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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全大運聖火文武取源 府城熱情全台勇跑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0.4.19 

    110 全大運聖火 4 月 19 日上午在台南文武廟取源，
環繞台南市和成大路跑，4 月 20 日清晨 6 點將展開歷時
19 天的環台路跑。 
    全大運聖火環台總長 1168 公里，經過 30 所大學，
造訪 19 個縣市，出動 5 個梯次、60 位跑者、10 位自行
車騎士，沿途動員成大各地校友會。成大跑者用踏實的
汗水與滿腔的熱忱傳遞聖火，勇跑全台灣預計 5 月 8 日
返回成大，舉辦感恩記者會。 
    這次的聖火火炬是為本屆全大運特別設計製作的，
結合太空科技與運動概念，由世大運火把團隊愛烙達與
桔禾創意共同完成，整體外觀以火箭作為設計概念，突
出的脊線代表火箭噴發的線條，傳遞運動的速度感。主
體顏色選擇了成大的代表色紅色，握把以象徵運動榮譽
的金色，搭配充滿科技感的銀色，相互襯托智慧熱情的
運動精神。 
    成大自 1931 年成立，是一所融合科技與文化的學校，
具有文武合一的精神。因此 110 全大運聖火前往文武廟
取源。文火取自全台首學孔廟、武火來自台南祀典武廟。
4 月 19 日上午９點 30 分，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自府城
的孔廟(文廟)取源，傳承教育文化意涵；成功大學副校長
暨 110 全大運執行委員會吳誠文自祀典武廟取源，傳承
忠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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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武兩路跑者沿途經過台南中西區與東
區歷史精華地段，自台南車站後站前鋒路會合
出發，沿大學路跑向勝利路路口。文火跑者、武
火跑者在成功大學紀念校門，一起點燃校長蘇
慧貞手中的聖火火炬，體現成大紮根府城 90年，
文武匯聚的精神。接著由成大師生展開聖火環
校路跑，由副校長吳誠文帶領成大 11 學院學生
領聖火進場。 
    成大校長蘇慧貞與超馬女王也是成大校友
王雅芬一起點燃母火座。王雅芬是成大歷史系

81 級校友，2014 年法國超馬賽 19 天跑 1192 公
里，獲得女子總排名第二名，被稱為台灣的超馬
女王。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表示，台南不僅是擁有

400 年悠遠歷史的文化古都，更是科技能量充沛

的智慧城市，110 全大運聖火升空，讓各界看見

台南的運動熱情與前瞻未來，盛情邀約全民 5月
在台南，不見不散！(撰文、攝影／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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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舉！全大運聖火上太空 成大運動科技創新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0.4.19

 
人類首度將帶著電能的聖火送上太空！ 
由國立成功大學主辦的 110 年全國大專校

院運動會，運用探空科技創新突破，將實體的聖
火，轉成電子聖火，裝載在探空氣球，送上三十
公里高空。 

1976 年蒙特婁奧運曾經將聖火的熱能轉換
成訊號，用衛星從歐洲傳遞至北美；2014 年索
契奧運把聖火的火炬帶到太空，但沒有點燃聖
火。成大的創意團隊結合兩屆奧運的優點，執行
這次的探空科技任務。將全大運實體的聖火，轉
化為 LED 電子聖火，裝載在探空氣球上，送到
台灣上方 30公里的高空，讓台灣在地的全大運，
達到全球思維、奧運聖火的規格。 

全大運聖火升空典禮 4 月 19 日上午在台南
成大博物館前舉行。聖火升空前，漢翔董事長胡

開宏一身飛行勁裝，為成大探空氣球移除飛行
飄帶，象徵飛行前確認所有安全細節。成大校長
蘇慧貞親手將全大運實體的聖火火源，轉化為
光之電能，也就是 LED 電子聖火，裝載在探空
氣球上。 

探空氣球上，同時還放入了台灣航太領導
漢翔航空所製作的T700航太級輕量高強度碳纖
片太空許願卡。漢翔的許願卡限量刻有序號，有
專屬的 LOGO。這次的三張許願卡，分別由台南
市長黃偉哲、成大校長蘇慧真以及全大運選手
代表 50公尺蛙式紀錄保持人林亭伃寫上祝福的
話，並將太空許願卡放在探空氣球上。 

成大探空氣球團隊由物理系副教授陳炳志
與地科系教授林建宏共同帶領，運用全球大氣
風場模式預測、GPS 定位等科學技術，執行這
項探空任務，並利用微型圖傳系統即時回傳探
空氣球高空畫面。 

110 全大運探空聖火在國內外貴賓、學術界、
運動選手、中小學生的共同見證下，冉冉升空，
飛越中央山脈，預計 4 個多小時後降落台東花
東縱谷，由技術團隊偵測定位回收。 

與會的 60位高中與國中小學生現場親眼見
證台灣科技實力感到興奮不已，有學生立志，長
大後也要成為厲害的科學家。(撰文、攝影／新聞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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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環台路跑 募款力挺未來運動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0.4.19

 
    睽違 40 年，成大再度舉辦全大運。110 全
大運聖火有 3 項創舉，聖火文武取源、聖火升
空、環台路跑。教育部體育署主任秘書葉丁鵬表
示，110 全大運巧妙融合文化與科技，透過探空
科技昇華運動賽事，熱情創新力挺未來運動，成
就賽事典範。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2021 年的今天，成
大師生、校友、產業等各界協力，融合科技與文
化，將 110 全大運聖火，以探空氣球送上太空，
祈願成功大學承襲 90 年傲人歷史，繼續成為世
界相信的力量。 
    19 日聖火升空典禮，由全大運游泳一般女
子組 50公尺蛙式紀錄保持人林亭伃代表運動選
手致詞，林亭伃目前就讀成大資訊工程研究所
碩一。林亭伃說，舉辦一場盛大的運動賽事歸功
於很多人的努力，期待在賽事中體驗新科技，也
祝福 110 全大運選手都能發揮練習成果，一起
享受比賽樂趣！ 
    聖火升空典禮，也為 110 全大運聖火環台
路跑募款揭開序幕。中華職棒 2020 總冠軍統一
獅 6 位球員與代表現場致贈簽名球衣、棒球與
球棒，拋磚引玉為台灣運動員募款！蘇慧貞表

示，透過募款為年輕運動員募集資源，支持台灣
好手在體育賽事中發光發亮，也帶動全民運動
的精神。 
    「跑環台聖火，挺未來運動」獲得統一集團、
統一超商、永豐銀行力挺，推出 3 種募款方式：
ibon 捐款、QR-code 掃碼捐款（永豐線上捐款平
台）、Apple pay 信用支付，從超商到手機 APP
多元便利的募款通路，邀請全民支持台灣未來
運動。 
    Hahago 大運動生活平台，首度推出全大
運全民線上運動會，實體、線上雙管齊下，打造
選手、全民共同參與全大運。 
    成功大學研發能量充沛，前瞻科學化運動
訓練、訓練及防護一體化、數據化選才 3 項運
動科學發展趨勢。110 全大運執行委員會執行長、
成功大學副校長吳誠文與校友新創團隊「傳接
球實驗室」宣布，雙方將合作推出室內智慧科技
棒球訓練場，為全大運打造前所未有的智慧場
館，提供在地職棒球團、成大校隊、各級基層棒
球員更有效的訓練，提升專業競技與智慧休閒
運動的使用者體驗，讓成功大學成為南區棒球
的運動科學中心。(撰文、攝影／新聞中心) 

