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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107學年度桃竹苗家長座談 
面對面傾聽與交流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5.6 
「成大蘇慧貞校長、學院等一級主管，直接回答家

長提問，尤其校長，不需一旁主管提示，就能侃侃回覆
家長疑慮，看得出來對校務全盤掌握，很負責任，將孩
子交給成大很放心。」來自新竹的陳姓家長，子女現就
讀於電資學院，參加家長座談會後安心地表示。 

成大 5月 4日於桃園中央大學舉辦 107學年度家長
座談會，校長蘇慧貞率一級主管及九大學院主管、教授
與會，面對面與家長溝通交流，傾聽家長的心聲，回應
提問及建議等。蘇慧貞校長懇切的提醒家長，雖然在父
母心中，孩子年紀再大仍是孩子，但父母千萬不要成為
孩子褓母，畢竟都讀大學了，離家在外求學是學習獨立
的好機會，不妨適時放手，讓孩子學習做決定、解決問
題。 

至於家長關切的畢業出路問題，蘇慧貞指出，成大
校園是一座知識寶藏，擁有良好的師資，畢業生如果只
為了「麵包」，找工作並不難，但成大關心的是學生在
校園學到了什麼，接觸了什麼，做了什麼努力，帶著什
麼樣的能力離開，成大期待學生有一定的理想與自我期
許，負責任，與成大一起耕耘，持續成長。 

 
蘇慧貞校長主持 107學年度桃竹苗家長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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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名來自台北、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家

長出席座談會，蘇慧貞校長逐一介紹與會主
管，包括教務長長王育民、學務處長洪敬富、
總務長姚昭智、副國際長林建宏等行政團隊及
文學院院長陳玉女、電機資訊學院院長許渭州
院長、工學院副院長李德河、社會科學院院長
蕭富仁、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簡伯武院長、規
劃與設計學院院長鄭泰昇、理學院楊耿明教
授、管理學院謝中奇教授、校友中心主任陳寒
濤等 10多位主管。隨後各主管分別說明各院特
色、趨勢以及發展重點等。 

座談會中家長關心的事項包括住宿、選
課、轉系以及畢業出路等。蘇慧貞校長指出，
成大已經著手規劃將興建 2 棟新宿舍，以改善
目前宿舍供不應求的問題。至於選課選不上，
教務長王育民表示，有時學生沒選到想上的
課，可能與安排上課的教室規模較小有關，更
換大一些的教室，就能容納較多學生，學生遇
到問題一定要盡早向校方反應。至於轉系，轉
系會有一些門檻，系方都會對外公告，依統計
想轉系的學生 80%可以如願。王育民說，如果
轉系不成功，也可以考慮不分系，一樣有學位。 

蘇慧貞再次強調，成大是完整的綜合大
學，國家投入許多資源幫助成大的發展，成大
也參與很多國家重要建設、規劃以及計畫，研
究過程與成果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跨域學習環
境，學生家長務必鼓勵孩子多利用這樣的環
境，開拓學習領域，為日後發展儲備所需的能
力與能量。 

成大走出校園舉辦家長座談會獲得家長肯
定，孩子讀測量系的吳姓家長表示，孩子當年
的成績可以就近讀桃園的中央大學，但孩子堅
持讀成大。孩子甫入學時自己特地到台南參加
新生家長座談會。雖然平常家長要反應問題或
提建議，透過 email一樣可以反應，但總不如面
對面互動來的親切，有溫度，校長率主管到桃
園開家長座談會，更要來參加。 

成大「校長學生家長座談會」從 85年 5月
起實施，輪流在北、中、南等地舉行，建立了
校方與學生家長對話平台，學生家長的參與提
供建言，協助了校務推動與改革。（撰文、攝
影／孟慶慈） 

  
     蘇慧貞校長懇切與家長互動                           桃竹苗家長座談會出席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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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107年第 2學期「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齊聚分享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4.23

    「現在的大學生很有想法，很在乎『透明』
兩個字，輔導學生，與之溝通一定要清楚、透
明，不能黑箱，如果學生做了不對的事情，別
忘了給予陳述的機會。」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
事長柯志堂博士強調，威權時代師生關係不對
等，而現今學生對「學生權利」的觀念在高中
時期即已萌芽，大學老師輔導學生更要拿捏好
分寸，尊重學生。 

    成功大學學務處 4月 22日舉行 107年第 2
學期「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各系所
導師、院系承辦人員等 329 人與會，研討會特
地邀請柯志堂博士專題演講，談「從學權與校
園法律談師生間的紅線分寸拿捏」，希望學生
安心自在，身心健康學習與成長。 

    副校長林從一感謝各導師以及院系承辦人
員的付出，他表示，社會環境快速變遷，大學
生的觀念也與過去大不相同，輔導學生對沒有
接受過相關訓練的老師來說不容易。如果老
師、承辦人員在輔導學生的過程，發現不是自
己可以處理，盡快與學務處心輔組連繫，成大
有成熟的諮商輔導與校安機制，隨時可提供協
助。 

    專題演講中，柯志堂透過各類實例分享，
來闡述輔導工作的拿捏以及相關知識與法律。
他指出，「太陽花」學運後，學生更加厭惡黑
箱作業，非常在乎透明。校園內要推行事務，
一定要清楚明白的讓學生知道。很多學生辦活
動喜歡玩直播，也會希望學校直播，目的就是
讓一切都透明。學生學權意識高，勇於爭取權
益與表達意見，身為師長在與學生溝通時，不
妨鼓勵學生透過輕鬆活動或非正式會議（如與
校長有約）來表達。有的學生在意提案是否能
夠進入校務會議，校方何妨尊重，讓提案進入
校務會議。另外，如果學生犯錯，一定要給予
陳述的機會，言語上千萬不要有任何羞辱，先
聆聽陳述後再輔導或施教。 

    柯志堂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法
學副教授暨學務長。專長學生事務、教育法學、
基礎法學、社團法律、學生權利、學生自治、
服務學習。經歷包括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諮詢委員、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諮詢委員
等。（撰文／孟慶慈 攝影／實習記者倪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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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108年全大運成績亮麗 
轉載自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5.3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圓滿落幕，成功大學代表隊選手在競爭激烈的賽事中盡情發揮實力，自
我超越，是近年來最亮麗的表現，總共獲得 7金 9銀 15銅，游泳、田徑 3項破大會紀錄。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成大運動代表隊成績： 
林亭伃獲游泳一般女 100公尺蛙式「金牌」！（破大會紀錄） 
林亭伃獲 游泳一般女 50公尺蛙式「金牌」！（破大會紀錄） 
陳奕璇獲田徑一般女 400公尺跨欄「銀牌」！（破大會紀錄） 
女子硬式網球校隊 獲一般女子組團體賽「金牌」！ 
女子軟式網球校隊 獲一般女子組團體賽「金牌」！ 
巴洛 獲田徑一般男田徑 400公尺「金牌」！ 
王柏鈞 獲田徑一般男跳高「金牌」！ 
男子軟式網球校隊 獲一般男子組團體賽「銀牌」！ 
余悅、曾俐茵、賴郁阡、陳奕璇 獲田徑一般女 4×400公尺接力「銀牌」！ 
魏庭煜、吳奇臨、周靖恒、巴洛 獲田徑一般男 4×400公尺接力「銀牌」！ 
許庭瑄、林亭伃、王筑萱、黃可兒 獲游泳一般女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銀牌」！ 
黃可兒、林亭伃、王筑萱、許庭瑄 獲游泳一般女 4×100公尺混合式接力「銀牌」！ 
施宏諭、沈于暄 獲軟網一般混合組個人雙打「銀牌」！ 
陳奕璇 獲田徑一般女鉛球「銀牌」！ 
郭沛靈 獲田徑公開女生 10000公尺「銅牌」！ 
蕭潔壬 獲跆拳道品勢公開女個人組「銅牌」！ 
女子羽球校隊 獲一般女子組團體賽「銅牌」！ 
賴怡婷 獲羽球公開女生個人單打「銅牌」！ 
余悅、陳奕璇、陳苡甄、曾俐茵 獲田徑一般女 4×100公尺接力「銅牌」！ 
林亭伃、許庭瑄、黃可兒、王筑萱 獲游泳一般女 4×200公尺自由式接力「銅牌」！ 
方鈺學、黃柏睿、賴昱豪、陳聰霖 獲 游泳一般男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銅牌」！ 
蔡宜妏、黃上娟 獲軟網一般女生個人雙打賽「銅牌」！ 
林立為、李傳心 獲軟網一般混合個人雙打賽「銅牌」！ 許鈞翔 獲田徑一般男 1500公尺「銅牌」！ 
吳奇臨 獲田徑一般男 800公尺「銅牌」！ 
 

社團全大運成績如下： 
空手道社李語珊 一般女個人對打第三量級「金牌」！ 
空手道社李語珊 一般女個人形「銀牌」！ 
跆拳道社陳羿伶 一般女對打 57公斤級「銅牌」！ 
跆拳道社  一般男品勢團體「銅牌」！ 西洋劍社 一般男團體鈍劍「銅牌」！ 
西洋劍社 一般男團體銳劍「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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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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二)18:00-22:00 2019雲嘉送舊晚會 多功能廳 成大雲林嘉義地區校

友會 

5/22(三)18:00-22:00 露天國際電影院 芸青軒第三會議室、 
芸青軒第二會議室 學生會 

5/24(五)18:00-22:00 成大流舞大型發表 成功廳 流行舞蹈研習社 

5/25(六)08:00-17:00 
第三十一屆成功盃網球雙打

公開賽 敬業網球場 網球社 

5/25(六)13:00-17:00 擊聚打擊樂團創團音樂會 綠色魔法學校崇華廳 管弦樂社 

5/28(二)16:30-22:00 
校友企業代表就業輔導說明

會 
芸青軒第六討論室、 
芸青軒第二會議室 馬來西亞同學會 

5/31(五)14:00-21:00 交管系 108級送舊晚會 學生活動中心 
第五會議室 

交通管理科學系系學

會 

6/01(六)12:00-17:00 畢業典禮周邊活動 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前草坪 畢業生聯合會 

6/01(六)13:00-17:00 資訊工程學系小畢典 成功廳 資訊工程學系會 
6/01(六)09:00-17:00 成大化工系 108級畢業典禮 系上場地 化學工程學系系學會 

6/01(六)10:00-13:30 
108僑聯休息小站暨應屆畢
業僑生家長歡迎會 雲平大樓前廣場 僑生聯合會 

6/02(日)13:00-17:00 成大法律 108級小畢典 綠色魔法學校 崇華廳 法律學系系學會 
6/04(二)18:00-22:00 流行音樂歌唱社期末成發 學生活動中心木製舞台 流行音樂歌唱社 
6/05(三)18:00-21:30 108級成功大學畢業餞別宴 雲平大樓前廣場 畢業生聯合會 
6/06(四)18:30-21:30 期末成發 多功能廳 吉他社 

 
※詳情請參閱 108年畢業典禮官網  http://stud.adm.ncku.edu.tw/mil/ncku_graduation/10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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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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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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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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復小白屋*鮮光復牧場 
 位置：本校光復校區光復二舍一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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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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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成大光復商場自從 3 月中旬導入【鮮
光復牧場】之後，快速於校園師生之中掀起熱
烈討論話題，並成為眾多網紅不容錯過的打卡
熱點。【鮮光復牧場】顧名思義位於光復校區，
以融入成功大學校名，並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
為發想，做為店櫃品牌設計概念，產品上則以
成功大學各校區為命名，打造專屬於成大校園
獨一無二的風格飲品，創造唯有成大人一看便
知並莞爾的語言。

 
 

 
 

 

圖 1-2: 鮮光復牧場 文宣 圖 2: 傍晚下課時分，莘莘學子們排隊等候  
     著，一杯用心製作飲品。 

【鮮光復牧場】的茶飲製作並無花俏的招式，一切是最簡單的原料，誠心用心配製，搭配可愛俏皮的國姓爺、有

趣富有意義的品名，以及簡單的茶飲，希望伴著成大師生們歡笑快樂，成功必勝! 

https://activity.ncku.edu.tw/
http://grad.osa.ncku.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ku-cafeteri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7iquun4DLAhUEp5QKHcY0AbEQjRwIBw&url=http://www.58pic.com/tupian/xiaoyuandianbeijing-2-167.html&psig=AFQjCNFKtA3up_jc8lYWJc5eEC1inh98xg&ust=14558480171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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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轉知 教育部課外活動與營隊須注意消費者保護觀念宣導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93349,r795.php?Lang=zh-tw

一、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消費安全及提升
消費品質，請於辦理課外活動時應基於禁

止強迫，確保安全、受益者付費及經費透

明原則進行規劃，以避免消費爭議發生。 

二、 相關資料可以參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政策與法令→定型化契約範本，教育宣導
項下之教材。 

三、 本校辦理寒暑期營隊、服務隊之系學會與
社團，亦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

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

意事項」中所規範之業者，請依注意事項

辦理，並特別留意費用相關規範。 

※詳細資料請參閱活動組網頁公告附件。

 
【重要】108年第 3次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成功廳」申請說明 
[Attention]New Instructions for booking Cheng-Kung Auditorium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4-1053-193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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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月 1日至 109

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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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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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 1st 2020 and May 31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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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1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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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1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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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1053-193482.php?Lang=zh-tw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93349,r795.php?Lang=zh-tw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4-1053-193482.php?Lang=zh-tw
https://goo.gl/QqUudB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4-1053-19348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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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成功大學畢業生畢業 1、3及 5年流向調查概況表 

感謝 105、103 及 101 學年度畢業生對於流向調查的支持及合作，107年調查結果概況表如下，若
想 要 更 詳 細 的 報 告 可 洽 本 組 ( 生 涯 發 展 與 就 業 輔 導 組 ) 網 頁
http://grad.osa.ncku.edu.tw/p/412-1054-1974.php?Lang=zh-tw 

 

 

 

成功大學畢業生流向調查概況表(畢業後一年) 

大
學
部 

畢業
學年
度 

畢業
生人
數 

完成資
料調查
人數 

畢業流向（％） 就業情形（％） 

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 
考試 

待
業 

其
他 

私人
企業 

政府
部門 學校 非營利

機構 其他 

105 2,509 1,739 38.47 50.09 2.13 5.12 4.14 0.06 67.41 10.61 9.27 1.20 11.51 

研
究
所 

105 
碩士 2,820 1,955 78.26 0.92 13.30 1.79 5.58 0.15 74.12 9.67 9.15 1.70 5.36 

105 
博士 271 181 93.37 --- 4.42 0.00 2.21 0.00 36.09 10.65 42.60 5.33 5.33 

備註：1.畢業後一年的調查於每年 6月底-11月中舉行，調查期間至 107年 6月底-10月中。 
      2.因四捨五入，數據總和會有 0.001誤差。 

成功大學畢業生流向調查概況表(畢業後三年) 

大
學
部 

畢業
學年
度 

畢業
生人
數 

完成資
料調查
人數 

畢業流向（％） 就業情形（％） 

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
考試 待業 其他 私人 

企業 
政府 
部門 學校 非營利

機構 其他 

103 2,416 1,547 66.71 14.16 11.12 2.78 5.11 0.13 76.30 11.80 7.12 2.14 2.64 

研
究
所 

103 
碩士 2,844 1,602 93.45 2.75 0.25 0.87 2.06 0.62 81.35 9.08 6.01 1.30 2.25 

103 
博士 401 239 96.23 --- 1.26 --- 2.51 0.00 40.17 8.73 45.41 2.18 3.49 

備註：1.103學年度畢業三年之調查期間：107年 6月-107年 11月；調查對象：103學年度(104級)
全體畢業生。 

      2.因四捨五入，數據總和會有 0.001誤差。 

成功大學畢業生流向調查概況表(畢業後五年) 

大
學
部 

畢業
學年
度 

畢業
生人
數 

完成資
料調查
人數 

畢業流向（％） 就業情形（％） 

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
考試 待業 其他 私人 

企業 
政府 
部門 學校 非營利

機構 其他 

101 2,696 1,439 89.02 5.35 0.76 1.32 3.06 0.49 75.62 13.27 6.44 1.85 2.82 

研
究
所 

101
碩士 2,934 1,571 94.97 1.97 0.13 0.25 1.78 0.89 77.95 10.72 7.80 1.22 2.31 

101 
博士 440 208 98.08 --- --- --- 0.96 0.96 48.76 8.46 36.32 3.48 2.99 

備註：1.101 學年度畢業五年之調查期間：107 年 6 月-107 年 11 月；調查對象：101 學年度(102
級)全體畢業生。 

       2.因四捨五入，數據總和會有 0.001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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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暑假住宿申請(5/14-5/24線上全期、6/06-6/14延期與提前、6/20短宿) 

 
一、 為維護住宿生權益並有效利用床位，108

年暑假住宿分為線上申請與人工申請。各
身分別之申請方式、住宿安排順位與原
則、申請日期、申請步驟、床位查詢、取
消或異動申請之辦理時間與方式及計費標
準…等，請參閱<附表 1-1>、<附表 1-2> 。 

二、 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線上申請: 
1. 線上申請限暑假全期住宿，詳情請參閱<附
表 1-1>。 

2. 申請時間: 108年 5月 14日上午 10時至 108
年 5月 24日上午 10時。 

3. 申請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ws.php 。 

(二) 人工申請: 申請資格及申請時間各異，請參
閱<附表 1-2>之說明。 

(三) 因住宿資料或歷年住宿相關費用(含電費及
行政手續費…等)繳交異常而無法申請者，
請務必於 108年 5月 14日上午 10時前完
成銷點或繳費，並向本組出示銷點或繳費
證明，以便協助開放線上申請權限，逾時
恕不受理。 

(四) 不開放住宿區域: 請參閱<附表 2-1>。 表
列區域床位將提供校內營隊及國際交流活
動使用或進行整修工程，不開放暑假住
宿。107學年第 2學期或 108學年第 1學期
居住於表列區域居民如申請暑假留宿，將
由輔導員安排至其他區域寢室空床住宿，
床位不足時將安排至其他宿舍。 

(五) 各項重要日程: 107學年第 2學期離宿、108
年暑假住宿搬遷日期、108學年第 1學期開
放入住日與各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閱<附表
2-2>、<附表 2-3>。光三舍轉換搬遷期程及
入住時間另訂。 詳情請參閱公告 :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
91263,r406.php?Lang=zh-tw  

(六) 申請暑假留宿者，為避免單一寢室一人獨
自留宿，遇身體不適或緊急狀況無室友相
互照應，本組得機動視留宿申請狀況，調
整留宿寢室。 

(七) 如有個人物品須留置寢室，則一律須辦理
留宿；未辦理留宿者，一律清空，不得放
置個人物品。未辦理留宿之空床由住宿服
務組統一運用。 

(八) 暑假住宿期間，將進行不定時抽查。如查
獲未申請暑假住宿亦未清空個人物品或未
經申請自行進住者，將依住宿相關管理規
定及學生獎懲要點處理。暑假住宿期間，
受勒令退宿處分者，其已繳納之住宿費不

予退費。 
(九) 光三舍因將於 108年暑假期間進行粉刷工
程，不開放住宿。光三舍住宿生申請 108
年暑假住宿者，將另安排住宿光一舍，轉
換搬遷期程及入住時間另訂。詳情請參閱
公告: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
91263,r406.php?Lang=zh-tw  

三、 繳費注意事項: 
(一) 暑假全期住宿: 
1. 繳費日期：108 年 6 月 6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17日止。請務必於前述開放繳費時間繳
畢留宿費用。逾時將有違規記點，記點方
式: 

 逾 108年 6月 17日繳費並出示收據者將依
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九條記違規點 5
點； 

 逾 108年 6月 24日繳費並出示收據者再加
記違規點 5點。 

2. 繳費方式：請逕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Stude
ntLogin.aspx )列印繳費單後，依指定方式繳
費。逾繳費期限，須持繳費單至臺銀臨櫃
繳費或以 ATM轉帳繳費。 

3. 繳費單列印注意事項: 
 境外生(含僑生、陸生、外籍生)之“身分證
號”欄位為學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碼 3
者其中之一。 

 “生日”欄位請轉換為 7 位數之民國年。西
元年減去 1911即為民國年。 

 如無法登入，請洽住服組承辦人董小姐，
分機 86340、EMAIL: 
em86340@email.ncku.edu.tw 。  

(二) 短期住宿: 
1. 繳費日期：應於入住前或申請時繳畢，如
有異動則依輔導員通知為準。辦理進住時
須出示繳費收據。逾時將有違規記點，記
點方式: 

 逾申請進住日出示繳費收據者將依本校學
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九條記違規點 5點； 

