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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海闊、有容乃大 成大歡送 108 級畢業生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6.1 

6 月 1 日成功大學舉行 108 年畢業典禮，今年 5766
名畢業生中有 522 名境外生，不少外籍學生家長不遠千
里來台，來自台灣邦交國非洲史瓦帝尼王國的王子常謙
于今年從成大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畢
業，他的母親 Sikhulile 及姑母 Gcamani Dlamini 特地來
到成大參加畢業典禮。今年成大畢業典禮還有許多特別
之處，產生了首屆不分系畢業生，醫學系 後一屆７年
制及６年制學生一起畢業，還有提前畢業的藥學系第一
屆畢業生。 

常謙于表示，將繼續申讀成大的博士班。「成大不
僅教給我專業知識，還帶給我全方面的成長、文化薰陶，
我的所學以後都會用於史瓦帝尼，幫助國家成長進步，
台灣提供給我的，也是間接幫助史瓦帝尼，太愛台灣了，
感謝成大。」常謙于從大學到碩士在成大 6 年，大學讀
的是能源學程。 

108 年成功大學共有 5,766 名畢業生，大學部 2,573
名、碩士班 2,918 名，博士班 275 名，其中境外生 522
人，不少外籍學生家長不遠千里來台。常謙于的母親開
心地說，兒子 2 年前取得成大能源工程國際學位學程，
今年拿到碩士學位，兒子的表現讓父母驕傲，當然要來
參加畢業典禮。常謙于的祖父目前是史瓦帝尼王國的國
王，他透露，本來父親也要一起來台，但因為公務繁忙，
只好放棄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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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紅鳳凰花繽紛開放象徵畢業季來臨，除
了史瓦帝尼王子，成功大學 108 年畢業典禮今
年有許多特別之處，產生首屆不分系畢業生，
醫學系 後一屆７年制及６年制學生一起畢
業，還有提前畢業的藥學系第一屆畢業生。畢
業典禮回歸到上午進行。各院院長分別為畢業
生代表撥穗，再由校長蘇慧貞親自授予畢業證
書，家長們欣喜看著子弟學業有成，即將展翅
高飛。 

蘇慧貞致詞期許畢業生「天高海闊，有容
乃大、畢業成功」。她感性地說，「世界的紛
擾不會立刻停歇，區域的衝突也無法消失殆
盡，但是成功大學期待與你們一起，在地球的
每一個角落，看見這所大學為人類共同美好的
未來所努力的軌跡。」蘇慧貞也強調，成大發
展與日俱增，許多不同文化底蘊的同學加入校
園。不同文化世界共存和多樣化是生活原則的
傳承，在互需中感恩互助、寬容向前。成大期
待與所有同學一起，在地球的每個角落，共同
為人類美好未來努力。 

典禮開始前，蘇慧貞校長及各院系師長先
帶領著約２千名畢業生校園巡禮，行經的各點
都是成大人日常動線，包括雲平大道、工學大
道、大學路、榕園、成功湖、總圖書館、窮理
致知之門、博物館等。蘇慧貞在博物館前簡短
致詞，恭喜祝福每位同學畢業成功一切快樂，
接著踏上特別設計的黑白琴鍵區塊，在搭配的
琴聲中引領畢業生穿過「窮理致知」牌樓走向
中正堂。 

畢業典禮邀請從醫務管理跨界到民宿經
營，同時秉持對文化初心以及對品牌理想，闖
出一片天的年輕創業家何培鈞，分享堅持理想
創業的心路歷程，「一個人可以透過工作讓台
灣社會變得更好，這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得到的
事情。」 

畢業生代表陳冠伶致詞指出，大學花很多
時間在社團，從辦活動中學到如何光榮地面對
失敗。即將踏出校園的時刻，希望大家能記住
「窮理致知」校訓，面對挫折依然勇往前進，
成功闖出自己要的人生。 

馬來西亞的蕭荷青代表外籍畢業生致詞表
示，多數人覺得自身平凡、普通，不敢承擔重
任。她也曾覺得能力不夠，不敢答應擔任致詞
代表，父母一席話「如果這不是你想要的，你
就不會苦惱該不該答應」。「致完詞我依然平
凡，但我為所做的選擇感到開心，因為這是我
想要的。請大家保持一顆平凡但不平庸的心，
找到屬於自己的一份獨特的成功，在自己小小
的宇宙發光發熱。」 

今年成大首次為畢業生製作畢業徽章，蘇
慧貞在典禮尾聲為畢業代表別上，請應屆畢業
生好好準備畢業考，通過後就能擁有這枚首次
製作的成大畢業生專屬徽章，讓台下畢業生大
為驚喜。典禮在畢業生向師長、父母、同學鞠
躬行感恩禮與擁抱中接近尾聲，勾起許多畢業
生的離愁，忍不住掉下淚來，在唱校歌聲與拋
帽儀式中增添了一絲離情。（撰文／孟慶慈 攝
影／趙傳安、劉子端）

    

台灣邦交國非洲史瓦帝尼王國的王子常謙于（右）成大碩士畢業            成大歡送 108 級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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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校長 108 級畢業典禮致詞全文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6.1

 

    蘇慧貞校長 108 級畢業典禮致詞勉勵畢業生 

108 級成功大學 大學部 2,573 名、碩士班
2,918 名、博士班 275 名，總共 5,766 位畢業同
學和各位家長、師長、愛護及關心的社會各界：
畢業恭喜！ 

雖然是一年一度、鳳凰花開時候例常舉行
的畢業典禮，今年有許多特別的事跟大家分
享：在創新與發展的實踐中，今年我們有 2 位
不分系學程的第一屆畢業生，有 10 名提前畢業
的藥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同時，今年也是醫學
系七年制 後一屆和六年制第一屆的同學同時
成為畢業生，我們的外籍同學在我們的總畢業
生人數也首次超過 10%，大家都有自己的故
事；但是，當各位在 2019 年 6 月 1 日的今天，
正式成為成功大學 88 年的歷史中 192,817 名校
友群裡 新鮮的這一群，在你們揮手遠颺的時
刻，會記住台南的那一個溫度？會記憶校園的
哪一面風景？ 

我相信大家都各有偏愛，或者是捨不得自
強球場夾雜汗水的落日餘暉、或者會再繞一圈
力行校區古意盎然的晨光院落⋯但是，我更相信
你們每一位的影像收藏中，一定有著我們百年
老榕枝繁葉茂的優美身影…家有一榕，一榕俱
榮，「成大」家族因此其樂融融，「成大」的
畢業生更信守「有容、其乃大」。因爲，我們
的文化裡說：「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
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兼
容並蓄」才能讓我們在變遷不斷的未來世界
中，以開闊的心胸、誠實面對真理的勇氣、和
容納各種不同價值的建設與發展，我們才能真
正有守有為、生生不息、領導人類共同的未來！ 

隨著成功大學與日俱增、來自各種不同文
化底蘊的同學加入我們的校園，我也有機會認
識到了，在阿拉伯半島的沙漠中常見的牧豆樹
（Ghaf Tree）；據記載它們的根能深及地下 30

多米以上；雖處在惡劣的環境中，仍鬱鬱蔥蔥，
是動物和過往行人的庇護所，是沙漠中的生命
之源和穩定生命聚集的“生命之樹”，也標記了
不同的文化世界中以共存和多樣化作為生活原
則的傳承，互需中，感恩互助，寬容向前！ 

達賴喇嘛說：真正的寬容是一種立場，或
是個人對於某事件或某人採取的一種回應方
式，在多方考量、把許多因素都納入考慮之後，
而有能力以截然不同的態度決定不採取負面行
動。 

108 級的畢業同學們，大學承擔了文明繼續
的希望與力量！世界的紛擾不會立刻停歇、區
域的衝突也無法消失殆盡，但是，你所畢業的
成功大學期待從此刻開始，和你們一起，在地
球的每一個角落，看見這所大學為人類共同美
好的未來所努力的軌跡！ 

天高海闊，有容乃大、畢業成功！ 
 
For the 522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ceiving 
degrees from NCKU today, let me add my most 
hearted congratulations to your success! Along 
with it,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campus more culturally diverse and intellectually 
rich than ever.  
 
When you embark onto the next phase of your 
journey, may the spirit of the banyan trees be with 
you; that is the inclusiveness and tolerance to all 
difference, and with honesty and empathy to every 
endeavor you undertake, you will always make the 
university and your country proud! 

＊108 級畢業典禮更多報導 

何培鈞堅持理想 與成大畢業生分享創業經歷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6-1037-194401,r
81.php 

成大醫學系應屆畢業生 「臨床技能測驗」通
關百分百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6-1037-194270,r
81.php 

 成大不分系首屆畢業生 侯智薰、史蕓瑄找到
更有價值的自己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6-1037-194313,r
81.php 

 2019 畢業歌《遙遠的今日》 呈現成大學生經
典回憶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6-1037-194399,r
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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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多元文化 穆斯林齊聚成大歡慶伊斯蘭開齋節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6.5

    穆斯林的齋戒月（Ramadan）結束，成功大
學穆斯林學生及台南地區的穆斯林大小朋友共
200 多人，6 月 5 日上午齊聚國立成功大學舊 K
館 3 樓特別設立的臨時祈禱室歡慶開齋節（Eid 
Al Fitr），共同聆聽引導者吟誦古蘭經、依禮敬
拜，互相握手擁抱，象徵一切重新開始，過程
莊嚴肅穆。隨後眾人歡欣分享食物，氣氛熱烈。
穆斯林學生感謝學校對於伊斯蘭文化的重視，
成大蘇慧貞校長則期盼在場每位參與活動者
「能記得成大、記得在台南、在台灣受到的尊
重與平等對待。」 

    成大目前穆斯林學生人數約 200 人，分別
來自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尼
泊爾、布吉納法索、法國等國家。成大相當尊
重穆斯林學生的信仰，在化工系、電機系、環
工系、材料系、護理系都設有小型祈禱室，更
在勝利第六宿舍設立一處可容納約百人的大型
祈禱室。有鑑於齋戒月及開齋節對穆斯林的重
要性，成大今年特地協調各單位，於舊 K 館設
立可容納 300 人以上的臨時祈禱室，讓學生及
連同台南地區的穆斯林朋友在齋戒月、開齋節
重大日子有一個齊聚共享的環境。 

    成大校長蘇慧貞、學務長洪敬富、副國際
長陳嘉元等人都熱情出席開齋節。蘇慧貞在前
一天就曾到場關心，今天又特地披著穆斯林學
生致贈的圍巾前去致意。蘇慧貞說，大學應該
盡全力支持、尊重每個人的信仰及其活動，自
己榮幸擔任校長，很高興能夠回應穆斯林學生
的需要，也讓穆斯林朋友了解到，成大對不同
信仰的尊重。穿著印尼服裝的洪敬富，則特地
以印尼語、爪哇語向在場人士道早安，展現出
與穆斯林在一起的誠意，引來一陣歡呼與掌聲。 

    伊斯蘭採陰曆，每年的齋戒月日期不同，
今年的齋戒月自５月６日開始至６月４日止。
台北清真寺在 6 月 3 日公告，6 月 5 日為開齋節
第一天。上午 7 時 30 分左右，成大、台南大學、
遠東科大、嘉南藥理大學等台南地區的穆斯林
學生及在台南工作的穆斯林朋友陸續來到舊 K

館，許多人帶子女一同前來，讓下一代感受與
認識傳統。儀式舉行前，現場不間斷的播放開
齋節祈禱文，許多人跟著吟誦，可以感受到虔
誠信仰與莊嚴肅穆的氛圍，敬拜儀式完成後，
緊接著登場的是開懷的飲食同樂，氣氛一變為
歡欣熱鬧，大家忙著打招呼享用美食，人聲鼎
沸。 

    成大穆斯林學生會會長楊安弟（ Adi 
Sopyan）指出，齋戒月對穆斯林來說是非常神
聖的，30 天的齋戒月期間，白天不吃不喝直到
日落，期間也禁止性行為，目的在教導穆斯林
感受體驗缺乏食物的困苦，建立自我克制及分
享的情操。對部份穆斯林來說，齋戒的自我克
制過程讓人更接近神，得到進入天堂的鑰匙。 

    就讀成大，現為台南印尼學生會會長的楊
丹尼（Deni Yasmara）表示，古蘭經記載，開齋
節大家要聚在一起，相互問好並彼此原諒對方
過去種種的惡或罪，代表一切回歸原點，重新
開始，也有著歡樂和平的意思在，對穆斯林是
很重要的活動。大家在開齋節也會穿著節慶服
飾，拜訪親友、分享美食，心情非常開心愉快。 

    參加開齋節的能源工程國際學位學程學生
維特迪（Arsanto Ishasi Wibowo）說，成大在齋
戒月、開齋節提供舊 K 館 3 樓這個能容納 2、
300 人的大空間讓穆斯林學生使用，讓大家可以
聚在一起，對學生來說義意重大，感受到學校
的重視。而且，成大在全校設有 5、6 處祈禱室，
讓學生可以方便日常祈禱，「對學生來說是很重
要的，謝謝學校的重視。」 

    全球伊斯蘭信仰人口高達 16 億多，台灣許
多外籍移工，絕大多數是穆斯林，但台灣對伊
斯蘭依然感到陌生。為營造友善多元文化的校
園環境以及尊重穆斯林，成大成立穆斯林學生
會，校園裡也設立多處大、小祈禱室，2018 年
學務處舉辦伊斯蘭高峰會、2017 年歷史系也曾
舉辦「遇見伊斯蘭」特展。（撰文／孟慶慈 攝
影／蘇弘毅）

 
成大校長蘇慧貞(右)特地至開齋節致意 

 
開齋節的敬拜儀式可以感受到虔誠信仰與莊嚴肅穆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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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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六)09:00-17:00 成大盃中小學象棋交流賽 多功能廳 象棋社

6/29(六)08:00-17:00 數位影像剪輯成果發表會 第二演講室 動畫社

7/7(日)08:00-17:00 第三屆臺南市口琴聯合音樂會
綠色魔法學校
崇華廳

口琴社

7/1(一)-7/6(六) 第 22 屆成大化工營 成大 化工系學會

7/4(四)-7/8(一) 第 8 屆大學生活體驗營 成大 大學生活體驗營籌備團隊

7/5(五)-7/10(三) 2019 成大心理科普營 成大 心理系系學會

7/6(六)-7/10(三) 2019 成大建築營 成大 建築系系學會

7/6(六)-7/11(四) 第 20 屆材料科技生活營 成大 材料系系學會

7/6(六)-7/11(四) 11th 成大地科營-追根究地 成大 地球科學系系學會

7/7(日)-7/13(六) 第 24 屆成大醫學營 成大
醫學、藥學、物治、職治、

護理、醫技六系合辦

7/8(一)-9/6(五) 第二屆Coding-X暑期程式課程成大 資訊工程所

7/8(一)-7/12(五) 第 16 屆成大外文營 成大 外文系學會

7/8(一)-7/13(六) 第四屆醫工營—醫動迷工 成大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7/8(一)-7/14(日) 
第十九屆成大資訊營

—普羅米修資 
成大 資訊系系學會

7/14(日)-7/19(五) 2019 成大電機營 成大 電機系學會

7/22(一)-7/28(日) 第 15 屆成功大學管樂研習營 成大 管弦樂社

社團得獎資訊

社團名稱 得獎項目

濟命學社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活動 
大學校院組-學術性、學藝性優等獎 

棒球社 2019 飛躍盃南區大專乙組棒球賽冠軍 

管弦樂社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管樂合奏特優、弦樂合奏優等、打擊樂合奏優等、木管五重奏特優

   銅管五重奏(A 組)特優、銅管五重奏(B 組)優等、弦樂四重奏優等 

國樂社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團體 B 組國樂合奏特優 

絲竹室內樂合奏特優

合唱團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混聲合唱特優、男聲合唱優等、女聲合唱優等

口琴社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團體組口琴四重奏優等 

空手道社李語珊
10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女個人對打第三量級「金牌」、一般女個人形「銀牌」

跆拳道社陳羿伶 10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女對打 57 公斤級「銅牌」 
跆拳道社 10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男品勢團體「銅牌」 

西洋劍社
10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團體鈍劍「銅牌」、一般男團體銳劍「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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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社團 (暑假營隊)注意事項宣導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94347,r795.php?Lang=zh-tw

◎活動辦理：

1. 辦理夜間活動請留意勿於公共場所辦理易
引起驚嚇、恐慌的活動，如扮鬼嚇人、於
道路設立障礙物等。

2. 請各活動負責人注意成員的身體自主權
利，具有性暗示或道德爭議之活動，勿勉
強幹部與學員從事不喜歡的活動，也請評
估安排戶外炎熱、颳風暴雨與深夜時段的
配套安全措施。

3. 請遵守各活動空間的借用時間，勿超時使
用，預留場地復原時間。如有超時情況、
借用未取消未使用，依相關規定懲處。(活
動中心：超時加收 2 倍場地費、事務組場
地：違規送場地審查委員會討論懲處)。