 
 

   
 

＊更多活動照片： https://photos.app.goo.gl/w3PVsbm25Xs9b62C6   (拍攝者—吳昌振：學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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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愛運動 成大推廣「動無礙」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0.4.06

      
成大連結各界共同推廣身障運動                      成大「愛運動‧動無礙」計畫即日開跑 

國立成功大學與臺南市政府合作，打造友
善運動空間，組成「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
指導團，結合專業師資與運動教練，分別在臺南
市３個開放運動空間，以及４家安養機構推出
為期 6 個月的專業訓練課程，提供健康安全的
運動體驗，傳達「我愛運動‧運動無礙」理念。 

「愛運動‧動無礙」計畫主持人、國立成功
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黃鴻鈞表示，身心障礙者
因缺乏運動造成更高的健康風險，應更加注重
建立他們的運動行為。計畫希望透過建構友善
的運動空間以及提供專業課程，有效提升身心
障礙朋友運動意願，未來希望拓展更多台南偏
鄉友善運動據點，讓更多身心障礙市民享有公
平的運動權利。 

「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指導團 4 月 3
日在臺南一中體育館舉辦一日共識營暨開訓典
禮，國立成功大學副學務長張松彬表示，成大近
年努力推廣落實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學
校非常支持並肯定體育室同仁對身障運動的投
入，讓成功大學不僅走入社區，更顧及弱勢，發
揮頂尖大學 大效益。 

據內政部統計，2018 到 2019 年臺南市身心
障礙者漲幅約 0.85%，總數呈現上升趨勢，需增
設身心障礙友善運動據點。黃鴻鈞表示，「愛運
動‧動無礙」計畫以臺南市身心障礙者體適能中
心為據點，結合永華國民運動中心、臺南一中體
育館、美善台江運動俱樂部、力躍運動健康管理
公司，共同拓展大臺南身障運動據點，目前已確
定完成東區、中西區及安南區的據點開發。 

身心障礙者受限身體、心理、環境、社會風
氣等多重因素，參與運動的人口比例不高。「愛
運動‧動無礙」計劃團隊顧問、國立成功大學體 
育室副教授王駿濠表示，「心裡有愛，社會無 
礙」，團隊將用更多愛心致力讓計畫順利進行。 

自 110 年 4 月 1 日到 10 月 30 日，「愛運
動‧動無礙」計畫推出每週 2-6 小時的多元共融
或個人健身課程，讓更多身障者可更方便、更容
易、更願意地走進市民開放的互動場域，自在運
動，希望能完成 390 小時課程，觸及 6800 人次
的參與。 

顧及高齡身障者的運動權益，需解決交通
不便的問題，「愛運動‧動無礙」計畫團隊規劃
前往臺南永康區廣善護理之家、慈善老人養護
中之家以及歸仁區宜福護理之家、寶仁護理之
家４家安養機構，進行每週 1 小時的課程訓練
與每個月１場「健康與知能」講座，讓高齡身障
者同樣享有運動權益，提升自主健康能力。 

「愛運動‧動無礙」計畫團隊結合成功大學
師資與國內外專家學者、運動教練、物理治療師、
健身指導員等組成專業運動團隊，課程前會同
物理治療師進行身體評估，並規劃及建議可參
與課程，隨時追蹤學員上課情況與進度，將所得
資訊定時傳達給課程教師，不斷更新與調整，確
保學員能安全、健康、快樂又有效率的進行運動
課程。 

成大「愛運動‧動無礙」團體課程類別包含：
肌力與肌耐力、有氧運動、瑜珈、趣味性運動班
與體驗營，個人課程含健身器材使用教學。高齡
運動包含：銀髮族體適能訓練、徒手或器材肌力
訓練、體態雕塑、地板滾球、輪椅團體課程等，
內容會依參與者興趣調整。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 i 台灣訪視委員陳耀宏
感謝各界推廣身障運動。臺南市身心障礙運動
委員會蔡有仁主委表示，推動身障運動雖然辛
苦，但「一人健康，全家健康；一人快樂，全家
快樂」，看到身障家庭因為大家的投入而改善，
一切就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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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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五)  14:00-22:00 109 年成馬家聚之《相劍歡》 國際會議廳多功能廳 馬來西亞同學會

4/23(五)  18:00-22:00 第二次系會長大會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系學會聯合會 

4/24(六)  14:30-17:30 國際英語演講社讀書會社課 芸青軒第二會議室 成大國際英語演
說社 

4/24(六)  08:00-17:00 第十二屆口琴無差別格鬥大賽 崇華廳 口琴社
4/27(二)  18:00-21:30 邁向音大師之路 學生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音響社
4/29(四)-4/30(五) 
17:00-22:00 雄友之夜 成功廳 雄中雄女聯合校

友會

5/1(六)  13:30-16:30 攝影治療與實務工作坊 社科院教室 心理系系學會 

5/1(六)-5/2(日) 
07:00-20:00 成大錦夏月同人誌展 

學生活動中心多功能活
動室、1 樓走廊、第一會
議室

漫畫社 

5/1(六)-5/2(日) 
09:00-17:00 成大漫畫社成果展 學生活動中心 1 樓走廊 漫畫社 

5/1(六)-5/12(三) 
17:00-21:30 齋戒月/五月 學生活動中心多功能活

動室、第二會議室 穆斯林學生協會

5/2(日)  12:30-18:30 管弦樂社 2021 重奏音樂會 學生活動中心 1 樓走廊、
木製舞台 管弦樂社 

5/3(一)  18:00-22:00 言論自由日 新聞議題講座 孫運璿綠建築第一會議
室 學生會 

5/3(一)-5/7(五) 
10:00-18:00 2021 成大工設週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工業設計系學會

5/5(三)  18:00-22:00 第六次畢代大會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畢業生聯合會 

5/5(三)  18:00-22:00 深夜食堂 紀錄片之夜 芸青軒第二會議室 國際社 

5/10(一)  14:00-22:00 2021 交管系系卡 K 國際會議廳多功能廳 交通管理科學系
系學會

5/20(四)  18:00-22:00 送舊 國際會議廳多功能廳 生物科技與產業
科學系系學會 

 

宣傳時間  

近水情嚴峻，提醒社團辦活動要注意省水， 

用水多的活動建議都先不要 。 

但防疫還是要做好做滿，記得勤洗手，內外夾
弓大立完可別忘了～ 

學生活動中心和芸青軒的廁所都會有洗手乳， 

如果空了也請及時回報給我們唷！ 

#防疫衛生好習慣 

#珍惜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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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暑假營隊開放刊登

大家好～～～ 

  活動組官網已開放刊登 2021 年暑假營隊的
相關資訊！ 

  在頁面上會放上所有營隊，因此很多家長、
高中生等，都會常常跑上去找有興趣的隊伍，
會是一個絕佳的宣傳機會，快 tag 身邊的總
召副召，把資訊丟上來吧！ 

  除了營隊資訊外，還會留下聯絡人資料，請
盡量提供官方的 email，私人的先不要唷！ 

 填寫走這邊：https://reurl.cc/DvbNq5 
 #啊如果現在聯絡人叫鮭魚也請誠實填寫 
 #快快 tag 各營隊人來寫資料喔 

 

 緊急公告 

    芸青軒 3/23 凌晨 2 點左右遭不明人士
闖入，該人士經由未上鎖的社辦窗戶攀爬
進入，在二活四處走動並嘗試開啟各社辦，
同時暴力破壞機房門鎖並進入； 後從窗
戶攀爬離開。 

    請各社團即刻確認社辦內財物是否
有損害，並且將門窗確實鎖好  

    如果有再遇到該名男子，請立刻通報
校安中心 (06)2757575 分機 55555 協助。
出入也請留意自身安全，並留意是否有人
尾隨進入建築。 

 (3/24 10:00 補充)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東寧派出所：
表示該名人士是慣竊。昨日活動組已報案

完畢，如後續社團清查社辦物品後發現有
財損，請親自至東寧派出所登錄相關資
訊，可找鄭員警處理。另提供分局電話，
可供聯繫：06-2375433。 

Unidentified man has broken into SAC II, 
please check your club office and see if 
anything is missing. If there's any problem in 
your office, please report them immediately, 
and make sure to lock the doors and 
windows. Please be careful not to let 
strangers follow you in and out. If you 
encounter the man again, please report to 
NCKU security immediately and pay 
attention to your own safety. 

