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簡訊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http://osa.ncku.edu.tw/ 
   發行人 洪敬富                                               校園焦點 

 校園焦點  
 1 做好準備守護成大！ 

開學日全校動員齊防疫 
 3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重要防疫宣導

境外返台教職員工生健康管理配合事項 
 4 教職員工生避免非必要或非急迫性出國 
 5 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學生無法

到課情形說明事項 & 109.3.17 防疫記事 
 活動快報  
 2 
 
 2 

2020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含企業徵才說明
會)暫緩辦理 
2020 臺綜大正興城灣盃暫停乙年 

 7 學務新鮮事與重要宣導 
 8 防疫宣導~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校內學生

社團活動指引 &畢業旅行建議 
14 108-2 成功大學職涯諮詢系列活動 
15 生而為男，我很為難 

－拆解陽剛文化工作坊 
16 主動分手也會難過—女性愛情失落調適工

作坊 
17 恢復單身之後—親密關係探索工作坊 
18 我要的愛是什麼？—親密關係探索工作坊

 學務寬頻  
19 108-2 學期轉換宿申請 
20 109 學年度研究生續住申請 
21 學生宿舍暫停訪客進入與公共空間暫停

使用公告 
21 109 學年度大學部宿舍申請行事曆 
37 成功深耕扶助計畫 
 點滴話校安  
23 反詐騙宣導—留言分享送口罩？藉疫情

騙個資粉絲專頁，當心釣魚連結盜用個資
25 交通安全宣導 & 賃居訪視活動開跑 
 活動花絮  
26 職業生涯教練計畫活動花絮 
 --知己知彼  翻轉溝通力 

--汽車產業發展與先進製造解決方案 
 原資大小事  
28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業務座談會 
29 2020 成大原資中心文化研習 

--排灣族 SIKAU 網背袋 
30 南方原論系列講座 
31 《原遊會》-參訪成大活動花絮 
32 成大舉辦原遊會廣邀全台原民高中生造訪

 幸福.com  
33 面對流行疾病之自我照顧 
 健康人生  
34 如何不再被登革熱、茲卡病毒和蚊子找碴

做好準備守護成大！開學日全校動員齊防疫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9.3.02 

成大 3 月 2 日開學，各院系都盡心竭力做防疫，包
括門禁管制、教學記錄等，全力守護學生健康。校長蘇慧
貞表示，成大以系所為單位，「從人管起」，師生每日進
出院系都需上網登錄體溫及症狀監測記錄。她更強調，
對付病毒，量體溫之外洗手更是重要，會加強叮嚀全校
教職員工生勤洗手。遵守校方防疫原則之外，部分院系
也發揮巧思做好防護，例如醫學院啟動紅外線偵測儀搭
配額溫槍，一線人員配戴防護帽、社科院為防疫人員自
製「防護小雨衣」、電機系人員頭戴防護面罩等措施，希
望將防疫做得更完善。 

為了有效管控人員進出，成大院系部分出入口封閉，
僅開放少數入口供通行，像是醫學院也將與住院大樓之
間的通道封閉，所有人員統一由醫學院大門進出，但都
是建立在消防安全原則之下。屬於開放式空間的社科院，
也關閉 2 個出入口，僅 1 大門進出。系統系也只保留一
個出入口。 

各院系保護學生之外也不忘防疫人員的安全，像是
社科院管制出入口的防疫人員身著自製「防護小雨衣」 
、歷史系則提供護目鏡及手套、電機系也提供防護面罩，
避免防疫人員近距離量測體溫時，口沫直接噴濺到身上，
系統系則自製漂白水消毒毯，減少將外部細菌帶入院內
的機會。 

 
所有訪客進出院館，都必須填寫健康關懷問卷及登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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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期間，為將可能感染的機會降到最低，
班級人數較多的課也規劃開設多間教室分散學
生，例如醫學院開學第一天就有老師透過網路系
統，同步在２間教室授課。課堂上也以線上點名
或是拍照的方式記錄到課人員名單。若是訪客，
必須上網填寫健康關懷問卷及登記資料始得進
入院館。 

主任秘書李俊璋表示，開學日成大一級主管
全部出動，巡視各校區、院系的防疫狀況，並發

送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資，了解物資庫存問題後
統一回報，而教育部配給的 42 支額溫槍也將優
先提供給有需要的單位做使用。 

此外，李俊璋也指出，成大除了致力協助現
下各院系執行防疫，線上健康關懷問卷系統也持
續更新、改良，在計網中心張瑞紘組長及環安衛
中心王琪珍組長的帶領下，如今上網填報體溫量
測問卷，僅需不到 1 分鐘即可完成，相當快速、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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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重要防疫宣導 



4    March 2020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82        5 

國立成功大學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學生無法到課情形說明事項 
NCKU Epidemic Prevention Announcement for 2019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發布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By Student Assistance Division,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CKU 
(2020/03/17)

 
各位親愛的同學： 
Dear Students: 
 
依 109 年 3 月 16 日教育部通報說明，本校同學如有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無論是「居家隔

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之原因而無法到課之情形，請配合至「本校學生請假系統

http://leavesys.ncku.edu.tw」提出請假申請，請假類別請選擇 【因防疫(COVID-19)須隔離事由 Home 
Isolation, Home Quarantine or Self-Management of Health】，且不列入缺課紀錄。 
 
Students who cannot attend classes due to epidemic prevention of Home Isolation, Home Quarantine 
or Self-Management of Health, please apply for leave in the "Student Leave System 
http://leavesys.ncku.edu.tw". The reason for absence is to carry out【因防疫(COVID-19)須隔離事由 
Home Isolation, Home Quarantine or Self-Management of Health】that the leave is not included in the 
absence penalty record.  
 