4. 進行場地佈置需注意是否影響其他行人安
全與通行，禁止使用透明膠帶在桌椅、玻
璃與牆面黏貼，若造成殘膠或油漆脫落應
負擔後續清潔與賠償費用。

5. 進行活動時請注意音量控制，上午 8 時前
與晚間 9 時後，鄰近教學研究單位及宿舍
區域、於博物館前、舊 K 館廣場等靠近社
區住宅之場地，需特別留意音量。

6. 校園內禁止使用明火，若有用火表演需
求，請洽火舞藝術研究社，參加講習課程
取得認證後提出簽呈申請；若需要使用明
火烹飪食物，請提交簽呈述明事由，奉請
長官核示。

7. 活動期間產生大型與多量垃圾(含廚餘)，請
配合總務處事務組公告垃圾車清運時間自
行清理，禁止直接丟棄於校園內垃圾桶。
活動結束或離開前，應將場地恢復原狀，
浴廁清潔乾淨。

8. 租賃遊覽車、緊急救護、個資使用、隱私
權保護等請遵守相關法規辦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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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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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過往營隊活動高峰期，失竊案也密集發
生，請務必進行好財物的保管，留意會議

室是否上鎖，行李集中區域是否有人看
守，並守望相助留意可疑人物接近。

◎活動勸募：

1. 依照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本條例所稱勸
募團體如下：1.公立學校。2.行政法人。3.
公益性社團法人。4.財團法人」。學生或學
生社團因非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故不能
以從事社會公益之目的，向社會大眾勸募
財物，其應以學校之名，依本條例相關規
定申請勸募許可後始得為之，或結合已取
得許可字號之勸募團體共同關懷社會志
業，以玆適法。

2. 校內社團因非屬法定勸募團體，不得對外
發起勸募；至於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
務、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
等行為，則不在此限。

3. 如有校外單位捐贈之行為，需校方開立收
據請至成大首頁→捐贈，連結至國
立成功大學接受捐贈網站辦理。

◎活動經費核銷：

1. 1 萬元(含)以上經費申請不可逕附廠商，需
先送估價單請購，後執發票收據請款；估
價單非收據，不能當收據發票核銷，請款
金額學校會將逕付廠商；廠商必須在學校
有登記在案，若無，則須在出納組網站申
請 http://genaff.cc.ncku.edu.tw/cir/。

2. 發票、收據請填寫，抬頭:國立成功大學、
統一編號69115908、單價、數量，漏寫統
一編號請加蓋店章。

◎校園安全聯絡：

1. 如有受傷或財物遺失等需要協助的事項，
請 通 報 校 安 中 心 ： 06-2381187 或
06-2757575 分機 55555。

2. 亦可就近尋求協助校園內的駐警衛室以及
辦公室。駐警隊：06-2752615 或
06-2757575 分機 66666。

◎若發生被投訴情況：

自 107 年寒假起，凡被投訴的營隊(社團)須親
自撰寫道歉信給投訴方，做法如下：將道歉信
寄 至 活 動 組 公 務 信 箱
em50360@email.ncku.edu.tw，再由學生活動發
展組轉交對方。並即時將案例轉貼於公共群組
告知其他營隊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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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初次辦理請詳閱)： 

財政部有關娛樂稅徵免之解釋令，請學生團體舉辦活動時應注意依相關規定辦理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16469,r795.php?Lang=zh-tw 

交通部訂定「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43248,r795.php?Lang=zh-tw 

成大火舞藝術研究社-用火安全推廣網頁 
https://nckufiredance.wixsite.com/home 

社團招募新生注意下列事項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58110,r795.php?Lang=zh-tw 

『迎新、畢業舞會、音樂性質』活動應事先取得音樂著作財產權人或集管團體之

授權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78759,r7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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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82590,r7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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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84450,r7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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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本校集會場所注意事項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91626,r7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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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5.31(五) 09:00-17:00   校園危機事件中心理師的危機介入與資源連結
(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講師:姚淑文) 

• 108.06.28(五) 09:00~16:30   校園重大傷害事件與衝擊處置之實務分享
(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講師:連玉如) 

• 108.07.24(四) 09:30-16:30   心靈活泉～心理專業人員賦能工作坊
(敬業校區敬一舍 2 樓多功能室，講師:張秀娟) 

• 108.08.08.(四) 09:50-17:20  危機事件後之失落反應與情緒因應工作坊
(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講師:李玉嬋) 

 ※註：• 報名聯絡窗口：許民憲 (06)2757575-50334 

• 名額有限，台綜大諮商輔導工作人員優先錄取，報名後會再以 email 通知是否錄取。
• 報名請至下方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OxpxzESxHD7KbwcXO1U_iYEftzqo5nJt-NRHhxWLyoxAQwA/viewform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106 學年度(107 級)畢業生畢業 1 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 104 學年度(105 級)畢業生畢業 3 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 102 學年度(103 級)畢業生畢業 5 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敬愛的校友：您好！

猶記驪歌響起，至母校畢業的您就此進入另一段旅程，
師長們均非常關心您的畢業動態及就業情形。同時為配合
教育部及校方作為高等教育、校務發展及系所課程規劃與
校系友服務之重要參考，特編制此份調查問卷，請您撥冗
填寫，謝謝您的合作！

為鼓勵本校畢業生填答，以提高填答率，將分別針對畢
業後 1 年、3 年及 5 年的畢業生各提供成大會館雙人房住
宿券做為填答抽獎贈品，住宿券不分平日假日皆可使用，
一年內(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有效，不限本人入
住，問卷調查結束後，系統將分別自動抽出各 8 名畢業生，

由本組通知受獎人並依規定扣繳所得稅。

106、104 及 102 學年度畢業 1、3 及 5 年流向問卷網址：
http://ques2.osa.ncku.edu.tw/~gfssys/index.php?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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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Career Consultant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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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宿舍進住及住宿費繳費相關事項

一、 各身份別住宿生進住學生宿舍服務日期
及時間：

(一) 大學部新生、研究所境外新生：108 年 8
月 30 日、8 月 31 日。 

(二) 大學部舊生、研究所舊生、研究所本籍新
生且未申請暑假住宿者：108 年 9 月 6 日
到 9 月 7 日。 

(三) 108 年暑假有留宿者，請依暑宿離宿搬遷
時程遷入 108 學年度宿舍床位。 

(四) 108 年 9 月 1 日及 9 月 8 日全日不受理進
住手續。

二、 各宿舍區人員服務時間為早上 9 點到 12
點，下午 1 點到 5 點，中午 12 點到 1 點
不提供服務。

三、 進住宿舍前務必先完成住宿費繳費，未出
示繳費證明者，各宿舍均不受理進住手
續。進住時所需物品如下：

(一) 身分證明文件。 

(二) 2 吋照片 1 張。 

(三) 繳費收據。住宿費繳費帳單下載網址：
https://school.bot.com.tw/Twbank.Net/index.
aspx  

(四) 新生體檢報告。 

四、 各身份別住宿生繳費時間及方式：

(一) 大學部新生、研究所境外新生：108 年 8
月 23 日至 108 年 8 月 29 日止。 

(二) 大學部舊生、研究所舊生、研究所本籍新
生：108 年 8 月 12 日至 108 年 8 月 29 日止。 

(三) 所有身份別繳費方式：請於上述繳費期
間，自行登入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下
載住宿費繳費單，並依指定方式繳費。僑
生或外籍生同學登入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
網，「身分證字號」欄位請輸入「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碼或學號（三者其中之一）」，如
仍無法下載住宿費繳費單，請電洽本組協

處（分機 86340）。 

(四) 至繳費期限仍未繳交住宿費者，將依宿舍
管理規則第九條第十款違規事項記點。

五、 提前進住申請：

(一) 申請日期：108 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6 日。 

(二) 申請系統：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overseas.
php  

六、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並於 8 月 29 日前完成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住宿費繳交。

(二)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住宿時間係指 108 年 9
月上旬起至 109 年 1 月中旬止，不含寒假
期間(109 年 2 月)。 

(三) 取消 108 學年度住宿床位： 

1. 108 年暑假留宿者：請於暑宿離宿搬遷
時程公告離宿日前，親洽住服組辦
理，需繳交行政手續費新臺幣 250
元，若於公告離宿日起辦理退宿者，
將依「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
則」第七條與第十三條規定，以及「國
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第八條
等規定辦理。

2. 108 年暑假未留宿者：即日起至各身分
別開放進住日前，親洽住服組辦理，
需繳交行政手續費新臺幣 250 元。各
身分別開放進日起洽本組辦理退宿
者，將依「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
理規則」第七條與第十三條規定，以
及「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
第八條等規定辦理。

七、 學生宿舍住宿資訊請洽各所宿舍輔導員或
參 閱 以 下 網 頁 資 訊 ：
http://housing.osa.ncku.edu.tw/files/11-1065
-1888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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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出國照過來！

有關國內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出國應

經申請核准後始得出境。

一、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

法規定辦理。

二、按上揭法令規定，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

男出境應經申請核准，迭有役男規劃於暑假

期間短期出國，因不諳法令，未事先申請核

准出境，致抵達機場或港口後無法順利出

國，屢生爭議。為避免前揭情事發生，敬請

宣導提醒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注意，出國

前須先申請核准。

三、役男出境觀光可經由本署網站主題單元進

入，連結至系統

(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 ) 

申請短期出境，經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

將立即核准出境，列印核准通知單後，自核

准當日起 1 個月內可多次使用通關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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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在忙嗎？約一下』 常見 LINE 遭盜用詐騙話術 
來~教你簡單設定，安全把關 

暑假快到了。假期中，大家忙著聯繫好友
同學，揪團聚餐、旅遊、培養感情，校安中心
提醒大家，接到不明來電或 LINE 訊息問候，先
別急著匯款，這很有可能是詐騙集團在裝熟騙
你！盜用 LINE 帳號詐騙的案件時有所聞，提醒
民眾使用 LINE 時，接獲要求借錢或匯款的訊
息，務必提高警覺！

暑期期間詐騙集團盜用被害人的通訊軟體
帳號，時有傳訊息給周遭朋友要求匯款或買遊
戲點數的情形。雖然 LINE 的冒名詐騙案件頻
傳，但其實還是有幾種方式可以幫助你預防這
種冒名詐騙的方式：

1、多詢問兩句：即便詐騙集團可以輕鬆冒
用朋友的照片與名字，但說話的口吻或平常對
話的習慣還是有不同的地方，詐騙集團的常用
說詞會先問被害人「在忙嗎？」、「有空嗎？」，
通常語氣相對冷淡且字句簡單，因此不要僅以
LINE 文字或貼圖對話就認定借錢的是你所認
識的朋友，若發現對方說話的方式和以往不
同，或提出特殊的要求，建議多問個兩句，以
驗證對方的身分才是比較保險的。

2、直接打電話：詐騙的 終目的多半是借
錢、匯款的要求，若是牽涉到借錢的要求，建
議可以直接電話求證，才是 保險的，順道考
詢與親友建立的─防詐專屬約定密語，確認身
分。

3、有關 LINE 設定的相關資訊如下，建議
民眾從自身做起，避免遭詐：

(1)開啟「隱私設定」中「阻擋訊息」的功
能，可避免接收到非好友傳送的訊息。 

(2)取消「我的帳號」中「允許自其他裝置
登入」，避免駭客取得帳密後從電腦登
入。

(3)非 LINE 好友傳訊息時，注意是否有不
明連結，該訊息上方有「您尚未將本用
戶加入好友名單」警告，用此判斷為是
否為名單內好友。

(4)不要點開訊息中的短網址連結(goo.gl、
bit.ly 等)或 IP 連結，建議可先向發送訊
息的朋友查證。

(5)做好帳號保護，避免多個帳號設定同組
密碼。

校安中心提醒師生，如果接到親朋好友傳
訊息要求借錢或幫忙匯款，一定要提高警覺並
再透過其他管道（如打電話）向本人查證，千
萬不要只憑電話中的話語就相信，先確認身分
再借錢給對方也不遲；另外也希望金融機構行
員如遇到年長者欲匯款，能再確認匯款雙方的
關係，以保障民眾的財產安全，類似的詐騙的
手法在刑事警察局 165 反詐騙官方網站及 165
反詐騙 App 上都有介紹，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
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交通安全宣導--行人專用時相號誌與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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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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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活動安全須知宣導

暑假將屆，為維護同學們健康及安全，請
同學們加強安全預防工作，建立正確的自我安
全防護觀念。並從事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以
避免同學們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無安全規劃之
工作，肇生意外事件。

一般而言，同學們在暑假期間可能發生的
危安事件，可以就從事活動的型態來做區分：

一、活動安全

暑假期間往往會從事大量的休閒活動，依
活動的場地不同將其區分為室內活動及戶外活
動：

（一）室內活動：

室內活動包含圖書館、電影院、百貨公司
賣場、KTV、室內演唱會、室內團體活動等，
從事該項活動時，首先應注重逃生路線及逃生
設備的熟悉，同學們應熟習相關消防（逃生）
器材如滅火器、緩降機等之使用方式，方能確
保從事室內活動時之安全。其次，應告誡同學
避免前往網咖、舞廳、夜店等出入份子複雜的
場所，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二）戶外活動：

1.戶外活動包含登山、溯溪、戲水、戶外體育
活動、戶外團體活動等，從事此活動時，首
應注意天候及地形之熟悉，於遭遇天候狀況
不佳時如颱風過境、大潮、豪雨，應立即停
止一切戶外活動；也請各社團、系學會加強
管制同學們從事登山、溯溪、戲水等活動，
除可避免危安事件發生外，亦可避免社會救
援資源不必要之浪費。對於在山區進行調查
或研究之師生，請各系所事前做好相關安全
規劃及緊急應變措施，以確保人員安全。而
且同學們也應衡量從事此活動，自身之體能
狀況及所需相關裝備是否完備，方能充分享
受戶外活動之樂趣，降低發生意外事件之可
能性。

2.防溺、防雷擊

鑒於近期發生多起學生於校外戲水發生
溺水意外事件，為防範學生溺水事件發生，
請系所、導師利用活動、導談，就戶外活動
加強提醒安全預防工作：

從事各類戶外活動，首先應注意天候變
化及熟悉地形環境，體育署「四不要」提醒: 

（1）不要去危險水域：不要去公告危險水域
或無救生人員的地方進行活動。

（2）氣候不佳，不要從事戶外活動：遭遇大
潮、豪雨等天候狀況不佳時，不建議從

事戶外活動或應立即停止一切戶外活
動，以預防突發性之危安事件(如海灘
裂流、碎浪、地形效應等問題)。 

（3）不要在無防雷設施的建築物內避雨：發
生閃電雷鳴時，應遠離外露的金屬物
體、鐵欄杆、高大廣告牌等建築物，及
避免至無防雷設施的建築物內避雨（如
工棚、車棚、遮陽傘下），並且應停止
游泳、划船並上岸到安全的避雨場所。 

（4）「多一分準備，少一分遺憾」，如此方能
充分享受戶外活動之樂趣，減少意外事
件發生。相關資料查詢請參閱「學生水
域 運 動 安 全 網 」
(http://www.sports.url.tw/index.html) 及
「 決 定 命 運 4 招 」 宣 導 短 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Ho
8ygc3oxs&t=39s&pbjreload=10)。 

二、工讀安全

暑假來臨，許多同學們投入打工行列，由
於職場陷阱及詐騙事件頻傳，首要請同學們注
意工讀廠商的信譽，提醒盡量選擇知名企業公
司打工。其次應注意有關於薪資、勞健保等相
關福利待遇措施是否完善。再則要注意工作場
合的危安因素，包括人（老闆、同事之品德操
守）、事（工作性質與內容是否正當）、時（工
作時數與時段）、地（工作地點及使用器械）等，
都必須確實瞭解評估， 好由父母陪同前往瞭
解，方能避免在工作當中肇生危安事件。

另教育部訓委會與行政院勞委會、行政院
青輔會、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積極
為青年學子打工權益維護而努力。青少年同學
們暑期投入打工前，對於職場各項陷阱及詐騙
花招，如何防範回應，可參閱教育部校安中心
「校安補給」相關訊息。

萬一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可撥打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成立之免費諮詢專線：
0800-211-459 尋求協助。  

三、交通安全

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的統計顯示，校外交
通意外事故為同學們暑假期間意外傷亡的首要
因素。暑假期間同學們可能因為參加活動、打
工兼職等因素，使用交通工具的機率大，因此
特須提醒同學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尤
其駕駛期間應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
誌、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指揮，減速慢行，
以策安全。

教育部為維護同學們校外教學活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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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明訂「各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使）
用交通工具應行注意事項」規範車輛租用相相
關安全事項，確保校外教學行車安全。另有關
大客車乘坐大客車租用安全教育須知請參考交
通部網頁或於校安中心網站「交通安全教育」
宣導影片，供全體師生參考運用，內容包括「大
客車安全疏散」等專題，以維同學們安全。