 #請協助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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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競賽績優獎勵金｜開放收件  

    大家好，本學期社團校外競賽績優獎勵
金已開放收件囉，４月３０日（五）截止！ 

 只要【是社團成員】 
 並【代表成大參加】 
 【非體育性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活動】 

成績表現優異者就可以來提出申請 
    請至活動組網頁
（https://reurl.cc/OXnXYX）下載申請表後，
將紙本文件（申請表、參賽及得獎證明）送
交給性質承辦人 

 #錯過要等下學期唷 
 #歡迎轉發 

 

 

【護送天使服務開跑囉！】 
    當您在辦公室、研究室、系館、圖書
館，須於夜間往返學校宿舍時，軍訓室護
送天使提供「伴走」服務及協助，排除可
能之危安因素，維護夜間人身安全！ 
【服務時間】 
學期期間，每週一至週六晚間 21:15

至翌日凌晨 03:00 
預約接受時間 晚至凌晨 02:30 

【申請方法】 
服務時間接受同學當日撥打值勤電

話申請。 
撥打電話後將會收到表單網址，填完

表單後將有護送天使前往伴走！ 

 
【連絡電話】0905-261-119 

 
 
 
 

110 學年度宿舍自治委員選舉(預告) 
    宿舍自治委員選舉擬於 4 月 9 日張貼選舉
海報於各宿舍，即刻至 18 日接受報名，預定 4
月 27 日至 5 月 3 日進行線上投票，以選出 110
學年度宿舍自治委員。 

    凡參與線上投票且完成投票流程的住宿生，
可以獲得 1 點宿舍優良記點，更有機會抽全聯
禮券。 
    詳情請洽承辦人：董先生，分機 8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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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勝八舍&勝九舍「貼出你的想像力-便利貼裝飾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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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敬業舍區母親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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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本校學生瞭解社會多元發展及職場競
爭態勢，培養學子具備正確的人生價值觀，特
舉辦理一系列生涯規劃及名人書香講座，讓同
學有更多方面的選擇及 完善就業前的準備，
透過校友及各界傑出人士的經驗分享，使同學
有可循的人生典範準則，進而擬定一套適合自

己且參酌當前職場環境態樣的生涯規劃，輔以
成大傳統穩健的育才精神與倫理務實校風，一
步步邁向成功之路。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方式，活動報名網址 
https://activity.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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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學生事務與輔導(含系所導師業務承辦人)工作研討會 

活動日期 Date：110/4/26(一)                          地點 Place：成杏校區醫學院成杏廳 
 
會議程序 Agenda 

11:00~11:10 簽到入座 Registration and Reception 

11:10~11:20 主席致詞 Opening Remarks from the Chair. 

11:20~12:20 專題演講：層層相護，互助護身心 
講者：謝禮丞學生事務長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事務處) 
Speech: Enhancing Mental Health Through Safety Net and Mutual 
Support.Speaker: Hsieh, Li-Cheng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from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2:20~12:40 導師工作問題研討(含書面建議) Discussions / Q&A Session 

12:40~ 散會 End 
 
附註 Remarks: 

• 受限經費，未報名者，恕不提供餐點。The boxed lunch only be available for the attendees 
registered in advance. 

• 導師出席人數將列入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之評比項目內。The numbers of advisors’ 
participation in this meeting are counted in the services requirement of the Departmental 
Evaluation on Student Counseling. 

• 活動防疫注意事項 Please Follow "Navigating through COVID-19" by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1. 活動採電子簽到退，敬請攜帶識別證。Please bring the ID card to sign in and sign out. 
2. 與會者敬請配合量測體溫、清潔手部、保持社交距離 & 配戴口罩 

 
活動網址：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10825  

 

為了解您的健康，作為本校安排各項防疫作

為，以防範嚴重特殊緊急肺炎（武漢肺炎）擴

散，請全校及訪客填寫本健康關懷問卷。  
如未填寫問卷，將無法報名活動。  
 
填寫網站：健康關懷問卷調查  
https://app.pers.ncku.edu.tw/ncov/index.php?c=auth
 
※注意：如您手機點選填寫網站無反應者，請

使用 Safri 或是 Google Chrome 到此網

站點選進入填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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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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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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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5(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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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視訊履歷健診
I(個別諮詢) 

2021/04/20(二)    
14:00-16:00 N/A 永豐銀行 

歐乃綾 資深經理 

線上視訊履歷健診
II(個別諮詢) 

2021/05/11(二)    
14:00-16:00 N/A 永豐銀行 

謝依靜 資深副理 

履歷健診 
(個別諮詢) 

2021/05/23(日)    
10:00-12:00 
13:00-14:00

國際會議廳 104 人力銀行 
校友顧問群 

履歷 
面試 

履歷撰寫與求職面試  
*(前進系所-系統所) 

2021/04/09(五) 
10:10-12:00 

系統系館
視聽教室 1 樓 
56107

(ASML)台灣艾司摩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鄭雅方 人才招募負責人

線上視訊履歷及面試
活動(個別諮詢) 

2021/04/13(二) 
14:00-16:00 N/A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黃秋萍 處長 

後疫時代的關鍵人才
與求職準備* 

2021/04/27(二)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黃秋萍 處長 

國家
考試 國家考試(個別諮詢) 

2021/05/23(日)    
10:00-12:00 
13:00-15:00 

就業博覽會聯
合服務台 

台南市調查處 
方璿堯/李沛勳/段宜辰/陳一銘
調查官 

留學 

美國留學諮詢- 
(個別諮詢) 

2021/04/22(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德國留學講座* 2021/05/21(五)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董佩蘭 教育顧問 

美國留學諮詢- 
(個別諮詢) 

2021/05/23(日)    
10:00-12:00 國際會議廳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美國求職講座* 2021/05/24(一)    
10:00-12:0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法國留學講座* 2021/05/27(四)    
13:00-15:0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法國在台協會-法國教育中心 
曾馨弘 代表 

法國留學諮詢-  
(個別諮詢) 

2021/05/27(四)    
15:00-17:00 國際會議廳 法國在台協會-法國教育中心 

曾馨弘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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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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表達練習團體] 我要講出來！ ◎日期：2021/05/07 14:10--16:10                    ◎地點：自強校區機械系 4 樓 91408 室  ◎活動網址：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10678  ◎簡要說明： 
    也許剛學會說話的你一開始總是可以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情緒，但是隨著年紀增長，你可能發
現「情緒表達」有時是不安全的、不被允許的、不被接受的、可能要付出代價的，於是你慢慢地
就選擇不表達了。但是「壓抑」實在是好悶、好累啊～不被允許表達的情緒在心裡衝撞，你則費
盡力氣阻止它，你與情緒衝突之後兩敗俱傷。 
情緒本身是你的內在向你傳遞訊息，它不應是被我們拿來「壓抑」的。今天讓我們作不同的選
擇，我們好好把它們表達出來吧！好好表達並理解情緒、更加善待自己。 ◎團體目標： 
(1)讓你的情緒有個機會被表達出來，理解情緒、紓解情緒； 
(2)聽聽他人或旁觀者的觀察和發現，說不定會看到一些