提出申請時必須上傳證明文件： 
 
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之各類通知書(下半聯即可)。 

(例如：隔離治療通知書、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及居家隔離通知書。) 

Please upload proofs of “Related Notifications of COVID-19 Prevention (the lower half would be 
sufficient)” in the attachment. 

 
2.如無法提供上述第(1)項證明文件時，請以出、入境護照或飛機票(含國家及出入境日期)或是其他

通知文件做為證明。 

Please upload proofs of “the stamped page of passport or airline ticket (including the entry record)” or other 
certified documents in the attachment. 

 
課務組將就學務處「學生請假系統」提供因防疫無法到課之請假學生名單，依學生之修課情形通知

各授課教師不列入缺席扣分記錄。 

The Curriculum Division,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Student Leave System" of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provides a list of students who will be absent from school due to epidemic prevention, informs each 
instructor of the class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course enrollment situation, and states that the leave is not 
included in the absence penalty record. 

 
此外，溫馨提醒同學配合每日早／晚各量體溫一次，並到成大 COVID-19 防疫資訊平台雲端紀錄 
(https://tinyurl.com/qw4p2un)。 

During the period of Home Isolation, Home Quarantine or Self-Management of Health, people should 
check body temperature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every day, and report through the on-line NCKU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Platform (https://tinyurl.com/qw4p2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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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17 防疫記事 

＊轉載自國立成功大學 FB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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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                                                                             

學務新鮮事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講者) 活動地點 主、協辦單位 

3/21(六) 
08:00-22:00 

109 級成大畢聯會學士照拍攝 芸青軒第五討論室 畢業生聯合會 

3/22(日) 
08:00-17:00 

期初一日營 
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 
第一會議室 

青年領袖研習社

3/23(一)-3/27(五) 
10:00-21:00 

OT 週全校職治傳情 
芸青軒 1F-A、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職能治療學系會

3/23(一) 
17:00-22:00 

UXUI 使用者經驗分享講座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心理系系學會 

3/25(三) 
17:30-22:00 

打不開櫃子的父母 學生活動中心第三會議室 TO.拉酷 

3/26(四) 
18:00-22:00 

加密資產價值投資理論與分析 國際會議廳 區塊鏈研究社 

3/26(四) 
18:00-22:00 

Inter-National Talk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學生會 

3/31(二) 
18:00-21:30 

海外成長說明會 芸青軒第二會議室 
國際經濟商管學
生會 

4/10(五) 
12:00-20:00 

2020 護理捐血 雲平大樓前廣場 護理學系系學會

4/13(一)-4/17(五) 
08:00-22:00 

材料傳情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材料科學及工程
學系會 

4/16(四) 
18:00-22:00 

歷史事件量化分析專題演講 國際會議廳 區塊鏈研究社 

4/16(四) 
17:30-22:00 

那些我們排斥的Ｃ、娘們 學生活動中心第三會議室 TO.拉酷 

4/16(四) 
18:00-21:30 

空服員職涯分享 學生活動中心第四會議室 形象團 

 
 

重要宣導 
請各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留意網頁公告事項 

1. 有關學生活動應辦理相關防疫措施，請參閱學生活動組網頁防疫專區。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12-1053-24537.php?Lang=zh-tw 

2. 【重要】109 年第 2 次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成功廳」申請說明 
/ [Attention]New Instructions for booking Cheng-Kung Auditorium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98101,r795.php?Lang=zh-tw 
              請各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留意網頁公告事項。 

3. 【重要】申請社團通識教育認證與活動參與記錄公告_109.03.2 更新版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70157,r795.php?Lang=zh-tw 

申請系統 http://sys.cge.ncku.edu.tw/syscge/ 
108 學年度上學期申請案即日起至 109 年 5 月 2 日止，請即早申請。 
申請前請先至社團 E 化系統確認是否有參與紀錄， 
並據實填寫職稱(請勿填寫與系統不同之職稱)。詳細資料請參閱網頁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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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宣導~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校內學生社團活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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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旅行建議 Advice on Graduation Trip 

親愛的全校同學們：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日趨嚴峻，學生事務處強烈建議所有同學在疫情期間，不要
舉辦任何海外（國外）畢業旅行活動。如確有旅行需求，請改以國內旅遊。 

敬祝 平安健康 

學生事務長 洪敬富 敬上 

Dear Student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oronavirus (COVID-19) epidemic worldwide,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strongly 
recommends that group graduation trips to overseas countries should be cancelled or postponed. If there is 
any strong and urgent needs for travel, domestic trip will be suggested instea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mind you to stay safe and healthy. 
 