四、賃居安全

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要
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切忌將門窗緊閉，
易導致因瓦斯燃燒不完全，而肇生一氧化碳中
毒事件；有頭昏、噁心、嗜睡等身體不適情況
發生，應立即打開通往室外的窗戶通風，若身
體嚴重不適時，請先前往通風良好的室外環
境，再打 119 電話或與親友(學校)求助，以維護
學生自身安全。外出及就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
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確保安全。

五、藥物濫用防制

為防杜藥頭危害校園安全，請學校師長多
加留意關心，另提供情資協助檢警循線查緝，
打擊校園及社區藥物濫用情形，以營造「健康
校園」。鑒於新興混合式毒品除有精美包裝之
特徵，易降低施用者對於毒品的警戒性外，新
興混合式毒品多為二種以上的毒品混合，造成
更大的危險性及致死率

六、詐騙防制

近年來詐騙集團盜用帳號後假冒親友借錢
案件也越來越多，呼籲學生應善用通訊軟體的
安全設定，例如關閉「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
功能，以降低被盜用機率；另學生或其家屬接
到親友使用通訊軟體傳訊息借錢時，應當面或
電話與對方聯絡，未確認真偽以前不可貿然匯
款，以免上當。

家長及師生可透過查詢內政部警政署「165
全 民 防 騙 」 網 站 公 告 資 訊 ( 網 址
http://www.165.gov.tw/index.aspx，或由本部校
安中心網頁連結)，或加入內政部警政署 165 反
詐騙 LINE 官網下載 新詐騙手法，以避免受騙
上當。

七、犯罪預防

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車、吸食毒
品、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從事性交易（援
交）等。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犯罪事件
如：竊取他人網路遊戲虛擬貨幣及道具、入侵
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以上各項均為公
訴罪，若觸犯者必將面臨刑事責任的牢獄之災。 

八、同學們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

同學們於暑假期間發生各類意外事件，可
撥校安中心 24 小時緊急聯絡電話(06)2381187、 
校內分機 55555 請求立即、有效之協助。



16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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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就學，快樂成大

  「安心就學濟助方案」，助您就學安心

本校因有感於目前政府所提供之助學
項目雖多， 但現實上仍有其限制之處，為
補其不足，使經濟弱勢家庭能減輕教育費
用之負擔，讓其子女能達到真正安心就學之
目的，故於 100 學年度開辦「安心就學濟助
方案」，期能對本校經濟弱勢 學生有更周延
之照顧。

本方案主要係提供經濟弱勢學生生活
費用，額度依申請學生之實際需求自行評
估，每學期申請 6 個月，每月 高不得逾 8
千元。惟實際核撥之金額得由本校「安心就
學濟助管理委員會」視經費及名額之多寡進
行審查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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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申請內容簡述如下：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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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一年度全戶家庭年收入以不逾 30 萬元為原則(低收入、中低收入及特殊境遇家庭學生，提供
證明文件即可，免驗家庭所得)。  

三、須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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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當學期已申貸就學貸款或在校內外服務或社團活動表現優良者將優先考量。

★申請金額：每月 高 8 千元、每學期以 6 個月計，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為-108 年 8 月至 109 年 1
月。

★申請期間：公告日(預計 108/08/19)起至 108/9/23(一)截止。 

★承辦單位：生活輔導組（雲平大樓西棟 3 樓） 

★承 辦 人：黃小姐  分機：50348  

詳細內容與申請表格請上網詳讀與列印：本校首頁/在校學生/財務資訊/安心就學濟助。 



18 June 2019 

親愛的學長姐及各界的好心人士們：

初入成功大學時，雖為自己能成為成大人而感到雀
躍，但內心卻也不免惶惶不安。若非就學貸款，我
可能沒辦法順利進入大學繼續接受教育，但即使學
費的部分解決了，但日常開銷該怎麼辦呢？每天三
餐、日常用品的錢一個月累積起來也不是小數目，
雖打工即可換取維持生活所需的金錢，但身為轉學
生的我面對許多待補的學分以及追趕上其他同學能
力的壓力，深怕自己打工外剩餘的時間並無法好好
求學。在我覺得幾近絕望並打算對現實妥協時，遇
見了生輔組的黃小姐。上學期，在親切溫暖的黃小
姐鼓勵之下，我申請了安心就學濟助方案並幸運地
成為了接收這份愛的學生之一。由衷感謝這個方
案，上學期所有的成就與快樂要是沒有安心就學方
案的幫忙我想是很難達成的；要是沒有黃小姐像家
人般關心我的家庭狀況，並提供我安心就學這個充
滿黃校長溫情的補助方案，那我可能還在為三餐溫
飽所苦。可以說沒有此方案，就沒有今天的我！

因為安心就學，媽媽也對我在學校的生活比較放心
了，不會像以前常常語帶憂心的關切：「在學校有沒
有吃飽啊？不要為了省錢就吃得不營養喔。」也能
拋開浪費交通費的罪惡感返鄉幫忙家裡，見媽媽並
交流彼此的近況，雖然家中時有一些狀況，但好險
我在校的狀況良好，除了不會造成家中負擔，
也能有健康的精神狀態替家中分勞解憂。

剛進入成大的我對於自己有很多的期許，例如
取得好成績、參加社團和系學會等等。加入系
學會學術部雖然對我來說算是一項挑戰，但很
高興自己能參與並從中學習到很多和系上相關
的知識，從而更清楚自己未來的方向，也訓練
了一些寫文案和行銷的能力，實在是收穫滿
滿。而自己也完成一個企盼已久的小成就—參
加耶舞並成為女開舞的一員，從國小就很愛自
學一些舞蹈的我，上大學前就告訴自己不會有
本錢跳舞了，而這次有機會讓我拾回練舞生活
的片段真的讓我很雀躍！雖然接了不少事情，
但因為不用過度憂慮財務狀況，所以能保持身
心靈健康的狀態努力念書，拿到了平均 88 分還
不錯的成績。以上這些若沒有安心就學，絕對
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奢望；也因為有安心就學，
所以我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去一一完成這些我給
自己的小小目標，而這一個一個的成就，不只
豐富了整個大二上，也讓自己漸漸尋回了受現

實打壓而流逝的自信心，這對於我來說是 重
要的。轉學來之前因為日常開銷以及學貸的壓
力，所以總覺得自己不應該去想著過像其他同
學一樣的生活；總覺得經濟狀況都不好了，沒
有權利去追求想要的事物，或許當家境不好的
時候就該向現實妥協，放棄接受高等教育，踏
入職場替家中增加經濟來源。於是自己變得愈
加自卑，甚至個性也變得有些怯生生。而安心
就學賦予我更多的時間充實自我、一掃過去的
陰霾，讓我有種成為「真正的大學生」的感覺。
這半年來我內心充滿感恩、對生活抱持希望，
甚至對未來有更宏觀的願景，真的謝謝安心就
學讓我找回自我認同並維持積極向上的人生
觀，也更鞏固自己未來必湧泉以報的心！希望
在我持續為未來拚搏，以期有更充裕的能力回
報成大這麼多份寬宏無私的愛之時，安心就學
這份助學金能淵遠流長，造福更多有能力、有
意願接受更多教育卻苦於經濟壓力的學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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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就讀醫技系大一的學生，從大一上學
期一開學便開始申請安心就學方案，以及學校
的就學貸款全額，這學期是第二個學期。我家
包含我，總共有 4 個成員，分別是父親、母親、
弟弟和我。

    父親於民國 104 年之前，任職安平工業區
傳統產業油漆工廠的經理。工廠移去中國後，
父親被迫離開那份工作，之後斷斷續續接了幾
份其他領域的工作，但是都沒有順利進行。至
民國 106 年 1 月，家中再也沒有拿到父親的薪
水，父親算是進入中年二次就業的瓶頸期。

    母親自從民國 92 年生了弟弟後，於家中擔
任家庭主婦，因久離職場，現在尚缺乏出門工
作的能力。我的弟弟和我相差五歲，今年是台
南一中的高一生，因為我們姊弟都還在求學階
段，目前家中經濟支出是完全倚靠存款，不過
也快消失殆盡了。雖然我這學期的學費是就學
貸款全額支付，但家中現在仍然需要付弟弟的
學費、房子貸款以及全家的生活開銷，我不想
再造成家人的負擔，結束大考的同時也找了幾
份打工，可是以時薪 150 計算的工作，既需要
大量的工時，賺來的薪水也不足以支付我的所
需。

自三年前至現在，由於家中沒有固定的穩
定收入，家中經濟更趨惡化，我不只要負責自
己的基本開銷，也需要幫忙家中的消費，落在
我身上的經濟責任比過去更大了，使我更加渴
望在增加打工的時數，以換取經濟的穩定。但
是上學期時，因為高時數打工的精力消耗，使
我在學業上有力不從心的挫敗感，讓我領悟到
一昧的增加工時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必須尋求
其他經濟層面的幫助。

我在求學過程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從
小志願當個從事研究方面的醫生，但就在國中

基測前一個月的時候，我被診斷出罹患卵巢癌
(具體原因至今不明)，因為情況緊急，於民國
102年4月進行第一次手術，以及103年12月(高
二時)復發，進行第二次手術，現須六個月定期
回診檢查追蹤，並領有重大傷病卡。

當時高中老師擔心我心裡不平衡，建議我
不要休學，由於病情非常不穩定，高二課業無
法確實完成，和家中討論後，決定展開重考生
涯。於去年指考錄取成大醫技系，深信自己的
成績還有進步的空間，我選擇了休學重考，並
於今年九月復學成大醫技系。至今，我的志向
還是與以前一樣，對醫療方面的研究有著深厚
的興趣。從入學到現在，醫技系的教授和教學
課程皆令我興奮不已，因為這和我一直追尋的
志向幾近相同，我希望能在醫技系好好學習所
有的技能，成長為一個能為醫學解密的貢獻者。 

當家中經濟極度不穩且持續惡化的狀態
下，我對上大學其實是既期待又恐懼的，想要
學習更多的專業，卻也同時顧忌著家中岌岌可
危的經濟條件，數度覺得難以專心投入學業，
甚至想要休學去工作，但是，多虧了學校的安
心就學方案，我得以減輕一些肩頭上的重擔，
在學業和工作間取得平衡，也使身體不用再日
以繼夜的被工時重複壓榨。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學長姐們及各界善心人
士給予我的機會，謝謝給予我一個在和貧窮拔
河的過程中，仍能讀書求學、正常三餐、並追
求未來可能的機會。很感謝各位不吝資助計畫
的傑出校友們，讓奔走於各個打工場所和學校
的我們，能夠有停下片刻休息的時間，安心的
學習。未來，我有能力後，我必也會付出自己
的心力，回饋給和我一樣經濟背景弱勢的學弟
妹，讓他們能得到和我一樣，抓住未來的機會，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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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2019 成大宿舍盃桌球賽活動成果分享 

    本學年宿舍盃桌球比賽於 108/5/25（六）假
本校體育新館桌球中心舉行，本次比賽計百餘
位宿舍居民（含太子學舍居民）熱情報名參與，
現場氣氛沸沸揚揚，熱鬧非凡。本次比賽共分

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雙打四
組，於下午閉幕前也順利產生各組前三名。獲
獎選手可獲得全聯禮券等獎項，並由學務處頒
發獎狀各一紙。活動順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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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宿領域-大家來跑跑」活動成果分享 

大學生活多采多姿，讀書、跑活動、約會
等等，但是在這繽紛多彩的生活裡是否少了「運
動」這個項目呢？運動不只讓身體強健、更能
讓我們心理上能夠得到紓解與放鬆，除此之
外，我們也在活動裡加了小遊戲，可以讓住宿
生們增進感情、聯絡情誼，所以這次我們宿委
決定在自強操場舉辦路跑活動，讓所有住宿生
們能夠一同共襄盛舉。在 5 月 18 日活動日當
天，儘管早上有下點雨，但是隨著報到時間的
接近，天空也漸漸的放晴， 後每位參賽者以
及所有工作人員一同完成了這次的路跑活動。
每位參與者獲得一瓶茶裏王，以及前十名同學
也獲得全聯 100 元禮券，大家臉上洋溢著笑容，
感受到身心靈的放鬆，這場路跑也順利落幕。

優點：

1. 成大學生活動多采多姿，但是忽略運動方面
的重要，這次的活動有助於身心靈健康

2. 透過路跑玩遊戲組隊方式，讓宿舍居民能夠
增進彼此情誼

缺點：

1. 因施工而更改路線，讓工作人員們在緊迫的
時間重新安排調整，下次應在前一天確認場
地狀況，以避免突發狀況發生。

2. 在等待候補的時間有點枯燥乏味，下此可以
播音樂讓氣氛變得好一點。

參賽者報到 賽制講解

參賽選手競賽如火如荼 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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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住宿服務組「捐輸幸福－捐血活動」成果分享 

為鼓勵成大住宿生多多參與公益行為，並
以適當獎勵促使學生發起愛人之心，每學期住
宿服務組舉辦捐血公益活動。希望透過此活動
能增進成大學生美德，促進品德教育。

    107 學年第二學期之「捐輸幸福」捐血活動
於 108 年 05 月 21 日由學務處住宿服務組辦理，
與台南捐血中心合作，共請三台捐血大車至勝
利四舍前服務及支援。本活動為宣導捐血對大
學生身體、心理以及社會層面的好處，如：促

進新陳代謝、強調助人及救人，增強對從事捐
血的正向態度，並讓學生清楚從事捐血的過
程。成功捐血之學生將獲得宿舍優良記點一
點、餐點一份及一次摸彩抽獎機會。

本次活動感謝成大師生熱情參與，會場自
活動開始前即有許多人在現場等待，於住服組
臧組長帶領下共有 170 人參與、捐出 207 袋熱
血。活動圓滿順利。

同學報到填寫資料 同學報到實況

住服組組長參與捐血 工作人員合影

捐血車 捐血前篩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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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勝利舍區「粽夏路跑」活動成果分享 

今年的勝利校區粽夏路跑已於 5/25 號順利落

幕，在早晨陽光不大的時候，讓居民們藉機早

起，繞校園跑步有益身體健康，可以看到圖中

有居民開心比讚留影，讓居民們在美麗校園中

留下難忘回憶。

左圖：女子組前 4 名、男子組前 2 名同學合影

賽前由工作人員帶領熱身 活動過程

2019 勝八舍、勝九舍『二手市集拍賣會』活動成果分享 

藉由此二手市集拍賣活動，於畢業季及期末離

宿前，讓居民整理出自己不需要的物品，並讓物品

找到新主人。不僅能減少垃圾量、減輕行李搬運的

負擔，也可以有額外的收入。藉拍賣活動亦能促進

居民的感情、又促進物品流通，也可作為宿舍清潔

周之後續延伸活動。此外，也能讓居民能夠親自和

客人面對面買賣，體會當老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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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市場脈動與前瞻

時間：2019 年 3 月 14 日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臧聲遠 顧問 (Career 就業情報網) 

    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邀請到 Career 就業
情報網顧問－臧聲遠，來為同學分享他的職涯
歷程本場講座由生涯組陳孟莉組長擔任引言
人，「各位同學晚安。我們每兩年都會請就業情
報的臧顧問蒞校演講。掌握趨勢比掌握優勢更
重要。趨勢是什麼？就是它的潮流與市場脈
動，所以我們兩年會有一次這類的演講。那掌
握優勢? 優勢就是我們的內在、我們個人，透
過生涯探索，讓同學去找個人特質，在職場那
些工作類型較能勝出，讓我們掌聲歡迎臧顧
問。謝謝。」

講者從近年就業狀況進入主題，指出２０
１９年景氣不好，藉此提醒同學要及時把握工
作機會、暫時降低對薪資的期待值，若有想要
職務則要耐心等待。不景氣不只因陸客減少而
發生在服務業，也蔓延到高科技產業，甚至有
大公司有傳出大規模的裁員。講者舉出近期現
況進一步說明整體趨勢，不景氣是由於中美貿
易大戰，而中台貿易依賴程度高，使得台灣經
濟受到波及。然中美貿易大戰是威脅也是轉
機，美國不錄用中國而改採台灣供應商，使台

灣經濟有喘息的空間。在「世界工廠」搖搖欲
墜的情況下，許多廠商從中國逐漸轉移到東南
亞等地區，東南亞地區未來經濟可能呈爆炸性
成長，有學習東南亞語言的同學在求職上較有
優勢。

講者又從兩面向談論未來趨勢。第一點，
「科技」，因技術的演變是人生 大的變數，技
術將牽扯著各種產業的興衰，技術的進步也迫
使在職工作者須不斷的吸收新知，如此情況在
未來會不斷重演，故講師引導同學應保持開放
的心態去學習未知的事物，而不要自我侷限。
並預言２０２５智慧科技將在所有的行業發
酵，造成人類難以想像大量工作的滅絕。第二
點，「高齡少子化」，近年新鮮人少於退休人漸
嚴重，勞動力減少、失業率理應下降，然許多
新鮮人想做個自由工作者，或不想留在台灣工
作，而不再嚮往到知名大企業，導致不僅失業
率未改善，企業也哀號遍野的現象。另外，隨
著老年化社會的來臨，未來所有行業都可能成
為銀髮產業，這一領域是值得投入開發的藍海。 