 逾申請進住日後一周出示繳費收據者再加
記違規點 5點。 

2. 繳費方式：請逕至自動繳費機繳費或依輔
導員說明辦理。 

四、 暑假住宿期間及 108學年第 1學期之宿網
作業時程 :依計網中心公告為準。
(http://cc.ncku.edu.tw/?Lang=zh-tw )。 

※ 附表 1-1~1-2、2-1~2-3下載點選。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ws.php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91263,r406.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91263,r406.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91263,r406.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91263,r406.php?Lang=zh-tw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StudentLogin.aspx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StudentLogin.aspx
mailto:em86340@email.ncku.edu.tw
http://cc.ncku.edu.tw/?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c0TDNCMFlWOHhNRE0wTmpOZk5EQTJNRFF3TkY4M01qUTVOUzV3WkdZPQ==&fname=WW54RPOKNPSSA1KKLOLKSXXTUS30WTLO2034YWHCVX25XW40YSYWEG54LOLKA0OKZTCCGGKKA4A0NKYWXSMOUWWSUSRK35WSCCYT34B0WSROWXFG14SS45USYW44GG01TSLKJGGDXSOKDGWSKLQKOKMKIHRLPK50ZWB4STSWWSTS45QKTWLKQPIHNOFGQKZWXSJGVX2020UWRKMK21GDNL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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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108學年博班床位電腦抽籤登錄 
(06/04上午 10時~06/11上午 10時) 

一、 登錄資格說明： 

(一)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及現在學之一至四年
級舊生無 108學年床位者。前述同學另須符
合以下各項限定條件： 
1. 戶籍： 

(1) 非設籍臺南市中西區、北區、東區、
南區、安平區、安南區、永康區、新
市區、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或自
公告申請日起算已遷出前述地區本
籍達六個月以上。 

(2) 戶籍遷出前述限定區域達 6 個月以
上(即已於 107年 12月 4日前遷出)，
惟近期才向本校教務處申請更正
者，請於 108年 6月 3日 17時前至
本組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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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中旬公告之補宿作業。 

2. 基本資料登錄：已完成教務處新生基本
資料登錄並至系所報到完成、開通成功
入 口 帳 號 。 新 生 基 本 資 料 登 錄 : 
http://140.116.165.4/wwwmenu/program/n
et/checkin/netfreshman.html ；成功入口： 
http://i.ncku.edu.tw 。 

3. 入學體檢狀態： 
(1) 現在學之一至四年級舊生: 限已完
成本校新生體檢並繳交體檢報告至
衛保組者。 

(2) 108學年 9月入學新生：經本次床位
抽籤抽中住宿床位者，須於開學日前
完成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衛生
保健組依教育部規範所辦理之「新生
體檢」，未完成者取消住宿資格，須
於通知後十日內辦理退宿手續。 

(3) 新 生 體 檢 訊 息 及 狀 態 查 詢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hc.
php 。 

4. 違規記點： 
(1) 本校學生宿舍之違規紀錄跨越學
制，如曾住宿本校學生宿舍且因違反
宿舍相關規定記違規記點累計達 10
點(含)以上或經核定停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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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住宿本校學生宿舍並有違規記點
達 5點(含)以上且未完成銷點者，請
於 108年 6月 3日 17時前完成銷點

並將銷點紀錄表送交本組、申請更新
記點紀錄，以免影響中籤機率。 

(3) 住宿記點紀錄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
pp.php  

5. 繳費狀態： 
(1) 曾住宿本校學生宿舍且有住宿相關
各項費用(含住宿費、電費及行政手
續費…等)繳費狀況異常者，請於 108
年 6月 3日 17時前完成費用補繳並
至本組出示繳費證明、完成銷帳作
業，以免影響登錄抽籤資格。 

(2) 住宿離校控管紀錄：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ch
leave.php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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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電腦抽籤系統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m
d=5 。 

三、 登錄時間： 108年 6月 4日上午 10時起
至 108年 6月 11日上午 10時止。 

四、 登錄資料確認方式： 請於登錄時間內至登
錄系統確認。 

五、 中籤名單查詢： 108年 6月 13日下午 6
時起，查詢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m
d=5 。 

六、 床位安排查詢： 108年 8月 23日下午 6
時起，查詢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 

七、 注意事項： 

(一) 床位放棄：中籤者如欲放棄床位，務請於
108年 7月 15日 17時前另以電子郵件洽
承辦人提出申請，以利其餘有住宿需求者
申請補宿。逾時申請者，依規定須繳交 250
元手續費。 

(二) 床位遞補：本次抽籤無備取遞補序號，未
中籤但仍有住宿意願者，可參加 8至 9月
份之空床位補宿申請。相關事宜將於 8月
中旬於本組首頁公告。如欲逕於校外租
屋，可參考軍訓室校外租屋訊息 : 
http://dorm2.osa.ncku.edu.tw/~military/outsi

http://140.116.165.4/wwwmenu/program/net/checkin/netfreshman.html
http://140.116.165.4/wwwmenu/program/net/checkin/netfreshman.html
http://i.ncku.edu.tw/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hc.php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hc.php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p.php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p.php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chleave.php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chleave.php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md=5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md=5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md=5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md=5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http://dorm2.osa.ncku.edu.tw/%7Emilitary/outside/student_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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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udent_login.php 、
https://www.facebook.com/nckurenting/ 。 

(三) 床位異動：中籤同學之住宿床位一律由該
棟宿舍輔導員安排，如有異動需求，請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普查後，逕依公告申
請線上轉換宿。 

(四) 宿舍開放進住時間：以開學前 3日為原則，
惟如有異動，依本組公告為準。 

(五) 住宿費繳交：住宿費繳交: 繳交時間與繳交
方式將另行公告。住宿生須於開放繳費期
限內繳畢住宿費。進住時須出示繳費證明
或辦理就學貸款(含住宿費)之證明文件始
得辦理入住。 

(六) 108年 7-8月暑假住宿：博士班新生如有提
前於暑假住宿之需求，請逕依本組之公告
說明申請暑假住宿，惟本組得視床位狀況
確認是否安排住宿。暑假住宿申請公告：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

92633,r406.php?Lang=zh-tw  

(七) 住宿時間： 
1. 本次抽籤申請之住宿時間為 108學年，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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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暑假住宿。暑假住宿
須另申請。 

2. 次(109)學年仍有住宿意願且符合續住
申請資格者，得逕依本組公告自行申請
續住；未符合續住申請資格但仍有住宿
意願者，得參加遞補作業。 

(八) 108 學年研究生床位申請作業時程：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1
0942.php?Lang=zh-tw  

八、 承辦人：林小姐，校內分機：86357，電子
信箱: ysluc@mail.ncku.edu.tw 。 

 

 
 
 
 

【大學部】108學年度大學部 5月份空床位補宿 
(5/16 10:00AM ~ 5/22 10:00AM)

一、 登錄資格：符合床位抽籤登錄資格且尚未
取得 108學年度床位之大學部學生。 

二、 108學年度住宿時間係指 108年 9月中旬
起至 109年 6月中旬止，不含寒暑假期間
(108年 7-8月、109年 2月)。 

三、 登錄時間：108年 5月 13日上午 10時起
至 5月 17日上午 10時止。 

四、 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cdd.php 。 

五、 抽籤結果查詢：5月 17日 18時起，於登
錄網址頁面查詢。 

六、 開放補宿之寢室查詢網址： 
http://tinyurl.com/NCKUHSD-10805 。 

七、 中籤同學床位選填： 
(一) 選填時間：5月 20日上午 10時起至 5月 24
日上午 10時止，逾時視同放棄，剩餘空床
位另於 6月份補宿時開出遞補。 

(二) 選填方式：線上選填，選填系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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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後續床位異動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 退宿： 

1. 108 年 5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8
學年開放入住前：請洽承辦人辦理，
須繳交新臺幣(以下同)250 元行政手
續費。 

2. 108學年開放入住日起：請洽輔導員辦
理，除須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費外，
另須加計自開放入住日起至完成退宿
申請日止每日 150元之短期住宿費。 

3. 退宿後釋出之空床一律由本組另依公
告時程安排遞補。 

(二) 轉換宿：請統一配合學期轉換宿申請時
間，於 108年 10月依本組公告說明進行申
請。 

九、 6 月份空床位補宿作業公告時間：6 月 4
日下午 3時後公告於住服組首頁。 

 

http://dorm2.osa.ncku.edu.tw/%7Emilitary/outside/student_login.php
https://www.facebook.com/nckurenting/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92633,r406.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192633,r406.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10942.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10942.php?Lang=zh-tw
mailto:ysluc@mail.ncku.edu.tw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cdd.php
http://tinyurl.com/NCKUHSD-10805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ed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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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選舉候選人得票及當選情形詳情請上住宿服務組網頁查閱。 
 

 



18    May 2019 
勝六舍 3樓屋頂採光罩更新施工記錄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轄下住宿
服務組勝利六舍，為碩、博士生們在學
校的家，居民分別來自不同國家、文化，
與宗教信仰。近年來，來自東南亞的學
生人數增加，為了照顧不同族群的需
求，宿舍設有簡易廚房，提供居民便利
的設施，以延續家鄉的飲食習慣。並在
105年翻修三樓陽台，設立祈禱室，提供
穆斯林學生們寬敞的空間進行宗教活
動。 

    因宿舍建立時間已久，早期安裝之
各項設施陸續出現功效不彰的問題，例
如，進入簡易廚房與祈禱室必經之路上 

方的採光罩，逐漸出現排水不良，雨水沿著牆面滴落的問題，使得外牆磁磚產生青苔生長盤據的現
象；遇到雨天，漏水狀況更加明顯，樓梯通道濕滑積水，居民需撐傘通行，不僅不便利，更有安全
隱憂。 

  
    有鑒於此，住宿服務組相關人員立即展開
討論，先著手處理青苔，使用強立水柱沖洗牆
面，美化外觀；也請專業廠商到場評估高空作

業的處理方式，安排 108 年 4 月初，汰換舊的
採光罩，以保障居民安全，維護居民使用簡易
廚房與祈禱室的權益。 

  
    考量大型機具靠近宿舍施工時可能產生的
危險與噪音，宿舍工作人員提早進行準備並週
知居民，施工當日也與廠商人員拉起封鎖線，
留意附近走動的學生並勸導說明。在眾人的配
合與努力中，明亮的新採光罩順利安裝完成。 

    新設採光罩以重量較輕、更耐撞擊的 PC板
材質，取代玻璃材質，以排除玻璃易碎特性所
帶來的潛在危機。同時為解決雨水積水及衍生

的青苔問題，新設採光罩採用斜屋頂構造，更
具備通風良好的效果，使祈禱室更加透氣，提
高穆斯林學生們使用祈禱室時的舒適感受。 

    本組人員將持續努力，以提升住宿生福祉
為不變的目標，持續升級軟體、硬體設備，打
造更溫馨、舒適、便利的生活空間，讓來自各
國的居民，感受家一般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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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第 2學期宿舍課業輔導】 
3月 18日開始囉，歡迎同學參與諮詢服務！ 

國立成功大學宿舍課業輔導計畫~~讓您課業起飛，考試全 all pass!! 
您覺得微積分像天文數字?生物學像達文西密碼? …… 
您覺得再怎麼認真，成績老是過不了關?  
或者有 1/2、1/3的危險呢~~ 唸書遇到瓶頸，身邊卻無人可以詢問?  
想問老師又不好意思，學長姐也不熟，班上同學跑社團去了~ 

「到．底．有．誰．可．以．幫．幫．我．丫!！!」  

別擔心~~~~「成功深耕宿舍課業輔導計畫」幫您搞定!！! 
課輔科目：英文、微積分、工程數學、普通化學、普通物理 （其他及專業科目亦可向小老師們提
出申請，負責單位將為您尋找適合的優質小老師提供該科課輔服務喔~~） 

※承辦人：生活輔導組黃思潔小姐，校內分機 50355 
 

 
 

 
 
 
 
 
 
 
 
 
 
 
 
 
 
 
 
 
 
 

108年應屆畢業役男 6月可畢業優先入營 & 延緩入營申請須知

一、優先入營： 
(一)申請對象：於 108/6/30前在學緩徵原因消
滅，確認已可畢業且無繼續升學意願役男。 

(二)申請時間：自 108/5/16上午 10時起至
108/6/17下午 5時止，於期限內自行登入內政部
役政署網站： (https//www.nca.gov.tw/ )首頁主
題單元「役男入營時程線上申請」/「6月可畢
業優先入營申請作業」進行申請，或由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全球資訊網進入線上申請。 

 

二、延緩入營： 
(一)申請對象：83年次以後常備役體位應屆畢
業應受軍事訓練役男，因個人生涯規劃等因素
(含確定延畢 1學期以上、繼續升學)希望延緩入
營者。 
(二)申請期間：自 108/7/1上午 10時起至 108年
/930下午 5時止，於期限內自行登入內政部役
政署網站： 
(https://www.nca.gov.tw/)首頁主題單元「役男入
營時程線上申請」/「延緩入營申請作業」進行
申請，或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全球資訊網進
入線上申請。

https://www.n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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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網購與詐騙的距離  我們都能是防詐達人 

依據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累計 106
年 10月至今年 4月中，已發現 298組用於臉書
貼文加 LINE賣 3C產品之詐騙 LINE ID，其中
又以 IPHONE手機、MAC平板電腦為主要標的
物，看準民眾想低價買好貨的心態，持續用相

同手法進行詐騙，導致詐騙案件層出不窮。 

近日以來，透過臉書詐騙手法相當多，若

是瀏覽臉書時，看到親朋好友在臉書貼文有賣

便宜手機、電腦等，要求加 LINE的貼文，只透
過Messenger詢問是無效的，因為該臉書帳號早
已被歹徒盜用，你詢問的對象其實是歹徒，而

不是原本的「好友」。因此，請透過其他管道，

例如直接打電話或 LINE私訊本人，再次向貼文
者確認真偽，若是您沒有對方其他聯絡方式，

那建議您千萬別購買，多一個額外詢問的小動

作，就能防止自己遭受詐騙! 

校安中心提醒同學刑事警察局於每周定期

公布詐騙 LINE ID於內政部資料開放平臺、165
反詐騙官網、 165臉書粉絲專頁及 165防騙宣
導 LINE官方帳號，另外更與科技業者合作，透
過加入防詐達人 LINE @好友，輸入您覺得可疑
的網址、LINE ID，防詐達人都可馬上查詢、辨
識，告知安全與否，提供民眾購物前多一道防

護，讓人人都能成為自己的「防詐達人」！ 
  

 
108年 急救訓練成果 

一、為落實推動校園災害管理政策與目標，加
強教職員生急救訓練種能培訓，藉邀請成
大醫院急診室醫師到校實施心肺復甦術暨
心臟體外去顫器急救訓練相關內容專題講
座，提升本校師職員生自救互救緊急應變
基本技能，藉以建立安全友善校園環境。 

二、活動時間：108年 05月 17日(二)18:00-21:50。 

三、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三
會議室及多功能廳。 

四、研習成果：急救訓練鑑定:參加學生、教職
員 119位並取得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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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六舍簡易廚房開幕活動暨國際美食烹飪比賽 
Sheng-Li 6th Dormitory Kitchenette 

Opening Cer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king Competition 
(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soMHOSxuaNo )

    今年(108年)年初，勝六舍為期一年的整修
工程正式宣告竣工，原附設於其內的廚房也一
併翻修，完工後的勝六舍簡易廚房有著更開闊
明亮的公共空間，並多增設了用餐區，能讓同
學們在烹煮完畢後，就近大啖美食，同時還能
相約三五好友愜意地談天說笑，互相交流分享
自己國家的文化與美食，增進彼此情感。修繕
完畢的勝利六舍簡易廚房於今年一月初開始進
行試營運，時至今日，已經有約 60位住勝六宿
舍的同學們申請廚房的使用，其中大多數使用
者為國際學生。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19, Sheng-Li 
6th Dormitory Kitchenette was renovated with a 
better environment. The dining area is included in 
the kitchenette and the whole space become much 
wider and brighter after renovated. Up to date, 
there are around 60 residents in Sheng-Li 6th 
applied for the kitchenette usage, and most of the 
users a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ttps://youtu.be/soMHOSxu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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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賀勝六舍簡易廚房的正式啟用，特於
108年 4月 25日於勝六舍舉辦了廚房的揭牌儀
式，邀請了蘇慧貞校長、洪敬富學生事務長、
臧台安組長以及宿委會莊芯瑜主委擔任與會貴
賓，一同參與勝六舍廚房啟用儀式。除了慶賀
簡易廚房的開幕，同時我們亦舉辦了國際烹飪
比賽，邀請各國學生會派出代表參賽，一展廚
藝，為現場來賓帶來各國特色美饌佳餚，活動
當天將近 150位的同學們參與試吃與投票。 
 
 
 
 

 To celebrate the opening of the kitchenette, 
an opening ceremony and an international cooking 
competition were organized on April 25, 2019. 
President of NCKU,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Director of Housing Service Division,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Student Dormitory 
Committee were invited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Moreover, Perhimpunan Pelajar Indonesia Tainan 
(PPI Tainan), Thai Student Association (TSA),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 (MSA), Vietnamese 
Student Association (VSA) sent representatives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cooking competition. There 
are almost 150 students joined th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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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國學生會派代表參賽，蘊含各國文
化特色的美食在短短一個下午飄香充斥著整間
廚房，參賽的主廚及助手們也都盡全力滿足全
場所有人的味蕾，讓在場來賓大飽口福，參加
活動的同學不斷湧入，現場一片和樂融融。活
動接近尾聲時，同學們在品嚐完畢後踴躍進行
投票，投票結果出爐為台南印尼學生聯合會榮
獲當晚最多得票數，獲得第一名的殊榮，而亞
軍及季軍分別為泰國學生會及穆斯林學生會，
恭喜他們獲獎！ 

 We appreciate all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cooking competition to share their traditional 
cuisine with us. The top 3 favorited dishes are 
from Perhimpunan Pelajar Indonesia Tainan (PPI 
Tainan), Thai Student Association (TSA) and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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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得獎同學們的獲獎心得與菜色介紹： 
Here are the descriptions of winning team, dish and their experience of competition from the top 3 teams: 

第一名  
First Prize 

台南印尼學生聯合會 
PPI Tainan 

 

菜名 
Dish 

Tumpeng 

主廚 
Chef 

楊丹尼 
Deni Yasmara 

助手 
Assistants 

塔安娜 
Anastasia Anna 
魏姍如 
Alexandra Ruth 

We are very happy and lucky, for getting opportunity on international cooking competition. No 
matter we will win or not that mean the dishes will be liked by audience, we actually want to 
introducing our dishes. It were not only show for eating activity and composition, but also showing 
deeper meaning in each ingredients and how to plates and decorates that showing culture. Many 
wisdom in depth meaning inside of this dishes, that’s why we decided for choose one of the most and 
deluxe dishes called “Tumpeng”. 

Tumpeng was traditional menu from Indonesia, with the rice in a cone-shape and yellow in colour. 
The shape looks like a mountain and the yellow colour was made from herb for colouring the rice. The 
colour was yellow means it for differentiation that this menu was special, not for ordinary place, person 
and time. The platting always placed the cone-rice in the center and will be located many various 
vegetable and chicken also egg circle around the rice. The beautiful colour will be completed by giving 
a chili It was not common menu for daily meals, but more than that, it was for respecting to the God for 
showing thanksfull. Tumpeng also part of praying before someone will starting work together or new 
live. Sometime, Tumpeng was used for opening the ceremony by brokening the peak of it and give it 
tho the most respected one, like a parent or teacher. 

We were surprised and feel amazed that our dishes becomes a 1stprize. In our thinking that we will 
cook for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 that’s why it must be special. Moreover, almost 200 participants 
from varios country will join and enjoy dinner together. We were not cook for 4 vip guest only, but also 
cook for 50 student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We were very happy and satisfied after all dishes that we were prepaired was enjoyed by many 
people and all foods were finished. We prepare more than 50 plates. We received a private message for 
appreciating and many responses from many people both in our country and foreign country. We get 
many “like”, “love”, and subscribe, comments and caption when we post it on our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We hope this activity will be held regularly by HSD of NCKU because this activity have many 
advantages. Cross culture activity will make international student know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By 
cooking we can promote how to make health food and health life. By cooking competition it doesn’t 
mean that show who was better, but more focus on how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crossing the nation. 
By cooking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will more closer to HSD and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student affair). 