Chin-fu Hung 
Professor and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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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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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1—6/30 
(線上課程 2 小時)

線上課程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黃婉雯 職涯諮詢師 

職涯探索與解析
(CPAS) 

2020/03/24(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修瑞爗 總經理 

履歷 
健診 

履歷健診 II 
(個別諮詢) 

2020/04/07(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圓周律資訊有限公司 
陳致宏 執行長 

工 
作 
坊 

英文履歷撰寫技巧與
面試工作坊* 

2020/04/24(五)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親子天下 
駱意欣 產品總監 

職涯工作坊-「跨產業
無限進化的生存戰
略」* 

2020/04/30(四)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CakeResume 
黃雅琪 職涯顧問 

職涯工作坊－「不要
再寫一份說不出口的
履歷(含履歷自傳操作
單)」* 

2020/05/14(四)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CakeResume 
黃雅琪 職涯顧問 

留學 

美國留學諮詢- 
(個別諮詢) 

2020/04/21(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德國留學諮詢- 
(個別諮詢) 

2020/0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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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講座，歡迎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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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活動辦法及場次訊息，請上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查詢   http://grad.osa.ncku.edu.tw/  
或洽承辦人徐小姐詢問(z10708121@email.ncku.edu.tw ,電話 06-2757575 轉 50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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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為男，我很為難－拆解陽剛文化工作坊 

你是否常覺得， 

關於男性的性別議題討論度總是比較低， 

或是男性在性別議題中的位置好像特別尷尬？ 

還是對於網路上母豬教現象、厭女仇女文化感到困惑?

又或是在親密關係中， 

為什麼總是要扮演工具人的角色感到不解?! 

為什麼我的伴侶都很難溝通，聽不懂我想表達的? 

 

身在男性比例極高的成大校園， 

這場探討男性處境的工作坊， 

你絕對不能錯過！ 
 

★時間：109/4/11(六)9:30-17:30（8:30 開始報到）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B1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招募對象：#成大大學部學生，30 人，#性別不拘 
 

※此工作坊將由辦理方保留錄取權限，#填表完成不

代表錄取或報名成功，以最終發布之錄取公告為準。

錄取成功將於 4/5 之前以電子郵件通知您，請務必要

填寫信箱地址！ 

※ 名額有限!! 請手刀報名!! ※ 
 
 
 
    此工作坊將圍繞著#陽剛崇拜為

主題，進行延伸探討，包括#男性同

儕之間的#陽剛文化、親密關係中的

性別角色等等， 

    討論男性在社會結構下，所面

對的許多問題與壓抑，進而促使參

與者更加理解自己、營造性別平等

的校園環境。 

    進行方式包括演講與小組討

論，下午將有小組成果發表時間。 
 
 
 
※本講座已申請通識認證，請上成

大活動資訊系統報名（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9430），並填寫 Google
表單。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NCKU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mmittee 

20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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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108-2 學期轉換宿申請 (3/24 10:00-3/31 10:00) 

一、 申請資格：具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床位之
本校學生。 

二、 申請時間：109 年 3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9 年 3 月 31 日上午 10 時止。 

三、 申請方式： 

(一) 一般學位生(含僑、陸生):線上申請，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pc.php 。
申請後如需異動，請逕於申請開放時間內
再次登入轉換宿申請系統，修改原始申請
選項即可。 

(二) 外籍學位生及國際來校交換生: 紙本申請。
請於本組英文版首頁公告下載申請表，填
畢後繳交給所屬宿舍輔導員。 

四、 申請注意事項： 

(一) 手續費：申請轉換宿成功者皆須繳交 250元
手續費。 

(二) 住宿費差價：以各棟宿舍之住宿周數比例
計算。各身分別申請人之住宿費差價補退
方式如下： 

1. 非就學貸款生： 

(1) 需補差價者：住宿費差價併同 250 元行
政手續費繳交。 

(2) 需退差價者：於申請人繳交本人郵局存
摺封面影本、學生證及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後，由住宿服務組統一造冊、送審，
退費至申請人本人郵局帳戶。 

2. 就學貸款生：住宿費差價補退請洽出
納組。 

(三) 可申請選項及審核方式： 

1. 申請轉入指定寢室之空床位：系統依申

請及床位狀況隨機安排。 

2. 兩人申請對換：系統依其申請安排。 

3. 申請轉入指定宿舍：系統依申請及床位
狀況隨機安排。 

(四) 申請通過名單開放查詢時間：109 年 4 月 6
日 18:00 起開放查詢。 

(五) 搬遷期限：109 年 4 月 7 日至 109 年 4 月
13 日。進住及離宿手續須於前述期間工作
日 09:00-12:00 、13:00-16:30 辦理。請先辦
理轉入之目標宿舍寢室進住手續後，擇時
進行搬遷，並於搬遷完畢後，完成轉出之原
住宿舍寢室之離宿清點手續。 

(六) 宿網設定：計中將刪除轉換宿成功之住宿
生宿網登錄資料，轉換宿成功之住宿生需
於轉入新寢室後重新以新使用者身份於轉
入寢室所屬床位之網孔完成登錄始能使用
宿網。 

(七) 男賓協助大學部女生宿舍居民搬遷請依規
定時間辦理。(週一~週五 08：30~11：00、
13：30~16：00；週六及週日 13：30~16：
00)。 

(八) 鑰匙借用：各舍管理人員於查驗繳費收據
後，依該舍鑰匙回收與發放規定作業。 

(九) 為免影響有住宿需求同學之空床位補宿申
請，申請通過名單開放查詢後，申請成功者
遷出後之空床位如已預定安排補宿同學進
住，申請者不得取消轉換宿，須依申請結果
及搬遷期程完成搬遷。逾期完成搬遷者，需
依本校學生住宿契約書規定，自搬遷截止
日起至完成搬遷日止，另計每日 200 元之
逾期歸還寢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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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研究生宿舍續住申請( 04/15 10:00 AM-04/30 10:00 AM) 