接著，講者切入做生涯規劃時學生的方
向。首先提到徵才管道與資源，除了就業博覽
會，第一個浮現在一般人腦海中的是１０４、
１１１1 等傳統人力銀行，也可稱是「大眾媒體」
的管道，但這猶如一滴水滴落入大海，每項工
作類別落在「職業海」中都變得模糊不明確，
講者由此舉出另一個趨勢，「分眾媒體」的時
代，在可互相切磋的、專業性高的社群網站、
技術論壇、臉書社團等新興數位媒體放上人事
招募資訊，相對於前者這屬於「小眾」的路徑，
工作方向集中而精準。並分享「薪情平台」、「勞
動統計查詢網」將薪資透明化的資源，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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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業的薪資狀況，並做未來就職的參考。
講者又更深入探討青年高失業、企業高缺工的
原因。做各地職缺與求職的狀況，說明勞力的
供需不平衡。且實際舉出新鮮人求職失敗的五
項原因：

一、生涯迷航：在校時沒求職行動，往往在畢
業數月後才亂投履歷。

二、行業偏好：能提供大量職缺的行業往往年
輕世代排斥，大家喜好的產業提供的職缺
少或跟台灣產業結構不吻合。那麼就改變
自己或走向海外。

三、能力條件落差：學校本科學業沒學好、科
系冷門、科系熱門但自己沒興趣卻沒付諸
行動換跑道。

四、就業資訊貧乏：可運用「台灣就業通」、
「ｊｏｂｏｏｋｓ」等資源，以掌握各個
職業資訊。

五、工作條件與期待有落差：高薪的職業大多
都不快樂，輕鬆快樂的職業大多不高薪，
全依各人選擇。

後，講者將各個學科與相對應的工作說
明與建議。主要分成理工科、社會科、人文科、
生技科來介紹產業趨勢：

一、理工科－智慧科技

從 2016「Alpha Go」戰勝世界圍棋冠軍後，
智慧科技成各大媒體關注的主題；2019「５Ｇ」
將逐漸全面啟動；新課綱讓所有國高中生都要
學習電腦程式設計；台大中文、歷史將程式設
計列為必修，這些現象表現出程式設計與數據
解讀將是基本就業力的趨勢，未來程式設計可
能如同現今的英文普遍。講者先簡單介紹「Ａ
Ｉ」和「５Ｇ」，轉而切入台灣在科技產業上的
弱項與優勢。「認知技術」與「ＡＩ演算法」，
智慧科技的核心並非台灣的強項，台灣擅長的
是「感知」、「溝通」、「大數據分析」、「雲端」、
「高速運算」，可呼應台灣目前 值得注意的產
業：「半導體」、「感知層面的鏡頭」、「雲端的伺
服器」、「５Ｇ部分通訊零組件」。智慧科技的洶
湧來襲，世界都在招募人才，甚至不用到矽谷，

就有人到台灣挖掘，對核心人才需求的科系有
資工、資管、統計、數學、應用數學等，而與
相關硬體需求的科系有電子電機、物理、自控、
光電、通訊等。講者也不斷提醒同學可以多多
做跨領域的發想。另外，因中美貿易大戰，中
國科技受到美國打壓，生物、理工等敏感科技，
可能成為美國司法部門緊盯的對象，講者提醒
同學走向海外時，要先審慎思考方向。

二、社會科－服務業

隨著科技進步，服務業與科技業的界線逐
漸模糊，在未來服務業可能都加入「無人ＸＸ」
的行列。講者從金融業與零售業深入服務業。

金融業的部分，因新世代的流動率過高，
在台灣公司待不久就離職，大多想往國外如香
港、新加坡發展，造成全球金融裁員潮，但台
灣為少數例外的主要原因。而外商銀行裁撤分
行的動作不小，積極以數位服務取代實體分
行。人才的流動與科技的衝擊是危機也是轉
機，許多金融業對人才的徵選逐漸轉變，需要
更多資訊、數學、統計、電子電機等人才。講
者也強調跨領域的知識，以近年熱門趨勢為
例：金融跨法律可做洗錢防治；金融涉足生物、
醫學、科技等，益於做投資持股的判斷。簡而
言之， 好具備資訊、數據分析相關的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多試用金融產品的服務，以熟
悉金融體系運作、累積實戰經驗，若能通曉東
南亞或日韓語則為佳。

在零售業的部分，在科技的影響下，不代
表實體商店就此消逝，而是添加如身分辨識、
電子標籤、行動定位服務等等智慧零售的元
素，逐漸有新零售與無人商店的實驗與新興。
也從過去實體零售與電子商務的對抗，逐漸走
向線上與線下的整合。講者以「阿里巴巴的盒
馬鮮生」為例，以線上粉絲社群與烹飪影音教
學，到線下舉辦門市活動，「Ｏ２Ｏ」的方式，
凝聚顧客的向心力以及強化對顧客的黏著度。
銷售的形式轉變，對人才的需求也不可避免的
產生變化，未來的零售業可能不再須要那麼多
門市人員，取而代之的是ＩＴ人員、數據分析
師、Ｏ２Ｏ行銷人員。

三、人文科－純文創到泛文創

講者提及，文創並非創意人才的唯一出
路，而創意人才的就業大本營就在行銷、傳播，

需具備文字、影像、活動創意的能力。事實
上行銷、傳播、創意這三者往往也密不可分，
且各行各業都或多或少須要運用到這些能力的
時機，例如前述的「Ｏ２Ｏ」、各式各樣社群小
編的經營等等。同樣的，除了本科系外， 好
有第二把刷子，具備更多元的能力。至於若要
真走純文創，台灣處於 壞的時代，相對於韓
國與影視結合、有海外市場，台灣文創與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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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結合，台灣旅行興盛才會帶動文創產業，
反之則沒落。但此時也是 好的時代，把握中
國的市場跟機會，可投身中國創作網站，等待
伯樂相中好作品，改編為電視、電影或遊戲。

四、生技科－生技產業

相對於美國、中國的生技業的蓬勃發展，
這一塊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需要耐心等
待。從去年政府開放的「特管法」開放６項細
胞療法，到近期可能進一步開放的「再生醫療
治劑管理條例」，細胞再生醫學是目前台灣在生
技業為數不多的亮點。

Ｑ＆Ａ

Ｑ１：未來觀光業會怎麼發展？
Ａ１：

應該這樣講，觀光業不是完全沒有亮點。
台灣目前有一個領域在持續快速成長，政府也
注意到了，就是觀光遊輪。坐輪船在海上遊覽。
這一塊成長速度非常快，而且也是我剛提到銀
髮經濟很重要的一環。到海上旅遊，或環遊全
世界的話，可能動不動就要上百萬的，而誰能
夠花這個錢，甚至有些已經走不動的老夫妻。
所以剛剛講到只要能夠跟銀髮沾上邊的話，都
能夠有很多的機會。觀光郵輪是海上的五星級
飯店，是台灣觀光業少數還能夠逆勢成長，這
是第一個趨勢。第二個趨勢，是觀光也不可避
免的受到科技的衝擊， 大的影響就是我們講
到旅遊新創。以前出國去玩，主要透過旅行社。
可是這幾年旅行社作為一個中介機構，全世界
都已經在嚴重的沒落。因為現在網路上蒐集旅
遊資訊，訂機票、訂旅館，都可以自己在網路
上面ＤＩＹ。所以科技對於整個旅遊業的衝擊
非常大。所以旅遊業的話，應該走向兩條路，
第一條路就是現在已有的新創，全部都跟數位
科技有關。比如ＯＴＡ在網路上面賣一些特殊
的旅遊行程，在網路上訂機票、訂旅館。第二
條路，如果還是要走這種傳統的旅行社的路的
話，你必須要能夠開發出一些非常獨特的旅遊
行程。比方到韓國追星－追星團，比如喜歡騎
自行車－鐵馬團，諸如此類，或到法國酒莊去
參觀紅酒－紅酒團。要有比較有深度的特殊體
驗，否則，很可能會被科技顛覆。再來就是我
剛剛提到的旅遊跟文創的結合，這是台灣一個
走向一個非常獨特的一條路，台灣的旅遊，絕
對不是暴發戶式的。台灣的旅遊是要非常有人
文氣息。

Ｑ２：老師您好，我是法律系大一。我想問一
下您對法律的其他看法，除了跟金融結合。謝
謝。
Ａ２：
首先，現在台灣讀法律系，當然大家的第一志

願還是參加各種國家考試。可是成大法律系歷
年來在國家考試，能夠考上比例都不如輔大。
更不要說，比不上東吳大學。所以這個部分是
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們入學的時候，程度也
遠遠比東吳、輔大要好，但是為什麼畢業之後
考國考，會比不上輔大法律跟東吳法律呢？我
認為可能跟補習有很大的關係。所以這可能要
注意一下，從過去歷史數據看得出來。當然在
政府單位，裡面除了司法體系之外還是有很多
其他的機會。比如，各個政府部會都需要法務
人員，中央銀行也要，內政部也要，交通部也
要，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你可以考得國家考試
蠻多的，不用眼睛裡面只有司法體系的國家考
試。第二個，法律這幾年 重要的一個特色就
是走向跨領域，所以這幾年有非常多走的方式
可能跟你不一樣。他們可能是大學有他第一主
修的專業，然後到了研究所再去修一個法律的
學位。或是在大學階段把法律變成第二主修，
這兩種都有。目前比較熱門的跨領域，大概一
個就是剛提到的金融相關的法令，還有跟財稅
有關的。所以你能夠去修一點財務金融或會計
或財稅有關，會是很大的加分。第二個當然是
跟智慧財產權比較有關係，還有做科技專利相
關的法令，還有醫藥生技，這都是目前比較熱
門的法律跨領域的一種選擇。我覺得大家可以
多多注意。讓自己成為一個跨領域人才，因為
傳統的法律，真是人力嚴重飽和，目前的話，
一年有八、九百人考上律師證照，太多太多了。
所以未來的話，除非有這種跨領域專業，否則
你甚至連就業都會有很大的困難。

Ｑ３：我是建築所研一，我想請問。譬如建築
工程、營造這一類，我們如何可以看出這樣的
趨勢。除了剛剛有提到智慧居家還有一些智慧
建築，不知道您在看數據的過程有沒有看到一
些趨勢。
Ａ３：
建築的部分其實是一個變化比較小的一個領
域。當然 大的影響還是在台灣本土的房地產
景氣的循環。景氣循環非常的漫長。很多其他
行業，可能從景氣到不景氣到復甦，可能一年、
兩年內完成。可是房地產一個景氣循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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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二十年以上。台灣的房地產上一次的不景
氣，大概是從 2014 年開始的，到現在大概才進
入第五年，所以未來會不會再持續五年以上都
很難講。可能你要從事建築的話，要有耐心一
點點，他的經濟循環週期特別長。這幾年，因
為台灣新的開工建案實在是越來越少，大家都
搶破頭了，很多連那些很大咖的建築師，現在
很多都是屬於沒什麼案子可接的狀態。所以很
多人都往中國大陸走。中國大陸的話，有時候
你可能短短三年會接到的案子，跟在台灣搞三
十年還更多，所以這個可以多注意一下，過去
關心一下中國那一塊。因為中國非常的迷信海
外的人才。所以多多跟中國大陸的這方面去做
一些接觸。第三個是剛剛提到的，跟人口趨勢
做結合，也就是去關注一些特殊的族群，比如
銀髮住宅。我舉個例子，像現在台北市有很多
給有錢老人住得銀髮住宅，他們都強調一個觀
念，就是老人住在裡面，不需要太大的空間，
比如，他不需要廚房、客廳，他可能在那一棟
老人建築當中，可能有一百多家住戶，自己在
家吃就很孤單，那可能在那一棟樓裡面就有一
個大廚大餐廳，大家可以一起來進餐，這樣自
己家裡就不需要廚房的空間，甚至也不需要太
大的客廳，和鼓勵大家能夠走出來，大家老人
彼此做社交。所以老人公寓的設計、建造，跟
一般的傳統的住宅會非常不一樣，所以這一塊
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這是我目前所看到的
一些趨勢。

Ｑ４：老師您好，我是物理系大三的學生。聽
完您的演講，我覺得因為智慧科技的影響，現
在半導體業跟資訊科技的發展感覺都還不錯。
想請您再分析一下這兩個方面的優缺點和未來
趨勢，提供我們選擇一的個參考。
Ａ４：
資訊業就是軟體業，一般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吧。首先臺灣在資訊軟體這一塊，假設本身程
度還不錯，我比較鼓勵你多注意來台灣設立據
點的外商公司，因為台灣本土的硬體製造廠
商，他們雖然現在也開始往多一些方面的資訊
人材，但是你在裡面，可以發揮的空間畢竟還
是有限。但是目前的話，這些境外的外商公司，
來台灣的動作越來越來越大。他們給得薪資待
遇會比台灣本土公司要好太多太多了。所以如
果你要往資訊產業走的話，我建議不如自己出
來創業，或可能進到台灣本土的外商公司，作
為你的第一首選，不要放在台灣本土的科技公
司。第二個，如果進到半導體業的話，台灣半
導體業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台積電之外，還有另
外一大塊大家忽略的，就像美光。美光是和韓
國三星並列，為做記憶體全世界 大的公司。
那美光的話，百分之八十的生產產能都在台
灣，尤其是以台中的后里，是他主要的、 大

的生產基地，因為當年台灣有很多廠商，後來
經營不善都賣給了美光。裡面也是有很多可以
去選擇的機會，美光的待遇也不錯，也是在台
灣本土工作。以薪水來講的話，台積電還是
好的。一直以來，物理還有電子物理，這種科
系都是台積電在研發工程師，都是非常重要的
組成的部分。如果你是成大物理的話，我給你
的建議就是，你一定要有碩士學位，因為要做
研發，你沒有碩士學位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台、
成、清、交物理相關的學位，你要進到台積電
的研發部門絕對不成問題。但台積電還是本土
公司，如果是資訊產業的話，可能還有些外商
公司的其他的機會，會有更多元的選擇。

Ｑ５－１：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剛剛您提到非常多
的產業。 終會回歸到新創公司，像是智慧方
面的新創公司，所以未來對於就業市場、新創
公司的範圍會越來越大。我想請問如果是現在
的不論是資訊，或是任何金融相關科系的學
生，想要進入這樣的一個行動產業，還會需要
怎麼樣的心態？或什麼樣的技能準備？
Ａ５－１：
首先，創業的話，他往往不是單打獨鬥，他需
要有一個團隊。以台灣現在來說，你要創業的
話，以前 大的門檻是創業資金，可是現在政
府提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創業資金上的補助。
你目前的話，找到金主不是太困難。所以我覺
得錢方面的壓力不像以前那麼大。但是我覺得
創業一直以來大概就是你要找到合適的、志同
道合的團隊，那個是 困難的一件事情，所以
在學生階段，就可以從你的同學、學長姐當中
看看哪些人彼此可以互補的，比如每個人都各
有強項，有些人就擅長做技術研發，可是不擅
長募款，不擅長行銷，不擅長去管錢，有些人
正好相反，很擅長去長袖善舞，很擅長去外面
募資、做行銷。所以要找到大家彼此能夠互補
的一個團隊。而且彼此在一個很好的工作默契
的，好默契非常重要。所以我覺得團隊第是一
點。第二點當然就是，這種新創要有心理準備，
他的失敗機率也是很高的，不過你不見得一定
要做到 後產品上市還開個公司，你也可能做
到某一個程度之後，就把你的技術研發成果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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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給別人。如果你真的覺得在經營公司上面可
能不是你擅長的。那就把一個產品做到某個程
度、技術到一個程度之後，就開始尋找買家。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看你要做到哪一個程度，不
要每個人都想當老闆，或想自己去管一個公
司，其實是很辛苦的事情。賣掉之後，另起爐
灶，重新做一個新的技術研發，這大概是我看
到的情況。還有，某些領域，像台灣過去有很
多創業，大家一窩蜂的現象會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我覺得在創業項目的選擇上面，要花很多
很多的功夫，錢反而不是 大的問題。我常開
玩笑講，現在年輕人創業有一點像是作文比
賽、演講比賽，什麼意思呢？作文比賽就是，
例如很棒的企劃書。演講比賽就是要上台做簡
報。只要有這兩種功力的話，要拿到錢不是太
困難。不過因為現在政府在這一塊非常重視，
除了提供錢的資源之外，各種的創業的教練、
各種的關於新創的輔導，這種資源可以多利
用。目前政府全力在協助的，所以多多善用一
些外部的資源。