We say thanks for HSD of NCKU that give us opportunity for showing beautiful culture, including 
about food and traditional clothes. We say thanks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from many various country. 
We very thank for all the members of supporting team and all people that votes us so we becomes a 
first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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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Second Prize 

泰國學生會 
Thai Student Association 

 

菜名 
Dish 

Spaghetti with  
tom yum kung 

主廚 
Chef 

符傳傑 Nutt 

助手

Assistants 

張智鑫 
Nattana Teerswanidsan 
陳佳恩 
Wanwisa Yurawan 

It is highly prestigious for us to win the 1st runner-up award of this cooking competition. To be 
awarded such honors, we exhaustedly devoted our energy and times to make delectable dishes for every 
participant. We are truly grateful to everyone for all voting scores. This is an unforgettable event for us. 
This was our first time for this cooking contest. We have pondered so many Thai food dishes to present 
and we decide to choose spaghetti with Tom Yam Kung(泰式酸辣奶油義大利麵) for this competition 
because Tom Yam Kung as well as pasta are both globally famous in many countries. An identity taste 
of the first dish is spicy and sour while the latter dish can be served with a variety of sauces. Therefore, 
we realize that if we present this couple of popular dishes by mixing them together, our participants 
would enjoy our food because we adjust its taste to suit everyone, less spicy and adding creamy taste.  
Before the important competition, we learned how to cook via watching Thai food cooking channel 
from YouTube and practiced cooking more than 3 times to discuss the best taste for every participant. 
More importantly, we used only real ingredients for seasoning.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no gourmet 
powder uses in this proposed dish, so everyone could be confident that every tasted dish was a real taste 
of Tom Yam Kung.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the contest day, the time management was crucial since we had to 
complete our preparation at 5.20 pm. Although the competition began at 1.00 pm, we had own classes 
and could not start at the designated time, so we all began to prepare dishes at 3.00 pm. Despite the 
short period for preparation, we all had a good cooperation and a great teamwork. Any tough situation 
can be smoothly curbed. We brought a recent 3-time practices to perform the competition and we were 
also delighted to see everyone likes our presented dishes. We were proud that our Thai food were 
conveyed to other countries in a fusion style between Thai and Italian.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t we really did not expect any rewards for this cooking contest; our purpose of 
this participation was just only for fun and show our Thai food in fusion cuisine. We all did not have 
any experiences in culinary competition, and no one had ever attended culinary colleges. Therefore, 
this 2nd prize was above our expectation. Of course, we were very happy, and it inspired us to learn 
how to cook numerous new cuisines in the future.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again to everyone for coming to taste and enjoy our proposed 
cuisine and special thanks to Thai Student Association for invite us to apply for this competition. 
Definitely, we really appreciate all personnel in charge of this contest for all supports. Finally, we are 
highly grateful to everyone for voting us. We cannot succeed this reward without your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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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Third Prize 

穆斯林學生會MSA 

 

菜名 
Dish 

Rujak 

主廚 
Chef 

何哈法 
Hafsah Fatihul Ilmy 

助手 
Assistant 

娜莎瓦 
Salwa Nabilah 
哈娜比 
Nabila Silmina Hakim 

Rojak (Malay spelling) or Rujak (Indonesian spelling) is a traditional fruit and vegetable salad dish 
from Southeast Asia, commonly found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ther than referring to 
this fruit salad dish, the term rojak also means "mixture" or "eclectic mix" in colloquial Malay. In 
Indonesia, rujak is a traditional fare, sold in traditional marketplaces, warungs or travelling gerobak 
pushcart by locals; especially Javanese, Sundanese and Balinese people. In Malaysia, rojak is 
associated with Mamak stall, which is a Muslim Malaysian Indian foodstall, where Mamak rojak is one 
of its popular fares. In Singapore, rojak is typically sold by Chinese hawkers. Today, they are sold in 
most hawker centre in the city. Rujak is available everywhere across Indonesia, and there are rich 
variations within the country. However, the most popular rujak variant is rujak buah (fruit rujak), which 
is mixed sliced fruit and vegetables served with sauce is made from tangerine, terasi, salt, chili and 
palm sugar. Thus, in this competition the fruits that we used are guava, pineapple and rose apple. 
Actually, this sauce could be use not only for a fruits but also to eat a crackers or seafood and 
sometimes we use it for fish seasoning. In Indonesia, among the Javanese, rujak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prenatal ceremony called tujuh bulanan (literally: seventh month). The ritual was meant 
to wish the mother-to-be a safe, smooth and successful labour. Special fruit rujak is made for this 
occasion, and later served to the mother-to-be and her guests, primarily her female friends.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the sweet, spicy and sour tastes of rojak are adored by pregnant women. The recipe of rujak 
for this ceremony is similar to typical Indonesian fruit rujak, with the exceptions that the fruits are 
roughly shredded instead of thinly sliced, and that jeruk bali (pomelo/pink grapefruit)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t is believed that if the rujak overall tastes sweet, the unborn would be a girl, and if it is 
spicy, the unborn baby is a boy. Mangarabar, or rujak making, is a special event for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atak Mandailing region in Tapanuli, North Sumatra, Indonesia, after the harvest. Normally the 
whole village will be involved in making and consuming the rujak.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term 
"rojak" is also used as a colloquial expression for an eclectic mix, in particular as a word describing the 
multi-ethnic character of Malaysian and Singaporean society. we didn't expect that we would win this 
race.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competitors who have special dishes. but a lot of visitors like the sauce 
we make. Some of them ask for the recipe. it makes us very happy that we can win this race. In 
addition, in this race we can also taste dishes from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and Vietnam. They 
hav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cuisine, such as competitors from Thailand they present Tom Yum 
which is very famous in the world and packed in spaghetti noo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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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勝利第六宿舍 住宿生活公約(摘錄) 
Code of Conduct of the Sheng-Li 6th Dormitory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第十條 簡易廚房使用與管理： 
Article 10 Kitchenette Use & Management 
1. 本宿舍為顧及住宿生飲食之需要與便利，並
落實嚴禁住宿生在寢室內外或公共空間炊

煮之規定，於本宿舍區內設置簡易廚房（以

下簡稱廚房），且為確保各項使用設施之安

全及住宿環境之維護，與落實學生自治精

神，使用者（僅供勝六住宿生）需依規定完

成申請與維護廚房及各項設施，並由宿舍服

務人員進行督導與管理。 
Considering residents’ needs for meal 
preparation, as well as keeping the regulation 
regarding the prohibition of cooking in rooms 
or in public areas, kitchenettes have been set 
up in this building.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acility usag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dormitory environment and to realize student 
autonomy, kitchenette users (Sheng-Li 6 
residents only) should follow the rule to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s and maintain the 
facilities in the kitchenette, which will be 
supervised by the dormitory staffs. 

2. 廚房開放時間為每週一 16:00-22:00，週二
至週日 6:00-22:00。 
The opening hours of the kitchenette are 
16:00-22:00 for Monday and 6:00-22:00 for 
Tuesday to Sunday. 

3. 廚房各項公共設施使用須知均張貼於廚
房，使用者應確實遵守其使用規定，以維持

使用壽命與確保操作安全，若不當使用導致

設施受損或災害發生，則使用者須負起賠償

之責任。 
Appliance operation instructions will be 
posted in the kitchenette. To maintain the 
appliances in a safe and good condition, users 
shoul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when using the 
appliances in the kitchenette. Compensation 
may due to the kitchenette user if any 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improper operation. 

4. 簡易廚房內除烹飪電器用品及冰箱內食材
外，其私人烹煮相關的物品（如碗盤、刀具、

調味料等）一律存放於個人寢室，非運作中

之電器應妥善放置於櫥櫃內。 
Only permitted electrical cooking appliances 
and food （in the refrigerators） can be stored 
in the kitchenette. Other personal items (such 
as bowls, plates, dining ware, cutting ware, 
seasoning, etc.) must all be placed in the 

resident’s own room. Electrical cooking 
appliances not in use should be placed 
properly in the cabinet. 

5. 本廚房僅能使用電鍋、烤箱、烤麵包機、咖
啡機、果汁機、公用冰箱，且必須為國家標

準檢驗合格之電器。自行於廚房加裝或使用

非上述電器或烹飪用具者，記 8至 10點。
Only CNS standard approved electric rice 
cookers, ovens, toasters, coffee machines, 
blenders and public refrigerators are permitted 
to be used in the kitchenette. Students who 
place or use any appliance not listed above 
will be given 8-10 violation points. 

6. 本廚房嚴禁以油炸或煎、炒的方式烹煮食
物，違者違規記 5點處分。 
Any frying cooking method (included deep 
fry and stir fry) is prohibited in the kitchenette 
Violators will be given 5 violation points. 

7. 依使用者申請之個人使用次數，配合排班清
潔，以確實維護廚房整潔，當次使用完畢

後，應立即將所有設施回復原狀及確實施行

廚房清潔工作，其廚餘與垃圾(含流理台與
洗手槽裡的垃圾)應立即自行處理以避免阻
塞洗手槽或引起蟑螂、老鼠及蚊蟲滋擾。
Kitchenette users should schedule their 
cleaning shift based on their available tim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leanliness of the 
kitchenette. Users should put their personal 
items and electric appliances back to the 
proper place right after the usage and make 
sure the kitchenette is properly recovered to 
orderly and clean condition. Food waste & 
garbage (including those on the table and in 
the sink) must be disposed immediately to 
avoid sink clogging and keep cockroaches, 
rats, mosquitoes and insects away from the 
kitchenette. 

8. 簡易廚房禁止使用多孔插座或延長線。經宿
舍服務人員發現，一律沒收，其物品所有者

記 4點。如再次使用延長線或多孔插座則直
接記 10點，以退宿處置。 
Usage of any type of the socket extensions in 
the kitchenett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f any 
violation is noticed by the management staff, 
the extensions will be confiscated, and the 
owner will be given 4 violation points. If 
kitchenette users are found to violate the 
regulation again, 10 violation points will be 
given and be ordered to withdraw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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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mitory.  

9. 放在冰箱內的食物一律要放在有加蓋且密
封之保鮮盒裡，而且其尺寸不能超過

235mm×170mm×75mm。飲料、果醬須為未
開封或完全密封，且只得放置於冰箱最下

層。所有保鮮盒和容器須清楚標明房號、

學號、姓名。對於壞掉與違反上述規定之

食物和飲料，將視同廢棄物處理，使用同學

不得異議，無法配合者請勿使用冰箱。 
Food in the refrigerator must be stored in a 
sealed container, no larger than 235mm × 
170mm × 75mm. Beverages and jam must be 
sealed, and can only be put on the lowest 
level of the refrigerators. All the containers 
must be clearly labeled with Room No., 
Student ID and Name. Food and beverage 
that have rotten or violated the rules above 
will be discarded as litter. Residents who have 
any objection or unable to cooperate with the 
regulation are advised not to use the 
refrigerator. 

10. 冰箱將於每週一養護時間清空，同學需於每
週日以前將個人物品食用完畢或自行清

空。於養護期間，放置冰箱之物品將視為廢

棄物處理。冰箱內物品服委室不負保管責

任，無法配合者請勿使用。 
All the items in the refrigerators should be 
cleared during maintenance hours every 
Monday. All users should remove their items 
before the maintenance hours; else all items in 
the refrigerator will be treated as disposal. 
The dormitory office did not assume any 
custod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tems placed in 
the refrigerator. Residents who are not able to 
cooperate with this regulation are advised not 
to apply for the refrigerator usage.   

11. 廚房 A 組申請人數必須達到該棟宿舍總床
數 10%以上，才得以使用開放簡易廚房。申
請人數不足時，可向鄰近宿舍管理員申請使

用該棟廚房。廚房使用者需依程序申請使用

(含冰箱、壁櫥與櫥櫃)。The kitchenette will 
only be opened while the number of the 
kitchenette applicants (Category A) reached 
10% of maximum capacity of the dormitory. 
If applicants fail to reach the percentage, 
residents may apply to use the kitchenette in 
the neighboring dormitory. The kitchenette 
users should follow the procedures to apply 
for kitchenette use (including refrigerators, 
cupboards, and cabinets). 
(1) 申請流程為：一、填寫線上申請單。二、

於服委室公告時段內攜帶一張 2吋彩色
照片完成登記，並配合個人使用頻率排

班清潔。三、向管理員登記壁櫥及櫥櫃。 
使用者必須遵守設備使用規定，未確實

履行任一項即依規定處置。 
Procedures: ①  Complete the online 
application. ② Register (a 2-inch color 
photo required) and schedule the cleaning 
shift within the announced period. ③ 
Register to the dorm manager for 
cupboards and cabinets. Disciplinary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 will be taken against the 
violation of any of the rules above. 

(2) 廚房使用者分組如下： 
A組-可使用所有廚房設施，可於廚房烹
飪食物。 
B組-僅使用冰箱，無任何烹飪行為。 
Kitchenette usage is categorized into 2 
categories: 
Category A – Access to all facilities in 
the kitchenette is permitted, and be 
allowed to cook in the kitchenette.  
Category B – Only access to the 
refrigerator is permitted. Cooking in the 
kitchenette is prohibited. 

(3) 非 A 或 B 組廚房使用者不得擅自使用
廚房，違者需繳交 250元行政手續費，
並記宿舍違規 5點。 
Anyone who is neither category A nor B 
user is not allowed to use kitchenette. 
Violators will be charged for the 
processing fee of NT$250, and 5 
violation points will be given. 

(4) 廚房申請 B組，但於廚房烹飪者，需繳
交 250元行政手續費，並記宿舍違規 5
點。 
Kitchenette user in category B who cook 
in the kitchenette will be charged for the 
processing fee of NT$250, and 5 
violation points will be given. 

12. 申請使用廚房者需至勝六服委室向管理員
排定清潔班表，並全程駐留於清潔區域且執

行清潔工作。 
Residents who apply for kitchenette use must 
visit Sheng-Li 6 Dorm Office to arrange their 
cleaning shift schedule. Users should stay in 
the cleaning area during the scheduled 
time, and do the cleaning work properly. 
(1)每位使用者一週至少須排班一小時。排
班方式與清潔區域依服委室公告為主。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74    29 
Every kitchenette user should schedule 
their cleaning shift at least one hour a week. 
The specific rules of the cleaning shift and 
the cleaning area depend on the 
announcement from Dorm Office. 

(2)如欲申請調班或因故無法執行清潔排班
者，必須「事先」向管理員提出申請調

班或暫停清潔排班，以避免清潔排班的

爭議。累積 6 週以上無法執行清潔排班
者，則須取消使用廚房。 
Users who want to apply for the change of 
shift or couldn’t carry out their duties on 
the designated schedule must apply to the 
management staff in advance. The users 
should cancel the usage of the kitchenette 
in the case when they couldn’t carry out 
the duty for more than 6 weeks 
accumulated. 

(3)廚房清潔排班之檢查標準如下，未符合
以下兩種情形之一之情形，視為未依排

班時間清潔。 
①檢查當下，廚房是處於完全乾淨狀態。 
②檢查當下，同學正在清潔。(如同學同
時正在烹飪，視同未執行清潔工作)  
Dorm office will carry out inspection for 
the kitchenette cleaning shift. Only two 
situations below are considered as pass, 
else are as failing the inspection.  
① During the inspection, the kitchenette 
is in orderly and clean. 
②  The kitchenette user on shift is 
operating the cleaning during the 
inspection. (The resident is cooking at the 
same time will be considered as failing the 
inspection.) 

13. 唯有申請使用廚房之居民，才有資格申請使
用廚房內之櫥櫃或壁櫥；若無申請使用廚房

者，則不得申請及使用。申請與使用注意事

項： 
The Kitchenette cupboards and cabinets are 
for kitchenette users only. Resident who 
hasn’t applied for the kitchenette usage is 
prohibited to use the cabinet. Important notice 
for the application: 
(1)居民必須至 109 服委室登記才能使用廚
房櫥櫃與壁櫥，先登記者可先選位置。 
Application of the kitchenette and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cupboard or cabinet 
should be done at Dorm Office (South 
Bldg.). The appl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will be first-come-first-served. 

(2)櫥櫃與壁櫥只得放置電鍋、烤箱、烤麵
包機、咖啡機、果汁機，每個電器必須

標示清楚與完全標示房號、學號、姓名。

非運作中之電器應妥善放置於櫥櫃內。

其他物品(如餐具、食品或調味料等)，一
律存放於個人寢室。違規放置物品由管

理員保管，居民需於一週內（或依公告

期限）前來領取；逾期未領回以廢棄物

處理。。 
Rice cookers, ovens, toasters, coffee 
machines, and blenders can only be placed 
in cupboards or cabinets. All electric 
appliances mentioned above should be 
labeled clearly with the resident’s Room 
No., Student ID, and Name. Electric 
appliances which are not using should be 
put in the cupboards or cabinets. Other 
items (such as utensil, food or seasoning) 
should be stored in the bedroom. The 
violation items will be confiscated by dorm 
manager, and the owners have to claim 
them within a week (or before the 
announced deadline). Unclaimed items will 
be disposed of after the deadline. 

(3)使用櫥櫃與壁櫥需保持清潔與衛生，如
因未依規定清潔或擺放除上述電器之外

的物品，服委室得收回使用權，該位居

民需於 1日內搬離所屬物品。 
All users must maintain the cleanliness of 
their cupboards and cabinets; The users 
who fail to do the cleaning, or puts any 
items that are not listed above will be 
banned for the usage of the kitchenette and 
should clear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from 
kitchenette within 1 day. 

(4)離宿清點時請將個人物品移走。若辦妥
離宿仍有任何物品在本廚櫃未清空，則

視為廢棄物處理。 
Residents must clear all their personal 
items placed in the cabinet during their 
check-out process. Any personal items left 
in the kitchenette will be disposed of. 

(5)假如居民有烹飪用之電器但不想使用，
依據《宿舍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二項第

八款禁止放置於寢室，應找管理員協助

將電器放置於儲藏室內，但服委室不負

保管責任。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Article 9, 
Section 2, Term 8, resi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store any electric appliance for 
cooking in the room. If the resident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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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extra electric appliance for cooking 
which was not using, should find the 
dormitory manager and place the electric 
appliance in the storage room. The 
dormitory office did not assume any 
custodial responsibility. 

14. 以下違規事項一經確認屬實，單項違規單次
需繳交 250元行政手續費： 
One single violation of the following, if 
proven true, can lead to a processing fee of 
NT$250: 
(1)非 A或 B組廚房使用者不得擅自使用廚
房，違者除需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費，
另 記宿舍違規 5點。 
Residents who are neither category A nor B 
user will not be allowed to use kitchenette. 
Violators will not only be charged for the 
processing fee of NT$250, and also be 
given 5 violation points. 

(2)未依排班時間執行廚房清潔。 
Fail to carry out the kitchenette clean-up 
shift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3)廚房申請 B 組，但於廚房烹飪者，除需
繳交 250元行政手續費，另記宿舍違規 5
點。 
Kitchenette users of category B are not 
allowed to cook in the kitchenette. 
Violators will not only be charged for 
NT$250 processing fee, and also be given 
5 violation points. 

(4)未依規定操作公用電器 
Incorrect usage of the public electric 
utensils as the regulation suggested. 

(5)經取消使用資格或未申請使用櫥櫃或壁
櫥，卻擅自將個人物品放置於櫥櫃或壁

櫥；擅自將個人物品放置於他人櫥櫃或

壁櫥。 
Places personal items in the cupboard or 
cabinet after the cancellation of user right 
or have not applied for kitchenette use. Put 
personal items in others’ cupboard or 
cabinet. 

(6)於櫥櫃或壁櫥內擺放除電鍋、烤箱、烤
麵包機、咖啡機、果汁機之外的物品。 
Places any prohibited electric appliances. 
Permitted electric appliances: rice cooker, 
oven, toaster, coffee brewer and blender. 

(7)未將廚餘及垃圾妥善分類放置於垃圾
桶；未清潔自己的餐具(碗、盤等)。 
Fail to separate the garbage and food waste 
and throw in the respective garbage bins. 

Fail to clean up their own tableware (bowls, 
dishes, etc.)  

(8)未將個人物品帶離廚房；未將個人電器
或公共設施回復原狀。 
Leave the personal belonging in the 
kitchenette. Fail to keep personal electric 
appliance or public facility in the proper 
place.  

(9)完成烹調後，佔用插座保溫。 
Occupies porous sockets for keeping food 
warm after the food is cooked. 

(10) 放置於簡易廚房之電器，未標示清楚
或未完全標示房號、學號、姓名。 
Putting any electric appliance in the 
kitchenette without a clear label of Room 
No., Student ID., and Name. 

(11) 將烹飪器具（如電鍋之內鍋、烤箱之鐵
盤等）帶離開廚房;在廚房流理台以外之
區域清洗烹飪器具。 
Bring the cooking utensils (including the 
inner pot of rice cooker and the plate of 
oven) away from the kitchenette or wash 
the cooking utensils away from the 
kitchenette area. 

15. 使用者禁止於廚房以外之區域清洗烹飪器
具。烹飪器具（如電鍋之內鍋、烤箱之鐵盤

等）禁止帶離開廚房，以避免廚餘堵塞浴室

與廁所之管路。 
To prevent the clogging of the water pipes in 
bathrooms and toilets, kitchenette users are 
not allowed to wash their cooking utensils 
(including the inner pot of rice cooker and the 
plate of oven) outside the kitchenette. All 
cooking utensils are not allowed to be taken 
out of the kitchenette. 