一、本次續住申請之住宿起訖時間：109 學年度
第一學期、110 年寒假、109 學年第二學期。
不含 109 年 7、8 月及 110 年 7、8 月期間
之暑假留宿。 

二、 申請資格說明： 
(一) 續住申請限現住宿之碩一~碩二(即 107-

108 學年入學)與博一~博四生(即 105-108
學年入學)，外籍生限現住宿之碩一(即
108-109 年入學)與博一~博三生(即 106-
109 年入學)。前述住宿生仍須符合以下條
件始得申請：  
1. 無未繳之住宿相關費用。住宿相關費

用待繳狀況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chleave.php  

2. 無宿舍違規記點。本校學生宿舍之違規
紀錄跨越學制。曾住宿本校學生宿舍並
有違規記點未完成銷點者，請於
109/4/15 上午 10 時前完成銷點並將銷
點紀錄表送本組核查。住宿記點記錄查
詢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dormstu.php  

3. 開放申請期間非屬停權狀態。 
4. 已完成本校衛生保健組規範之新生體

檢。新生體檢記錄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hc.php  

(二) 以下所列身分非本次申請續住之對象： 
1. 提前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入學之 109

學年度碩士班及博士班新生、 
2. 現住宿之碩班生於 109學年逕就讀本校

博班者、 
3. 109/4/15 起申請研究生宿舍補宿者。上

列同學 109 學年如有住宿需求，請參加
109 年 5 月、6 月之碩、博班新生床位
抽籤或 109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辦理之空
床位遞補，確認 109 學年度住宿資格。
作業時程請參閱本組首頁之研究生床
位行事曆：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
1052-10942.php?Lang=zh-tw 。 

4. 逾年限未符合續住申請資格但仍有住
宿意願者，請逕參加 109 年 8 月中旬公
告之線上空床位遞補。 

三、 申請時間：109 年 4 月 15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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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注意事項： 
(一) 逾期申請：申請續住後剩餘之空床位將做

為新生床位抽籤之用，未於開放時間完成
續住申請者，不受理補申請。109 學年仍
有住宿意願者，請逕參閱住服組首頁之研
究生床位行事曆，參加床位抽籤或預定於
8 月中旬公告、辦理之線上空床位遞補。 

(二) 續住床位安排： 
1. 以住宿原棟原寢為原則，惟如有特殊狀

況，本組得另行調整。 
2. 申請通過者可於 109/6/30 下午 6 時後，

查詢 109 學年度床位，查詢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3. 續住申請者如有休學、退學、畢業…等
學籍異動狀況，本組將逕取消其 109 學
年續住床位。 

(三) 續住取消：為期擁有住宿權同學更珍惜在
校內住宿所享有資源，兼顧其他仍有住宿
意願同學床位申請之權益，各時段及各身
分別取消續住之申請方式及應繳費用如下： 
1. 109/4/30 上午 10 時前： 

(1) 申請方式：請再次登入續住申請系統，
取消先前登記之續住申請即可。 

(2) 應繳費用：此期間自行於續住申請系
統申請取消者，不須繳交相關費用。 

2. 109/4/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9 學年第一
學期開放入住日前： 

(1) 申請方式：請洽該舍輔導員辦理床位
取消。 

(2) 應繳費用：非因休學、退學、畢業…
等學籍異動申請取消續住者，須繳交
250 元之行政手續費。因休學、退學、
畢業致學籍身分異動須取消續住者，
不須繳交相關費用。 

(3) 各身分別開放入住日： 依 109 年暑
假住宿身分別而定，請屆時詳參 109
年暑假住宿申請相關公告。 

3. 109 學年第一學期開放入住日起： 
(1) 申請方式：請洽該舍輔導員辦理床位

取消。 
(2) 應繳費用：非因休學、退學、畢業…

等學籍異動申請取消續住者，須繳交
住宿相關費用及 250 元之行政手續
費。因休學、退學、畢業致學籍身分
異動需取消續住者，需繳交住宿相關
費用。 

(3) 各身分別開放入住日：依 109 年暑假
住宿身分別而定，請屆時詳參 109 年
暑假住宿申請相關公告及附件資料。 

(四) 109 年暑假住宿：109 年 7、8 月期間如有
住宿需求，請另行申請暑假住宿。暑假住
宿相關訊息預計 5 月中下旬於本組首頁公
告、開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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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暫停訪客進入與公共空間暫停使用公告 

親愛的同學，您好： 

    為落實校園防疫工作，保護住宿同學們的
健康，本校學生宿舍即日起採取以下措施： 

一、 全體住宿同學需每日量測體溫，並於手背
蓋有「量溫正常」的章戳，方可進出宿舍
區。 

二、 除經住宿服務組宿舍管理人員同意 之維
修廠商外，暫停所有訪客(含家長、其他宿
舍住民等)進入該棟宿舍區。如需轉交物件

者，可送至服委室/保全值勤室門口。 

三、 宿舍區配合管制僅開放宿舍大門為單一
出入口。 

四、 宿舍各公共空間除簡易廚房外一律暫停
使用，將視未來疫情發展另行公告開放日
期。 

    防疫期間敬請住宿的同學協助配合，一起
為維護自身的健康而努力，謝謝。 

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敬啟 

 