自己沒過去從沒有留意到的事。 ◎團體進行方式： 
(1)預計每場 6-9 人； 
(2)原則上以 2-3 人一組，請每位參與者預先想一個你想

要好好表達的人際互動情境，輪流扮演情緒表達的角
色和旁觀者，在每一小段扮演結束後，相互回應在這
過程的觀察和發現。 ◎注意事項： 

(1)輪到自己練習表達的時候，要留意避免因入戲太深而
傷害到與你一同演練的人； 

(2)表達的內容不一定是負面情緒，也可以是正向情緒，
例如：對誰的一份情感或愛意； 

(3)參與者們有可能會提到自己的故事或秘密，請所有參
加者尊重隱私、為彼此保密，在團體結束之後勿告知
他人。 

(4)防疫期間，參與活動請配合相關規定。 

 

2021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 5 月即將登場！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壹、主協辦單位： 
主辦：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與就業輔

導組、校友聯絡中心 
協辦：財團法人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會 

貳、南區就業博覽會(共 266 家企業、346 個攤位)： 
時間：110 年 5 月 23 日(星期日) 10:00~15:0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中正堂、中正堂外廣場、

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雲平大道、雲平大樓西側廣場 
參、服務對象：應屆畢業生、在校生、欲轉換工作之歷屆校友及其他學校之畢業生。 
肆、活動網站： http://jobfair.osa.ncku.edu.tw/gradjobs/jsp/NewsActi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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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109 學年度下學期社團博覽會—愚者 
109 學年度社團聯合會

成功大學將近有 170 個社團，主要分成康
樂性、服務性、體能性、聯誼性、學藝性、綜合
性，讓學生們不僅有學科上的專業能力，也能培
養課外素養，陶冶性情。成大社團博覽會舉辦於
每學期的第二週，以大型集體擺攤活動及動態
舞台演出吸引學生參與社團，讓新、舊生們透過
社團的介紹、成果的擺設、舞台的表演，更加了
解社團，進而知道哪個社團更適合自己。 

兩天的滿檔表演，吸引了大量觀眾停下腳
步欣賞，國標社的深情舞蹈、世界舞蹈社的墨西
哥舞、嘻研社的燥動 beatbox、火舞社的絢爛火
花、流舞社的熱血動感，還有許許多多社團帶來
目不轉睛的演出，讓觀眾們能在兩個晚上欣賞

到成大社團的精華。場內還有其他社團的定時
演出，包含熱音社、電音社、吉他社、合唱團、
啦啦隊…等；天文社、美術社、方程式賽車社、
機動車研究社…各自呈現自己的創作精華，特
殊設備體驗；柔道社、國術社、劍道社…也有體
驗性的課程內容等著大家。 

這次社團博覽會亦有許多的高中生蒞臨參
觀，成大多元性的社團顯然成為吸引學生就讀
成大的重要因素。社團不僅是休閒放鬆的居所，
亦是能培養第二專長、領導能力、處事態度的絕
佳環境。如果還沒加入社團的你，下次不妨來走
走看看，相信能在這裡找到屬於你的小天地。

 

       
            國標社深情舞蹈動態舞台表演                     火舞社絢爛花火動態舞台表演 

 

       
        世界舞蹈社的墨西哥舞動態舞台表演                         吉他社社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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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0/2/21(日)15:00-17:00 媒體產業介紹＆對於職涯發展的幫助  
講者：創新發現媒體整合顧問有限公司 金麗萍創辦人兼總經理 
地點：芸青軒第一會議室

    本次課程活動教練和我們提到，媒體主要可
分為三個元素組成，分別為「採訪」、「編輯」、
「傳播」。在進行這個部分的課程時，教練邀請
各位同學主動分享自己對於媒體的理解為何。有
同學說：「媒體就是資訊傳播的載體。」，也有同
學認為「媒體是蒐集資訊之後轉化給大眾的角
色」。其實這個問題並不存在一個絕對標準的答
案，就如教練所說，對於「媒體」的見解沒有對
與錯，是很主觀的。而教練也接續著為我們提到
媒體的本質、組織與職務；教練提到媒體的本質，
可分為「變」與「不變」。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
的生活逐漸被資訊塞滿，然而媒體的本質卻有著
不容許被改變的特性，那就是必須「堅持事實」
的報導，包含了堅持第一手資訊、眼見為憑、避
免過於主觀的個人意見參雜在報導資訊中等等。
同時，也介紹了媒體組織所包含的職務內容，包
含了總編輯、採訪主任、編輯總監、研究室主任…
等等，再依序往下介紹更細項的職務，讓同學們

對於媒體產業的基礎知識有了更清楚的認知。教
練告訴我們，大部分進入媒體的初階職位皆以記
者為主，透過跑新聞的過程中的歷練，一段時間
之後即可升為資深記者、採訪主任……直到總編
輯的位階。使我們對於一個媒體人的職涯有初步
的了解。教練也提及因為媒體工作的幾個優勢，
讓優秀的人才特別容易被看見，因此成為轉職很
好的跳板。也不乏這樣的案例出現。 

    教練在上課時會關心詢問同學有無問題，或
是有無需要補充的，不過於趕進度的上課。而同
學們雖然一開始較為害羞，較不敢舉手發問，但
在教練熱情且溫柔的引導中，慢慢地願意與教練
更多的交流想法，使課堂中不只是教練單向的傳
輸，而是擁有著雙向的溝通。 

    (取自 11th 創新發現媒體小組課程花絮)

產 業 脈 動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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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職涯諮詢系列活動 
前進系統所～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時間：110/3/19(五)10:10-12:00 

地點：系統系館視聽教室 1 樓 56107 

講者：ASML 艾司摩爾 鄭雅方(Vanessa) 人才招募負責人

講座開場，Vanessa 向台下同學詢問，目前
在求職方面， 想要知道什麼？想要在本場講
座學到什麼？ 

同學回答： 

A：如何寫出可以拿到面試機會的履歷？ 

B：面試時一定要向考官問的問題？ 

C：應徵外商公司時，該如何準備英文面試？ 

組成完美履歷的元素 

COVER LETTER ： 

履歷前頭的自我介紹的信，可以視為履歷
的引言，包含為什麼要應徵這間企業？從何得
知這個工作機會？再附上個人聯絡資訊，讓人
資審履歷前，對應聘者有一個初步的印象。必
須注意的是，Cover Letter 不宜寫的太冗長，只
要能凸顯對這份工作的熱忱，列出個人優勢即
可，其他可盡量簡略，並且要注意不要出現錯
別字。另外，千萬不要提到目前還有應徵哪些
別的企業、部門，顯示出你的心猿意馬，這是
求職的大忌。 

RESUME： 

在講述個人經歷時，盡量具體， 好可以

量化。相較於形容詞的堆砌，提出簡明扼要的
數據更能說服公司決定要不要錄取你。例如要
表述在前一份工作中你表現出的領導特質，比
起說：「我整合團隊的意見」，可以說：「我帶領
一個 15 人團隊，在 2 個月內提出 3 個企畫案，
半年內讓顧客滿意度提升 30%」。具體寫出情境、
達成率、績效、業績目標等等，讓數據、事證
為你的工作能力背書。 