16. 30 日內總計違規次數達十五次，即公告後
關閉廚房一週。  
Fifteen violations seen in 30 days will lead to 
the shutdown of the kitchenette for a week. 

17. 已申請廚房而欲取消者，必須至服委室找管
理員填寫取消申請單，並於當日移除個人烹

飪電器，否則依規定處置。 
Those who wish to cancel their applications 
should file the cancellation in writing and 
have their personal cooking devices removed 
from the kitchenette. Failing to cancel may 
lead to certain punishment.

*中英對譯如有差異，以中文文意為主。 
*These regulations are enacted in Chinese, which 
shall prevail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the Chinese original.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74    31 

宿舍不開火料理比賽活動成果分享 
    於 108/4/17舉辦第四屆光復不開火料理競
賽，本屆主題為超商食品，共 10組 18位選手
及 49位現場評審參與活動。競賽後選出最具

色、香、味的前三名，頒發前三名獎金（全聯
禮卷）及紀念品。 

  

  
 
 

【敬業一舍宿舍全方位人才講座】大人開講-未來職場健心術活動成果分享 
    108年 4月 25日於敬業一舍 2F舉辦「大人開講-未來職場
健心術」演講活動。本次邀請到擁有超過 100場講座＆工作坊
經驗的講師-侯智薰。曾擔任 TEDx 年會講者、簡報表達及雲
端工作術講師、教育部青年諮詢委員、亦為生涯規劃顧問及 N
次坊創辦人。本次講解主題為-未來職場健心術，讓求職者更
了解自己的優勢特點，在秒速競爭的履歷海選中脫穎而出!  

    這次的講座講者使用網路即時性提問問題並回覆學生來
進行講座，與學生互動模式更為良好，而非單純的我講你聽型
態。此講座不只有求職分享，更是認識自己的一堂課。唯有足
夠了解自己，才能得人信任，讓公司想與你共事。 

    講座結束後藉由回饋單讓學生去反思及給予講師回饋，每
位學生記錄下正面收穫豐富的感想，挑選出幾篇學生回饋心
得，本次活動共 84人次參與，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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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收穫與心得 
敬一舍甘 OO 
    幾個禮拜以前，在學校活動報名的網站看
到住宿服務組舉辦的今天的這場演講，從那時
候開始，我就一直期待著這個演講。不只是宿
舍集點有很強的吸引力，講者本身有讓我充滿
期待，完全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來聽這演講絕
對能夠有所收穫，不會白來。 
    侯智薰老師是我們成大蠻有名的學長，在
業界也頗為知名。它組織事務、企劃活動、製
作簡報、短片等等的能力一直為人稱道，也是
常常在各地演講的講者。 
    今天的演講剛開始時，他讓我們花兩分鐘
畫一隻魚，由此來測試我們做事情的方式、態
度。非常有趣且有些參考價值。其中給我最大
啟發的是把大家都魚頭畫向左邊這點。習慣、
習氣常常是自然形成而我們是不自覺的，它好
像沒有什麼原因，沒什麼道理，卻不知不覺已

經變成一個框架，限制我們的思考模式。真正
能夠從裡面跳出來，用不同於常人的方式來做
事、思考的人，其實只佔非常小一部分。這些
人的創新能力往往都比常人更強，也能帶能更
多突破。因此，我學到了，我們應該要不斷的
提醒自己，是否已經被束縛住了還不自知?是不
是有全新的道路等著我們去走、去開拓?這些都
是我們每天該提醒自己的。另外，老師分享了
自己的求學經歷，我發現跟普通學生們做的事
好大的不同。他參與了很多校外的活動、組織，
透過自己的努力、認真的態度，贏取了許許多
多難得的機會，並不斷自我磨練，不停學習。
也讓我看到他跟其他同學的不同在於:他非常清
楚自己在做什麼，想做什麼，如何達成目標。
他的演講給了我們許多可以參考的想法、以及
鼓勵。

 
勝九舍孫 OO
    很謝謝服委會幫我們請來侯智薰先生作為
此次演講的講者，說實話在講座資訊放出來之
前，我也從來沒有聽過這位講師，當時也只是
抱著，反正有優良記點，去聽聽也無妨的心態
去參加講座的，但去了之後才發現講者十分的
幽默風趣，臨場應變能力非常好，講者開放全
場提問這個設計真的非常棒!而且在這次演講過
程中還有穿插之前的演講內容也非常好! 
    不過整篇演講最讓我感到訝異的是，講者
是將讀化工系作為學習理工思維的場所，而非
學習術科和學科的科系。之前我一直覺得大學
的科系就是鎖定了人未來的就業方向，像我自
己本身的科系並不是那麼好找工作，剛上大學
的時候一直很擔心之後的就業，但現在想想人
似乎不應該被科系所框架，並不是讀什麼科系
將來就只能從事相關的行業，最重要的還是自

己的選擇和所學到的能力。如果說侯智薰先生
在化工系所學到的是思維及擴展系上學長姐的
人際關係，那我認為我在我的科系-政治系，所
學到的應該是對一件事情的多方思考，因為政
治的事物是不能只用一種思維去看待事物，讀
政治系也讓我有更多的時間去探索我未來到底
想要做什麼吧!系上的課程壓力並不大，時間也
相對其他科系充裕，我想這就是我讀政治系最
大優點吧! 
    整場演講作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結束之
後，給講者巧克力而不是感謝狀的部分。這個
部份讓我覺得:有時候對一個人不熟悉而不清楚
他的喜好不能作為藉口，重點是你有沒有用心
去了解他的喜好，做任何事情也都一樣，了不
了解、熟不熟悉不能當作理由，重點是你有沒
有盡全力去做、甚至是突破自我。

 

勝一舍劉 OO
    這次由敬一舍籌劃的講座課是一場令人印
象深刻的演講，講者侯智薰老師十分地特別，
雖然年紀尚輕，卻對自己的人生極有規劃，且
已在多處分享過自己的特別經歷，甚至在著名
的 TED上發表過演講，非常值得欽佩和讚許。
老師演講的素材信手拈來，一字一句充滿著智
慧；對於同學們的問題，他的回答總是滿含對
人生的體悟和心得總結，讓我們聽了之後反覆
咀嚼、思考再三。 
    在老師講述的所有主題中，最讓我感受到
啟發的是他解釋"朋友觀"的部分。他提到：個
性、價值觀、目標等三個要素決定朋友的導向，
單只個性相同的乃是玩伴，連同價值觀也相仿
的是知己，若是還有共同目標的話，那便可作
人生伴侶。老師建議我們先尋找有相同目標的
朋友，再選擇與他們成為知己、玩伴，如此較
能找到陪伴一生的好朋友，是比較好的做法。 

    另外，老師的一些經典語錄、座右銘，同
樣在我心中迴盪許久。老師說：”我所認同的英
雄主義只有一種，就是當看清楚了人生的真
貌，依然熱愛著人生”。期許我們都能夠對生活
懷抱熱忱，不向現實的無奈低頭，也不為命運
的殘酷而妥協；還有”當你沒有選擇的時候，不
管你朝哪邊走都是往前”。鼓勵我們不要畏懼未
來，盡力地放手一搏便是。 
    太多、太大的心靈震撼，無法透過隻字片
語來傳達。侯智薰老師在這次講座中所帶給我
們的理念，是他在那豐饒的人生中不斷跌宕， 
進而沉澱出的省思與教訓。經過了一整堂課的
吸收，我感到自己面對人事物的心境得到了昇
華，彷彿重獲新生一般，有種煥然一新的既視
感，十分爽快。感謝老師此次撥空前來為我們
帶來一場無比奢華的精神饗宴，讓我獲益良多 !



34    May 2019 

求 職 就 業  

 
 

 

 

 

 
活動日期：108/02/24(日) 14:00-17:00 
活動名稱：不再是職場新鮮人-求職技巧分享 
授課教練：台虹科技 林孟蓉教練 
 
孟蓉教練這堂課比較希望有跟同學間互動

的感覺，因此提了四個人生經歷讓同學去猜何
者為虛構的選項。希望能抓到同學的注意力，
接著開始敘述起教練的個人履歷，包含了在明
安國際從基層客服業務一路做到主管，在一次
因緣際會下選擇轉換跑道到了人力資源工作。
這看似一帆風順的職涯路程中教練也分享了其
中的心路歷程，包含邊工作邊讀人資研究所，
機會來了便毅然決然選擇轉換跑道，從這些經
歷中她體悟到準備 45%就可以上戰場了，因為
當你全副武裝後，機會或許已經溜走了。教練
也認為在一家公司待 20年太久了，公司便係同
溫層，每天面對同樣的人事物可能會與外面的
市場脫節；因此，要時常去人力銀行網站看看
現在市場需求、每年視自己履歷是否多了些競
爭力，就算到今天，教練的履歷依舊是展開的，
沒有放棄去嘗試的可能。 

 接著教練將同學分成四組討論問題，分別
是 1.如何選擇工作/企業、2. 職場人際關係、3.
面談問題的應對、4. 履歷準備及撰寫。討論第
一個問題「如何選擇工作/企業」的同學分享了
用第二專長去找工作，並在其職位上發揮第一
專長，讓自己擁有獨特性，教練也加以補充他

在業界真實體驗過的案例來肯定這種想法。2.
「職場人際關係」組的同學以在義式餐廳打工
的親身經歷做案例討論，因為是新進的菜鳥員
工，即使同事做錯事主管不會先釐清狀況就先
責備他，造成心情低落，組內討論有人認為該
私下找主管談，可避免公開給同事難堪，也有
同學說該忍一時風平浪靜，不該將小事化大，
職場人際關係沒有對錯，但著實複雜。3.「面談
問題的應對」，孟蓉教練提到除了要先了解公司
資訊以外，可以使用創新的自介來增加個人的
獨特感，但當面試者與面試官討論到為何從上
一家公司離職時，切勿過多的批評和抱怨，因
為這樣反而會造成觀感不佳。最後是「履歷準
備及撰寫」，教練直接讓我們看人力銀行中後台
看到履歷的樣子，讓我們去感受有哪些關鍵特
色的履歷會選擇點開來看，而哪些是不吸引
人、甚至不合適的範例，透過實際體驗讓我們
印象深刻，比單方面教導該如何撰寫履歷更有
效。最後，教練提到雖然學習履歷撰寫及面試
技巧短期是有幫助的，但不要忘了遠程的目
標，包括想像自己 3、5年後的模樣以及反思自
己最有成就感和挫敗的是甚麼事等等，以讓大
家反思做為課程結尾。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74    35 

職 場 體 驗  

 
 
 
 
 
 
 
 

活動日期：108/01/31 (四)10:00-16:30 
活動名稱：汽車電子產業介紹 
授課教練：光寶科技 楊菀菁教練 
 
今日的活動將前往光寶高雄廠，來到廠區由

人資專員 Oliver 向我們簡介光寶科技高雄廠，
在他的介紹下，我們認知到光寶的生產範圍相
當廣，從 LED路燈到車用零件，包含車燈、控
制窗戶升降的馬達，都在光寶涵蓋的範圍之
中，而高雄廠主要負責的是車燈的製造。 

接著，高雄廠主管 Alex 和大家分享未來職
涯的建議，很多企業其實蠻愛用新鮮人，但新
鮮人必須具備一定的語文能力，提醒我們英文
能力的重要。此外，企業也重視新鮮人是否有
積極的態度，可以從面試準備的資料中，看出
有沒有對細節的追求，例如：字體是否一致？
版面是否整齊？此外，畢業後的前五年，建議
進入大公司，這段時間是用來累積經驗，這些
經驗包含了英文、態度以及在這個行業所需的
專業。而在這五年過後，下一個五年才是發展
就業市場的核心競爭力，例如：策略思考的能
力。而在 Q&A 時間中，Alex 主管也分享了個
人的職涯歷程。畢業於商管科系的他，卻是在
光寶從 RD 做起，也曾擔任過業務，後來在 29
歲時抓住機會，外派到中國大陸五年，這段經
歷對他往後在職涯上的發展，成為很大的助
力。現在才約 40多歲的他，已經是光寶汽車電
子事業部的總監。而 Alex主管也建議，除了在

上班時打扮得體，有機會也應好好表現，他也
曾主持尾牙，讓老闆留下印象。最後 Alex總結
了以下四點：是否是大型企業？產業對不對？
有沒有值得學習的人？有舞台能發揮？只要加
入的企業這四點條件上沒有問題，就不建議輕
易換工作。 

時間來到下午，我們接著參訪車燈的製作
流。實際的進入產線讓我們更能理解，在工廠
中，不同的角色負責的職務內容是什麼，還有
工廠實際的環境是如何，以及實際可能碰到的
問題會有哪些。親身走進生產線，站在自動化
的機器旁，或穿梭於作業的人員之中，所得到
的體會和感受，是無法從書本或影片之中學到
的。 

參觀完產線後進行和主管的 Q&A 座談時
間，過程中，廠長和我們解釋了在職場中常見
的縮寫意義，像 IE 會著重在成本管理，效率改
善，FE 負責管理設備..等。一整天的高雄廠也
在 Q&A 畫下了句點，謝謝菀菁教練用心的安
排，還有 Oliver, Gina 熱情的接待，以及 Alex 
主管…等準備的豐富內容，一整天下來收穫滿
檔，也在我們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等待萌芽。



36    May 2019 

成功大學職涯諮詢系列活動 
打造就業力---簡報表達力實戰工作坊 

日期：108年 04月 17日(三)14:00-17: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講者：JP Workshop 鄭冠中 講師

講者最初就先說明表達能力的重要。對於
剛進入職場，需要累積足夠的經驗、穩固的基
礎，以及有所建樹成績，「做」或許比「說」重
要，然工作逐漸上手、職場順遂後，人際交流、
經驗分享、思想呈現等表達的影響力亦愈發顯
著，因此「說」比「做」重要。但如何呈現？
如何表達？如何說？講者大致點出一般評論的
方向：簡報設計、邏輯架構、說服表達。儘管
有評論方向，實際上最終的評價大多如「優秀、
還好、不太好」，常依照個人主觀看法而無唯一
標準的。雖然無法成為每個人心中的一百分，
但可盡力提升上台的價值。至於如何提升上台
的價值，根據上述的評論方向而制定「內容有
料」、「結構有理」、「上台有力」三大關鍵策略，
每項又有兩重點，共六面向，講者逐一詳述說
明。 

 
一. 內容有料：收集資料、心態下手 

準備報告的流程大約為收集資料、吸收消化
資料，而後製作投影片。在「收集資料」方面
講者指出，除了針對主題做報告的資料外，在
平時生活同樣要有資料收集、歸納的習慣，如
對時事的了解、大多人所關注的議題、自己所
興趣的話題、社群粉絲、音樂、影片、文章、
圖片等，隨時做保存記錄，都可作為報告時引
起觀眾興趣的觀點或笑料，整理資料同時就在
吸收知識，並能融於應用。講師介紹幾項數位
工具以幫助日常資料收集與整理，例如：可做

文字編輯的 Onenote、雲端 google 文件、Line
圖片轉文字功能；Feedly、google趨勢、facebook
儲存養成吸收新知的習慣；善用 Onenote、
Evernote定期為資料做整理，並為其命名及壓上
日期。累積看似平凡的行為，為未來的不平凡
作準備。 

 資料收集、吸收後，開始製作投影片。專
心是最首要的，講師提到「番茄鐘工作法」分
配專注與休息的時間，並推薦利用如「小番茄」
等 App 協助集中力。另一方面，講師說明「內
容有料」的一重點「心態下手」。大多人會在學
習、模仿中被無形的制式所框架，即便無人對
報告有嚴格規定，但大部分的人會在不自覺中
遵循著規範，導致個個形式落入俗套。因此講
師點明，在沒有規則的情況下，報告能自由、
無拘束的發揮，其中運用如歷史脈絡、心理落
差等等創造反差感，是很好的方式之一，掌握
聽眾情緒並引起共鳴。盡情揮灑創意，在一片
相同的色調中，開創出獨特的風采。 

 
二. 結構有理：全幅架構、個別架構 

就如同繪畫先有輪廓再上色，製作報告時
先將內心、腦中模糊的觀點概念實體化，並釐
清整體結構，即「全幅架構」。從Word的角度，
在最開始可用「樣式」的功能，不僅能完整架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為協助學生在畢業進入職場後，增進在職場中的實戰能力，

特邀請企業菁英講師，親自教授簡報表達力技巧，期能給予學生指導與建議，讓學

生在學習專業技能外，更能提升自我包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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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在編輯修改時也能快速做調整。在 PPT 方
面，利用「新增章節」的功能且為其命名，以
標記此一單元在架構中所負責的作用與預計演
講時間。任何工具的運用都需安排其中架構，
講者提到不論是手寫，亦或是利用如XMind Zen
等數位工具，將思考過程透過心智圖記錄下
來，也是將邏輯分配更加明確進而協助理解。
以廣告《驅動城市 App》讓同學討論其中手法，
並歸納出作為報告的萬用架構：引起興趣、精
華重點、呼籲行動。 

 分析完「全幅架構」後，接著做上色的動
作，開始準備「個別架構」，這方面可從「聽眾
特別愛什麼？」下手，例如聽眾不禁想拍照保
存、記錄下來，令聽眾產生此衝動的通常是有
結構性的說法，因此有４個提升個別架構的方
法： 
1. １＋３：一句簡單具體的金句加上三項重點。 
2. 對比法：用大小、顏色、粗細、深淺、留白
等方式突出重點。 

3. 數據法：用對比和擬人、比喻等「換句話說」
的調整提升說服力。 

4. 口訣法：抓出文章重點單字，湊成看似有道
理的組合。 

    講師創造「前後鋪陳三明治」的說法，將
上述四方法應用於重點頁，重點頁的前頁可作
破題思考，重點頁的後頁可作延伸思考。 
 
三. 上台有力：避免悲劇、鍛鍊表達 

報告前的工作完成後，為上台作準備，若欲
演講順利，就須「避免悲劇」。講者透過演講情
境的模擬，讓學生從中抓錯三十條，提示四大
批評方向有內容資訊、簡報設計、口語與肢體
語言、上太流暢性，令學生自主發現問題，進
而避免犯同樣缺點與錯誤。其中，「上台流暢性」

常涉及微小，甚至有時不受人重視的問題，含
走進場地、開機開檔案、投影片、上台就緒、
養成儲存與備份習慣、關社群網站、桌面不放
不相關檔案、流暢地轉換投影片、麥克風使用
等等，纖毫的習慣都可能影響觀眾的閱聽效
能，因此要隨時自我審視警惕，以極小化意外
的發生，極大化目的的產生。 

 經由拆解、分析高手，加以「鍛鍊表達」。
上台演講如同其他各個領域的事物都需要學
習，經典、範本的存在讓人們的以效仿，因此
學習如「這群人」、「Ted」、「我是演說家」等表
演、演講高手肢體、聲音、態度、走位、手勢
的表現方式，也讓人們更接近演講高手的步伐。 

 在工作坊中，講師不僅介紹不少實用的數
位工具可應用於演講，也加入小組活動，用舉
例和正、反面的情境模擬，讓小組討論競答，
加深對主題的了解以及思考。好的演講可以說
服人，更好的演講可以感動人，最好的演講可
以改變人。鄭冠中老師期許每個人都能受到思
想上的啟發與創造改變他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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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世界定義你 
時間：2019 年 3 月 26 日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何則文

    本學期的第三
場生涯規劃與名人
書香講座，生涯發
展與就業輔導組邀
請到《別讓世界定
義你》作者何則文
先生，來為同學分
享他的職涯歷程。 

    本場講座由生
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陳孟莉組長擔任引言人，
「何則文先生現在非常年輕，只有三十歲的年
紀，從年輕的眼光看世界，在職涯發展領域裡
深受年輕人喜愛，過去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歷
史系，爾後轉戰公家機關服務一段時間後，反
覆思考，發現自己不適合步調如此緩慢且眾多
制式化的生活，因而決定跳出框架，便至經濟
部外貿協會的國企班，這對各位同學亦是一種
職涯選擇，我們成大在這方面也有與外貿協會
合作，不論是日語班、外語班，基本上都是同
學不同的生涯機會。此外，何先生目前就職於
高科技企業，一個同學可以從歷史系，輾轉到
科技人，其實力不容小覷，是同學學習的一個
好模範，它本身在大學參與社團，對國際視野
擁有好奇心及熱情，當球在你手上時，你可以
決定拋向何處、需要拋多遠、多近？拋物線或
是直線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人
生，當你在學期間，擁有學業、能力培養，甚
至參與社團充實生活，但終究要畢業，要跨出
那一步，我們今晚榮幸邀請他來講這個主題──
『別讓世界定義你』。」 