Ｑ５－２：
可是我想要詢問更多的，假如想要加入其他新
創公司呢？就是已經有一個新創公司正在營
運，可能是他有一個不錯的商業模式，那如果
要加入那家新創公司的話，我需要怎樣的準
備？
Ａ５－２：
首先他在求職管道上面，有一個平台叫做
yourator。他是台灣專門為新創公司做人力媒合
的一個管道。這些新創公司要有些心理準備，
他們大多付不起薪水，或可能薪水會拖拖拉
拉，付不起太多的錢。因為還在創業階段，還
在燒錢的階段，當然還沒到收割的階段，所以
要有做這種創業元老，創業元老也有可能變成
革命先烈，要有些犧牲的代價，如果犧牲成功
的話， 後就會變成開國元勳，所以這種情況
底下，一開始可能對錢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因
為你要看得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後，而不
是眼前的未來。如果你很在意薪水的話，到一
些成熟的大公司，他可以立刻賺到很多錢，但
是到新創公司就是在賭，而且賭失敗的機率會
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覺得這種個人的判斷非常
非常重要。中小公司的話，裡面都是一個人當
十個人用，所以你就要十八般武藝樣樣都要具
備。你不可能還期待在裡面有人指導、在裡面
還能學習，還有一些機會。我舉個例子，像是
我家一個親戚的小孩，他進到半導體公司，結
果前三個月，完全不用工作，每天都在讀書，
台積電發給他一本員工訓練的教材。他就這樣
讀書讀了三個月。可是這種東西在新創公司是
不可能的，你一進去之後就要馬上上戰場打
仗，你可能要涉略很多你不熟悉的東西，比如

你擅長技術，可是到裡面可能不夠，可能你要
兼做業務、管一點財務，強迫你要多才多藝，
可能會有點揠苗助長。你要付出很多，像八爪
章魚一樣，可是 後可能沒辦法準時拿到薪
水，所以要先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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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教練領航 交流經驗 分享傳承 逐步踏十

第九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閉幕式暨成果分享會

成功大學職業生涯教練計畫，每年邀請 18 至 22
位企業中高階主管及社會菁英人士擔任職涯教
練，遴選 180 至 220 位對於未來職涯規劃具有深
度興趣的成大學生參與計畫，藉由輔導過程中，
學生了解工作世界、探索個人興趣，而企業提供
具有建設性的就業準備，也能發掘人才並深耕校
園。

計畫今年已邁入第九屆，計畫走過探索、成
長臻至成熟穩健、累計九屆以來已培訓結業學生
1,790 人次以上；而主辦單位每年為促進企業教
練、學員和整體計畫間之連結，不斷地內部創新、
發揮價值與學生團隊共同設計別出心裁之活動。 

    從年初的開幕式，即安排了許多教練與學
員互動的機會，也透過辦理分組討論會讓教練
和學員可以充分交流溝通後續課程；而接下來
近五個月的豐富課程中，不僅有小組之間的合
作開放課程，也包含更多樣化的企業參訪和活
動；例如：榮美金鬱金香酒店餐桌禮儀，為讓
參與的同學更能實際了解西餐文化及用餐禮
儀，除了現場人員的指導外，更實際提供每位
同學牛排餐點方便用餐與學習；聯華電子小組
的教練在指導學員之餘，亦和學員們一邊體驗
包水餃樂趣，增進情誼。計畫閉幕式上，洪敬
富學務長代表蘇校長致詞並頒發教練感謝座
予與會的教練們，感謝教練們對本校職業生涯
教練計畫的支持及對學員和奉獻，將個人累積
的寶貴職涯經歷和企業資源挹注本校，培養同
學們優良職場態度，為同學們打穩未來職涯和
職場的基本功更是不易，20 家企業教練們齊
聚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場面更顯隆重而溫
馨。

不僅是企業教練們的用心指導外，主辦單
位精心設計的一場精采閉幕式活動，透過有趣

9th 成功大學職涯教練計畫閉幕式花絮暨專題報導

洪敬富學務長(右)頒發感謝座 
致贈儒鴻企業洪樹文教練(左) 

   學務長抽出致詞來賓(左)/學務主管及全體教練合影留念(右)

小組成果發表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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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作為開場，學生主持人邀請教練出場利用
抽出各項關鍵字聯想的方式來致詞，現場撥放
每一小組對教練的致謝影片，學員在影片中除
了發揮創意外，更散發出滿滿熱情來傳達對教
練的感謝。而在小組成果發表中，20 組學員分
別各自展現了 5 個月來的學習成果，回饋在座
的教練與師長。小組成果發表後緊接著來到頒
發結業證書與成果嘉獎時刻，學員們在過去 5
個多月積極的課程參與，順利從教練手中拿到
結業證書。在頒發結業證書後也由現場的教練
及學員們一起選出四組當天本屆成果分享小組
表現優良的小組別給予獎勵，而對於在計畫期
間積極跨組參與的同學們也逐一嘉獎。期待這

些同學們的勤奮，能作為學員們的典範。活動
接近尾聲，主辦單位更準備了第二支回顧影
片，在計畫的 後，和大家一起重溫從計畫開
幕以來教練與學員相處的點點滴滴，期許同學
們未來畢業離開母校後，事業有成也能抱持一
顆回饋的心回到學校指導學弟妹們。在現場感
性氛圍下，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陳孟莉組長
致詞，感謝所有教練、執行團隊與計畫學員；
隨後並帶領現場大家高歌嘉鴻遊艇小組精心製
作的成果卡拉 OK 伴唱，將會場內的感動氛圍瞬
間轉為有趣歡樂氣氛，為閉幕式更添新趣！第
九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就在現場大家美好的歌
聲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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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成大職涯教練計畫是由生涯發展組和學生執行
團隊所共同籌辦，學生執行團隊是一群來由曾
經參與過計畫且富有熱忱和負責態度的同學自
願擔任。計畫開辦以來，每一屆執行團隊為共
同目標一起努力，合作情誼堅定，也間接影響
了未曾參與過之學生對計畫的看法。而這樣招
募優良學員參與執行計畫的傳統沿襲至今，有
越來越多學員不只是參與計畫，規劃個人未來
職涯而已，也逐漸能夠理解主辦單位的理念，
投入協助計畫，善用學校提供之資源；同時也

期望未來有一天能回饋學校，現階段透過實際
活動參與，讓職涯計畫能夠更加圓滿順利推行。 

 教練計畫不光使學員、學生執行團隊獲益
良多，企業教練們也深深覺得這是一個「富有
價值與意義，值得分享傳承的活動」；在計畫課
程活動期間，教練除了悉心傳授人生經歷和各
自在企業成功的秘訣，也能透過接觸青年學子
更了解青年世代的價值觀，並給予 適當的回
饋。投身教練計畫的企業主管無論於公忙或閒
暇之餘，也都非常樂意替同學們解答任何疑問
或分享經驗，有些同學因此對未來有了更明確

追尋的方向；有些則透過教練的典範更認真學
習，期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為企業眼中的人
才。而教練計畫 細緻的地方在於提供企業與青
年學子之間的連結平台，在點點滴滴互動之中建
立起共同經驗，除了每次交流滿載而歸的收穫，
更含有彼此之間的感謝與感動。

 隨第九屆職涯教練計畫圓滿落幕，第十屆計畫
即將來臨，感謝一路以來一直支持計畫的每一位教
練、同學，所有參加過計畫的企業教練；有大家的
參與才能讓好的活動持續下去，提攜莘莘學子，增
進校園與業界的交流，讓企業走進來，讓成大人自
信走出去。預祝職業生涯教練計畫十周年順利成
功，期許更美好的下一個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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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個人參與計畫心得(一) 
企管系大三劉軒慧

◎小組別/教練：統一企業/林宗翰經理

一、 有印象的一堂課

 統一企業小組的課程在宗翰教練的設計與

安排下，非常多元且豐富。從履歷撰寫到職涯

分享，甚至是安排統一企業許多相關企業的主

管，為我們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與內容。其中

令我印象深刻的課程「19 年職場武林秘笈」，

課程當中分享了許多年輕人在進入職場時，可

能會遇到的困難。此外，更提供我們許多將負

能量轉變成正向思考的方法。例如：「不是得到

就是學到」。即便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夠有所收

穫，但至少從過程中有所體悟或成長。進入職

場，一定會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若能轉個

念，其實很多阻饒或不悅也都會化為成長的動

力。

二、自己在 CCP 中的成長 

(一)擔任統一組小組長 

自己擔任統一企業小組的小組長，是

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福利。宗翰教練對每一

位學員都視如己出地對待，無論是職涯問

題或職場經驗分享，教練總是無私地分享

所知道的一切給我們。協助教練一起安排

所有課程與活動的過程中， 能親身感受

到的是教練對待工作時的認真與負責，從

他待人處事的方式，讓我得以從小細節中

學習到職場的潛規則。對於尚未實習或進

入公司的我而言，這一學期的收穫已經超

越自己所能想像的。而我也「內化」教練

給予的諄諄教誨，將他所傳授的道理與經

驗，帶入未來所遭遇的困境與難題，也時

時提醒自己曾經認識一位亦師亦友的教

練，時時以宗翰教練為榜樣來砥礪自己。

(二)同組的組員們有一半來自碩士班，一半來自

學士班。碩士班的組員們對我而言是學長

姐，也是值得互相學習的朋友。從小組內多

次的討論與互動中，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

我所缺乏的邏輯統整能力，以及從他們周全

的思考中省思與磨練自我。而我則能與同為

學士班的組員們，一同討論未來規劃，分享

實習資訊以及管道。統一組的我們相輔相

成，互相鼓勵也一同成長。

三、參與 C.C.P.有感 

 參加 C.C.P.職涯教練計畫，帶給我 大的收

穫莫過於對自己的未來職涯更有方向。過去的

我一直迷惘於未來的選擇，但因為教練邀請許

多職場前輩，和我們分享自己的經歷與經驗，

讓我得以能夠請教許多問題，也讓我對自己的

選擇更加堅定。“Dots to dots.”宗翰教練總是提

醒我們，要將所有資源有智慧地串連起來，而

我也珍惜所有教練所帶給我們的資源，並且創

造更多價值，讓每一個「點」都能發揮 大的

功效。這一學期來就像是一趟奇幻旅程，我們

跟隨著教練的腳步，帶領著我們走進統一企業

的世界。每一堂課、每一位講師、每一次的收

穫都是 珍貴的回憶。我不得不說，因為教練、

因為 C.C.P.，讓我們又更進一步地認識統一企

業，瞭解到統一企業是一間為我們健康著想，

豐富我們生活的企業。而對我而言，更寶貴的

是和宗翰教練的互動和交流，從日常生活到職

涯規畫，教練都是 值得信賴的前輩。

「一日教練，終身教練」謝謝宗翰教練，

我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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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個人參與計畫心得(二) 
不分系大三劉佩宜 

◎小組別/教練：岱稜科技/蔡宜芳副處長、李筱倩&黃晴永專員

好幸福能夠參加 C.C.P.這個計畫，在大一的
時候，即聽直屬學長提起 C.C.P.成大職涯教練計
畫，而兩屆的學長都是參與岱稜科技小組，那
時的我即下定決心一定要報名 C.C.P.。還記得一
開始接到小組長錄取通知時，我的手拿著手機
抖著，心裡滿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興奮，但這
個興奮並沒有持續很久，接著馬上感覺到的，
是責任與壓力，我思考著，我的小組夥伴們會
是什麼背景、什麼科系的人？個人特質又如
何？參加 C.C.P.目的是什麼？有哪些特別的期
待嗎？我想了好多好多種可能，同時，也想想
我自己，自己為什麼參加計畫？只是為了更了
解產業嗎？經過好些時間思索後，我知道我渴
望的是什麼了－「希望能讓岱稜小組成為一個
溫馨、互助，感情如家人般的團隊，團隊中無
明顯上下階級之分，彼此相輔相成合作有默
契，也希望團隊之間感情融洽無話不談，互相
交流不同觀點互相激盪，共享共創，且有著相
同的目標和強烈的凝聚力， 後就算活動結束
了大家各自走上自己的路，還是能在彼此的人
生中相互幫忙。」

我知道，當 C.C.P.結束後，一生留下、 重
要的，終將是夥伴。我很珍惜這段我們一起相
處的時光，一開始對於小組經營的擔憂，在經
歷過一次次的聚會後，漸地的，消退了，取而
代之的是無止盡的滿足與歡笑。我們開始逐漸
了解彼此，經常地討論各種議題，交流各種想
法，讓我知道這世界是如此大，每個人又是如
此的獨一無二，我很謝謝我的 Partner－副小組
長宣竣，在我緊張焦慮的時刻，總是為團隊帶
來歡笑，紓解我緊繃的神經，也總是在我需要
救援的時候，給我 好的協助。在你們身上，
我看見的是對於彼此的尊重、包容與互相學習
的心。在幾個月的 C.C.P.裡，真的可說是經歷了

一場精彩的旅程，除了岱稜小組的課程外，我
也參與了許多跨組的課程，像是榮美鬱金香酒
店、福特六和汽車、璨揚企業、堤維西交通…
等，其中，我 喜愛的是各企業的參訪，想更
加了解個產業的企業文化與工作環境，透過一
次次的參訪，我不但直接感受到企業的風格、
文化，更是有了難得的機會能夠直搗工廠內
部，參觀到整條生產線，每一次的參訪都使我
開拓眼界，除了增加知識外，更讓我一步步了
解職場上必須具備的軟實力！

而在岱稜小組裡，透過課程，我們了解了
岱稜公司、燙金產業、各種職位、面試的優缺
點，又藉由 PPSS(個人優勢特質探索測驗)更了
解自己，在跟筱倩及晴永教練溝通的過程中，
教練們都是很願意聆聽，並且採納意見的人，
採納不同的想法，思考著可以如何調整，讓我
感受到自己能夠在 C.C.P.小組裡創造出更多價
值。在教練們身上我看到了專業、陽光與溫暖，
因為有他們，讓我更知道未來在職場上，想成
為一個怎麼樣的人。而宜芳教練對於小組來說
很像神秘藏鏡人，雖然並不常面對面接觸，卻
總是在背後給我們 多資源、支持與鼓勵，並
與我們分享職場上的各種心態與甘苦談，是一
個很值得學習的好前輩。

後，我想表達至始至終的感謝，感謝主
辦單位生涯組，經常不厭其煩地協助我們解決
問題，感謝計畫學生團隊，盡心協助我們課程
的準備以進行，更感謝教練們與我的小組 10 位
夥伴們，因為有你們，所以深潛計畫能夠成功
執行，因為有你們，所以每堂課都很順利的完
成而且歡樂氣氛。希望往後大家在人生路上還
能持續相伴，繼續為彼此點亮人生中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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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宿舍自治委員會校外宿舍參訪交流活動成果分享 
    108 年 4 月 13 日宿舍自治委員會前往中山
大學進行校外參訪與交流，因中山大學的公共
空間規劃完善，如：雨樹藝文空間(團體諮商
室)，提供學生可以在宿舍裡進行團體討論，而
因為本校的宿舍空間規劃尚未發展完全，宿委
會希望藉此向中山大學宿舍學習，希望可以將
成大宿舍的公共空間做一個 完善的規劃，並

且有特別的設計感而使學生可以感受到宿舍的
溫暖。另外一個參觀重點為宿委會，中山大學
的宿委會所經營的粉專成效良好，本校宿委會
希望可以向中山大學學習宿委會的一些制度，
互相交流，希望可以讓藉由互相學習而讓成大
宿委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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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讓本校宿委會更上一層樓的想法或心得

主委：莊芯瑜

這次的中山大學參訪讓我們知道別人的宿舍狀況與其宿委會的架構，中山大學
的房間內有小型的洗手台，出門前都可以先在房間內整理或洗手非常方便。我
覺得中山宿委會在經營粉專上面早已熟練，無論是發文或是貼文裡面的內容都
可以讓人快速抓到重點，讓居民可以即時藉由粉專知道宿舍 近的消息，這也
是我們可以努力的目標。

副主委：孫俊宏
以宿委會名義辦的共同活動能更多點，像中山大學的宿委會的活動多樣化且都
深具趣味，以增加宿委會的曝光度

副主委：姜學諭
這次參訪我覺得中山宿委會組織雖然沒有那麼嚴謹，但是辦的活動都很創新有
趣，例如像是校長到宿舍住一晚、烘焙坊、聖誕許願卡抽獎活動，或許我們也
能舉辦有獎徵答，順便宣導宿委會，也可以藉由活動收集住宿生意見。

宿委：謝承諺

以這次到中山的參訪為例，雖然中山宿委會的制度還不夠完善且人力上也相對
不足，但上級長官給予他們相當足夠的經費與支持，比如說，校長願意到宿舍
與同學同住一晚，如此才能親身體會宿舍的優點與不足之處，此舉也會讓居民
變得更積極參與宿舍活動。此外還有校長扮演聖誕老人將糖果發放到各個房間
門口擺掛的聖誕襪，增添了許多年節喜氣，也讓宿舍氣氛變得更好。