撰寫履歷時可以上 LinkedIn 參考別人的資
訊欄，看別人如何寫自己的特質、經歷，檢視
自己有哪些部份需要加強，哪些部份可以好好
發揮，但務必要誠實、不可抄襲或造假。 

履歷的內容 

  履歷的內容包含個人資訊、教育程度、做
過什麼專題、工作經驗、拿過什麼獎項、證照、
參加過什麼社團活動、外語能力、電腦能力…
等等。 

其中需要注意的細節有： 

1.個人資訊：資訊要一致，名字、地址務必統一，
再三確認無誤。對象是外商公司的話，電話要
附上國碼，方便國外主管審核。另外 E-mail 帳
號名稱要正經， 好可以另外辦一個商務用
帳號，避免私人帳號名稱尷尬。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為協助學生在撰寫履歷時行文流暢且切題、在面試時充分展現自

身優勢，邀請各大企業人資主管，親自分享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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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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程度：學校名必須是正式的中英文名稱，
切勿憑印象自行音譯，避免有不專業之嫌。如
果在學中，尚未取得學歷，記得標註「預計畢
業」、「已經畢業」的年份和期限。 

3.學習經歷：可以列出在學時所學的課程(附上
英文名稱佳)、做過的專題、參加培訓、實習…
等等，然而這些內容必須要和應聘的單位相
關，去蕪存菁，若無關者不必一一列舉。 

4.工作經驗：學習經歷，列出與產業相關者即可，
描述時要著重在工作中學習到什麼？收穫到
什麼？在職表現如何？工作成效有無提升？ 

5.在校表現：可列出得到的獎學金、獎項等等。
如果要附上在學成績證明，記得給出成績等
第的標準或計算方式。 

6.社團經歷：如果在校表現並不是特別突出，社
團活動經歷可成為成績之外表現的著力點。
透過這些經歷的描述凸顯出個人特質、待人
接物的態度、工作能力…，亦可以為履歷加分，
但切記言簡意賅，不要過分冗長。 

7.語言證照：在外商公司中，外語是履歷中加分
的利器，但別忘了註明考過證照的時間、分數、
等第，例如：TOEIC 800/990，2021。 

面試技巧 

受到全球疫情影響，面試型態也發生了改
變，除傳統面試，影像面試和線上面試也大為
流行。以下是針對不同型態面試要注意的面向。 

1.傳統面試：遵守 4P 3W 2S 原則 

面
試
前 

Penetrate 事先了解公司的背景，例如
上中下游廠商、客戶群。 

Practice 

面試前可用 STAR 原則練習
講述自己的經驗。 
(STAR ： Situation 、 Task 、
Action、Result) 

Prepare 

事前準備面試時可能會用到
的東西以備不時之需。必備
紙、筆，用以記錄問題。準備
個人檔案方便面試官瀏覽。

Plan 

確認好面試的時間地點，事
先規劃當天路線、穿著，提早
出門避免遭遇臨時狀況。絕
對不要遲到，提早 15 分鐘
佳。 

面
試
中 

Who are 
you? 

包裝自己的故事，展現出個
人魅力。 

Why are 
you 
qualified?

敘述時掌握 SMART 原則說
明你的能力，說服面試官僱
用你。(SMART：Specific、
Measurable、Achievable、
Relevant、Time-bound。) 

Why are 
you here?

說明你應徵的原因，積極展
現對這份工作的熱忱。 

面
試
後 

Summary
& 
Send 

寫一封 Thank you note 總結
自己在面試中的紀錄，包
含：經歷、反思、面試中未
提及的補充、感謝，然後寄
回面試官或 HR。 

 
2.影像面試： 

1.PRE-RECORDED： 

  公司先提出問題，面試者錄製影片回答後
回傳。這種面試方法適合發揮創意，在影像剪
輯或特效上做巧思，可加深面試官印象。 

2.LIVE INTERVIEW： 

  要預防一切會中斷面試的可能因素：面試
前要先測試軟體、連結是否可用，麥克風、網
路訊號是否正常，排除噪音、光線、突發狀況
的干擾。避免用手機面試(畫面比例不好)。事先
向 HR 諮詢，確認萬一斷訊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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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以下是關於同學的提問。 

問題 1：如果公司問了實務上會遇到的情境問題，
該如何應答？ 

A：這類問題並不是要你回答正確答案，而是考
驗你的反應能力。你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不
懂也不要完全不講話，相反的你也可以反問
主管，這個問題他要如何解決？展現你的好
奇心與求知慾，讓主管知道你有上進心、敢
於挑戰。 

問題 2：履歷的內容和份量如何拿捏？面試時要
不要自備履歷？ 

A：關於履歷的份量，以沒有工作經驗的新鮮人
而言，2 頁已經是極限，有工作經驗者落在
3、4 頁。一般人資部門不會花太多時間去研
讀每個人的履歷，因此寫履歷的時候盡量精
簡，能寫兩頁就很了不起了。倘若想講的東
西很多，你的資歷很豐富，也不需要全放上
去，可以寫一份在面試時自己帶去額外補充。 

問題 3：新人被問到期望薪資該如何回答？看公
司規定？ 

A：一般而言，回答「看公司規定」是正解。其
實你平常就可以研究一下產業行情，了解薪
資級距大概落在哪裡。心中有底，也不用擔
心報低，大公司通常都有完整的給薪制度，
不會刻意去壓低員工薪水。 

 

109-2 勝六舍生活智慧王活動花絮 
    109 學年度下學期開展之時，恰逢新居民入
住宿舍，宿舍從 110 年 2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
在勝六舍北棟一樓大廳，結合進住櫃台舉辦生
活智慧王活動，採機智問答小遊戲的方式，讓新
入住的居民透過回答問題，增進對於住宿環境
的相關認知。問題中包含勝利六舍住宿相關資
訊以及新型冠狀肺炎防疫知識。 
    為鼓勵居民踴躍參加本活動，參加活動的
居民於回答完成後，可以獲得小點心，答對一定
題數者更可獲得精美獎品。答題時，即使碰到不
會的題目，同學也可以查閱宿舍規定或公告找

答案，讓同學透過遊戲也可學習如何尋找需要
的資訊。以簡單輕鬆的方式讓新居民能夠快速
上手住宿須知事項。 
    另外，透過宿舍服務人員與居民的互動，居
民能及時反饋相關的住宿疑問與建議，提供服
務人員後續規劃及改善，居民也能藉此問答更
快適應住宿生活，並增加與服務人員的認識機
會，讓剛轉換新環境的新生，能夠更快融入宿舍
生活。短短四天的活動，約有一百位的居民參加，
參與的居民皆踴躍回答問題，並積極與服務人
員提問交流，讓此次宿舍活動順利圓滿完成。

 

勝六舍居民認真回答問題 獲獎居民(左)與宿舍服務人員(右)合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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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大學部】110 學年度特殊床位申請審核結果 
一、共計 471 名提出申請，審核通過者計有 455

名，未通過者計有 16 名。請查詢附件名單。 
二、 本次申請通過可住宿期間為 110 學年度，

係指 110 年 9 月中旬起至 111 年 6 月中旬
止，不含寒暑假期間(111 年 2 月及 111 年 7
至 8 月)，寒暑假如有住宿需求，須另依公
告說明進行申請。 