    講者首先簡單介紹了自己的生涯歷程，畢
業於中興歷史系，目前任職於全球 500強企業，

曾負責中國 98/5/211 頂尖高校應屆畢業招募工
作，同時是人氣網路專欄作家，於《商業週刊》、
《關鍵評論網》、《獨立評論@天下》等媒體平
台開設專欄，寫作領域廣泛，從時事評論、國
際政經、歷史人文、職涯發展到勵志心理……
等，均有創作，著作有《青年寫給青年的東協
工作筆記：歷史、產業、生活、民情觀察》以
及 2018 年 11 月的《別讓世界定義你：用 5 個
新眼光開始企畫屬於你的勝利人生》，中間有失
敗也有成功累積了許多經驗。 

    講者提及他人生學會的第一句成語便是
──「寄人籬下」，其因於出生在寄養家庭，出
生 7 個月後父母便離婚，父親將他放在保母家
便離開，讓阿嬤接走，便與阿嬤和兩位未婚年
邁姑姑一起生活，幼時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國中時唯一有工作的姑姑被公司裁
員，因此認為世界非常不公平，覺得自己很倒
楣，是叛逆的問題學生，高中大小過不斷而留
級重讀。人生轉捩點是高三下學期，因為不想
讓姑姑
擔心，毅
然決然
發憤唸
書，最後
考上中
興歷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8%E6%84%8F%E5%8A%9B%E4%B8%8D%E8%B6%B3%E9%81%8E%E5%8B%95%E7%97%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8%E6%84%8F%E5%8A%9B%E4%B8%8D%E8%B6%B3%E9%81%8E%E5%8B%95%E7%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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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講者拋出疑問：「我們為什麼要讀大
學？」或許在現今的我們認為讀大學是件理所
當然的事情，可能大家都想說自己念甚麼科
系，將來便要從事何項工作，其實，大學的科
系只跟課表相關，並強調可以善加利用其他空
閒時間多學習，建議大學四年，要創造超過四
年的價值；那麼「有具體目標以後，優勢與劣
勢分別又為何？沒有的話該如何是好？」其
實，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去爭取、努力去學
習，尤其是「自我學習」，除卻課表死板的課程
外，每件事情都有值得學習之處，並說明「快
速學習」的重要性，由於現今網路科技發達，
你可以從一個問題衍生搜尋的更多問題，並快
速理解、得到答案，除此之外，現今熱門的
YOUTUBE 當中，很多課程會有講者濃縮成幾
分鐘，又或者是許多 app的設計會有眾多問題，
可以驗證你的學習是否有成效。 

    當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與核心價值後，也
懂得在各種事物中不斷學習、自我成長，那麼，
「如何描繪自己的故事」？首先，講者說必須
找到自己內在最深沉的聲音，分析自我與可行
見解橋樑，人生的走向有許多可能的變化產
生，以心智圖找到中心聲音，衍生畫出去，並
找到希望的結果為何？善用 5W 問法，詢問自
己該如何做？怎麼到達？假設有了中心目標，
你希望留學，就會產生一條支線，而你為什麼
想要留學？去哪個國家？應該怎麼實踐？分別
就會有許多支線產生，其實任何問題都可以如
此解決。在人生過程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們，在職場上亦然，然而如何待人處事？講者

說明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並提出「好 EQ 得勝
法」：正向、積極態度→思考效率方法→帶來改
變、大家便會認同你，且喜歡你這個人→機會、
晉升、加薪等便會隨之而來，這四種方法形成
封閉迴圈──「成功方程式」，可以套用在人生
遇到的每個議題與問題當中，假使總是抱持著
抱怨、消極負面的想法，做事往往顯露出不情
願、不耐煩的臉色，便會招人厭惡，那麼機會
便會從身邊離去。 

    講者也分別說明三種勇氣及三種能力的重
要性，三種勇氣分別為：當傻瓜的勇氣、放空
的勇氣與失敗的勇氣，三種能力﹕則是觀察
力、混搭力、質問的能力，並言及每個人都要
「做自己的國王」的勇氣，我們不可能做到眾
人所愛，即便有人在背後有讒言，只要我們沒
有做，我們知道自己不是那種人就好，不用因
此而憂鬱、悲傷，困難並非是壞事。引用愛因
斯坦的名言「不斷重複做一樣的事情，卻期待
有不同結果的人，肯定是瘋子。」我們要擁有
一些特質：熱情、自信、視野、觀察力，將每
個數據及行動提出意義，這件事背後擁有甚麼
價值，並和萬物交流，不論是師長還是朋友，
對人生遇到的每個事件進行思考，再予以實踐。 

新時代個人生存六大能力 

世界不可預測#01 由賺錢轉影響#04 

萬物高度互聯#02 以世界為課堂#05 

高科技普及化#03 突破既有障礙#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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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槓青年的五大特色： 

    最後，講者總結斜槓青年的幾個特色，以
及我們需要具備的幾個能力： 

    ■規劃劇本 

    ■培養能力 

    ■行銷自我 

    ■創造價值 

    ■改變生命 

Q&A 

Q1：今天很感謝作者的分享，想請問您剛剛提
到的「快速學習」，我們該怎麼定義他？因
為學習每件事情都需要時間，無法馬上就成
功且有效的學習，想請問你都怎麼安排，才
能達到快速學習？ 

A1：其實現在網路上有很多課程可以學習，或
許三分鐘、五分鐘你便可以完成一堂課，在
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假若一直停滯不前、
不繼續學習的話，總有一天，必定會被時代
所淘汰，現在我們的教育都有正確答案，但
其實人生並不是如此，你要找到自己的目
標、方向，並且不停歇地學習。 

Q2：講者您好，從今天您的分享發現，您是個
非常正向的人，想要知道講者您認為，在您
現在的人生過程中，遇到最為困難的事情是
甚麼？ 

A2：其實我小時候也是有點憂鬱的傾向，甚至
也有想過要自殺，但是尼采有一句話講說，
只要你還活著，你就是贏家，這句話帶給我
很大的影響，所以現在你問我遇到的最大困
難是甚麼的話，我會說我現在還沒遇到，因
為現在回頭看看以往的事情，其實好像也就
沒那麼困難了！別人認為的困難，與自己的
認知可以不同，或許未來、又或是世界其他
角落，有人面臨的困難比我還要難解決。 

Q3：講者您好，想要向您詢問您是怎麼保持一
貫的學習熱情，而不會隨著時間被消滅？ 

A3：對於我而
言，我會有想要
贏的動力，因此
我會有積極的態
度去不斷學習各
種事物，我認
為，持續進步是
動力，因為我想
要帶來改變，
但，這並不適用
於每個人，或許

有些人對於輸贏並不那麼執著，也許他們覺
得人生過得快樂就好了，那也沒有錯，只是
每個人的選擇不同罷了，重要的是，你要找
到你自己想要的是甚麼？並且尋得自己的
方式，這才是最重要的。 

Q4：講者您好，我現在是個上班族，您說過您
曾為公務人員，公家機關是現今大家認為很
好很穩定的工作，我的家人也不斷鼓吹我去
補習考公務人員，不斷勸說這樣也比較好嫁
出去甚麼的，但我是真心不想要，想請問您
當初轉換跑道時，是如何說服家人的？ 

A4：我其實會分析，像是幾年之內我可以賺多
少，父母其實擔心的就是你沒有未來這件事
情，你要讓父母知道你不是單純反抗或是沒
有思考，你要預期你想要做的事情，並且規
劃一份計畫，讓他們知道你想要幹嘛，這樣
他們自然而然也就不會太過反對。 

Q5：講者您好，我也是歷史系的學生，想問講
者你在歷史系學到最重要、最好的事情是甚
麼？ 

A5：我記得  2009 年大學放榜的時候，
家中的遠房親戚打電話來詢問我的
情況，聽到我考上歷史系以後，第一
個反應是：「歷史系？那以後能當什
麼？老師嗎？那則文有要去讀嗎？」
當下我是很震驚加上有些憤怒的，我
告訴他們，別小看歷史，這東西我可
是可以讀到博士當教授的。在國高中
時，我就對文科特別有興趣，歷史又
是我最喜歡的科目，我都把歷史課本
當小說看，讀完各版本以後，還跑去
舊書攤買古早的部編版來看。可惜，
我最後不只沒有繼續攻讀到博士，連
個歷史碩士學位都沒有。我後來跑去
科技業，現在被知名企業外派當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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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帶領一個四五人的團隊，偶
爾在網路上寫寫專欄。很多人感覺
我現在的工作似乎跟當年選系風馬
牛不相及，但其實如果重來，我還
是會選歷史系，而正是因為歷史系
的人文訓練，讓我有今天的各種可
能。  

不論是科技或商業的本質還是
「服務人群」，「人」才是最重要的
核心課題。在科技發展快速的當代，
人文這樣的核心價值反而需要被強
調重視。技術可以輕易被取代，人文
思維與精神則不然，同時，人文學科
對 商 業 與 科 技 發 展 是 十 分 有 幫 助
的，因為人文科學本質就是在研究
「人」，從個人到群體，衍伸出了文
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
學等等學科，這些學科的根本都只是
從不同面向探悉「人」是什麼、他們
在幹嘛，而又為什麼會有這些思維、
行為出現。  

不論是發展商業還是科技，都是
與一群活生生的人應對──這群人
變化萬千，有著各種的樣貌──理解
人的過程，不像是研究物理化學，可
以直接拆開別人的大腦，或套用公
式，研究怎麼回事。能解答的，往往
不是冷冰冰的數據模型，而是人文科
學。  

Q6：您好，您曾經經歷很多，那現在您也到達
您想要的目標公司，想請問您 30歲之後您
的下一個終點會設在哪裡？ 

A6：其實這個終點不只是你想去哪裡，
當中包含人生價值，要找到你自己
的核心價值，並成為一生貫徹的信

念、信仰，像是我想要有正面的影
響力，就像我現在跟你們聊聊一
樣，我想要持續做這件事情，這是
我的核心價值，我要繼續，不要跟
過去一樣，要學習新的事物，又或
許想成為身價 200 億的大企業家，
去幫助不同的人等等，反正只要找
到你的中心價值，並持續朝那個方
向邁進。  

Q7：講者您好，由於您是人資方面的專業，但
對這方面卻鮮少有提及，但人與人之間的
「弱連接」真的很難掌握，我們要怎麼篩選
留下我們想要的，想請問您都怎麼處理這方
面的事情？ 

A7：首先我先簡單說明何謂「弱連接」，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溝通互動的頻率來
看，可以簡單劃分為強連接和弱連接。強
連接最有可能的是你目前工作的搭檔，事
業的伙伴，合作的客戶，生活和工作上互
動的機會很多。弱連接範圍更廣，同學、
朋友、親友等等都有可能，就是溝通和互
動的機會較少，更多的是由於個人的時
間、經驗和溝通機會造成的。可以簡單的
概括個人大概有 150 個聯繫人，其中強連
接約 30個，弱連接約 120個，其實只要
真誠待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其實我就連網路上的人問的任何問
題，都會很認真一一回覆，就像你
們如果未來有問題也可以傳信到我
的電子信箱裡，每個人之間都會有
連結，而這些連結都是一種緣份，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價值的。  

    非常感謝何則文先生今天為同學帶來關於
人資的職涯分享，人跟人之間，很多事情都是
從「人」出發，既然是「人資」，人與人之間的
聯繫都不容小覷，不論是企業抑或是每個行業
都是如此，相信每個同學聽完何則文先生的演
講之後會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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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五月 感恩無限                                                         
 

接納自己的不完美，與愛同行 
～108年度全國優秀青年代表，潘怡蓁同學 

採訪者：外文四 黃詠萱

 
  「軟弱，充滿愛，溫柔而剛強。」這是怡蓁
給自己的三個形容詞。訪談這天，我很難從怡

蓁言談的舉手投足中，感受到她說自己軟弱的

部分，因為她是那樣神采奕奕又熱情自信。怡

蓁說，她在面對許多困難的時候，其實是個軟

弱的人，但是因著信仰給予的力量，她學會也

知道如何用愛去面對那些令自己產生負面情緒

的人事物，她變得溫柔又剛強。歷經一個相較

同儕之間，較為黑暗的童年，她走過憂鬱低潮，

淬鍊為一位成熟且具獨立思想的女性，並時時

提醒自己心中有愛，在未來的路上，用這份愛

去幫助更多的人。 

    怡蓁的父母在她四歲時離異，阿公阿嬤便
成為怡蓁主要照顧者。阿公阿嬤對怡蓁很嚴
格，「每天都要抄唐詩三百首，考試考九十分以
下就要被打。」另外，年幼的她，晚上還得自
己面對空蕩蕩的房間，她因此常常躲在棉被裡
哭，更害怕下雨打雷。種種因素下，怡蓁說，
回想自己的童年，過得並不快樂。小學三年級，
怡蓁被母親接回家住，她期待和母親共享天倫
之樂，她們一起度過一段溫馨母女時光，殊不
知，人生的另一挑戰也隨之到來。母親因為職
業與家庭因素，罹患憂鬱症與強迫症，她們開
始起爭執，母親甚至會對她動手，怡蓁那時不
能諒解，怎麼會有母親如此對待自己的孩子。
後來，母親到美國受訓，阿嬤來照顧她，阿嬤
照顧她的這段期間，阿祖過世，換來阿嬤不諒
解，認為是怡蓁害她沒有見到自己母親最後一

面，往後便常在無意間用尖銳的言語刺傷怡蓁。 

    受訓的母親回國後，經常帶一個叔叔回
家，怡蓁害怕母親被搶走，始終不理那位叔叔，
叔叔後來離開了母親。看母親暗自流淚，怡蓁
突然意識到，愛一個人是要連他愛的人一起
愛，所以後來父親再婚前詢問怡蓁的意見，怡
蓁同意也給予祝福。國中時期，她和母親生活
時間交錯，兩人彷彿處於平行時空，但怡蓁渴
望有家人陪伴，因此這段時期十分孤單。而她
為尋求同儕認同，努力地交朋友，甚至還差點
加入幫派。找不到生命的意義，覺得活著好累，
怡蓁還想過是不是往窗外一跳，一了百了。「這
樣的我，真的會有能夠獲得幸福的一天嗎？」 

    因緣際會下，受同學邀約，怡蓁進到教會，
她感受到自己生命的轉變。怡蓁從教會的同儕
身上，看到自己所沒有的快樂，「我很好奇，他
們怎麼能這麼快樂？」於是，她開始參與教會
的聚會，分享自己的生活，為彼此的困難禱告。
後來，怡蓁認識了上帝，她才發現，那些過往
一直想從家人以及同儕獲取的認同與歸屬，是
無法填補寂寞的，唯有上帝，用愛澆灌每個人，
填補空虛的心，擁抱受傷的靈。怡蓁說，上帝
的愛填滿了她的心，讓她也有愛去幫助別人。
她加入童軍團，學習服務別人；高中的時候，
她在教會發起弱勢孩童課輔班，自願為國中生
提供課後輔導，陪伴他們，聽他們說話並給予
支持，給予愛。母親之後也因為認識上帝，憂
鬱及躁鬱的症狀有好轉。母親漸漸願意多花時
間了解怡蓁，而怡蓁也願意再次對母親敞開
心，站在彼此的立場想，盡釋前嫌後母女關係
得以融洽。這些都是她在接觸信仰前不曾想過
的事情，對此，怡蓁充滿感謝。怡蓁說，她在
教會被教導，進而改變，並在生活中實踐，才
有現在充滿自信與正向熱情的她。 

    身心靈狀態好轉後，怡蓁開始思考，上帝
給她這樣的人生經歷，是不是希望她去幫助生
活很痛苦的一群人。因此，從高中開始，她就
會去不同基金會做志工。另外，大學會選擇念
土木系，也是因為當初認為，放眼望去的建築
與建設工程都和此相關，可以幫助許多人。大
學階段，少去升學壓力，怡蓁繼續身體力行，
進到不同單位，為不同族群提供志工服務，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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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參與社會服務隊的彩虹志工計畫，了解家
有身心障礙兒童父母的辛勞，或是進到偏鄉家
庭，聽他們分享故事，為他們禱告。她也參與
成大遠距教學學伴計畫，以及教會的兒童營與
成大團契每週替街友送餐的服事。2018 年冬
天，她參與公路上的公民課，從台東徒步走到
花蓮，在經過的偏鄉小學駐點，發送物資，帶
小朋友閱讀、寫字。從這麼多活動中，怡蓁看
見台灣需要被關注的弱勢族群，「這些人跟我以
前一樣，是很需要被拉一把的，如果我有拉一
把的能力，何樂而不為呢？」她笑著說。 

    大學階段，怡蓁亦積極透過多元管道，探
索自己的興趣與熱情所在。從系隊到加入合唱
團，除了很珍惜和大家相處的時間，她也在接
下合唱團幹部後，習得行政和財務管理方面的
能力。大三時，怡蓁擔任學生會外交部部長，
她的視野從台灣推向國際，舉辦跨國際的講
座、校園異國美食展、接待外國同學等等。更
在世界公民咖啡館活動中，讓外籍生和本地生
有充裕的機會，進行議題深入探討與交流。擔
任學生會外交部部長這段期間，怡蓁說，她看
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身為公民的責任，因而
對政治與國際新聞越來越關心。回溯自己的初
心，一如曩昔，希望愛的力量能幫助有需要的
人，讓社會擴及到世界更有溫度。怡蓁嘗試從
政治、媒體、教育各面向去了解社會的問題，
她發現要影響教育，要先從政策端推動，便去
修政治系的課，參加兩岸交流的活動，也曾去
立法院旁聽會議。「然後我發現，要改變政治太
難了，可能還是透過信仰，帶給別人愛，才能
改變世界。」找回人跟人之間愛的連結，這才

是最重要的。用上帝的愛去愛上帝與愛每個
人，是她往未來路上的精神依循，也是她找到
人生的意義以及最堅實的夢想。 

    大家都說追尋夢想的路上，要勇往直前，
無所畏懼，談起夢想，怡蓁卻說：「先不要追尋
夢想，先停下來。」她想告訴大家的是，想想
自己為什麼有這個夢想，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動機是什麼，是為了討好外界的眼光滿足自己
的虛榮心，還是為了讓身邊的人事物變得更加
美好。「人生的意義在哪，我想要成為怎麼樣的
人？」這些是最該先問自己的事情。 

    訪談尾聲，怡蓁謙虛地把榮獲全國大專院
校優秀青年的殊榮獻給上帝。她認為，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人生課題，而她對此充滿感恩，「擁
抱自己的軟弱，讓這份軟弱成為未來的力量。」
我已經可以看到，往後的路上，怡蓁將繼續踏
著堅定自信的步伐，走在以愛名之的路上，許
多人會因與她相遇獲得力量，正如這個陽光灑
落午後，與她對坐相談甚歡的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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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愛化成大愛種子 成大製作短片《天使》紀念早逝學生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5.9 

 
影片邀請紹亨好友們回憶昔日點滴 

    是什麼樣的大愛，讓一位母親在失去獨子
後，慨然捐出清寒獎學金？「因為他非常喜歡
成大，每次回家都會跟我分享他在成大的生活
點滴，即使他已無法畢業，仍然希望他跟成大
延續情緣，感覺他一直在校園中歡唱著…。」 

    成功大學機械系學生邱紹亨 2017年 12月
因車禍不幸殞逝，隔年 7月，父母感念獨子與
同學情誼以及對成大的熱愛，化小愛為大愛，
慨捐新台幣 500萬元成立「邱紹亨紀念清寒獎
學金」。邱媽媽曾說，希望這份獎學金能像一
顆種子，埋在領受人的心裡，讓愛點滴延續。
這份大愛也讓成大校方決定製作短片，讓更多
人知道獎學金背後的故事。第一時間看到影片
的邱媽媽，寫信對成大表示深深謝意，謝謝校
方的體貼和慎重，「看了這段影片，彷彿又看
到了紹亨在我跟前，訴說著他在學校的生活，
內心激動不已。」 

    片長 8分鐘、片名《天使》的紀念短片，
特別選在母親節前公開播放。影片由成大新聞
中心籌備製作，邀請紹亨好友們回憶昔日點
滴，並提供珍貴照片及影片。影片開頭，邱紹
亨坐在宿舍地板上，微笑看著手機念念有詞，
「我想要謝謝時間，謝謝擁有和失去，我已經
覺得我好幸運。」這段無意間被室友錄下的影
片，如今看來格外有感。 

    邱紹亨平日在校與同學們互動熱絡，許多
人感念他的熱情和好人緣，影片中節錄了他參
加校內歌唱比賽的片段，畫面雖然模糊晃動，
仍看得出他熱愛歌唱，非常投入。同學回憶，
紹亨很愛哼哼唱唱，記得有次某堂課老師用「上
台唱歌就加分」的方式鼓勵同學表現自我，紹
亨馬上展現歌喉，事後卻因為覺得害羞而退掉
這堂課，成為同學笑談話題。 