宿委：沈冠廷

中山宿委會老實說架構較為鬆散，不過經費真的相比之下多很多，成大住服組
的財務狀況一直以來都沒有給宿委很優渥的印象，除了修繕時間表落後、挑漲
住宿費、服務人員從校聘變為組聘，宿委沒有理由不顧忌，希望學校能給予足
夠經費，讓住服組財務狀況更健全，宿委能更放心提出宿舍改造或活動舉辦的
需求。

宿委：曾嵐欣
我認為中山大學的新生進住採用找社團的人員去幫忙新生進住的方式，同時能
夠讓社團人員一邊介紹社團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舍長：廖思涵
提升宿委會向心力、加強宿委會粉專宣傳（舉辦抽獎）。加強新進宿委的培訓。
相較於其他學生組織，宿委會成員皆由直接選舉產生，大部分宿委並不互相認
識，故需要多舉辦一些宿委會內活動聯絡宿委的感情，提升向心力。

舍長：曾嘉祥 提升宿委會向心力、加強宿委會粉專宣傳（舉辦抽獎）。加強新進宿委的培訓。
可多舉辦一些宿委會內活動聯絡宿委的感情，提升向心力。

樓長：武修緯

我覺得成大宿委會已經是一個很棒的組織，不會有上下溝通不良的問題，同學
的意見也都能獲得解答，住服組也不遺餘力向同學們解釋遇到的困境，我想缺
乏的是更多的宣傳，畢竟這幾年遇到的問題就那些，有些是正在進行，就只能
等待，而有些是營運上有困難，若只靠住服組真的很難執行，例如簡易廚房問
題就卡在很難依賴公德心維持，故完全沒辦法設置。只能靠更多的宣傳來讓同
學了解。

樓長：徐上哲

無論是宿舍本體修繕還是活動籌備資金，希望都可以更容易運用，讓想法大
膽、思考縝密的宿舍組織成員們，可以為居民謀取更多福利，營造誘人住宿環
境，無論是有形的裝潢，還是無形的人情味，讓住宿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並
為學校贏取學生能自主管理還能為團體做出 大貢獻的美名。

樓長：楊佳諭

讓宿委多與幹部交流，因為宿舍幹部是第一線面對到同學的人，更能了解居民
的想法，但礙於幹部主要職責是服務居民，並沒有辦法直接改變現況。中山大
學的宿舍組織並沒有幹部這一塊，因此學生會能夠直接向宿委反應，而他們向
學校爭取，進而能夠有效率解決問題。

秘書：李家欣
我覺得現在的宿委會已經非常不錯了，希望未來也能繼續維持像這樣願意為宿
舍事務努力的宿委會。

秘書：王奕竣

參觀完中山大學的宿舍以及了解他們宿委會內部的活動與機制，我覺得它們的
優點就是活動很多，而且非常開放，因此學生們都會有興趣想要參加，雖然還
是有很多活動人也很少，但是它們嘗試過各種不同的活動，在學生眼裡會覺得
宿委會是很活潑的組織，有在提供各式各樣有趣且多元的活動，也讓宿委會的
名氣可以傳得更廣，所以希望之後能夠辦更多的活動給居民們參與，加深宿委
會在居民們心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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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照片記錄與心得

主委：莊芯瑜 

這是中山大學其中一個女生宿舍的頂樓，因為他們那裏
的陽光充足且時間非常長，運用太陽能板為他們中山宿
舍亦是省下一筆不少的費用。

中山大學的簡易廚房。他們的廚房是位在其中一棟的女生
宿舍一樓，旁邊有管理員室，裡面的器具幾乎是完整的，
並且整體也算乾淨，並沒有受到學生的不當使用，而且居
民使用完有清理，參觀時廚房大部分是整潔的。

副主委：孫俊宏 

中山宿委會將他們學校的廢棄空間整頓，提供給社團
(像下午茶社、圍棋社)或使用者登記，並用創意的命名
讓人印象深刻。我們也可以整頓多餘的空間出來借給社
團，並舉辦聯合的活動創造雙贏局面

中山大學男宿內部情形，就個人空間和家具算大且乾淨耐
用，但以他們這樓的公共衛浴來說，平均快 20 人才分到
1 個小便斗和 2 間洗澡空間，算是不太 OK，且中山的宿
舍仍有許多看起來陰暗破舊的角落，也蠻常看到壁癌的，
格局上來說我校的宿舍較明亮開闊，而我校宿舍每固定時
間會整修一次，也是有成效且必要的

副主委：姜學諭

女宿一樓的小廚房，提供電鍋、微波爐、小烤箱，使用狀
況還算良好，流理臺也滿乾淨，我覺得與其一直防止大家
在宿舍用快煮鍋等等，不如提供一個可以合法使用電器的
場所。

這是男宿為了防止蚊子又想要開門通風，所以自己組
裝紗門，組裝方式很簡單而且成本也不高， 近天氣
漸漸變熱，也有同學反應低樓層宿舍蚊蟲叮咬很嚴
重，這種紗門感覺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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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委：謝承諺

這是中山大學宿委會舉辦過的活動，透過提供一些簡單的
飲料，溫暖居民的心也陪伴居民們度過壓力大的考試期
間。

透過回收舊衣物，將自己不需要的衣服捐出，給有需要
的人，此舉也達到節能減碳且環保的目的。

宿委：沈冠廷

我們在參觀女宿時發現了一個收取包裹的空間，採用監
視器管理，我覺得這個空間非常的好，就本人入住之光
復二舍來說，幫忙收取包裹的是宿舍管理員，不過管理
員時常有其他業務也並不是隨時在管理員室，在假期前
後也會造成管理員室堆放著一些包裹，影響管理員室的
空間，若有一個專屬的空間能讓快遞員放置包裹，也能
讓學生不再受時間限制地拿取包裹，對於管理員來說減
輕了負擔，對於學生來說免於被干擾上課，對於快遞員
來說免除了再次配送的麻煩，是個三贏局面，就光復校
區來說，我認為只要挪出空間、裝設好監視器、再加上
門禁系統限制只有光一到光三居民進入，收取包裹的空
間一定會帶來極大的便利。

宿委：曾嵐欣

中山大學宿委會舉辦的攝影比賽，經過設
計排版黏貼於牆面很有網美牆的感覺。

中山大學Ｌ棟女宿一景。鞋櫃訂製於外牆
蠻特別的。

中山大學宿舍區域內設
與洗衣精補充機感覺很
方便。

舍長：廖思涵

宿舍硬體參觀：i 郵箱、包裹室、公共討論空間、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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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長：曾嘉祥

相較於成大的宿舍，本校的住宿品質比起中山實在是好太多了，無論在外觀、寢室內明亮度等。

樓長：武修緯

中山住服組未來規劃 布告欄文宣

樓長：徐上哲

個人自習座位有效將空間 大化且彼此不
打擾維護讀書品質。

提供學生讀書外的協助，達到適度放鬆休息的效果，可以使學習持
續更加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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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長：楊佳諭

(中山大學的宿舍冰箱的相關規定) 
相較於勝二三舍使用的標籤紙，中山使用標籤貼更為方
便，因為學生有時會反應明明有貼標示，但卻在被幹部
清理冰箱時做為違規物品，就是因為他們貼的標籤紙不

牢固。

我覺得有販賣洗衣精是很貼心的一個設計，雖然成大附
近相當便利，但總有的時候會在半夜剛好用完洗衣精，

如果有這台就不用擔心沒辦法洗衣服的問題。

秘書：李家欣

因為我沒有拍照，所以就不在此放照片，以下為這次參訪的一些想法: 
1. 我覺得這次參訪中山大學宿舍，發現他們宿舍 大的優點是「每個房間都有一個洗手台」這件事。

目前成大的宿舍房間中並沒有洗手台，因此如果需要洗手或是洗抹布、茶杯等這些小事時，必須離

開寢室房到外面的浴室或廁所去做這些事，這非常的不方便，也很浪費時間，尤其是對於離浴室或

廁所很遠的房間而言。因此，我覺得在房間裡設洗手台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2. 這次參訪有在他們的交誼廳進行交流，覺得他們能把廢棄的餐廳改造成大家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間是

很厲害的事。不過由於交誼廳位置在閱覽室的隔壁，可能沒辦法舉行過於熱絡的活動，是有一點可

惜的。

3. 這次參訪參觀到男生宿舍的部分，認為盥洗設備不太夠，不僅要 16 人共用 1 個小便斗，洗衣機也

是整棟只搭配一台洗衣機，需要排很久的隊才能洗到衣服，雖然他們在別棟宿舍的地下有洗衣區，

但其實很遙遠，是非常不方便。另外部分宿舍的曬衣是直接在走廊上，掛在接近天花板的曬衣竿，

位置高到需要拿工具一件件吊上去。對於像我這樣定期將大量的衣物拿去曬的類型而言，是很耗時

且不方便的。

4. 以前我都會覺得從家裡回到宿舍時，必須搬運行李回去是滿麻煩的，但在這次參訪後，我覺得我其

實應該要知足。因為成大的宿舍是在平地，只要從火車站走回來就好，但是中山的宿舍是建在山坡

地上，回來時必須走很長、也頗陡峭的一段路，因此我認為在交通方面我們其實是很幸運的。

秘書：王奕竣

這是中山宿舍內的簡易廚房，有烤箱、電鍋、微波爐、冰箱
等電器，當學生需要加熱食物或自己煮東西時就能來這邊，
非常方便，當時看到的環境也很乾淨，不知是已經打掃過還

是學生們都維持得很好，但給人的感覺真的很不錯。

中山大學有電動機車站，因為他們時常需要機車
才能方便上下課，但有些同學可能沒有，所以只
要來這裡就能用電動車代步，非常方便，但缺點
是提供的安全帽很容易被偷，維護費用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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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一舍宿舍全方位人才講座】活動成果分享 
大人開講-相信自己，勇敢追求 

 

     

    108 年 5 月 30 日於敬業一舍 2F 舉辦「相信
自己，勇敢追求」演講活動。本次邀請楊世豪，
90年後的大男孩，於 2月份《亞洲達人秀》（Asia's 
Got Talents）的大環表演讓全世界都認識他來自
台灣，3 月為遠見雜誌專訪人物，是怎樣的意志
力、堅持與喜好開創自己的藝術特技；於法國、
德國、印度等不同國家表演，不斷寫下自己的
新紀錄，用藝術表演訴說自己人生的故事。成

功是失敗累積出來的，而誰能跟失敗相處的
好，誰就愈能坦然面對自己。 

    演講一開始，便撥放了大環練習及表演的
影片，接下來便問「你，是誰?」一個看似簡單，
卻隱含著深奧意義的一個問題，「如果拋下了現
今擁有的聲望、地位與一切，你，還會是你曾
經想要成為的樣子嗎?」 

    除了分享自身經歷， 後表演七分鐘前，
鼓勵每位學生能保有童真，想要表演的好，就
要享受當下，這不僅僅是針對表演者，同時也
包含每一個人，因為人生就是一場表演，所以
每個人都應該要享受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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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人次參與，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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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收穫與心得 

王俊翔(光二)

    經過楊世豪老師的演講，我領悟到了國際
視野的重要與人生築夢的方向。 

    從楊老師出國到世界各地的表演經驗中，
我了解我不應該侷限於自己周遭的舒適圈，應
該要放眼國際，與世界各地的人才交流，不要
沉溺於區區台灣。也從楊老師到敘利亞表演的
經驗裡，我思考到，原來要帶給小孩或是大家
快樂與回憶，其實表演也是一種方法。每每在
做教學志工時，我都在思考該如何帶給小孩更
多快樂的回憶，才能激起學生們更強的學習動
機。經過這次的演講，我整個醍醐灌頂，讓我
有了更多的架構能夠去規劃課程，期待我能將
之實行，有所展現。 

    而藉由老師築夢的故事，我領悟到人生就
是需要享受當下。倘若當初楊老師被那位”大魔

王”或冷言冷語的同學們所勸退，那今日楊老師
可能就不會出現在這演講了。倘若老師在選擇
表演時，仍是為了追求零失誤的帽子戲法，而
非追求心靈層次的演出，那可能今天的演講就
不會那麼有深度了。就我自身而言，我對極限
運動相當熱衷，但是我也常聽到周遭的朋友
說，那樣有什麼意義，那樣這麼危險。但是，
我認為我的挑戰也是一種自我心靈的滿足，畢
竟，我是做給自己看的，不是為了耍帥、為了
他人而做。 

    在 後的 後，我感謝王淑娟老師，妳為
我們辦這場演講，期待老師之後還能邀請更多
厲害的演講者來，開創我的視野，讓我有嶄新
且不同的想法。謝謝！

 

李昊澤(敬一)

    這次大人開講演說與眾不同的感觸可以說
是相當深刻，講者在講座一開始給我的印象到
演講結束完全顛覆。一開始講者楊世豪老師說
自己是喜歡跳街舞才步入了表演相關的戲曲學
院就讀，然而面對從小就浸潤於表演藝術、舞
蹈科班出身的同儕們，楊老師自然是班上的吊
車尾、被嘲笑的對象。面對來自師長、同學的
龐大壓力，楊老師甚至一度有想要休學的念
頭，但是就在此時他接觸了人生第一個舞台表
演項目——帽子雜耍，途中即使經過挫折與旁
人勸退，他也依舊堅持練習，靠這套表演成功
奪下全校比賽的冠軍，甚至成為代表臺灣站上
國際舞台的世界級表演者。然而此時的他卻遇
到了瓶頸，楊老師花了許多時間與金錢到國外
遊歷，思索如何讓自己的表演能做到真正的打
動人心，在這段旅程中他得到的答案便是「童
真」，如同孩子在遊樂場中玩玩具一樣的去享受

過程，而不是非常刻意地去營造、設計，當表
演者很自然而然愉悅和表演融為一體，觀眾自
然也會因他那份喜悅與熱愛而感動。楊老師說
成功是有技巧的，我想他 大的技巧在於能找
到自己熱愛的事物，接著便是他不放棄、不斷
堅持的毅力令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楊老師認
為只有對自己熱愛的事物才能保持童真，當你
真正熱愛一件事物的時候你便不會害怕挫折與
失敗，因為你很享受純粹從事這件事的過程，
即便失敗也不過是從頭再來一次。我想我大概
能理解楊老師想表達的想法，當你做著自己喜
愛的事物時，常常進入一種渾然的陶醉狀態而
不自知，這種天成不造作的表現不僅能讓心更
平靜、不會喪失動力，同時旁人也會被這樣的
不假雕飾深深吸引。或許我無法達到如同老師
那樣的境界，但我會開始多加嘗試去自然融入
那些我喜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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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儀芊(勝九)

    雖然一開始報名這次講座只是因為有優良
積點，但結束之後，我覺得能參與這場講座真
的非常幸運，因為，這不只是一場內容充實豐
富的演講，更是場讓人感動不已的視覺饗宴。 

    從簡報便可以看的出來，講者為了這場演
講做了非常多的準備，甚至為此報名了演講工
作坊，我想這樣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的
認真態度，也是他現在能獲得成功的一大原因。 

    雖然，以問題揭開講座序幕的方式很常
見，講者所問的問題也是我曾在許多講座中聽
過的，但是，在問題之後，講者告訴我們的是
他自己的回答，而在他的回答之後是他親身的
經驗，這讓我們對於他的想法與人生觀都能有
初步的了解，這也讓我再次感受到了講者的用
心與真誠。 

    而我想我會對這次演講內容特別有感觸，

是因為我很喜歡的一位與講者的背景有些相似
的演員，一樣畢業於戲曲學院，不同的是，那
位演員是從小學五年級就進入戲曲學院，在那
之後生活就是拉筋與練功，這樣日復一日地到
畢業。而我不是要比較兩人在雜技上的技巧，
而是，畢業之後他們所做的選擇，一個從小練
習雜技卻走向演員之路；一個半路進入卻在這
個領域發光發熱，這就像常聽到的道理，有些
時候，人生真的不是能事先安排的，必須在各
種時候做出適當的選擇，才能順應時代的潮
流，不被淘汰。 

    而 讓人為之驚豔的則是在講座之後的演
出，當然從一入場看到地上的大環，就知道能
親眼看到講者的表演，但實際看完之後，我依
然被精彩的表演震撼了，那樣投入表演的神情
更讓我感受到講者對於大環的熱愛。

 
 

陳姿榕(光一) 