三、 申請通過者：無須參加 110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24 日床位抽籤登錄作業，住宿服務組
將保留床位選填資格，惟仍須參加 110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16 日線上床位選填作業(已
直接分配寢室者除外)。請注意!!住宿服務
組不會主動幫您進行寢室選填，未線上選
填床位者視同放棄住宿，請務必自行上網
選填。 

四、 未通過仍有住宿意願者，請參加 110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24 日床位抽籤登錄作業。 

五、 床位抽籤登錄作業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  

六、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略以，已有宿舍違規記點或不得申請
住宿者，不得以特殊理由申請保留床位。特
殊床位申請通過後，如被違規記點者，請於
110 年 3 月 27 日前至住宿服務組辦理銷點
計畫，並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銷點，
未完成銷點者，住宿服務組將通知學生本
人取消 110 學年度床位。 

七、 大學部業務承辦人:許小姐，分機 86355。 
※ 附件下載：請點此。 

 

【大學部舊生】110 學年度大學部床位抽籤結果 
一、 110 學年度大學部舊生床位抽籤結果查詢

網址，含中籤者的宿舍棟別及未中籤者的
備取序號:  
http://dorm.osa.ncku.edu.tw/logs/bdresult4de
pt_noname_1100326.htm 。 

二、 中籤同學注意事項： 
(一) 中籤且有住宿意願者：務必依本組 110 學

年度大學部床位選填公告說明，完成 110
學年住宿床位選填。逾時不受理補登記，
逾時未完成床位選填者，視同放棄，若尚
有住宿意願，請參加後續空床位補宿作業。 

(二) 中籤但無住宿意願者：不須進行床位選填。
未完成床位選填視同放棄本次中籤床位。 

(三) 本次中籤住宿時間為 110 學年第 1 學期
(110 年 9 月中旬至 111 年 1 月中旬)及 110
學年第 2 學期(111 年 2 月中旬至 111 年 6
月中旬)，不包含 110 年暑假及 111 年寒
假。110 學年第 2 學期如無住宿意願，須
向本組申請退宿；110 年暑假或 111 年寒
假期間如欲住宿，得依本組公告另行申請。 

三、 未中籤同學注意事項： 
(一) 每人皆有一組備取序號，待前述中籤者完

成床位選填後，若尚有空床位，預定於 110
年 4 月 27 日至 4 月 29 日辦理備取序號遞
補作業，逾時辦理者視同放棄，其備取序
號自 110 年 4 月 30 日起失效。 

(二) 107至 109學年度備取序號遞補作業情形，
請參考網頁公告附件。 

四、 下列身分別，若尚有住宿意願，請依循空床
位補宿作業時程辦理： 

(一) 身分別： 
1. 未參加床位抽籤者。 
2. 逾時未完成床位選填者。 
3. 序號遞補未成功者。 

(二) 空床位補宿作業時程: 
1. 110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8 日辦理 6 月空床

位補宿登記作業。 
2. 110 年 8 月上旬辦理 8 至 9 月空床位補宿。 
3. 上述空床位補宿作業時程請參閱大學部

床位申請行事曆，網址：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
1052-10941.php?Lang=zh-tw 。 

(三) 本校校外租屋相關資訊： 
1. 校外住宿服務網： 

http://dorm2.osa.ncku.edu.tw/outside/stude
nt_login.php 。 

2. 校外賃居服務粉絲團： https://zh-
tw.facebook.com/nckurenting/ 。 

五、 110 至 113 學年度宿舍續住試辦計劃： 
(一) 公告說明：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
219139,r406.php?Lang=zh-tw 。 

(二) 試辦計劃問答集：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
26375.php?Lang=zh-tw 。 

六、 承辦人：住宿服務組許小姐(分機 86355)。

http://dorm.osa.ncku.edu.tw/logs/bdresult4de
http://housing.osa.nck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HhNakEwTlROZk5qQXpPRE00WHpNNU5EQXlMbkJrWmc9PQ==&fname=WW54RPOKRK44OOYXHCLKRKZWQOTWWT14QO3435HGTX25LK40NKROA0B4LO10FGOKSSWWDH15DG04FCXT14FGTSA1OPB0MPICA1VXXWTS3420FGKLFHTSWXFCICXW51ZXDGA0YSWTTWDGHC3514B04410A1GDQP21YSDCYSDGIGDCCDUSNOPOQPYXDGFGVWYWVWXSRLYSIGROB1WWUTMP04QP3430VSQKUSKKXWFCWW00LL1000JCJGJGYWMOWTKKYSB0GCGCLPJDWSB5OKNKFCPOYS5401SSNOTSGDZXDGXSXWYWMOXSOO35DGRKNOXS41VXQPRO1430XW0150KK45FCMKPOCCNLTSJCNOXTRKB4JG30OPA0CGMKVXNPDDA0SW30IGA420OKVWSSVWPOXTYXLOB0KP34DC3014YS202440XSUT5130B5XWROKOPOWSGGKLB0YWLKOOZXHCLKIGHGXSNK143514UWGCGCA105FGQP34MKLLKL14OOZWSSGCPOIDYXJC1041MOVWPKCGKKECICLONK21XTA4QPWSTSLKTW50GG2450RK44B525FGXWJGZWQOOKPO25PKB0WSNPGG3504QP14QOJGOKGGTSSTUSUS54HD1020045020
http://dorm.osa.ncku.edu.tw/logs/bdresult4de
http://dorm2.osa.ncku.edu.tw/outside/s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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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07 至 109 學年度備取序號遞補作業情形：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離宿清空期限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離宿清空期
限為 110 年 6 月 28 日(一)中午 12 時止，請未申
請暑假留宿同學於此期限前完成離宿清點手續
並遷出宿舍。（暑假留宿申請訊息請查閱 5 月份
住服組公告） 
一、未申請暑假留宿同學應於旨揭規定期間內

完成離宿作業，並 遲於 110 年 6 月 28 日
(一)中午 12 時前清理寢室內私人物品、完
成離宿清點手續並搬離宿舍。 

二、為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本次離宿除一
般上班時間外，假日離宿服務僅提供 110 年
6月 27日(日)9:00-12:00、13:00-17:00時段，
如需假日搬家者，請盡早規劃搬家時程。 

三、暑假留宿需更換寢室者，需於 110 年 6 月
29 日(二)至 6 月 30 日(三)中午 12 時前，完
成換寢搬遷並辦理新寢室進住手續與舊寢
室離宿清點手續，辦理時間無法與前項離

宿時間橫跨或延後。 
四、依據本校學生宿舍契約書第八條規定，遷

出時未依公告時間完成離宿清點手續，依
情節輕重記五至八點宿舍違規記點。又依
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十條第一款，
得由檢查人員認定寢室損壞或髒亂程度，
照價賠償設備損毀費用與酌收清潔費一千
元。 

五、各宿舍之「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110 年度
暑假」離宿時間表、清點手續、辦理流程及
注意事項，請參閱舍內公告。如有任何疑慮
或特殊困難者，請於 110 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21日間洽詢各宿舍之服務人員進行協調
與安排，逾期將酌收手續費 250 元。 

各宿舍公告連結：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
219144,r406.php?Lang=zh-tw

 
109 學年第 2 學期受疫情影響延遲入境之境外生住宿費延期繳交注意事項 

一、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三項第
十款略以，住宿生應於入住前繳畢住宿費。
未於公告期限內主動出示住宿費繳費證明
者，記五點；經公告期限一週後仍未主動出
示住宿費繳費證明，加計五點。 