   個性活潑的紹亨是個體貼的人，樂觀又有正
義感，「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他，他真的是個
『天使』，總是製造很多歡樂，也會在他人難
過時給予溫暖。」另一位同學說，「如果他還
在，會想跟他說『有你真好』」。也有同學覺
得，紹亨熱心助人，但「有時候反倒是可能忘
了照顧自己」，引人鼻酸。 

    成大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係
以該專戶投資取得收益及孳息作為獎學金，本
金永不動用。獎學金名額及金額，每名每學年
新臺幣 3萬元，原則上每年 3至 6名（保留 2
分之 1名額予機械系），並得視當年度投資取
得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數。（撰
文／朱怡婷 圖片／取自影片截圖） 

 
《天使》紀念短片特別選在母親節前公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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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福青社免費寄送母親卡 全球傳遞與愛的距離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5.2 

    
          成大外籍生把想念和祝福寫進卡片               成大福青社免費寄送母親卡 全球傳遞與愛的距離 

    溫馨五月情，成功大學福智青年社為了幫
同學傳遞感謝，提供大約 850 張免費卡片，並
且將代為免費寄送到全球。5月初宣傳擺攤吸引
許多外籍學生把握機會，現場趕緊把密密麻麻

的想念和祝福寫進卡片，甚至有路過的社會人

士也來寫卡片給婆婆，表達「能成為您們的媳

婦幸福無比」的感謝，本地學生則大多表示已

計畫要回家陪媽媽過節，開心領取卡片想慢慢

書寫再親手送給媽媽。 

    這場溫馨活動受到熱烈響應，來自印尼、
尼加拉瓜、奧地利等國外籍生聽說活動免費幫

忙寄送，不敢相信「怎麼有這麼棒的事情」。

奧地利籍 Thomas Weissl（魏曉雙）在成大修讀
碩士班，想告訴媽媽自己在台灣的一切都很

好，也認真寫下祝福，希望媽媽平安快樂，感

恩之情溢於言表。他發現 5月 12日不只是台灣
今年母親節的日子，也是祖母的生日，便多要

了一張卡片，希望祖母收到卡片會有大大的

「Surprise」和感動。 

    測量系三年級李廣興，靦腆笑說，這是自
己第一次主動寫卡片寄給媽媽，述說自己從國

中就離家到外縣市讀書，習慣獨立生活，平常

不太會主動和家人聯絡，在成大求學也不常回

家，但清楚明白「無論如何，媽媽的關愛一直

都在」。 

    成大福青社每年母親節前夕，都會舉辦「卡
片傳恩情」的活動，今年特地邀請成大校長蘇

慧貞擔任代言人，校區內動態擺攤活動至 5月 3
日中午，錯過擺攤者，還可於 5月 6日下午 13
時前，前往成大醫學院 1樓大廳設置的 24小時
無人卡片區，隨時自由拿取挑選。 

    福青社成員張家榕指出，福青社以身心靈
為基礎，關心健康、關愛世界，也學習創造快

樂的人生以及美好的人際關係，一起學習心靈

提升，做個福智圓滿的青年，希望盡一己之力

在校園中傳遞溫暖，實踐愛與關懷。 

    張家榕分享今年主題「觀功念恩」的意涵，
就是「看見別人的優點、亮點，感謝他人對我

們的付出。」蘇慧貞校長肯定同學想傳達的理

念，「我們有很多受之於別人的關照，應該感

謝。」（撰文／朱怡婷 攝影／福青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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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五時，愛要及時】敬業舍區母親節系列活動花絮 

活動一：與花有約（108/5/3於敬一舍 2F辦理） 
    什麼時候，皺紋已經悄悄爬上媽媽的額
頭，臉上盡是擔心與操勞的刻痕。母親節將至，
雖然沒有能力購買掃地機器人、衣服包包、化
妝品；雖然無法送媽媽出國花，不如送媽媽五
月花。 

    邀請的講師為國際花藝教育研究文教基金
會會長，超過 30年以上資歷。當天活動分為 2
場次，每場次 25人，講師開始說明乾燥花和永
生花的屬性和製作方式；接著介紹花的花名、
屬性、類型並進行教學。透過活動，提醒居民
在忙碌的課業之餘，也要記得向母親說一聲「謝
謝」，倡導孝心感恩。主打輕巧風格，以永生花

作為母親節之花朵，以示對母親的愛永恆。藉
由活動增進親子互動，以感恩在心實踐於行。 

    溫馨母親節，小成本、大心意，透過雙手
的溫度，製作最精緻、最優雅、最夢幻的手掌
花。手作手掌花永久珍藏、永不凋零。寵愛媽
咪，就讓愛與感恩一次送進媽媽的心坎裡，每
看一次，微笑甜蜜在心頭，讓媽媽感動久久。 

    活動結束後藉由回饋單讓學生去反思及給
予講師回饋，每位學生記錄下正面收穫豐富的
感想，挑選出幾篇學生回饋心得，本次活動共
50人次參與，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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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與心得 

 

敬一舍謝智宇 

母親節，每年五月的第二個禮拜日，是由安娜·賈維斯發
起，於一九一三年由美國國會訂定的節日。時至今日，已
成為家喻戶曉的節慶。 

上了大學，從北部飄向南方，一人隻身在外，與父母見面
的機會甚少，雖然偶爾能透過電話聯繫，但是心中仍然感
覺與家有段距離。 

到了母親節，想藉此回家探望家母。想要攜帶一些具體的
事物送給母親以表達感恩之意，然卻為此苦惱許久。送康
乃馨太老套，送甜點會造成身體負擔，送家電會使自身經
濟困頓。 

在此之後的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三點四十九分，我從谷歌信
箱收到了新信件，來自住宿服務組，內容是親手製作手掌
花的活動，我思量了一會兒，嘴角逐漸上揚—這是個頗優
的母親節禮物解決方案—省錢、比買外面的現成品更有溫
度。於是，我報名了第二場次，因為沒搶到第一場次的名
額。 

   到了活動當天，備妥剪刀、膠帶和學生證，
便和室友前去宿舍二樓，準備開始製作手掌
花。在講者稍作自我介紹和流程說明後，我望
著眼前的材料包，打量著裡面形形色色的花
枝，構思著心中理想的花束。果然，現實與理
想存在距離，而對我來說，那距離是浩瀚的—
手指不巧的我，在能組裝出完整的花束之前，
已在組合小花材的階段中陣亡。而讓我，還有 

我的作品復活的，是來自主講者群的教學人員
們。最後，我總算能生成一隻完整的花束，雖
其貌不揚，但希望能將心念傳達給母親。     

    經歷這次母親節活動，我提升了手工藝的
技巧，也造出了能傳達母親節感恩之情的物
品，感謝講者和教學人員的指導，也感謝住宿
服務組舉辦這般的活動，讓我學習到正課不會
教的事物。 

 

光一舍蔡仲威 

 

我覺得參加這次活動讓我蠻滿意的，一開
始到現場的時候我本來因為時間拖延到而有些
不開心，但輪到我的時候我就慢慢可以理解原
因了。活動開始時，看到桌上的花材時我有點
擔心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出一樣不糟蹋如此好的
素材的成品，但在老師詳細又清楚的講解之後
緊張感反而慢慢消失了。在座位上處理著手中
的花材時，老師講解過的要點還有自己的創意
就會慢慢地湧現出來，過程中仍然會遇到一些
困難，但是旁邊的工作人員都很認真又有耐心
的幫助我，因此最後還是做出了一件不錯的成
品。 

總共一小時多的活動總覺得很快就結束

了，從小不擅長手工藝的我從沒想過自己居然
會有一天那麼沉浸在這方面的時候，也許正是
因為這樣讓我特別有成就感吧；除此之外在活
動的過程中的氣氛真的讓人覺得很舒服，因為
人數不多所以顯得空間很大，在專注於花朵的
同時讓我暫時忘掉了課業上的壓力，可惜在不
知不覺之間活動就已經結束。 

做出來的成品我打算就趁著母親節的時候
送給媽媽，雖然做得沒有像老師一樣漂亮，但
我相信媽媽她收到的時候一定會很開心的，畢
竟對於送禮來說心意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感
謝她一直以來的付出的同時我也想要向她分享
我參加這個活動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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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三舍鄭家昕 

五月屬於偉大女性的月份，有勞動節、母

親節，護師節，我的母親是好棒的護理師，為

了給媽媽送禮物，我報名參與宿舍舉辦的母親

節活動《與花有約》。到了活動現場發現，原來

要做手掌花送給媽媽，美麗的老師帶領大家認

識不同的花材，通常乾燥花便宜，永生花經過

特殊藥劑浸泡處理較貴，所有花材中，我最喜

歡滿天星和加那利，雖然它們是用來填補剩餘

空間的花，不像臘菊與繡球大鳴大放，不過它

們因為很平凡才顯得可愛而且迷人。花束並不

是隨意抓幾朵覺得好看的花綁起來就完成了，

老師一開始先教大家整理花的技巧，把它們拆

解成一枝一枝等齊的花，在花朵下方以膠帶捆

黏固定，重複數次，形成基本的小花束單位；

接著選取想放中間的重點花，一一用膠帶或鐵

絲捆住，花束整體大致為圓弧形，可讓兔尾草

或加那利突出作為對比，吸引人的目光停留；  

最後，使力把整個花束固定綁緊，折上硬挺
的藍色點點包裝紙，再黏上繡球及微笑緞帶修飾
造型即可。我覺得手做花是一件磨練耐心的事，
你得屏氣凝神挑選、搭配各種花材，小心翼翼的
黏貼捆綁，避免太躁進粗魯導致花瓣掉落，我也 

從過程中獲得成就感。 

我完成手掌花的第一件事，立刻拍給媽媽
看，告訴她母親節快樂還有我愛你，她傳了讚
和愛心的貼圖，儘管我不在媽媽身邊，但我相
信媽媽心裡一定暖暖的。 

 

勝二舍張芝瑀

在本次活動以前，我對於乾燥花毫無概
念，只知道它們是許多少女們的最愛，而且價
格不斐。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活動後，我雖然還
不是乾燥花高手，但對於這個原本神秘的領域
有深一層的了解。 

課程一開始老師便跟大家介紹乾燥花和永
生花的差別，我也是經過老師的講解才知道兩
者的不同製備方法。接著，老師跟大家示範擺
設乾燥花。花朵雖然本來就是美麗的，但如果
沒有經過適當的修飾，將高低不同的花兒捆在
一起，把「重點花」和「背景花」交錯，那個
它們的美麗將難以被凸顯出來。老師除了教大
家擺設花朵的設計美感之外，還教大家將花朵
纏繞起來的技巧，讓我收穫良多。在美麗乾燥

花的背後，需要許多工具的協助，像是鐵絲、
膠帶、剪刀，而要善用這些工具並發揮美感充
分表現花朵的美麗更需要多年的經驗。 

除了花朵的擺設設計需要許多技巧以外，
其實包裝也是門廣大深奧的學問。看老師跟大
家示範包裝方式都覺得很輕鬆簡單，可是實際
自己操作起來卻發現非常非常困難! 包裝紙都
被我摺到爛掉，但我仍無法將它摺成我希望的
樣貌，真是讓我見識到所謂的「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啊! 

很感謝宿舍辦理這次「與花有約」的活動，
讓我可以在成大校園學習到平常接觸不到的領
域，也讓我有自己動手做母親節禮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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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視訊獻殷勤（108/5/8於敬三舍一樓大廳舉辦傳遞對母親的思念） 
    為慶祝一年一度母親節, 表達抒發對家人
的思念之情 , 且結合日本時下流行的抽籤方
式，鼓勵居民踴躍參加母親節活動。遊戲名稱
【一番賞】，透過抽取籤紙兌換獎品的方式，增
加童趣及兒時的回憶。居民需完成與母親的視
訊或電話告白(3~5mins)，視訊傳情結束後，從
盒子內抽出一張籤紙，將其撕開後可以兌換攤
位上的獎品。 

    參加者為外籍生居多，除了外籍生覺得此

活動有趣且富含意義外，在於外籍生較台灣學
生更勇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此活動共 36 人參
加，雖人數不多，但精緻溫馨。 

    宿舍為遊子在外地第二個「家」，希望藉由
本活動讓家人放心，多一份即使在異地求學也
能受到關心照顧，同時讓住宿生能藉由活動傳
達對母親的愛，也能讓國際交換生對家鄉的家
人抒發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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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印尼日惹學務工作友善校園國際參訪 

於 2019年 3月 16至 20日的學務工作國際
友善校園參訪和交流，主要是透過參與位於印
尼日惹特區穆罕默迪亞大學（UMY）國際文化
活動，深入瞭解印尼穆斯林文化、宗教大學、
爪哇文化、蘇丹…等，不同於台灣的種種文化、
政經結構、族群等，如何營照一個更為尊重、

接納、以及友善的學習校園，特別是一個宗教
大學如何落實校園中的性別平等，並賦予女性
權力、促進校園內更為和平且包容的制度，並
能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
提倡終身學習，這是此次參訪學習的重點。

顛覆窠臼  永續發展 
成功大學學生事務長 洪敬富 

受到印尼 UMY 大學的邀請參與第五屆國
際文化及美食交流活動，促成了此次的印尼日
惹學務工作友善校園參訪。經由此次參訪，著
實令參訪人員們對穆斯林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並獲取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且這些經驗尤
其助於推動本校學務工作中，對於穆斯林學子
們的友善環境建構，進而落實為本校學務處發
展宗旨之一的「友善環境」。另一方面，此行同
時著重於實踐聯合國 17項永續發展指標(SDGs)
中的第 4項目標：「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
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以及第 16項：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
再者，亦期望藉由本此參訪所獲取的經驗，為
校園中創造更加公平、包容且高品質的教學環
境。 

 印尼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是故
UMY 大學在對於如何在伊斯蘭宗教色彩濃厚
的大學校園中推進其友善校園工作，實然有著
相當深厚的經驗。在參訪之中，我們看見不論
在硬體面、抑或是軟體面，UMY大學皆致力在
創造更加友善、包容的學習環境，進而令來自
世界各地的學子們，即便非信仰伊斯蘭教，但
仍然可享受到一個高度友善的校園空間。再
者，國際友善環境亦進一步推動在地與來自外
地的學子們，在校園中進行更深入的國際互
動，此著實俾利於擴大學子們的國際視野，同
時亦培養其對世界各地多元的文化，保有一顆
尊重、包容之心。是故，UMY大學在實務上所
採用、運作的方案，如國際友善機制之設計、
課程雙語化之建置、空間環境之營造等等措
施，皆是相當值得我們汲取的寶貴經驗。 
隨行的三位同學當中，有兩位是具有學生

自治社團幹部之身分，一名為宿舍委員會的學
生主委、一名則為社團聯合會副主席。藉由這
次的友善校園國際參訪，並讓他們與其他國家
的學子們面對面的進行交流，著實對校內社團
經營、環境建構等面向上，有更加實質、直接
的第一手助益。期望未來他們能將此行所獲取
之經驗分享予更多的同儕，並實踐到社團經營

的理念當中。另外，有兩位是具有弱勢學生的
身分，這兩位同學私下表示，如果沒有學校的
全力支持，以家庭的狀況相當難以出國。他們
相當感謝學校給予其參與此次活動的機會，且
經由此次參訪，得以讓他們大大拓展了國際視
野，並化解了以往對東南亞、印尼等國家為落
後國家的偏見，甚至消除了過往對伊斯蘭國家
恐懼不安的疑慮。 

此行之中，也我們也因為當地學生熱情的
接待，與許多友善的交流活動，令我們與該校
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誼，並從中更深入的了
解到印尼當地豐富的人文、歷史、藝術、文化
資產等，從而顛覆了自我心中傳統固有的窠臼
來重新認識這一個國家、這一個區域。最後，
也感謝校長與高教深耕計畫能持續支持這樣的
活動，期望將來，不管是隨行的學子抑或是我
自身，都能將自身在此趟參訪中所獲取的經驗
分享予更多的人，並且實踐到生活當中，進而
讓更多的成大學子們能以更開放的心胸去接納
來自各種不同宗教、種族、地域的人們，同時
落實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理念。 

 
參訪當地名勝，Prambanan古廟，體驗夕陽照色下的東南
亞異地風采。聽見了這座古蹟的背景與故事，見證了印
度尼西亞，對於各種宗教的包容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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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廣見聞  增進友誼 

政治系 109 級黃昱豪 

這次非常榮幸能夠代表成功大學與印尼的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進行校際
的交流，雖然這是在學期間的計畫，但機會難
得，我還是選擇先把握這樣的機會。 

 在前往印尼的旅程前，學務長會召集我們
討論要準備、攜帶的東西，像是要準備介紹台
灣、台南、成大等等；要準備變壓器、尊重當
地的文化、機票事前須知等等；還有我們必須
準備一個表演，種種的擔憂都讓我深刻地感受
到學務長對此次行程的用心。還有一件特別的
事是，之前來成功大學交換的同學 TOMY竟然
是 UMY大學的學生，他在聽到學務長通知之後
竟然用社群軟體聯繫我，這是我之前報名時都
沒有想過的事情，讓我感到萬分驚喜。 

 老實說自己對這趟旅程其實是抱持著增廣
見聞的心態，由於對這幾天的行程資訊量不夠
的情況下，我沒有特定目的，單純看看能看到
些甚麼，並且跳脫出一般的日常牢籠，為生活
增添不一樣的經驗。在出國的前一天晚上，我
開始查閱印尼相關的文化、地理、風景，讓自
己前往印尼多了一份想像與期待。並且更知道
自己要去甚麼樣的地方。 

 前往印尼日惹 Jogjakarta 我們中途在雅加
達機場轉機，這時的我充滿熱忱，想要看之前
只有在國家地理頻道看過的：熱帶雨林、熔
岩...。在候機時我們到了全家便利商店，吃了當
地類似米糕，豆腐的食物，重點是店員加的醬，
開啟了我對印尼食物的好奇心，在這之後的每
一餐我都把自己的肚子撐到食不下嚥才停止進
食，而且每一餐都讚不絕口。 

 老實說一開始到印尼是有點緊張的，畢竟
都是要用英文溝通，還是會怕聽不懂，會很尷
尬和被瞧不起，但就在我們到了機場，TOMY
和國際長 professor EKO的熱情歡迎下，這種感
覺漸漸消失，真的有所謂賓至如歸的感覺，招
待我們都是非常有禮貌，而且處處為我們著
想。在蘇丹皇宮中享用了一頓美味的晚宴，覺
得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一切都很舒適。 

 晚上到了旅館，悲劇就上演在我們身上，
我和另一名心理系雙統計系的同學發現我們的
洗澡水沒有熱水，我們等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
硬著頭皮洗冷水澡，出來使用吹風機還燒起
來，整個頭髮都是燒焦味，最後請旅館人員過
來查看，才發現是管線裝錯，要開到象徵冷水
的藍色那邊才對，這個意外讓我們好氣又好
笑，為生活增添了一點情調。 

 隔天我們起了一大早，到收養孤兒的慈善
機構 Panti Asuhan Yatim Putera Muhammadiyah 
Yogyakarta活動，和他們一起玩當地的遊戲，可
以認識他們的文化又可以樂在其中陪伴小孩，
一切都顯得非常有意義。由於當天下雨，地板
泥濘，那時候就有再說可以把鞋子脫掉直接光
腳踩地板，然而習慣都市生活的我，好像已經
覺得地板是非常骯髒的地方，還在猶豫到底要
不要脫，最後雖然還是脫了，但看到身旁的朋
友為了享受當下的時刻，不想要綁手綁腳，很
豁達的直接脫，而我還在那邊一下怕髒，一下
怕麻煩而猶豫，怕東怕西根本就無法讓自己有
最好的表現。下午我們與 TOMY及同樣受到邀
請的亞洲大學朋友到 MOLIABORO 當地著名
的逛街地區，下午的雨又更大了，最後和另外
一名同樣沒帶脫鞋的同學決定直接打赤腳，去
買脫鞋穿，當地的手工藝實在非常盛行，很多
透過竹子做的樂器、風鈴、容器、擺設，讓人
覺得這個地方是不被資本主義浪潮擊垮的國
家，沒有全部的人都被異化，還保有自己身而
為人的價值，再物品上看到人的延伸。接著我
們去購買當地傳統的正式服飾 Batik，還有其他
紀念品。BATIK 是印尼的蠟染服飾，特色就是
圖案的繁多和眾多的花紋，煞是美麗。 

晚上我們和學務長一同與他的舊識一同到
當 地 著 名 的 傳 統 料 理 店 SASANTI 
RESTAURANT YOGYA吃晚餐，我們第一次嘗
到當地的沙嗲 seta 還有其他辣醬，味道真的是
令人難以往懷，令人更印象深刻的是教授們人
都非常的好。 