 

109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宿舍申請行事曆（2/17 調整） 

配合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延後開學，調整 109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宿舍申請行事曆。 

一、 109 學年度學生宿舍床位申請相關作業時
程規劃，請參閱連結之附檔，請有校內住
宿意願者參考並配合作業時程完成相關申
請。 

(一) 大學部床位申請行事曆網址: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

1052-10941.php?Lang=zh-tw 。 

(二) 校外住宿資訊請逕參閱本校軍訓室校
外住宿服務資訊:  
http://dorm2.osa.ncku.edu.tw/ 。 

二、承辦人：大學部-許小姐，分機 86355。 

 

＊本表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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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反詐騙宣導】 

【案例一】留言分享送口罩一盒？藉疫情騙個資粉絲專頁！當心釣魚連結 

    由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所
以「口罩」的需求大增，沒想到卻變成詐騙集團
下手的新目標，最近有多個假送口罩真騙個資
的臉書粉絲專頁，說留言分享就能免費領取一
盒，並啟用臉書聊天機器人私訊進行詐騙，甚至
還有藉此投放 Facebook 廣告，冒用品牌來散
播填問卷騙個資的連結，真的要小心不要上當
了！ 

 

【案例二】留言分享送口罩的詐騙  釣魚連結盜用個資的詐騙 

    像這個台灣總代理，向法國訂 2000 箱的，
或是擔心在台積電工作的老公，從韓國帶回來
5000 盒口罩，留言送一盒的故事文案都是詐騙
的。 

    自動回覆留言則會要你「幫忙分享出去讓
有需 要的朋友可以領取 」，其實是藉此詐騙更
多人！分享只會害到你的親朋好友而已。 

接著會啟動 Facebook 私訊，透過聊天機器人
一步一步引君入甕，並要求你分享到各大社團
才可領取，但就算你依指定完成動作，也是領不
到口罩的。

原始臉書貼文： 

因為編編的老公是台積電員工 

真的很擔心疫情爆發在老公公司 

所以從韓國帶回來 5000 盒口罩 

雖然只有 5000 盒 

但希望能幫助到大家❤  

#留言就送一盒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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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臉書貼文： 

 

注意！在我們的商店以最優惠的價格購買防塵
口罩，以防污染。保護您免受冠狀病毒的侵
害。填寫一個簡單的問卷並畫 300 個口罩！ 
拯救您的健康和家人！ 

去這裡 👉 https://bit.ly/36JFRV6 

！趕快！限時優惠！ 

 

拯救您的健康和家人！ 

拯救您的健康和家人！ 

CORONAVIRUS.TW 
領取優惠 

 

在 Facebook 可能會看到類似這樣的貼文內容： 

這個實際上是山寨的「全聯福利中心 Taiwan」假
粉絲專頁，還號稱填問卷可優惠買口罩，實際上
是要騙取個資的。 

詐騙破解說明： 

可以發現該粉專成立時間為「2020 年 1 月 31
日」，而且成立之後即投放臉書廣告詐騙大眾。 

真正的全聯福利中心是有「藍勾勾」的，甚至買
臉書廣告投放，號稱填問卷可優惠買口罩，受騙
民眾留言指出，填完問卷後很快就接到來自某英
文補習班的招生電話，不堪其擾！懷疑個資已被
轉手給該補習班。 

辨識宣導說明： 

一、詐騙集團利用聊天機器人私訊，要求大家分
享到各大社團才可領取，但依指定完成動作
後，根本也領不到口罩，這就是 LINE 貼圖
詐騙的故技重施。 

 

 
二、 Facebook 啟動聊天機器人的詐騙，其實跟

過去流行一陣子的加入 LINE 官方帳號送
貼圖詐騙是如出一轍，如果詐騙集團曾啟動
臉書訊息與你對談，請當心之後它會改頭換
面推播新的詐騙訊息或是網路釣魚等惡意
連結給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 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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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專頁

人行道僅供行人通行，不得駕駛車輛行駛 

人行道係指「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
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

人行地下道。依法駕駛人不得駕駛車輛於人行
道上行駛，如違反規定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 45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裁罰基準規定，將
處以新臺幣 600 元~900 元罰鍰。

行人專用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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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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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禍事故統計分析： 

依本校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資料統計，109 年
度一、二月份交通意外事件計 13 件，造成 15 位
同學受傷。分析原因概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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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3 件車禍事件中有 2 件自摔事件，而其原
因大多與車速過快有關，車速過快時如果
遇到前方路況發生變化，如前方車輛突然
轉彎、剎車或發現行人、動物時，常常會因
反應不及而摔車，另外未注意前方路況，如
坑洞、水溝蓋等亦有可能造成自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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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的安全 ～

 

賃居訪視活動開跑囉!