二、 考量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有多位境外生因
疫情之故須延後入境，入境後亦須進行 14
日之檢疫作業及 7 日之自主健康管理，無
法於公告期限完成入住、繳畢住宿費，住宿
服務組將提供境外生入住與繳費之緩衝期。 

三、 於 110 年 3 月 2 日起入境者，可享有繳費
緩衝期。入境日期以境外生入境調查及防
疫作業系統登錄內容為準。境外生入境調
查及防疫作業系統:  
http://exchange.oia.ncku.edu.tw/pras/index.p

hp?c=auth 。 
四、 110 年 3 月 2 日起入境之境外住宿生，須於

完成 7 日之自主健康管理之後 3 日內繳畢
住宿費、出示繳費收據，不記住宿違規點。 

五、 逾自主健康管理結束日後 3日繳畢住宿費、
出示繳費收據者，將逕依本校學生宿舍管
理規則，記違規點 10 點，並勒令於七日內
完成退宿手續，亦須繳交自入住日起至退
宿日止之短期住宿費用每日 150 元。 

六、 入境日、自主健康管理結束日、開放入住日
及繳費截止日之對照表如表 1。 

※ 附表連結：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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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110 至 113 學年度學生宿舍續住試辦方案說明 
一、試辦宗旨：為落實高等教育完善及人才培

育工程，學生宿舍是重要的環節之一，營
造溫馨居住環境，提供學生「健康安全」
的求學環境，讓學生可以藉由宿舍生活養
成自我獨立，良好人際關係，參與公共事
務，訓練思辨能力， 終「築夢實踐」，
爰試辦學士班續住制。 

二、 試辦期間： 
(一) 自 110 學年度(約 110 年 9 月中旬)起至 113

學年度(約 114 年 6 月中旬止)。寒假(每年
2 月)及暑假期間(每年 7 至 8 月)若有住宿
意願，須另依據住宿服務組(以下稱住服
組)公告申請。 

(二) 本案於 113 學年度(約 114 年 6 月中旬止)結
束試辦，原有住宿生若仍有住宿意願，應
自行參加 114 學年度床位抽籤作業。 

三、 試辦對象： 
(一) 符合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四條資

格學士班學生，且須符合以下條件，始得
依據住服組公告期限自行提出申請： 
1. 無住宿相關費用欠繳者。待繳費用狀況

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chleav
e.php 。 

2. 無宿舍違規記點。曾住宿本校學生宿舍
並有違規記點未完成銷點者，應於住服
組每學年公告床位申請日前三個工作
天，完成銷點並將銷點紀錄表送住服組
核查。宿舍記點記錄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dormst
u.php 。 

3. 床位開放申請續住期間非屬停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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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申請者如有休學、退學或畢業等學籍
異動狀況，住服組將逕取消其續住床位。 

(三) 住宿期間，若有違反本校「學生宿舍管理
規則」或「學生住宿契約書」等規範者，
將依法辦理， 重處置得取消續住床位。 

四、 試辦宿舍： 
(一) 以勝利校區勝利第一宿舍(男生宿舍)及勝

利第八宿舍(女生宿舍)為試辦宿舍，前述
指定續住試辦寢室，請依據住服組 110 年
3 月 26 日床位選填作業公告辦理。 

(二) 試辦宿舍如有調整依住服組公告為主。 
五、 申請方式及時間： 

(一) 110 學年度床位申請身分及時間： 
1. 通過特殊床位資格者:依據住服組 110 年

3 月 12 日審查結果，中籤上述試辦宿舍
者，得於 110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16 日
期間，自行上網選填寢室，公告網址: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
1052-217905,r406.php?Lang=zh-tw 。 

2. 符合 110 學年度大學部舊生床位抽籤登
記資格者:請依據住服組 110 年 3 月 9 日
公告申請，若中籤上述試辦宿舍者，得
於 110/4/8 至 4/16 期間，自行上網選填
寢室，床位抽籤登記公告網址：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
1052-218844,r406.php?Lang=zh-tw 。 

3.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含轉學新生)：請依
據住服組 110 年 8 月上旬公告申請。 

(二) 111 至 113 學年度：每年 2 月中旬公告續住
申請，開放申請當日係為試辦宿舍住宿生
即可登記續住，請留意住服組網頁資訊。 

六、 續住床位選填方式：110 學年度開放試辦
續住申請時，床位選填係依據學士班學生
宿舍床位作業時程表辦理，自 111 學年度
起，由學生自行上網申請續住，續住床位
安排以住宿原棟原寢為原則。 

七、 空床位遞補及補宿方式： 
(一) 依據學士班學生宿舍床位作業時程表及住

服組公告辦理。 
(二) 行事曆網址：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
10941.php?Lang=zh-tw 。 

八、 備註： 
(一) 逾修業年限未符合續住申請資格但仍有住

宿意願者，請學生逕參加每年度 8 月中旬
公告之線上空床位遞補作業。 

(二) 續住床位安排：以住宿原棟原寢為原則，
如有特殊狀況，住服組得另行調整。 

(三) 續住期間，宿舍管理人員每 1 至 2 個月將
不定期抽檢寢室狀況，若經查獲寢室髒亂
或毀損公物之事實，將依據學生宿舍相關
法規懲處，住宿者另應配合宿舍管理人員
指導限期改善。 

(四) 本試辦制度若有調整依住服組公告為主。 
九、 110-113 續住試辦計劃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
26375.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217905,r406.php?Lang=zh-tw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06-1052-218844,r406.php?Lang=zh-tw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dormstu.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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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110 學年研究生宿舍續住申請 (04/13 10:00 AM-04/27 10:00 AM) 
一、本次續住申請之住宿起訖時間：110 學年第

一學期、111 年寒假、110 學年第二學期。
不含 110 年 7、8 月及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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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109 學年入學)與博一~博四生(即 106-109
學年入學)，外籍生限現住宿之碩一(即
109-110 年入學)與博一~博三生(即 107-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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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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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入學之 110

學年度碩士班及博士班新生、 
2. 現住宿之碩班生於 110 學年逕就讀本

校博班者、 
3. 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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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6 月之碩、博班新生
床位抽籤或 110 年 8 月至 9 月辦理之
空床位遞補，確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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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8 月中旬
公告之線上空床位遞補。 

三、 申請時間：110/4/13 上午 10 時起至 110/4/27
上午 10 時止。 

四、 申請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dc.php 
。申請完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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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仍
有住宿意願者，請逕參閱本組首頁之研究
生床位行事曆，參加床位抽籤或預定於 8
月上旬公告之空床位遞補作業。 

(二) 續住登記狀況確認方式：請於登記完成後，
於系統開放時間內再次登入續住申請系統、
確認續住申請狀態即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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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30 之 18:00 後，

查詢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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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續住床位。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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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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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間自行於申請系統完

成取消者，不須繳交取消之行政手續
費。 

2. 110/4/27 上午 10 時起至 110 學年第一
學期開放入住日前： 

(1) 申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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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取消之行政手續費。 

(3) 各身分別開放入住日：依 110 年暑假
住宿身分別而定，請屆時詳參 110 年
暑假住宿申請相關公告。 

3. 110 學年第一學期開放入住日起： 
(1) 申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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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取消續住者，須繳交住宿相關費用。 