 第三天我們要前往這次最主要的活動，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ulinary Festival (ICCF) 和
不同的國家進行食物交流，當然還有呈現我們
準備的表演，我們表演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還有迷途羔羊。在眾多國家面前唱
著自己國家的歌曲，讓我覺得特別感動也有意
義。在食物交流活動中令人驚訝的是，非常多
人對我們鳳梨酥、鐵蛋、茉莉花茶 Jasmine Tea
特別感興趣，而我也見識到不同地方，真的有
許多特別的飲食，我還有嘗試盧安達的料理，
馬鈴薯為主食料理的相當美味、泰國奶茶就跟
之前喝的一樣沒話說。這樣讓不同國家的文化
透過食物來摩擦碰撞非常的有價值，也讓我們
在這裡結交了不少朋友。下午我們就去
PRAMBANAN 觀看當地著名的寺廟，聽了
TOMY 的介紹還有原先就非常雄偉的建築，讓
我對印尼的了解又更深了一層，我們就坐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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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旁的階梯上看著人來人往，內心既沒有憂
愁，也沒有任何壓力，此時內心的感受是很舒
服的，再次感謝有學務長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平常要憂慮的事情太多了，牽思萬緒都在腦海
裡打轉，一下子要擔心那個，一下子要擔心這
個的，這樣的時刻不可多得，感激萬分，在旅
行中，我才真正屬於我自己。到了晚上，我們
就去 TOMY推薦的餐廳用餐，美味永不停歇。 

 第四天我們搭 Jeep上Merapi Volcano 參觀
被火山爆發後所吞噬的家園變成甚麼樣子，這
輩子從沒搭過吉普車，第一次就獻給了印尼，
越野能力讓我感到非常震撼，不管甚麼石子
路、小河流，都直接衝過去，一般車子絕對是
直接打滑的。最後一天的晚上，我們就和先前
認識的印尼朋友，一起出去玩，我們還去遊樂
場、吃宵夜，最後回到旅館的時候真的很捨不
得，因為這段時光我們感覺真的和他們印尼人
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相談甚歡，未喝酒卻是
酒酣耳熱之際，再次感謝所有經歷的一切，締
造美好回憶。 

最主要印尼和台灣的差異在於，吃的方面
擁有特別的佐料，米飯都是使用細長型的類似
泰國米，常常會使用香蕉葉包裹或墊著，餅類
也是盛行。穿著方面就是盡量穿長褲然後擁有
傳統服飾 BATIK。而交通方面，印尼的道路都
有中途島也就是說如果要迴轉必須繞一圈剛好
有路口才可以，不像台灣比較方便。氣候方面
是一到了下午就非常容易下雨，而我們這次去
更是剛好他們的雨季，差不多從去年十二月到
今年的六月。使用廁所方面非常特別，印尼沒
有衛生紙都是用水清理，這就是說他們很環
保，而且我拿到的塑膠袋都是可回收再利用的
印證了這點。 

坐在桌前打下美麗的回憶，有種感慨時光
飛逝，過去的都不會再回來，回歸到日常的課
業中，不禁讓我思考，我到底要過甚麼樣的生
活，怎麼做才能過上我想要的生活，我現在做
甚麼事，為甚麼我要做這些事，逝者已矣，來
者可追，面對未來我又該用甚麼心態去面對？

  
參加 ICCF活動時，我們與亞洲大學服裝設計系的同學一
同拍照，最中間包著藍色頭巾的是我們的 buddy,Nazmes，
我們每個人的臉上都貼滿中華民國的國旗貼紙，手上也拿
著小國旗向其他國家宣示我們是中華民國國籍的學生。 

除了我們成大的學生外，其他印尼朋友有些是從 ICCF
認識的，也有兩位是我們 buddy，當時我們剛逛完印尼
日惹最有名的街道─Malioboro。 

  
走進 ICCF會場，我們大喊：「台灣 number one」，因為我
們喊得很大聲，所以成為全場注目的焦點，在國際會場，
台灣時常不被承認，當時有機會可以證明台灣是一個獨立
的國家時，我們非常把握機會證明自己的國家─台灣。 

在 ICCF上，我們表演了六零年代的英文民謠 take me 
home，以及台灣的當今流行音樂-迷途羔羊，以台灣文
化為經度，外國文化為緯度，交織成一個表演獻給當地
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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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邂逅  友善包容 

心理系 108 級蔡立忠 

穆斯林的第一印象 

如果談及對於這次參訪印尼 UMY大學的
印象，除了體會當地人的純樸與熱情，便是慚
愧於過去自己在內心對於穆斯林的隱隱恐懼。
經歷了第一天的舟車勞頓，第二天我們到了一
個許多孩童的場合，每個孩子都穿著穆斯林最
傳統的服飾，放眼望去，他們黝黑的皮膚卻擁
有的潔白的心，熱情且以臉頰爬滿笑容的姿態
迎接我們。在那滿是礫石與泥濘的地板上，他
們請我們脫下布鞋與他們一同團康，我想那刻
我們能做的最佳國民外交便是放下自己的包
袱，和他們一起拔河、賽跑、袋鼠跳，拋頭顱、
灑熱血，融入他們瀰漫的喜悅中。 

接著透過聊天後才明白，那是一所孤兒
院，原來方才所見的每一抹笑容，背後皆有背
後辛酸血淚之故事。他們背負這如此背景，卻
對我們善待有加，此時對過去的自己竟對穆斯
林有刻板印象深感慚愧。但也正因為這次成大
給予的機會，改變了自己對於不同文化的認
知，能以更政治正確的態度對待每一個直得讚
揚的文化。 

國際文化飲食節（International Cultural & 
Culinary Festival） 

在印尼的第三天，也正是此次來這的最大
目的，便是參與該校一年一度的重大慶典「國
際文化飲食節（ICCF）」，此活動集結三十多個
國家共襄盛舉，並且很榮幸經過學務長與當地
校方高層的溝通，我們台灣也得已使用獨立國
家的名義參與此盛事。一開始的各國遊行輪番
進場，我們身披國旗，臉黏國旗貼紙，並且在
入場瞬間竭力高喊 Taiwan No.1，給全世界聽見
台灣的回音。 

由於這是一個各國分享文化與飲食的慶典，不
免俗地要自己下海介紹自己的國家與飲食。此
時才發現，台灣作為一個南島語族的起點，孕
育著千年種種政權的統治，而近年來卻淪為意
識形態的對立，好一段時間我們沒有捫心自
問：「台灣有哪些故事值得令我們驕傲？哪些故
事值得留世萬芳？」當時我們一面提起自信介
紹台灣的簡史，一面在腦海重新建構嶄新的世
界觀，以及面對每一個不同的國家，例如穆斯
林國家、歐美文化區、中國大陸，我們該有怎
麼樣的介紹，能不損國家自尊且給予對方對等
的文化尊重。 

印尼古蹟與火山體驗 

第三天下午因著洪學務長的安排下，我們
幾個台灣學生得以體驗Prambnan印度教古廟的
雄偉，聽著學伴 Tomy以詼諧的口吻介紹古廟的
歷史與故事，更在此見證了印尼對於各宗教的
包容力。日落的彩霞背罩古廟，那不可置信的
美好一覽無遺，真的讓人意猶未盡。 

隔天早上搭著越野吉普車橫越Merepi火山，聽
著導覽的介紹，看盡火山爆發的殘酷無情，明
白了人類在大自然中的渺小與無能為力。唯一
能做的便是享受當下，如同後來去溪邊玩耍般
的單純與雀躍，那水上越野之旅回味無窮。 

異國朋友的邂逅 

在離開印尼前的最後一晚，我們邀請的當
時招待我們的學伴與我們共度，可能人生中最
後一次的見面。他們的熱情與好客，真的令人
難忘與慚愧，其實或許我們在台灣所擁有的物
質生活比他們多出許多，但是他們在這最後一
夜，卻毫不吝嗇的給予我們最難忘的體驗。請
我們品嚐印尼當地美食，幫忙我們買 Batik和其
他傳統服飾時，接地氣地殺價。開著車載我們
導覽日惹皇宮，最後午夜時間和著無酒精飲料
暢飲作樂。 

去中心化與重建世界觀 

期許經歷這次成功大學給予的這難忘交流
旅程，能夠讓自己更能去除偏見地看待世界的
每一個角落，甚至是台灣的偏鄉地區，以及台
灣的少數民族。這世界的任何事情，巨觀俯瞰，
件件都極其渺小而微不足道；微觀細察，人人
皆歷經滄桑且刻骨銘心。願這次孤兒院的旅
程，能破碎自己的心靈，好讓自己能接納這破
碎的世界。也願他們的慷慨解囊，能更明白施
比受更為有福的真諦。 

 

第四天，我們搭乘吉

普車要前往日惹市北

部的活火山

MARAPI，這一路上
我們用站的環顧火山

的美景，同時體驗身

在全部都是大型石頭

的路上開的車上是甚

麼樣的感覺，車體一

直搖晃，感覺沒抓好

就會掉出去，同時還

參訪了那邊被熔岩破

壞的家庭和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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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穆斯林  印尼文化 

工資管系 110 級莊芯瑜 

非常感謝學務長促成這趟印尼日惹行，因
為學務長積極與 UMY大學有密集的交流，方能
讓我們學生可以陪同學務長參與此次盛大的
International Cultural & Culinary Festival，也進而
可以更加瞭解穆斯林與各國的文化。 

根據研究，印尼的技術和高等教育部，大
約有 3,136所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和 122所公立高
等教育機構，這些數量不足以容納全印尼可以
念大學的人數，而目前因為印尼的中等收入的
家庭增加，許多學生會前往澳大利亞，馬來西
亞，美國，英國和歐洲國家等一些發達國家中
海外留學，但印尼政府為留住印尼的菁英，致
力於提高印度尼西亞的高等教育質量，在國際
上更具競爭力而作出了一些努力，其中像是
UMY 大學舉辦的 International Cultural & 
Culinary Festival活動，邀請各國的老師、同學
一起參加盛典，印尼的大學已經在做國際外
交，讓學生可以擁有國際觀，以不同的思維去
解決事情。 

與一位印尼學生在聊天的過程中聊到祈禱
室，他提到每次進禱告室衣著都必須非常乾
淨，禱告的小房間也沒有雜物，而在印尼的大
學他們課程的安排會刻意避開禱告的時間或是
老師會讓他們去禱告室，而這令我想到成大的
宿舍目前只有勝利六舍有專用的禱告室，勝利
與光復校區僅有臨時的禱告室，而印尼的朋友
告訴我禱告室十分重要，是他們歷久以來非常
嚴謹的傳統，所以藉由談話讓我深刻了解穆斯
林的禱告的名詞與規定，目前住宿服務組已經
在規劃期祈禱室，我會建議他們蒐集印尼同學
各宿舍的比例，然後依照比例去設置禱告室，
且隨時掌握蓋祈禱室的進度。 

在去印尼前，我總認為印尼的女生非常保
守，戴著頭巾不發一語，但後來經過這三天的
相處，很多印尼女學生頭巾下隱藏著一顆熱情
的心，他們會在公共場合開心地隨著音樂搖
擺，也會很大方地與新認識的朋友握手，像我
們的 buddy，在晚上私底下出門時，他會拿下頭
巾，穿著非常時髦的衣服，完全顛覆我原本的
印像，但是也有女生一定要包著頭巾、穿著長
褲才能出門，但儘管都是信仰穆斯林，對女生
的限制確實有很大的差別。 

在印尼買東西時，發現他們的袋子都是屬
於環保塑膠袋。在餐廳吃飯時，發現吸管是紙
做的，使用一次即可丟棄也不會對環境造成汙
染，而我將這件事情告訴印尼朋友時，他們提
到雖然很多商家都使用環保的器具或袋子，但

隨手亂丟的行為仍時常發生，這令我想到台灣
的政策也是鼓勵大家使用環保袋，但如果個人
的環保意識低落，不管政策如何嚴格執行，環
境依舊無法改善。 

朋友不分國界。我們在第三天的典禮上認
識三位印尼的朋友，在最後一晚他們陪我們逛
街，他們人都很好也很客氣，他們還開車載我
們到宵夜街，我們點了杯飲料席地而坐，當時
大家用英文聊天，聊到每個人未來的夢想和目
標，彷彿沒有國界般地朋友在聊天。在孤兒院
時，那些小朋友完全聽不懂英文，但是透過表
情與肢體語言讓彼此互相了解，在玩遊戲的過
程中，我不斷鼓勵他們且讓他們發揮所能地投
入遊戲，當我給予他們一個手勢和回應，他們
的微笑讓我感受到滿滿的溫暖。我認為成大的
服務學習三可以與這間孤兒院一起合作，目前
我的想法是可以向學校申請經費，或是可以寫
計畫書給企業，向企業拉贊助，讓我們可以最
少的錢前往日惹進行服務學習，讓我們可以幫
助這些小朋友，使他們享受到更多的資源。 

在 SASANTI RESTAURANT YOGYA與他
校的院長和副院長、教授吃飯時，得知印尼目
前的基礎建設仍然不足，但他們已經在規劃將
交通地下化，而印尼的交通已經井然有序，筆
直的道路上將機車與汽車道分開，如果要轉
彎，汽車得先進入機車道，當駕駛伸出手比出
「停」的動作時，騎乘機車的人都會友善地停
下來讓車子通過，而印尼的同學提到日惹很少
發生車禍，由互相禮讓的習慣可以明顯推測
出。但較令人難過的是印尼的車禍仍是大車賠
小車，這是印尼的法規制度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在我們抵達雅加達機場買午餐時，立忠學
長與身旁的台灣人問好，在聊天時得知其中一
位台灣人是雅加達工商聯誼會的秘書長，他們
邀請我們前往貴賓室休息。因為機會難得所以
我們向秘書長請教幾個問題，目前在印尼的台
商最大宗為鞋業，因為他們都是跟著寶成鞋
業，只要寶成有良好的訂單，其他的台商利潤
即會相當可觀，秘書長談到為何當初郭台銘不
在印尼設廠的主要原因是基礎建設，印尼政府
只給郭台銘一大片土地卻沒給良好的硬體設
備，所以郭台銘最後才選擇已有良好設備的大
陸設廠。現在印尼的基礎建設改善許多，使很
多的台灣電商紛紛想進駐印尼，若電商進駐可
以將貨放在印尼，不會造成大批的貨還在台
灣，需要等待許久才會取到貨。印尼目前的市
場尚未飽和，有前述的鞋業與落沒的紡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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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許多高科技的硬體公司也逐漸入駐印尼，
秘書長告訴我們，只要肯努力，我們也可以在
印尼闖下自己的一片市場。我們也談到台灣高
等教育的問題，雖然台灣的大學積極招收印尼
的年輕學子，但是台灣應該也要讓我們的學生
與印尼的頂尖大學做交換，要達到一個互利共
惠的成效，而不單只是印尼學生來台灣優秀大
學念書。遇到工商聯誼會的秘書長並不是安排
好的活動，但短短半小時的談話卻讓我們學習
到很多有關印尼的事情，讓我們對印尼的印象
不再是未開發的國家。 

然而貧富不均是印尼目前的問題之一，印
尼最富的 4大富豪，比起底層 50%、1億人口的
資產總和還要有錢，假若印尼政府無力聯手打

擊境外逃稅，或者推動更公平的稅賦政策，那
麼高度失衡且集中的財富，也將在分裂的社會
階級兩端，各自製造出新一批的巨怪菁英與憤
恨奴隸民。 

這趟旅行我們欣賞令人讚嘆的美景，學習
到英文的口說與聽力技巧，也學習到如何與不
同國家的朋友開啟話匣子，旅程中發生許多顛
覆刻板印象的事情，也學習如何包容且接納其
他國家的文化。印尼的經濟已是跳躍式的成
長，很多大學都已經在著手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的研發，我們不能再只認為台灣是最優秀的，
走出台灣方能發現我們有許多的不足，互相學
習，吸取他人的優點才可創造雙贏的結果。 

 

 
第二天參訪的孤兒院，在當中我們了解的印尼現今所面臨的困境，也體會了當地孩子們的天真與熱情。令人直得深省

自己擁有多少的幸福卻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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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融合教育在成功大學的實踐與反思：運動無礙，健康有愛 

洪敬富(國立成功大學學務長)、黃鴻鈞(體育室講師) 

壹、前言 

「融合式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現
代人本教育的主流趨勢，意指人人皆享有平等
的受教權益，特別在人本主義的教育理念下，
更多特殊學生亦同享平等教育權。這揭示各級
學校尤需改善校園軟硬體設施來貼近特殊學生
的需求，不僅要體現在校園環境中的友善空
間，也表現於教學課程的適性設計。 

由於體育課程是大學生必修學分，其重要
性除了讓學生學習運動技能外，也是建構運動
習慣、促進健康的最好方式之一。然而，臺灣
對於身心障礙者的運動概念尚不普遍，許多特
殊學生從學齡階段開始就被排除在主流體育課
程設計之外，多半僅能在旁冷觀同儕運動，而
無法參與活動，進而影響其基本受教權，長期
而言更可能危及自身健康。黃鴻鈞老師從事體
育教育工作近十年，深覺特殊狀況學生往往較
其他常人更需藉由運動課程來刺激身體機能、
改善身體健康。從而，若體育教師在其課程中
多些觀察和留意，並能因地制宜地調整課程內
容與形式，讓身障學生同一般學生能更大程度
地融入課程設計中，藉由同學間的互動來正向
協助特教生的社交行為，從同儕互動中拓展人
際，既能保障特殊學生的運動權益，也免於同
學間由於生疏、陌生、甚至隔閡，終至衍生出
包括排擠或霸凌在內的可能負面效應。 

在我們看來，體育課程的設計處方除了學
習運動知能、強化身體健康外，亦能調整課程
方式或建構新式課程內容來提升同儕間的互動
頻率與強度。在運動過程中促進一般生與特殊
生能更快熟稔彼此、，建立人際關係，以及增
進同袍情誼。職是之故，這不僅擴大體育教師
的教學責任，與此同時也豐富了學務人員的輔
導新內涵。從黃老師於體育課程積極輔導，並
協助多位身心障礙學生的經驗裡，雖挫折不
斷，卻也常感動滿滿。當我們認識到世界的不
同，開始學習去欣賞差異，讓不同孩子的稟賦
與潛能得以自我實現，就更能夠點燃教育的明
燈，延續生命的感動，再創杏壇的芬芳。 

以下三個案例娓娓道來黃老師在體育課程
中的實踐與反思。 

貳、案例一：《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選手》 

在某年的排球課中，我發現一名同學很常
遲到且上課非常不專心，經常在我點名或尚在
講解時就急著拿球去打，給人目中無人的感

覺。一開始我用很生氣的口吻警告他，但他好
似沒有很清楚我給他的勸告，後來留意到他耳
內有一副助聽器，經詢問本人後確定為聽障學
生。後來幾次課程後，我慢慢和他建立信任感，
我也觀察到余同學較其他身心障礙同學，尤為
活潑、好動，且常在課堂中找同學挑戰比賽。
但因技術尚不成熟，反而影響班上同學比賽的
進行，所以時常招致白眼。他向我表示非常喜
歡打羽球、桌球、排球和籃球，主動詢問是否
能加入這些球類校隊。但我評估他現階段的技
術水平距校隊仍有一段距離，貿然加入反倒可
能會讓他遭受過大打擊，降低自信，造成他和
球隊雙重的困擾。適巧當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
會預定在臺南舉行，於是在和余同學討論，並
取得余生家長同意後，協助他報名桌球項目的
縣市選拔。由於余同學設籍屏東市，幾經數回
屏東臺南往返的討論與協調後，順利力爭到他
能代表屏東市參與是次賽事。而他本人在確知
獲得全國大賽參賽資格後，頗為雀躍，於是隨
後三週我對他的密集訓練計畫於焉開展。 

比賽前一晚，余爸爸、媽媽來電表示希望
能和我們一同參與比賽。從他們口中，我感受
到父母親那份既驕傲又忐忑的複雜心情，畢竟
這是他們兒子第一次能有機會參與全國正式賽
事，全家相當重視。比賽當日，一行人風塵僕
僕地從屏東趕赴賽事現場。環顧四周，選手們
個個技高一籌，但我察覺到余生臉上仍透露出
他那少有的自信之心與喜悅之情。在稍事休息
後，隨即熱身準備上場應戰。面對對手們皆是
經過長期訓練的專業選手，第一次參與全國大
賽的余生，不僅絲毫沒有膽顫退縮之意，反而
在父母親和我這個教練面前，更加勇敢、從容。
戰到最後雖取得一勝一負的佳績，仍無緣晉級
決賽，但他已為自己勇敢的生命歷程，下了絕
佳的註腳：勇往直前。雖距成功尚有幾步之遙，
但他已成為自己和家人最大、最高的榮耀。我
永遠忘不了余生剛拿到屏東市代表隊隊服和裝
備的那一剎那，臉上浮現的那股喜悅和興奮
感，以及家人看他代表家鄉參賽的至高榮譽
感，在在觸動人心。我那不爭氣的眼淚始終在
眼裡打轉，唯恐不小心會從眼中滑落下來。 