新學期調查校外賃居資料填寫，請同學於
4 月 17 日前至導生 e 點通/校外租賃系統/自評
資料上網填寫宿舍安全自我評量表(網址

http://campus1.ncku.edu.tw/~sukin/)或手機 QR 
code 掃瞄登入填寫/，俾利學校給予同學相關
居住環境衛生及安全建議。

 

導生 e 點通/校外租賃系統/自評資料/填寫本學期宿舍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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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知己知彼  翻轉溝通力 

日期：109/2/15(六)1900-21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講者：岱稜科技 李雨倩教練 / 才庫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陳韻蓉教練 

今天的課程主題為「知己知彼 翻轉溝通
力」，於課程前雨倩教練有請同學們於課前完成
個人優勢特質探索(PPSS)的問卷調查，以利課程
的進行。個人優勢特質探索(PPSS)是一套專門為
人力資源管理所設計的工作性格診斷報告，並且
報告中涵蓋了行為類型、工作性格優勢特質、工
作倫理特質等內容，以企業界的角度此份報告可
以協助企業以最少的時間精力，找出適合的人才；
對於求職者本身亦可透過此份報告發掘自我的
工作性格優勢特質，以利個人的職涯發展及定位。 

當天上課前，透過此個人優勢特質探索
(PPSS)提前將優勢性格相似的學員們進行分組，
藉由此分組讓各學員更能深入了解彼此之間的
優勢以及與別人不同的特點，主要分為領導管理
型、創意思考型、成熟幹練型、負責謹慎型以及
人際親和型。此堂課程的主講者為來自才庫的
NIKI 教練，課程一開始以戲劇中演員的雙重性
格表示，各種不同的性格之間，並無所謂的好與
壞，別因為自己的某些性格而否定自己。接著，
講師為工作倫理進行分析，工作倫理主要分為三：

忠誠性、操守性、社會期許，每個工作倫理分別
有各自的意義，以忠誠性為例，若是「合格」則
代表較容易認同上司或組織，若是「不合格」則
代表較容易拒絕上述情況。 

教練們並非只有按照工作性格優勢以及工
作倫理進行分析與比較，在課程途中亦加入有趣
的小組競賽活動，透過競賽活動除了能增進講師
以及學員之間的互動情形，讓課程更為熱絡，亦
可讓參與競賽的學員們對於各個性格特質更深
入的了解，對於自身的性格能夠更發揮優勢。
NIKI 教練與整個課程中並無冷場，而是一波一
波的帶起學員們學習的氣氛，最後在激烈的小組
競賽中作完美的結束。 

學員們在這堂課程中能夠更進一步了解自
身優勢，更能透過自身優勢為自己找尋一份合適
的工作，做一個屬於自己的職涯規劃。 

(取自岱稜科技小組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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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09/1/4(六)  1330-1730 第十屆職涯教練計畫開幕式典禮 

活動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汽車產業發展與先進製造解決方案 

日期：109/1/5(日)10:00-12:00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講者：福特六和汽車 邴兆齊總裁 

今天的首堂課程活動邀請邴總裁擔任授課
教練，邴總裁是成大 83 級機械系畢業的學長，
攻讀完碩士學位後先在引擎場任職，故對於汽車
引擎的架構和組裝等非常熟悉，之後獲選進鴻海
進行新生訓練，但在訓練期間被福特錄取，最後
選擇進入福特六和公司，由於福特的同事關係如
同家人般，工作上也極富挑戰性，使得總裁一直
熱愛這份工作並在福特任職到現在，另外也分享
了自己和福特六和公司在大學時期的趣事，告訴
大家和公司的「緣分」的重要性。 

總裁先介紹福特汽車的創辦人- Henry Ford，
曾說過：「我要用最好的材料，用最好的員工，
為社會大眾生產製造人人都買得起的好車。」這
句名言不僅是對福特的期許也是對社會的承諾，
直到現在依然被實踐中，對於學員而言也是最好
的忠告，也讓學員對福特六和公司的品牌形象有
確切的定位和印象。 

汽車是勞力、資金密集的產業，也會搭配政
府的進出口政策、關稅等，由台灣國產及進口汽
車領牌數消長圖中，可看到目前約是在進口和國
產車市佔率曲線相交的情況，此圖表也讓學員就
目前路上可見的車種和廠牌進行比較，驗證在台
確實有進口車上升、國產車下降的趨勢，另外也

在 2008 年的數據中由於金融海嘯，發現進口車
的數量下降到約 220,000 輛，使得進口車無法在
台生產製造，也可能間接造成跨國代工機會的流
失。 

步入工業 4.0 的世代，汽車也開始使用「智
慧製造」的概念，將物聯網、數位化工廠、雲端
服務、通訊等技術緊密叩合，創造虛實整合的製
造產業，用許多福特智慧工廠的影片來實際帶學
員們了解「智慧製造」的應用，其中包含獲選由
世界經濟論壇與麥肯錫的「燈塔工廠」評選的土
耳其 Otosan 工廠，使用 Otosan smart strategy 
來作智慧工廠，也體現了福特公司對於「環保」
的重視和堅持。 
 
“We can’t solve problems by using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we used when we created them.”—
Albert Einstein 

總裁在演講最後用此句話來勉勵學員，並且
希望各位入職場後要對自己的工作抱有熱忱，在
功成名就後也不忘回報給社會，也像福特一樣始
終保持初心和遵守對社會的承諾！ 

(取自福特六和/瑞特汽車小組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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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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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遊會》-參訪成大活動花絮 

壹、活動簡介： 

    本校為落實本校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之義務，推動校園內多元文化友善環境，致力於營造族
群和諧與多元發展，邀請各校原住民族高中學生至本校參訪，認識大學校園生活，以鼓勵原住
民族學生規劃未來升學發展之路。 

