉快，順利度過一個
冬季唷～ 

六、參考資源 

1. 衛福部 106 年死因統計結果分析 
2. 入冬氣溫變化大 心血管疾病患者小心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77/3506557 
3. 心血管疾病患者注意！氣溫變化大易致命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
65802 

4. 一次搞懂！4 大冬季心血管疾病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28/32741 

5. 天氣冷颼颼，6 種疾病要注
意!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28/32741 

6. 預防心肌梗塞的七大保健重點
https://www.pcalife.com.tw/zh/listen/together/healt
h-protection/insured-health/family-medicine/2-45/ 

7. 認識心血管疾病 遠離十大死因排行榜
http://www.nhi.gov.tw/epaper/ItemDetail.aspx?Dat
aID=3994&IsWebData=0&ItemTypeID=7&Papers
ID=355 

8. 氣溫驟降，小心心血管疾病找上門！
https://www.phew.tw/article/cont/phewhealth/medi
cal/diseaseprevention/5481/201901095481 

108 年度成大健康促進減重班開始招生 

活動目的：減脂瘦腰降血壓，聰明吃快樂動優質睡眠的健康生活習慣

活動對象：成功大學學生，男女性體脂肪值≧標準值達 20%以上，或
代謝症候群高危險群優先 

活動需求：1.自備智慧型手機(Android 系統 4.3 以上；iOS 軟體 9.2.1
以上)，需可下載及使用 App 

2.須配合按時上傳活動紀錄到雲端平台 
3.能持續 3-6 個月，正面樂觀積極，有堅持到底的決心 

活動內容：免費有氧課程、專業護理師個案管理、營養師諮詢 

報名日期：108/3/4 起至 10 月 11 日止 
活動期間：108/4/15-108/12/16 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OLfps6aaeznPzBJK2 

活動費用：由教育部健促計畫經費補助。參加學員需配合完成前後測

獎勵辦法：活動期間認真參加且有減重實績，每學期末依成績及表現
頒發實用健康大獎，獎品將另行公布於活動專頁 

備註事項：1.為造福真正需要的同學，主辦單位保留審核資格權利，
以符合活動條件者為優先，單純只想參加有氧課勿試。

2.主辦單位會提供智慧手錶(環)，學員需妥善保管，結束
歸還，遺失或毀損不堪修復需照價賠償。 

 

承辦單位：環安衛中心 
          衛生保健組 
承辦人：鍾小姐 

聯絡方式：校內分機 50435 

e-mail: 
z9608089@e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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