比賽當天，余爸爸私下跟我說：「兒子從小
在校園內的互動總是比別人辛苦百倍、萬倍。
他雖很努力想融入班級同學中，但總是遭逢無
情的挫敗，同儕們對他的冷漠對待更是稀鬆平
常。一直很喜歡運動的兒子，沒想到有那麼一
天能代表全屏東市參加比賽，讓大家都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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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努力與勇氣，我實在非常高興…。」 

此次全國運動會中，余生雖未能得到任何
獎牌，但他確已在人生旅途中，立下嶄新而美
好的里程碑，在我心中已是金牌加身、讚譽有
加。余同學是我輔導身障生中最為特殊的一
位，從他身上我看見即使別人對他無視，但他
總是對別人永遠保持熱情、期望與好奇，如此
樂觀、純真的精神，著實令人動容。 

黃老師也在該課程結束後，找來班上幾位

同學，語重心長地說：「老師拜託你們幾位，日
後老師不一定能有機會在其他課堂上幫助余同
學，你們可不可以答應老師，以後幫我多看著
余生，也請多多跟他互動，好嗎？！我真的很
感謝你們。」聞之，作為學務工作的一份子，
哽咽中我是無比地感動與感恩。學務工作與體
育教學可以是高度融合與互為協力的。這是一
種學務創新、一種教學新典範。

     
          圖一、余同學比賽背影                     圖二、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一景
參、案例二《厭食症與運動》 

炙熱的九月天，身著厚重外衣、長褲毛帽
的一名同學，緩步走進體育室，向同仁表示她
想修「適應體育課程」。適應體育課程是大學內
為了滿足特殊學生，例如各類身心障礙學生、
受傷或無法正常從事體育課等特殊情況，所開
設的體育課；它較一般體育課不同，會專門為
選課學生量身設計專屬運動處方，給予適當及
安全的運動介入，更是確保特殊學生運動權益
的體育課程。 

褪下毛帽及口罩的她，外表看來其實與他
人無異。身體略顯虛弱的陳生，說道她有厭食
症時，在旁辦公的我，著實嚇了一跳，這確實
是我接觸、輔導過許多特殊學生中，極微特殊
的一位。適應體育課程開始前的面談，她表示
非常喜歡運動，尤其是跑步與球類運動，但同
時她也提出醫生證明，上面註記：「需降低體育
相關活動，以避免危害生理機能」。我的專業立
即反應是這應有悖於體育課宗旨吧？！然而，
我私下進一步查閱資料後理解到，其實厭食症
患者往往因為心理受創因素，使用不當的斷食
或暴食，抑或過度的（有氧）運動來降低體重，
造成身心各方面的透支，進而嚴重影響健康，
從而醫師才會制止患者從事過多運動。 

此前從沒碰過這樣的個案，在缺乏經驗
下，一開始上課確有些擔心，唯恐她在課上暈
倒、休克或骨折等緊急狀況。所以，初期我都

先採取較輕度的運動讓她完成，並觀察她的整
體行為與表現狀況。然而幾次課程後，發現她
總是獨自一人躲在旁邊自己運動，幾乎跟班上
同學沒有任何互動；我與她的對談也總是區區
少少幾個字，兩小時的課程幾乎只說上兩句
話。後來，我有更多機會瞭解到她的生活背景
後，發現她的社交能力確實相當薄弱。不僅鮮
少與原班級同學互動，就連同寢室室友亦然。
或許出於身體因素，讓她缺乏自信，也連帶影
響她的社交意願。 

於是我更進一步蒐集厭食症與運動相關文
獻，並與學務處心輔組資源教室輔導她的老師
溝通、討論後，我開始將課程內容做了大幅度
的調整。在運動課程介入前，我私下向班上其
他同學說明用意，也得到同學們的理解與支
持，所以我從原先的各自器械操作處方，改採
小單位二至三人分組進行的方式，輔以運用彈
力帶、徒手肌力及定向越野等，在訓練過程中
必須相互紀錄對方次數及協助同學調整動作。
如此調整的用意冀希望她能增加和同儕間的互
動機會，藉運動能更自然地學習人際間的交流
方式。幾次磨合後，我漸漸看到她在課上已能
開始與同學聊天、開玩笑，課後甚至和同學一
起走回宿舍。而身上衣物已從全身包覆到更為
自在的短袖 T-shirt、短褲等輕鬆運動服裝。同
時在課間向同學教導正確的運動觀念，鼓勵包
括她在內的所有學生進行低強度肌力運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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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肌肉質量，停止不必要的有氧運動，漸次導
正不當的運動方式，讓她改善身體機能，提高
學習與生活品質。 

看著陳生從期初到期末的轉變，內心充滿
無以言表的欣慰與感動。這堂課或許沒能讓她
的厭食症狀徹底根除，然而她更能和同儕們自
然互動、對話，這已是我從事教育工作的一大
成就。這種成就感與肯定不單是來自於這位同
學的進步，更是我們從事體育或學務工作者的

一種自我成長與責任。我們毋須隨著同學是否
有顯著的進步或改善方能肯定自我。事實上，
是否能得到外界或家長的鼓勵與感謝非學務人
員或體育教育者企求的。這種努力與付出正是
出自於我們對教育的使命與責任。我們致力在
融合教育上，積極營造一個更為友善的學習環
境，協助更多的特殊學生適性發展，使其受教
權益能得到適當的尊重與平等的對待。

             
圖片為個案進行團隊肌力訓練，同儕互相分工算出動作次數及調整動作角度

肆、案例三：《定向越野—踏溯成大》 

某學期的體育課，我認識了章同學，一名
自閉症學生。在不明瞭章生的情況前，每回上
課總見他遲到約一刻鐘。遲到原因卻也模糊不
清，無法正面表達，只見他不停搖頭致歉的緊
張神容。細心觀察，他並沒有同伴、也沒有朋
友。每次課程施作時，幾乎看不見有同學願意
跟他同組，想和他打球，或一同操作運動器材。
日子久了，他也習慣了，也不願意主動和他人
互動，所以總是一個人孤伶伶地獨自運球，或
緩步徐行，或出現自言自語的情況。 

出於教師職責，我找來班上體育幹部（體
幹）詢問。體幹說章生不喜歡和同學相處，也
因為大家對他的狀況不瞭解而心生畏懼，甚至
不敢靠近。至於遲到的原因，泰半是部分同學
喜歡捉弄他，故意傳達錯誤的上課資訊，致使
他始終找不到正確的上課地點而遲到。後來與
學務處資源教室輔導老師確認後，得知他自閉
症的狀況，也瞭解到由於缺乏同儕間的有效互
動與實質交流，進而遭受他人無端誤會，百般
疏離，甚至刻意排擠，惡性循環下，致使他長
期處於孤僻、疏離。 

由於成功大學大一體育課程主要係以編排
不同球類、體適能及體能檢測等內容為主，較
為制式，但在明瞭章生的實際情況後，黃老師
決定適性開發不同教材、教法，寄希望在多元
課程的實施下，增加章生與班上同學的互動機

會，並降低同學對他的誤解。 

該課程概念是藉由地圖與圖像的搜尋，讓
修習體育課的學生，既能達到運動的效果，也
同時能更深入探索偌大校園的諸多角落，欣賞
校園之美。在校本部八十六公頃的校區中，古
蹟與歷史建物繁多，諸如：格致堂、禮賢樓、
大成館、歷史系館、歷史文物館、小東門、小
西門等，以及若干知名景點，如：榕園、成功
湖、綠色魔法學校等。求學、生活於優越的地
理環境中，適當結合體育課程對校園環境的認
識與探索，增進章生與同儕間的互動機會，融
入課程，走入校園，實際踏查韻雅風姿的成大
校園，這或許是一個高度值得探索的體育融合
教育與學務創新模式。 

課程設計一方面不以造成同學壓力的小單
位來進行四至六人的分組，另一方面也事先與
體幹及部分同學溝通說明分組的用意，旨在確
保編排組別過程中能協助章生融入小團體環
境，讓章生更自然、順利地融入人群中。課程
中以小組協力為形式，創意拍照為亮點，團隊
利用圖資探索校園，定位成大古蹟與歷史景
點。一整個學期下來，章生開朗起來了，笑容
也跟著燦爛了些。他願意再度走出來，走出偏
執而封閉的自我世界，同學們也樂予接納他；
不管是參與課堂上的討論，或是進行團隊分
工，抑或合作來按圖索驥。一點一滴，從地圖
的指引，到行進動線的規劃，到最後任務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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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合影佐證，無一不是群策群力，戮力共同
完成。 

我們看到章生和同儕們在體育課中的成
長，認識不完美正是人生的常態，進而學習相
互欣賞，尊重彼此差異，重新接納真實的自我，

踏實地迎向大學生活，走向人生旅程。我們確
實做的不多，章生未來路上仍不免有許多坎
坷，但這個希望的教育種子正以融合教育的型
式，不斷地在成大體育課程和學務工作中，正
向而積極地實踐中。

     

               

圖片為分組學生進行校內不同景點之趣味打卡比賽

伍、結語 

融合教育是人本教育的主流，也是促成學
子能終極自我實現的重要教育手段。成功大學
確實在融合教育中，特別是體育課程中，融入
了運動無礙，健康有愛的實踐與反思。在學務
工作上，嘩眾取寵、錦上添花都不是我們應該
做的；學務處就是做該做的事，即便外界眼光
認為就只為區區少數人，但這是我們的根本價
值與人本態度。 

我們認為，一所偉大的大學，一個具有文
明高度的社會與城市，不應目光短淺地以提供
具舒適、摩登的現代化設施、壯觀豪華的高樓
大廈、人工智慧的技術高超而不可一世，或是
沾沾自喜。它更是一種對待人民的態度，特別
是對待與關注那些主流視野外的弱勢群體。這
不僅是我們對教育工作者的殷殷期盼，更是學
務人所欲彰顯的根本價值，及其奉行不渝的實
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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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大學安身立命 8帖劑 

第八帖：Journey is the destination 旅程就是目的地（正念覺知） 
吳淑真臨床心理師 

    Tina 是博班生，和老師爭執，覺得為甚麼
自己這麼認真，從早工作到晚 10多個小時，老
師視而不見，為甚麼這麼努力，實驗沒有成果；
馨馨花了很多時間，在功課以及為自己的未來
拼命，視而不見的身體警訊，身體搞壞了，只
得休學，放慢腳步。Well，我也常在想，為甚
麼這麼年輕我會有心臟病，為什麼發生在我身
上，還是罕見疾病。 

    當這麼起心動念時，其實是在問老天，我
所嚮往祈求的，這些理所當然的，我理當要得
到；但，好事會發生，壞事也會發生啊！ 

    宋慧開禪師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
風冬有雪，若無閒事上心頭，便是人間好時
節」；聖經裡提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
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
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
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
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
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
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
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
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這些告訴我們，天地萬物一切都在循環當
中，所有的發生，都是最好的的安排。 

    在諮商室裡，我和 Tina 、馨馨只是坐著，
就單純的呼吸著，感受呼吸時，觀察身體的反
應，對所有自我裡驕傲、自大、自以為是的身

體反應保持覺知，所有念頭的升起，所有情緒
的到來，練習不回應，就只是單純的觀察，也
練習不評價自己。在刺激與反應之間，存在了
一個小小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我們可以選
擇如何回應外在。 

    我們無法控制我們的想法、感覺與情緒，
透過覺知，我們可以包容我們的心智，以及心
智的運作，而這個包容一切心智在覺知之內的
過程，便是正念的操練（1979 年卡巴金(Jon 
Kabat-Zinn)博士，正念減壓課程）。 

    我們總是被教導著要 do something，卻沒有
人 教 導 我 們 do nothing 也 是 一 種 do 
something，而我們真正擁有的，其實只有這一
刻而已，這一刻、當下的同時，我們保持著清
明，因著這份自由，我們知道自己擁有最大的
選擇，不被捲入慣性與習性的模式中，當我們
打開覺知，靜靜地觀察過程，便是時時保持好
奇、開放、活在當下。 

    Tina 說他會記得每天給自己時間停下來，
單純地感受呼吸就好，馨馨不再視休學是種失
敗，而是休息，為了走更長的路。 

    人生，旅程本身就是目的地了。 
 
備註：文章中個案的例子，融合多個人的困境

而成，已經將任何辨識的個人資料去除
掉，請勿隱射，若有雷同之處，純屬巧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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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端午請別太放粽 包粽不包重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朱鈞薇營養師 

隨著天氣漸漸炎熱，第一個酷暑節慶「端
午節」也即將來臨，粽香開始應景地四處飄散，
想要在端午佳節享用香味四溢的粽子，同時兼
顧均衡飲食與養生保健，就由營養師姐姐來教
你如何在琳瑯滿目的應景粽中，除了能享受到
端午節的樂趣，同時也能吃得美味又健康！ 

一、粽子熱量哩剛災 

粽子依製作方法分為：北部粽、南部粽、
客家粿粽、廣式裹蒸粽、鹼粽等。依內餡則分
為：甜粽（鹼粽、豆沙粽)和鹹粽（北部粽、南
部粽、客家粿粽等)。 

傳統的肉粽又可分北部粽與南部粽，其兩
種粽子的材料多為：糯米、五花肉、香菇、鹹
蛋黃、花生、蝦米，其中北部粽會先用油將糯
米炒過，再將其餘食材包入粽葉後一同蒸熟；
而南部粽則是將生糯米和所有食材包入粽葉後
蒸熟，由於糯米不經過油炒，熱量及油脂量比
北部粽來的少。一顆肉粽熱量相當於為 1-1.5碗
飯、2-3兩肉及 3-4茶匙的油脂量。 

種 類 熱量(Kcal) /粒 
鹼粽 約140Kcal 
粿粽 約 200~250Kcal 
豆沙粽 約260Kcal 
甜潮州粽 800Kcal 
北部粽 約600Kcal 
南部粽 約 300~450Kcal 

 廣式裹蒸粽 約1000~1500Kcal 

二、端午節吃粽子哪些人需留意？(2) 

1.糖尿病患：含糖量高的豆沙粽，會引起血糖上
升。傳統粽則需注意碳水化合物及油脂的總
量，建議可做同質性份數代換，一顆肉粽相
當於一碗半的飯量，一顆鹼粽相當於一碗飯
量，可用代糖取代砂糖，避免血糖過高，如
有糖尿病患者，建議一天一顆肉粽為限。 

2.腸胃功能不佳者：粽子多為糯米製成，支鏈澱
粉多，老人與孩童難消化，如有腸胃功能不
佳者，建議可先從半顆少量開始攝取，避免
一次攝取過多導致胃脹氣等腸胃不適。 

3.腎臟疾病者：需注意沾醬攝取量，如醬油膏、
甜辣醬等，另外也需注意高磷的全穀類，像
是五穀米、麥片、糙米等，避免高磷食物吃
過量導致高血磷症狀。 

4.高血脂者：建議可選較低脂類的肉品或海鮮，
像是雞胸肉、豬瘦肉、花枝等，減少高油脂
食物如蛋黃、三層肉、豬油拌炒的餡料。 

5.高血壓患者：許多民眾在吃粽子時會沾醬，市
售的蕃茄醬、甜辣醬或低鹽油膏鈉含量都很
高，每 5公克（約 1茶匙）的含鈉量皆於 100
至 150 毫克以上，衛生署建議成人每日鈉攝
取量不應超過 2400毫克，相當於鹽 6公克。 

三、自己 DIY健康粽子(圖一) 

1.選用低脂食材，例如:以瘦肉或去皮雞肉、海
鮮、豆製品取代五花肉，可減少飽和脂肪酸
及膽固醇的攝取。 

2.選用高纖食材，例如:添加全穀類（五穀雜糧、
燕麥、紫米、薏仁、蕎麥）取代一部分的糯
米，增加口感同時也提高纖維質，且可減少
消化不良的情形。 

3.以蔬菜入粽，例如：杏鮑菇、鮮筍、香菇、紅
蘿蔔等食材，可增加纖維質，幫助消化。 

4.以地瓜或南瓜、栗子來取代鹹蛋黃，可減少膽
固醇的攝取。 

5.以植物油取代豬油，可減少飽和脂肪酸的攝
取。 

6.肉類應選擇瘦肉與香菇一起滷製，待滷汁冷卻
後，除去上層浮油，可減少油脂的攝取。 

7.選用新鮮食材為主，避免醃製類及加工食品，
如將蘿蔔乾改用新鮮的竹筍丁替代，減少鈉
含量的攝取。 

8.以低油量植物油爆香的烹調方式，並減少鹽分
使用，保留食材原始的鮮甜味，可減少油脂
與鈉的攝取。 

9.許多人喜歡吃粽子淋上甜辣醬、蒜蓉醬、辣椒
醬等佐醬，這些醬料鈉含量較高，應盡量避
免食用，以免增加身體的負擔。建議改用蒜
末、薑末調味，不但可加重口味，又可避免
過度添加調味料，並可維護身體的健康。 

四、選購粽子時的注意事項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提供民眾選購粽子
時四個小撇步：(1) 

【撇步一：仔細閱讀包裝標示】 

http://www.havemary.com/article.php?&id=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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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於店家購買包裝完整的粽子，務必選
擇信譽良好及衛生的店家購買，並且仔細閱讀
包裝上的食品標示，應注意有效日期、內容物、
營養標示、廠商資訊等資料。 

【撇步二：留意店舖環境衛生】 

    若是購買店鋪自己包的粽子，則要留意店
舖的環境衛生情況，像是盛裝粽子之容器、工
作檯面、天花板及地面四周環境應整潔乾淨。
不要購買來歷不明、發出異味、包裝不妥當或
外觀異常，如：外表有破損、內容物外漏、內
部黏稠呈絲狀的粽子。 

【撇步三：仔細選購配料外觀】 

    喜歡自己動手包粽子的民眾，在選購乾貨
配料時，要注意不購買來源不明的散裝品或未
具自然顏色的產品，購買蝦米時，以形體完整、
碎屑少的產品較佳，外觀有不正常紅色或色澤
太紅的產品應避免購買；購買粽葉時則選購有
青草香味之產品，如有嗆鼻味者不要購買；花
生在選購和儲存上都要注意是否發霉，因為容
易滋生黃麴毒素。此外包粽子時也要注意保持
手部衛生，應用洗手液及清水澈底洗手，食材、
粽葉甚至棉繩都應澈底洗淨後方可使用。 

【撇步四：注意粽子保存溫度】 

    購買即食粽子，應購買於溫度 60℃以上環
境販售之產品，並儘速食用完畢，若買回來的
粽子已經冷卻，務必要再次加熱後食用。吃不
完的粽子應放在冷藏庫或冷凍庫儲存，冷藏溫
度應控制在 7℃以下，冷凍溫度則應維持在-18
℃以下，才能有效達到保存的目的。 

    謹記少油、少鹽、少糖、多纖維的均衡飲
食，就能確保歡樂過節吃的健康又安心。祝大

家端午佳節愉快！ 

五、參考資料： 

1.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民國 105 年 6 月 9 日，
取自網路資訊。

https://www.mohw.gov.tw/cp-2628-19077-1.html 

2.健談。民國 107 年 6 月 13 日，取自網路資訊。 
https://www.havemary.com/article.php?id=4828 

3.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s://health99.hpa.gov.tw/Default.aspx 

 
 

 
圖一自家包粽注意事項 

 
圖片來源：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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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學生座談會 

各位親愛的同學： 

您有問題需要學校協助您解決嗎？ 

就在 5 月 27 日(星期一)，校長及各單位行政主管將在國際會議廳第 2 演講室與同
學座談，傾聽同學的建言，歡迎呼朋引伴、踴躍參加。 

◎座談時間：108 年 5 月 27 日上午 11 時 10 分至 12 時 30 分(請提前 5 分鐘入座)。 

◎會議地點：國際會議廳第 2 演講室 

附註： 

1.為周延回答同學的問題，如您有建言，請於 5 月 17 日前 Mail 至
z10708045@email.ncku.edu.tw 信箱，以利主辦單位於會前邀請權責單位至會場為
您做完整的答覆，更歡迎您親臨現場進行互動性的溝通。一份真情的邀約與期待
~~~ 

2.提供前 100 份網路報名參與座談同學中午便當，為避免浪費且便當數量有限，請
速至本校「活動報名資訊系統」報名，連結網址：https://activity.ncku.edu.tw。 

3.本案活動承辦人：學務處軍訓室陳建良教官，分機 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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