貳、辦理時間：108 年 10 月至 11 月。 

參、辦理地點：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 

肆、辦理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 

伍、對象：原住民族高中學生。 

陸、活動內容：臺南市文化景點參訪(札哈木文化會館、國立臺灣文學館)、成大校園導覽、理學
院科學教育中心導覽、升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柒、 活動成果照片： 

10 月 18 日原遊會-札哈木會館導覽 
(屏東高中、屏東女中、潮州高中) 

10 月 18 日原遊會-成大博物館 
(屏東高中、屏東女中、潮州高中) 

  

10 月 18 日原遊會-座談會 
(屏東高中、屏東女中、潮州高中) 

10 月 25 日原遊會-科學教育中心 
(高雄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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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舉辦「原遊會」 廣邀全台原民高中生造訪

國立成功大學為持續推動校園內多元文化
友善環境，致力於營造族群和諧與多元發展，重
視校園內每一位成長背景迥異的同學，更希望
來自臺灣各地與世界各處的學子報考本校，而
能被妥善照顧、得適性發展，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25 日及 11 月 8 日由學生事務處辦理「原遊
會」成大校園參訪活動。透過邀請原住民族高中
學生至本校參訪，提升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入
學與升學發展機會，落實本校致力於經濟及文
化不利學生就學目標，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原遊會於校內活動有來自屏東縣省立潮州
高級中學、屏東高級中學、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以及高雄市高雄女子高級中學等四校原住民族
學生共 120 位報名參與，活動內容有臺南市文
化景點札哈木原住民公園及國立臺灣文學館參
觀，認識臺灣在地歷史文化；並安排成大校園導
覽、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體驗生活科學以及原
住民族科學知識學習以及座談會。其中座談會
安排本校原住民族在學生分享經驗，包含分享
者所屬科系面試方式、成功大學讀書環境、成功
大學生活商圈、原住民文化交流社社團資訊以
及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運作與學

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就學弱勢獎助學金資訊介
紹。 

另外原遊會也擴及到宜蘭縣、新北市及東部
高中校園，安排共至七所高中，達 320 位人次
參與，由本校學生事務處組室人員介紹校內學
生事務相關資訊與業務內容，近距離互動方式
讓學生更加了解大學生活與相關須知，期能鼓
勵原住民族學生繼續升學，並朝向更多專業領
域發展。許多參與學生表示，日後學校選擇會以
成功大學為首要目標。 

成大校長蘇慧貞曾在畢業典禮中勉勵畢業
生「在你的企圖心起飛的時刻，要用同理心，去
深刻凝視弱勢的需求」。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樂鍇‧祿璞崚岸主任表示，成功大
學於 106 年 6 月正式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除承辦原住民族學生相關業務外，更以「提
升校內之族群多元文化觀、締造族群友善校園」
為中心宗旨，於 108 年在學生事務處指導與組
室共同辦理原遊會活動，期鼓勵原住民族學生
能就讀大專院校學習知識，達成培育原住民族
專業人才目標。（圖文／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中心）

屏東高中原住民族學生至成大參訪合影 成大舉辦「原遊會」 廣邀全台原民高中生造訪 

 
成大學生事務處人員至花蓮女中校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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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面對流行疾病之自我照顧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陳坤毅心理師

    2020 年初新型冠狀病毒從中國武漢隨著人
口的頻繁遷徙，從物理距離最近的鄰近亞洲國
家，迅速地在各大洲造成程度不一的負面影響 ，
對在台灣一般視為容易取得的日常生活醫療用
品諸如口罩、酒精、耳溫槍等，一夕之間變成大
家搶購的夯貨，稀有的程度及對抗傳染的必要
性，都讓政府單位將這些物資進行控管分配，以
維持你我的健康。生活在成大校園，歷經了延後
開學的影響，對於疫情每天都有變化，你過的還
好嗎？ 

    仔細回想，我個人首次聽聞新型冠狀病毒
的消息是來自於同事的朋友的 Facebook，當時
並未有太大的反應，也不認為會對生活會帶來
多大的轉變；然而在短短時間，對每日搭火車通
勤來回成大及家裡有幼童的我，確實得重新學
習在變動的環境中去練習與”不便”相處(例如戴
口罩、量額溫、頻繁洗手、減少不必要的接觸)。
這對心理師的工作模式來說格外地「不自然」,
主要原因是心理諮商的過程除了語言的往來，
多數時刻心理師需要透過對方的非語言訊息(臉
部及肢體語言)去協助個案覺察自我內在情緒及
外在言行有多高的一致性，因此在雙方均戴著
口罩的諮商現場，著實對治療關係會有一定的
影響，然而這樣的改變，也勢必是在「非正常的
情況」(天災人禍)之下，最正常也最必要的措施。 

    此外，在過去心輔組心理師的實務經驗中
會發現到在大型天然災害或重大意外事件過後，
多數人會有相對應的壓力反應(例如擔心、焦慮、
失眠、食慾不振、不斷地找尋新資訊等等)，而

大多數人也可以隨著時間逐漸恢復正軌；然而
確實會有人並未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能有效地減
緩相關負向事件帶來的心理衝擊，甚至可能對
日常生活產生明顯可見的非預期性改變(例如人
際退縮、常態性恐懼焦慮、情緒起伏、自我照顧
能力下降等)，諸如這樣的現象，容易和急性壓
力症候群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所描述的行為及
認知改變有高度的相似。 