    其實一開始也只是抱著傳宿舍點數的心態去聽演講哈哈，到了當天才想說，恩~好像不知道今
天要說什麼，來看一下標題好了，「相信自己」當我看到這個標題後，覺得就是個很通俗的題目，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吸引我的地方，到了現場，就看到一個金屬大環放在中央，才想到原來是個表
演藝術工作者啊!這個東西好像有在電視上看過。終於演講開始了，主講人一看就是跟我們年紀差
不多的大哥，非常年輕，雖然一開始聽他演講有點覺得他很緊張，講話都會吃螺絲，但是他所說的
人生故事真的非常精采，如果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越挫越勇的故事，但是他把自己的心路歷程，以
及受到的挫折描述地讓人很有共鳴，這也漸漸讓我開始提升我對他演講的興趣。而他一直能在跌倒
後重新站起來的原因就是很簡單地「熱情」或者可以說，他保有赤子之心，所以對他來說，喜歡的
事物就是用力燃燒自己去追求它，沒有試過，怎麼會知道自己不行呢?這一點也紛長激勵到我。它
講的故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自己去國外賣藝賺錢的故事，當然一開始看到別的街頭藝人都有很
炫的音樂、手法吸引人流，相較之下，他的卻是非常柔和的古典音樂，雖然一開始他覺得自己比不
過別人，但是後來轉念一想，表演本來就一種享受地過程，何必在乎別人的眼光，而 後大家也被
他的陶醉所感動，特別是一位老奶奶，感動到落淚，我像那是講者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居然可以影響
別人這麼深吧! 後他自己講完，好像還有一點被自己感動的感覺哈哈，或許這些故事不僅是他的
表演影響到別人，他自己也獲得很多吧~希望他可以繼續堅持在這條路上，繼續用他的表演感動大
家。 後也很感謝主辦單位，一直跟講者喬時間，讓我們聽到這麼富有感情，又勵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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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宿舍生活學習工作坊活動成果分享 
『流行藝術-編織蠟繩鑰匙圈 DIY』 

 
    宿舍並不只是學生生活、休息的地方，更
可以是學生相互討論、增加學識涵養或陶冶生
活情趣、培養興趣的處所。秉持著此一精神，
特在宿舍中規劃生活學習空間，提供學生課餘
學習的機會，讓住宿生活更為豐富。 

    本年度工作坊之主題為「編織蠟繩鑰匙圈
DIY」，於 5 月 14 日及 5 月 16 日舉行，同學在
活動過程中，享受到創作之樂趣，又在忙碌之
校園生活中獲得喘息之機會，藉著手作達到放
鬆之目的，活動迴響相當良好。

 

 
 

范宸銘(機械系)     

    我真的好喜歡好喜歡這次的編織活動，原
本以為活動結束後的作品在活動結束後就不會
再把它拿出來，可是我覺得鑰匙圈真的太美
了，想把它隨身攜帶，是送給自己、家人一份

棒的禮物。一開始在編織的時候有點聽不太
懂怎麼編，可是老師很用心一步步教我們，尤
其是每換一條線的時候都要把它平順的繞過
去，需要一點時間熟練一下， 後熟能生巧很
快的完成。選吊飾的時候我還猶豫了老半天，
因為每個都好好看喔！我好希望宿舍能辦多一
點類似這個的活動，不但能得到優良記點，還
可以體驗到很多平常很少會體驗到的新事物，
這個活動使我們，在重複的過程增強邏輯思考
力，學會掌握與變化規則，從錯誤與修正中培
養挫折忍受力，透過操作也可以促進手眼協調

與精細動作的發展，透過創作建立成就感。說到編織的歷史，人類在原始生活中利用樹葉、獸皮來
蔽體，在漁牧生活中結網捕魚，就懂得運用編織的技法。各民族的編織作品中，發現許多作品雖然
從實用功能出發，但隨著人類對於美感的追求，編織已超越實用的範疇而成為人類藝術的結晶，我
覺得這次的作品不只可以當成鑰匙圈，也能變成吊飾，在編織的時候很療癒，可能今天剛剛好考完
期中考也不幸的考爆了，在編織時可以專注在其中，暫時脫離日常生活、忘記了煩惱，也可以重新
整理一下情緒重新出發，這對面對考試壓力的學生來說是很棒的活動，我很意外的滿意這個活動，
很感謝有這次的機會來參加，讓我有意願再參加和推薦日後的活動給大家，我也很幸運自己剛剛好
是正取的 後一位，不然就沒有這麼開心的體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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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奇芬(環工系) 

    很開心能參加到這麼好玩的活動，我參加這個活動的動機
並不是為了優良計點，而是我認為可以在繁忙的大學生活中找
到一個空暇時刻停下腳步，好好喘口氣做自己喜歡的事，是多
麼的難能可貴。 

    我想先感謝學校願意辦這樣的活動讓學生可以從更多元的
方向探索自己，而非僅依據課業，這樣多方的讓學生去嘗試學
習都是現在教育的走向，讓我們可以發掘不同的自己並從中獲
得信心。 

    進入正題，先說說當天的情況，因為上課的地點十分隱密，
我們迷路了 15 分鐘，這是我認為此活動需做改善的部分，不過
除此之外，無論是老師上課的活潑性、態度親切抑或是整體時
間的掌控以及課程內容的安排，都做得非常好，感謝在這背後
付出心力的人員。進入課程後，許多人陷入了瓶頸，怎麼編怎
麼錯，明明是編緊實的格子紋，編出來卻是鬆軟如棉繩一般的
螺旋紋，與想像中的樣貌完全不符，我感受到環境中縈繞著一
陣挫折感，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編織手環的信心，雖然是第一次學習編織，開頭也不是很順遂，但
這對我來說不是打擊，而是使我想更努力完成它的墊腳石。一步一步的，我漸入佳境，甚至被老師
稱讚我是他這兩梯次中見過編織的 緊實的一條，或許是因為以前織過圍巾，對於這些小物的鬆緊
度拿捏比較有經驗，每一次的經驗累積都會在某天顯現出成果，儘管只是如鬆緊度拿捏這種細節，
但魔鬼藏在細節裡嘛! 

    看著自己用心編織出的成品，看到的不只是自己的鍥而不捨與進步，也看到了沒有發掘出的自
己，從中找到自己的興趣與擅長的事，這是參加這個活動的精髓，也希望未來能多舉辦這類多方探
索的活動，讓更多人可以像我一樣從中獲得自信、肯定自己。 
     
 
陳瑤宣(會計系) 

這次會想來參加鑰匙圈製作的活動，除了活動有優良記
點和作品以外，很大一部份的原因在於，我從小就不擅長手
作及美術相關領域的東西，畫畫總是畫不出來，立體作品的
成品總是跟想像中的樣子差很多，也搞砸過許多作品，手作
跟美術相關領域對我來說簡直就是一場災難。因此，我想要
透過這次的機會，磨練一下自己，便和室友約好一同來參加。 

    由於室友是編織社的幹部，這次活動的作品對她而言並
不是個太大的挑戰，但我對我來說可就不一樣了。光是編織
蠟繩，前前後後大概拆了十遍左右，好不容易學會怎麼編，
卻老是忘記自己剛才編到哪，然後又要重來好多次。後來，
我才編不到三分之一，已經有同學編完了，我也相當「順利」
地成為班上 後一個完成編織的同學，連老師都記起我了。 

    然而，編織完成後，災難並沒有隨之結束，因為我連纏線都有問題，不是纏不緊，就是線圈重
疊在一起，再不然就是線圈跟線圈之間露出縫隙，可以完整看見裡面的蠟繩， 後還是室友協助我，
一同把鑰匙圈完成，如果不是她，我可能 後還是沒辦法把作品帶回家。 

    雖然說參與這次活動的過程中歷經了很多波折，自己的手也真的笨到讓我懷疑人生，但當初也
是因為想要挑戰自己才來報名，所以 後看到成品的時候還是覺得很滿足，至少我沒有中途放棄。 

    後，真的很感謝住宿服務組舉辦這次的活動，因為這樣的手作活動可以讓原本對於手作有點
障礙，甚至是抗拒的同學，在過程中慢慢去體驗靜下心來，然後一心想把作品完成的感覺；也會讓
人在看到成品以後，具備想再次參加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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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晨卉(企管系) 

參加宿舍活動可以和居民們聯絡感情，接觸一些平常不
會有交集的人，一直以來都是和室友們相處，在宿舍內遇到
其他的居民也不會有談話，雖然有緣住在同間宿舍，卻和自
己的鄰居一點感情也沒有。過了一個學期連自己的隔壁住著
誰也認不出來。在這次的編織活動中，當碰到問題時，附近
的同學很熱心的幫忙我，除了教我方法外，還熱心的幫我向
老師詢問，讓我感受到宿舍居民間的熱情和善意。各式各樣
的活動就會吸引不同興趣以及個性的人，像是學校裡的社團
活動，又或是像系上不同的學術性活動，而在宿舍裡，原本
不認識的人，也可以因為被自己所喜歡或是有興趣的手作坊
體驗，來凝聚感情，和多多接觸一些課堂上不會學習到的知
識。 

    從小到大接觸到縫紉或是編織的活動非常少，頂多在國
高中家政課時，多少有碰過，可是課程結束後就沒有再次接觸了。所以當我發現這次的活動時，感
覺非常新奇和好奇，畢竟已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沒有做過手工藝了，當下就跑去報名了。而且自己
剛好需要一個鑰匙圈，這不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嗎？不過一當老師教完編織手法後，當下覺得很
簡單，應該可以迅速又輕鬆的解決，但是結果完全出乎意料。開始編沒多久就開始出問題了，搞不
清楚到底為什麼，我編的跟隔壁同學的長得完全不一樣，而且之後編到一半時，老師說我編的太鬆，
當下只感到喪氣，想到要重新編一次，可是重編後又突然忘記要怎麼繼續編下去，就像是遇到瓶頸，
一直走不出這個迴圈。幸好有老師和同學的幫忙，雖然做到 後，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回
憶。 

 
 
 

郭儀芊(統計系)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宿舍舉辦的工作坊！我認為比想像中有趣很多呢！原先以為就是很普通的
製作完一項手工藝品，但是事實上在開始製作之前，老師非常詳細的介紹製作的流程，而在我們實
際操作的時候，老師也非常親切的不斷來回走動確認我們是否沒有問題，真的非常喜歡這樣輕鬆歡
樂的課程呢！ 

    而製作的過程更是我 喜歡的一個部分，從一開始選擇繩子的顏色就讓我苦惱很久，而且當輪
到我選擇的時候，原先想好的顏色竟然已經沒有了，只能說是英雄所見略同啊？因此，我又重新困
擾了一下才終於選好顏色，可是還是覺得沒有選到原來的顏色有點可惜啊，後來的配色老實說有些
普通呢，不過我是依照我的偶像的應援色所選的，所以我覺得還是很有意義呢！說到偶像的應援
色，我也想先說說 後讓我們擺在鑰匙圈上當做裝飾的小小五金，我選的也是偶像的代表符號-無
限符號呢，但是，其實我也覺得其他的裝飾好像更精緻更可愛呢！看來只能把我這次的作品當作為
了偶像而製作的應援物品囉！這樣想的話，包括繩
子的顏色和裝飾小物的選擇好像就合理很多了！ 

    說完我的創作理念之後，再來講講 可怕的編
織過程，原先我以為這真的沒有什麼難度，就像是
編辮子一樣容易，沒想到看了老師的示範之後，我
才發現這真的沒有我想像的簡單啊！前面十分鐘
我大概都在不斷重複編了又編，拆了又拆的動作，
一直不斷的偷看同桌同學的作法，加上老師的幫忙
才終於完成我的作品，我之前一直以為我的手很巧
呢，看來真的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也希望宿舍
之後還能多多舉辦這樣的活動，我一定會熱情響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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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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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sin Taiwan and Abroad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打造
多元、友善、包容大學校園 

成功大學致力於營造族群和諧與多元發
展，於 106 年 6 月正式成立「學生事務處原住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除承辦原住民族學生相
關業務外，「提升校內之族群多元文化觀、締
造族群友善校園」也為中心宗旨。自中心成立
後持續辦理原住民族文化和族語課程、當代議
題之講座等等，成為校內師生認識原住民族文
化的平台。 

    為持續推動多元友善校園，建立更為尊
重、理解與接納的學習環境，由本校學生事務
處規劃辦理「友善校園三部曲」。去（107）年
辦理的第一部曲以「穆斯林」為中心，題為「成
大世界伊斯蘭校園高峰會」；今年辦理的第二
部曲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中心，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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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aiwan and Abroad)，持續為創造一個
理解、尊重、接納和友善的大學校園而努力。 

    2019 友善校園三部曲 II─臺灣原住民族與
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系列活動有展覽、講座、
影展與論壇。4 月 17 至 18 日的論壇主題有校長
論壇、友善校園論壇、學務長論壇、學生論壇、
當代原住民族發展議題、文化與經濟產業論
壇，邀請來自紐西蘭、菲律賓及日本等國內外

校長、專家學者，談論原住民族當代議題，以
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為軸心，踐行南向新
連結。 

    另為落實大學社會責任，邀請全國 大原
住民族教育重點學校──屏東縣來義完全中學
原住民專班參與高峰會，鼓勵學生走出教室，
認識國際原住民族當代轉型正義議題與大學校
園內的族群環境，深化文化主體意識，培育未
來原住民族文化傳承人才。 

    成功大學為臺灣舉足輕重之綜合大學，冀
能以今年度辦理之「友善校園三部曲 II─臺灣原
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開啟臺灣南部
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文化、人才交流之先鋒。
此次交流機會，可望提升本校多元文化友善教
育環境之營造，帶動周邊社區、城市與全臺高
等院校對於多元文化議題之重視，促進臺灣原
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文化研究之交流。未來，期
許促成臺灣與南島國家、區域大專校院之合作
與資源共享，取經於南島國家針對原住民族採
取之文化政策、友善校園營造等，使得本校未
來在制訂未來學校經營策略時，能對非主流族
群有更加友善的思量和舉措。 

    成功大學期待透過提供一個以原住民族文
化為主軸的舞台，讓國內師生與國際學者和學
生在多元文化下進行對話、相互交流、理解成
長，營造一個多元、友善、包容的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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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多元文化締造族群友善校園 成大舉辦台灣原住民族與南島語族高峰會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4.17

    繼去年以穆斯林為主題後，國立成功大學
於 4 月 17 日舉辦「友善校園三部曲 II」台灣原
住民族與南島語族高峰會，今年聚焦於台灣原
住民族與南島民族，3 天共 6 個場次的高峰會，
分別探討：友善校園、文化、經濟產業、當代
原住民族發展等議題，18 日中午將前往屏東縣
春日鄉參觀 tjuvecekadan（老七佳）部落，認識
部落文化環境、umaq（石板屋）建築風格與部
落社會構成。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開幕式致詞指出，友善
校園三部曲以族群多元文化為主題，歡迎高峰
會的參與者彼此交流，共同締造族群友善校
園。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說，校園是否足夠友善，
需要從校園中非主流人群的眼光來檢視，「才
能知道我們的校園是否能讓各式各樣的人在裡
面好好生活。」 

    開幕式後隨即進行校長論壇，國立東華大
學校長趙涵捷提到，東華大學擁有台灣第一所
原住民族學院（原民院），校內設有原住民資
源中心（原資中心）、原民院舞團、原民院各

族群學生會等，期望做到文化、環境友善，讓
東華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用開放的態度面對多元
文化。 

    本次高峰會以台灣做為南島民族發源地及
政府新南向政策為基礎，連結了其他分佈南島
民族的國家進行交流，包含：日本、紐西蘭、
菲律賓等，期望從友善校園政策、友善校園營
造，更擴大到探討經濟產業與文化的面向，進
一步促成台灣與南島國家、區域大專院校的合
作與資源共享。 

    「友善校園三部曲 II」由成大學生事務處
及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共同主辦，期望「提
升校內之族群多元文化觀、締造族群友善校
園」，議題多元的高峰會前導活動於 4 月 8 日
早已起跑，內容包含靜態展覽、影展與主題講
座，從南島語族的介紹、藝術品的陳列、原族
民族相關議題電影的播放及南島語族的歷史發
展與文化講座，奠定了這次高峰會的厚度。（撰
文、攝影／實習記者 吳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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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花絮 

 

靜態展覽─「原印」： 
a. 時間：108 年 4 月 10 日（三）至 4 月 23 日（二） 
b.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 
c. 簡介：從過去到現代，原住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外來政權利用政策

加速原住民族的同化和融合，以單一的角度設定何者為對整體社會有利，

原住民似乎成為社會上 需要被幫助的族群，而這樣的彌補策略，在非原

住民眼中是對他們不公平的待遇，因此產生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原住

民族甚至經常受到歧視或具攻擊性言語對待。我們希望能透過本次展覽回

應這些對於原住民族的「不實指控」，破除社會上普遍認為的刻板印象，讓

閱覽者重新認識原住民族。 
 

 
 
影展： 

 
 
 
 
 

時間 活動內容 
108.04.08（一） 《殺戮的權利》 
108.04.09（二） 《請問貴姓》 
108.04.11（四） 《天.地.人.-Mainay.男人／巴拉冠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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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講座「認識我們：南島民族的歷史發展與文化」 

a. 時間：108 年 4 月 10 日（三）18:30-20:30 
b.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c.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 陳玉女 院長 
d. 主講者：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劉益昌 所長 

 

 
友善校園三部曲 II─臺灣原住民族與南島民族校園高峰會 

a. 時間：108 年 4 月 17 日（三）至 4 月 18 日（四） 
b.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第二演講室 
c. 參加人次：370 

 