    同樣面對新型冠狀肺炎的衝擊，每個人因
應的策略不盡相同，而性格本身容易焦慮者更
是容易在這種不確定性高的氛圍中發展出過當
的反應(例如囤積物資、鋪天蓋地找相關新聞等)，
同時情緒亦較其他人有強烈的起伏，嚴重者甚
至會影響課業的表現(例如變得容易分心、擔心
傳染而翹課或不參與團體討論等)及社交關係。 

    在心理諮商中很常見的是危機事件的處理，
舉凡課業、感情、家庭、意外事件等，我相信理
解「在不正常的情境出現不尋常的反應，此乃正
常」是相當關鍵的轉捩點，此處嘗試說明的是在
經歷非預期性事件，同時超過一個人可承受的
心理乘載力，我們都會需要時間及適時適量的
資源來協助我們重新定向(re-orientation)。我們
身處資訊同步性近乎零時差的時代，更需要有
意識地採取減法原則，避免過度且重複性訊息
激發大腦產生「Fight, Flight, or Freeze」的典型
壓力反應。防疫期間，除了生理健康是重點，心
平氣和及提高自我覺察，亦是幫助自我在面對
這段不確定高的期間，相當有效的自我照顧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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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如何不再被登革熱、茲卡病毒和蚊子找碴 
環安衛中心衛保組   朱家承組員編制 

    登革熱、茲卡病毒目前都無有效疫苗，也無
特效藥，仍以避免病媒蚊叮咬為最重要的預防方
法，若能認識相關防疫知識，落實登革熱自我檢
查以滋清登革熱孳生源，則能提高登革熱防治成
效。(參 1) 

 2020 年第一週至 11 週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
共 47 例，至今日台南市已有 5 例境外移入，東
南亞登革熱疫情沒有減緩，境外移入登革熱仍持
續威脅著台南市, 今年台南市於 1/9 確診首例境
外移入登革熱，下營區 20 餘歲女性，至印尼旅遊
期間有被蚊子叮咬，1 月 8 日 PCR 檢驗結果陽性

確診，病毒型別為第四型。(參 2) 

外交部於109-02-15提醒國人至新加坡除防範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也要注意登革熱疫情，新加坡
「國家環境局」（NEA）資料, 至 2020 第 10 週，
登革熱累計 3642 例，長年來新加坡的登革熱疫
情以第一、第二型為大宗。但以 1 月為例，感染
登革熱的患者中就有 47%診斷為第三型；過往最
常見的第二型則是 39%，且新加坡出現一起同時
感染新冠肺炎及登革熱的病患，而且是在因登
革熱住進普通病房後才確診也感染新冠肺炎。
(參 3)

登革熱與茲卡病毒： 

    登革熱與茲卡病毒主要都是經由蚊子傳播。
傳染地區主要在熱帶及亞熱帶有埃及斑蚊及白
線斑蚊分布的國家，但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疾
病傳染地區也逐漸擴大。 

    登革熱係由蚊子（埃及斑蚊或白線斑蚊）傳
播的急性病毒性傳染病，臨床表現可從無症狀、
輕微發燒至急性高燒伴有頭痛、後眼窩痛、肌肉
和關節痛以及出疹等。嚴重時還有可能導致較嚴
重的臨床症狀如出血或重要器官損傷。(參 4) 

    茲卡病毒主要透過蚊子叮咬而感染，
台灣可傳播茲卡病毒的病媒蚊是埃及斑蚊
和白線斑蚊。由於約八成的成人感染者沒有
明顯症狀，若出現症狀則普遍是發燒（通常
是微燒）合併斑丘疹（皮膚腫起並出現紅斑）、
關節痛（主要是手和腳的小關節）或結膜炎
（眼睛發紅），其他常見有頭痛、後眼窩痛、
厭食、肚子痛和噁心反胃等，只要多補充水
分、適當休息，約 1 週後就會自然痊癒。婦
女如在懷孕期間染病，可能會產下小頭症的
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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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蚊介紹：(參 5) 

環境孳生源清除動作： 

 蚊子常出現的產卵地點：室內花盆底部是牠

的最愛，因為花盆水經過植物和土壤過濾，而且

通常比較陰暗，建築凹槽、工地，或者是屋簷，

也是容易積水又陰暗的地方 

，需要特別注意。孑孓對光非常敏感，手電筒一

照，馬上會躲到水下，巡查時只看水上是沒用的，

必須把整個水倒出來才看得到。(參 4) 

清除孳生源 4 步驟：1.巡：經常巡檢，避免戶

外積水。2.倒：清除積水，必要時將容器倒置。3.

傾：容器減量，清除無用的容器 4.刷：刷洗容器，

避免蟲卵再附著。 

 

＊參考來源：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

https://www.cdc.gov.tw/File/Get/UHMrGVRJFbR4QyN
wK4dC1w 

2. 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   
https://nidss.cdc.gov.tw/ch/NIDSS_DiseaseMap
.aspx?dc=1&dt=2&disease=061 

3.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NEA）資料
https://www.nea.gov.sg/dengue-zika/dengue/dengue-cases 

4.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茲卡病毒感染症 疾病介紹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SWhI5uvKxHfnL
TP0-24pbA 

5. 台南市登革熱防治中心
https://health.tainan.gov.tw/de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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