屏東老七佳石板屋部落踏訪 
a. 時間：108 年 4 月 18-19 日（四、五）

b. 地點：屏東縣春日鄉老七佳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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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正興城灣盃圓滿閉幕 成大榮獲精神總錦標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5.18 

※照片：本校動態影像創作社 

2019 年第 14 屆正興城灣盃，5 月 19 日圓
滿落幕！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中
正大學 4 校 1200 名師生，在為期兩天 16 項競
賽、2 項表演賽及 1 場師生友誼賽中盡情競技，
爭取榮譽也不忘交流聯誼，充份展現運動精
神。地主隊成功大學獲得 8 項競賽冠軍，總積
分排名第一，勇奪精神總錦標。閉幕典禮上成
大副校長林從一，將「正興城灣盃」會旗交接
給下屆主辦學校中正大學，相約明年中正見。  

閉幕典禮下午 2 時在成大中正堂舉行，由
成大國標舞社的動感舞蹈揭開序幕，典禮上特
地播放 2 天來的賽事精彩片段，讓選手們憶起
爭取榮譽時的點點滴滴，看得聚精會神之際，
內心也再次沸騰了起來。  

競賽成績頒獎，是閉幕典禮的重頭戲，各
校冠軍隊伍代表輪番上台頒獎，每個被唱到名
的學校，都引來台下熱情歡呼，展現出 4 校的
情誼與運動員精神。競賽成績，成功大學獲得 8
項冠軍，中興大學獲得 5 項冠軍，中正大學獲
得 3 項冠軍，中山大學獲得 3 項冠軍。  

成大副校長林從一致詞指出，競賽過程中

每位選手都努力表現，呈現出 好的水準，為
自己為學校爭取榮譽，這樣的精神，不論成績
結果為何，都已經是成功。下屆正興城灣盃將
由中正大學主辦，蔡榮婷副校長熱情邀約大
家，明年 5 月嘉義中正大學見。  

今年競技項目，學生方面為男女排球、男
女籃球、桌球、羽球、網球、棒球、足球、游
泳、田徑、圍棋、熱舞。教職員競賽項目包括
網球、羽球、桌球；表演賽則有辯論、桌遊。
另有 1 場師生友誼賽。18 日上午 8 時起分別在
成大光復校區、自強校區、勝利校區體育新館
等場地舉行。  

「正興城灣盃」源自於 2006 年由成大與中
山大學共創的「城灣盃」，2008 年中興大學加
入，更名為「興城灣盃」，2010 中正大學加入，
之後名稱更為「正興城灣盃」。正興城灣盃，是
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年度跨校體育盛事，「城」，
代表台南府城，也與成大同音，灣指西子灣，
四校藉由學藝與體育競賽，促進教職員生的身
心健康、聯誼交流。 （撰文／孟慶慈、攝影／
倪冠雲）

 
精神總錦標 成功大學 

體育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教職員網球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教職員羽球 成功大學 中山大學 中興大學 中正大學 

教職員桌球 中興大學 成功大學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網球 中正大學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山大學 

學生羽球 中興大學 成功大學 中正大學 中山大學 

學生桌球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女子排球 中山大學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男子排球 中山大學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女子籃球 成功大學 中正大學 中興大學 中山大學 

學生男子籃球 中興大學 成功大學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棒球 成功大學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中興大學 

學生足球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游泳 中山大學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田徑接力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圍棋 中興大學 中山大學 成功大學 中正大學 

學生熱舞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中正大學 中山大學 

學生桌遊表演賽 中正大學 中興大學 成功大學 中山大學 

學生辯論表演賽 中正大學 中山大學 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 
師生友誼賽 中興大學 中正大學 中山大學 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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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正興城灣盃更多報導 
 

正興城灣盃成大登場 師生友誼賽歡樂 PK 電動飛機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6-1037-193948,r81.php 

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年度盛事「正興城灣盃」，由成大、中山、中興、中正 4 校共同聯誼交流競賽，

18 日上午 8 時起一連兩天在成大競技，1200 名師生透過 16 項競賽及 2 項表演賽，展現團體合作與

運動精神。今年友誼賽特地安排師生組隊，腦力激盪組合電動模型飛機並拋射比遠，製作過程特別

專注的成大教務長王育民，完成後還仔細在機身畫上成大簡寫 NCKU 和校徽，開心「回味童年」。 
  

成大社團 MAGI 創客幫規劃「射飛機」 四校師生友誼賽「飛」同凡響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5-1037-193974,c5934.php 

每年正興城灣盃 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能夠展現各學校特色的師生友誼賽。今年成大主辦第

十四屆正興城灣盃比的是「射飛機」，各校師生不但要手做飛機，還要比誰射得遠。 
  

成大女籃將冠軍留在自家 穩坐四連霸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4-1037-194002.php 

正興城灣盃今年輪到成大主辦，展開為期兩天的體育與學藝競賽，師生們各個卯足全力，目標就是

想將總冠軍留在成大。成大女籃在 2017 年奪下甲二亞軍升上公開一級之後，便成為全校體育關注

的焦點。今年的正興城灣盃再把冠軍留在自家，自 2016 年起成大女籃至今已蟬聯四連霸，寶座難

以撼動。 
  

學生熱舞競賽激烈 成大最高積分拿下冠軍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5-1037-194004,c5934.php 

正興城灣盃學生熱舞競賽於 5 月 18 日上午 11 時在成大多功能廳舉行，四校共計 21 隊報名，歷經

預選至決賽 5 小時的激烈賽程，成功大學以 高積分拿下冠軍，亞軍至殿軍依序為中興、中正、中

山大學。優勝隊員紛紛表示，相較於競賽成果，四校的友誼交流才是此盃賽的重要核心。 
  

正興城灣盃男女排 成大奮力奪得亞軍佳績 
http://news.secr.ncku.edu.tw/p/404-1037-194048.php 

由成功大學主辦的第十四屆正興城灣盃，眾多比賽中，排球賽事也是眾人矚目的焦點。採循環賽制

的學生男子排球比賽與女子排球比賽分別打了 6 場，讓四校同學互相交流切磋，成大男女排今年分

別都以亞軍做收。 

 
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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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宣誓 

 

大合照 

 

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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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 

   
排球 

   

網球 

   
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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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桌球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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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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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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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大腦照顧好，學習沒煩惱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廖聆岑臨床心理師

戰國時代，宋國有個農夫，有天在耕作時，
看見一隻兔子跑過來。那隻兔子可能太驚慌
了，沒注意前方，就撞上一棵樹，把脖子撞斷
死了，農夫便不勞而獲地得到那隻兔子。他想
以後如果都可以這樣得到兔子，就不需要再辛
苦耕作了。於是扔掉手中的耕具，天天守在樹
旁等兔子送上門來。結果從此以後再也沒得到
任何一隻兔子，反而讓自己成為全國的笑柄。 

這個「守株待兔」的故事，大家想必一定
都聽過。這故事是用來比喻拘泥守成，也用來
比喻妄想不勞而獲，或等著目標自己送上門
來。而從大腦神經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
很典型的情緒與學習機制。 

兔子驚慌地跑過來，顯然牠碰到了甚麼危
險的事情，所以兔子的大腦杏仁核被激發，產
生「逃」的反應。杏仁核是我們大腦 原始的
區域，掌管我們的情緒，情緒的產生 初和生
存有關，當大腦接收到外在刺激，判斷可能有
危險時，為了生存，杏仁核便激發，讓個體出
現逃或對抗的反應，這是較高階動物與人類都
具有的原始本能。但兔子的情緒太過高昂，使
牠注意力下降，沒有注意到前方有棵大樹，一
頭撞上，枉送性命。對於農夫來說，在這次的
經驗中，大腦建立了新的神經連結，學習到：「兔
子會撞上大樹，他可以不勞而獲」，這對需辛苦
耕作的他來說，是一個美好的經驗，故為了再
獲得一次同樣的經驗，他守在大樹下。但他沒
有再繼續創造新的經驗，建立新的連結，外在
環境無時無刻都在變化，也不可能天天有這麼
好的運氣。 

大家一定知道，大腦是我們身體 重要的
部位之一，是掌管我們生理、行為的 CEO，它
跟我們的學習、情緒息息相關。但是大腦是如
何運作，大腦的學習機制又是如何建立，在今
天 21 世紀腦神經科學愈來愈發達的今日，如果
你不認識大腦運作機制，那你就落伍了。首先，
先來認識一下大腦幾個與情緒、學習相關的重
要構造。 

Corpus Callosum（胼胝體）：負責聯繫左右半
腦，和我們問題解決能力與創造力有關。在青
少年時期之後，這部位會愈來愈成熟，神經通
路連結會愈來愈多，在訊息處理上也會變的更
有效率。 

Prefrontal Cortex（前額葉）：大腦的 CEO，負
責大腦各部位訊息的整合、判斷及決策，也是
大腦 慢成熟的區域。約在 25 歲左右的青少年

晚期才成熟，這也是為什麼兒童、青少年的判
斷能力較差，常發生許多麻煩的原因。 

Basal Ganglia（基底核）：像前額葉的秘書，協
助其處理優先訊息，兩者合作密切，在發展的
過程中，也是一同發展。此外，這部位也和我
們的動作協調有關。對於青少年早期的音樂與
運動能力發展有很重要的關係。 

Amygdala（杏仁核）：大腦的情緒中心，包括
驚、怒、哀、樂…等，是大腦 原始的區域。
青少年處理情緒相關的訊息時，主要會受這部
位影響；而對於成人來說，則是受到理智的皮
層影響較大。這也是為什麼青少年比較衝動的
原因。 

過去我們常聽到「6 歲定終生」，隨著腦科
學的進展，這個說法早已被推翻，現代腦科學
研究告訴我們，掌管我們計畫、邏輯、抽象思
考等高等認知能力的前額葉，要到 25 歲才會完
全成熟，即使過了 25 歲，我們的大腦還是會不
停因外界刺激而改變裡面神經迴路的連接。大
腦是環境與基因互動的產物，我們的基因決定
大腦與神經系統的先天反應，影響我們在面對
外在刺激時會產生不同行為，而行為又會回過
頭改變大腦的結構。亦即，先天（基因）決定
某個行為，這個行為又會回過頭改變大腦。這
個機制終其一生不斷在進行，讓我們的大腦隨
著經驗不斷在改變，每一個經驗都在改變大腦
神經連接，在你閱讀文章的這一刻，你的大腦
已經跟前一刻不一樣了。 

再者，大家都知道「用進廢退」的道理，
大腦的可塑性就是越常用的連接越強，不常用
的就會被其他連結所取代。雖然左右半腦各司
不同功能，但別忘了，左右半腦有胼胝體互相
聯結，訊息從左腦傳遞到右腦所花的時間不到
千分之一秒。我們的兩個半腦一開始時都能處
理訊息，慢慢地處理得比較好的那一邊會開始
獨攬，同時送出抑制的指令，叫另一邊不要做，
何必兩邊都做同樣的事情呢，這樣反而沒有效
率，當然是各做自己擅長的，然後互相合作。 

我們要提升自己的學習，開發自己的潛
能， 重要的就是『讓自己多接觸、多閱讀，
創造更多經驗』，才能增加與強化大腦的神經連
結。所以對大腦而言，學習不僅是在課堂上，
包括社團、各種課外活動，不同的人際互動等
等，生活中每一個經驗都是寶貴而獨特的，你
永遠不知道這些經驗會在甚麼時候產生影響，
但大腦無時無刻都在改變，這是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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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讓登革熱與茲卡病毒不再威脅我們的健康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朱家承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際疫情監測
資料顯示，東南亞、南亞、中南美洲暨加勒比海
地區、非洲等蚊媒傳染病流行地區，持續有登革
熱、瘧疾、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等相關病例
發生。[1] 

    近日來，天氣炎熱加上季節進入雨季，這
樣的情況將可能帶來病媒蚊孳生的機會。由於
登革熱屬於社區傳染疾病，若防治不當，將可
能會再度擴大流行，因此如何預防保護自己避
免得到登革熱，就是一個重要不能輕忽的議題。 

疾病認識及辨識 

    登革熱（Dengue fever），是一種由登
革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這種病毒會經
由蚊子傳播給人類。並且分為Ⅰ、Ⅱ、Ⅲ、
Ⅳ四種血清型別，而每一型都具有能感染致
病的能力。患者感染到某一型的登革病毒，
就會對那一型的病毒具有終身免疫，但是對
於其他型別的登革病毒僅具有短暫的免疫
力，還是有可能再感染其他血清型別病毒。
臨床上重複感染不同型登革病毒，可引起宿
主不同程度的反應，從輕微或不明顯的症
狀，到發燒、出疹的典型登革熱，或出現嗜
睡、躁動不安、肝臟腫大等警示徵象，甚至
可能導致嚴重出血或嚴重器官損傷的登革
熱重症。  全球登革熱的好發地區，主要集
中在熱帶、亞熱帶等有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
分布的國家，隨著全球化發展逐漸便利，各
國之間相互流通及往返也趨於頻繁，自
1980 年代之後，登革熱也開始向各國蔓
延，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臺灣位於亞
熱帶地區，像這樣有點熱、又有點溼的環
境，正是蚊子 喜歡的生長環境，為登革熱
流行高風險地區。 [2] 

潛伏期  
    典型登革熱的潛伏期約為 3 至 8 天
（ 長可達 14 天）。 [4] 

治療照護  
    目前沒有特效藥物可治療登革熱，
以症狀治療為主。 [4] 

防治策略 

1.落實環境定期稽查： 
(1)排定稽查行程，提前通知單位。 
(2)落實單位承辦人陪同稽查，適時指導。 

    本組每日分兩組依稽查行程至全校各校區
實施登革熱稽查，將稽查缺失轉知相關各單位
加強權管場域之環境管理及孳生源清除工作，
特別是曾經發現陽性孳生源之場所及下雨過
後，尤需加強巡查，依「巡、倒、刷、清」原
則確實完成清除病媒蚊孳生源工作，請各承辦
單位加強權管場域之環境管理及孳生源清除工
作改善並回覆執行成果。 

2.在衛教宣導部分：  
(1)擴大對象，關懷校區辦理學生服務學習。 
(2)強化衛教宣導，持續外籍生教育講座，結合 

通識課程、舉辦通識講座，培育種子尖兵。 

3.強化雲端科技功能：建置稽查地圖雲端平台，
附有自動統計，確認高危險校區位置，提供稽
查決策。 

4.尋求使用科技防疫協助偵查的機會。 
(1)使用稽查通知單：查到陽性與危險孳生源單

位需簽名並複查。 
(2)稽查結果建立雲端數據庫與進行分析。 

典型登革熱潛伏期 

    典型登革熱的潛伏期約為3 至8 天( 長可
達14天)。病人發病前一天至發病後5 天的這段
期間，稱為「可感染期」，或稱為「病毒血症
期」。 

    如果感染者在這個時期被斑蚊叮咬，那麼
該斑蚊將感染登革病毒，病毒在蚊子體內經過
8-12天的繁殖，此斑蚊就具有終生傳染病毒的能
力，當牠再叮咬其他人時，就會把體內的登革
病毒傳染給另一個人。[3] 

預防方式與防護方法 

    登革熱防治需要全校共同參與，全校動員
防治登革熱，由日常生活中做起，雖是「巡、
倒、清、刷」的小小動作，卻是保障大家健康
的不二法門。沒有積水容器，就沒有病媒蚊；
沒有病媒蚊，就沒有登革熱。[3] 

＊參考資源 

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屬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ontent/Jh29y5RbQ_e
OLaoGoZIwmg?uaid=ep704mlJ8NWJbsfMHPlgrA 

2.疾病認識及辨識 取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屬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WYbKe3aE7LiY
5gb-eA8P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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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感染症
防治專區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t/zone.php?zone=59&a

uthor=98 

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防疫專區 
http://www.tma.tw/EpidemicPre/index-DengueFever00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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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晨曦助學金」申請公告（限大學部學生） 

一、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延畢生)，符合下列(一)(二)(三)情形之一，且 107
學年度第2學期已領取其他獎助學金或各種補助(不含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大專
弱勢助學金)總額未逾 25,000 元者，得提出申請(將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審
查及發放）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者。 

（二）家庭所得收入符合以下規定者： 
1.家庭總收入全年未超過 70 萬元。 
2.家庭利息所得全年未超過 1 萬元。 
3.家庭營利所得全年未超過 5 萬元。 

（三）家中因突遭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導師及系主任訪談確實有就學
困難之事實者。 

二、所稱家庭所得收入，除申請人外，包括父母、配偶、未婚之兄弟姐妹、已婚
且共同生活之兄弟姐妹、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外）祖父母之所得收入在
內。 

三、第二次以上申請者，其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65 分以上。 

四、曾受記小過以上處分，且未完成以校園服務代替者，不得申請。 
★補助金額：108 年 9-12 月，每月 3,800 元。 
★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 108/06/28 止，逾期恕不受理。 
★承辦單位：生活輔導組（雲平大樓 3 樓） 
★承 辦 人：黃小姐 分機：5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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