(3) 各身分別開放入住日：依 110 年暑假
住宿身分別而定，請屆時詳參 110 年
暑假住宿申請相關公告及附件資料。 

(五) 110 年暑假住宿：110 年 7、8 月期間如有
住宿需求，請另行申請暑假住宿。暑假住
宿相關訊息預計 5 月中旬於本組首頁公告、
開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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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交通安全宣導】 
本校車禍事故統計分析： 

依本校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資料統計，110年
度 3月份交通意外事件計 9件，造成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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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自己與他人身體及財產的損傷。 

二、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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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行車相對於汽、機車而言相對弱勢，
目前 2 件自行車車禍事件均是遭到汽車、
機車擦撞，同學騎乘自行車時應特別注意
周邊其他車輛，並加裝夜間警示燈保護自
己的安全。 

 

提醒事項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是律定各種交通工具的

使用原則，以確保交通用路人的安全。行人、車
輛均應熟悉並遵守相關規範，才能避免交通事
故的發生。此外同學於校園周邊使用自行車的
機率非常頻繁，騎乘自行車時，應避免行駛於人
行道，既違規又影響行人的權利，於馬路上行駛
時，應特別注意前方及周邊路況，避免遭其他汽、
機車擦撞或自摔。 
一、校園外：遵守交通規則，切勿搶快，禮讓他

人，提高防衛駕駛觀念。 
二、校園內： 

1、校園入夜後光線昏暗，較易發生自行車交通
事件(自摔及擦撞事件)，建議同學可於車
輛加裝車尾警示燈，以提高警示效果。 

2、校園內常有各式車輛進出，如小客車、貨車
或工程車，同學於校內騎乘自行車或行走
時要注意四周動向，例如：如有車輛停放
於路邊時，同學應隨時注意車輛臨時開門
之情況，避免發生碰撞事件。 

 
【賃居安全宣導】 

    每年 5~6月是許多校外賃居同學更換租屋
處所的時間，「國立成功大學校外住宿服務
網；網址:https://reurl.cc/Q7NKb0」所刊登的房
屋都是符合教育部 6項安全認證的合格賃居處
所，建議同學可多加利用查詢。 
    為提升同學在租屋時的法律認知，避免權
益損失或造成日後與房東的糾紛，軍訓室於

5/19日(星期三)10:20在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
室，邀請本校法律系林易典老師擔任「校外租
屋的權利保障」講座，歡迎同學到場聆聽，也
開放同學現場提問。 
    近來發生女大生獨自前往看房，遭不良房
東性侵的遺憾事件。提醒同學租賃看房時應結
伴同行，切勿個人獨自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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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個人財務失竊宣導】 

一、本學期開學後接獲數起同學自行車失竊事
件，自行車主要為校園代步工具，建議同學
購置時宜以實用性為考量，避免購買高單
價之車輛，以免引起歹徒覬覦，並注意個人
使用習慣，不使用時務必上鎖，避免遭竊或
遺失。 

二、購車後，應保存車輛購買相關證明文件及牢
記車體特徵（可拍照存證），並貼上學校所
發予之辨識車證貼紙，隨時注意是否牢貼
於車身，如遺失或損毀請立即申請補發（承
辦單位學務處軍訓室，電話 06-2757575轉
50700）。 

三、臺南市警察局提醒，近日校區(含宿舍)腳踏
車遭竊多為高價腳踏車(且有鎖)，特別提醒
同學注意防竊，尤須多加注意高單價自行

車。 
四、學校近期發生數起個人財物失竊案件，經統

計校園內較易發生個人財物失竊的地點，
以運動場、司令台、籃球場、體育館、圖書
館、各系館交誼廰等公眾出入之場所為主，
大部分的受害同學，財物遭竊時多未即時
發現，提醒本校師生同仁，請隨時注意保管
個人財物（尤以筆電、手機、錢包為主），
勿將財物置於無人看管狀態，以免因一時
疏忽而給予歹徒可乘之機。 

五、全體教職員工生平日應提高防竊警覺、妥善
保管個人財物，如發現遭竊，應保持現場完
整，並立即通報校方相關單位及警方協助
處理。 

 

【戲水安全宣導】 

一、依據教育部校安通報事件統計，近來學生因
前往新興秘境發生溺水事件有增加趨勢，
除因地處偏遠救援困難外，又常因不諳當
地水性與一時興起戲水，忽略開放性水域
之危險性。 

二、提醒同學注意假日出遊時個人戲水安全，
並可至體育署網站
（https://www.sports.url.tw/home/水安宣
導）參考水域安全相關宣導短片，以提升
個人安全防險觀念。 

～校安中心關心您～ 

為加強校園腳踏車管理及維護校園景觀，請配合申辦腳踏車識別證事宜 
一、為落實校園腳踏車管理，本校所屬及附屬單位教職員工生之腳踏車須黏貼腳踏車識別證，依
規定停放於腳踏車停車區。(如下說明) 

 
二、為配合全大運開幕，光復校區網球場、籃球場、學生活動中心前腳踏車，請於 110年 5月 14
日當日配合停至其他腳踏車停車區，本區腳踏車全日淨空。(如次頁公告) 



28 Apri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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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大小事

「微積」看見轉機～給自己 All Pass 的機會 

原民小老師來帶路 微積分課輔 coming soon！ 

本中心聽到同學們常常在為期中考、期末
考燒腦，所以再次邀請數學系的小老師─江嘉恩
(Valjakas Djaljapayan)擔任化險為夷的神隊友，來協
助同學考前解題以及課後複習，該微積分課輔即將
在 3/8 起，每週一 15:00-17:00，在原資中心(雲平大
樓6樓)開跑囉！歡迎有需要的同學來找我們的小老
師，或是考前約小老師一起討論！

另外，不要擔心疫情、也不要擔心時間上
無法配合，我們都會把每週授課過程記錄下來並上
傳 youtube，讓同學在家也能掌握到微積分課程。快
來追蹤原資中心臉書粉絲專頁吧！讓我們陪你 all 
pass 吧！ 

https://www.facebook.com/NCKUI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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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原論系列講座～以筆代刀 ◎日期：110/4/27(二) 17:00-19:00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主講者：伍麗華(原住民立法委員)                       ◎服務單位：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演講者學經歷：台灣原住民族魯凱族人，現任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 
                曾為教師、校長、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處長 ◎大綱： 
1.如何找回自我身分認同? 
2.如何推展族語本位教材? 
3.歷經不同身份的轉換(國小教師-校長-原民處處長-立法委員)，分享心路歷程。 
4.對未來的期待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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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來心輔，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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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覺得很煩...就寫下來～ 
許民憲心理師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經驗：腦袋裡一堆
煩惱，畫面、想法和感受一直冒出來，一齣接著
一齣的小劇場，你知道那是歹戲拖棚、一點都不
想追劇，這時候要是有電源鍵可以關掉它們，你
一定毫不猶豫地按下它...呃...很可惜沒有，所以
你只能被迫繼續看下去。你氣這些煩惱和焦慮，
你討厭他們，甚至氣自己哪裡不好或不對，但你
也發現對情緒或自己也沒有什麼用，你依然對
這些感受和想法沒輒、自己還是處在受苦當中。 

    那如果要緩和這些感受和想法帶來的不舒
服，可以怎麼做呢？大原則是：「把感受和念頭
視為『內心深處派來的使者』，好好傾聽這些使
者在替內心深處表達什麼，充份理解之後為自
己作出決定來改變或接納現狀。」 

    上述只是大原則，具體步驟可以隨自己的
創意去做，如果無所適從，下面的方法可以參考
看看： 

1. 準備：拿一張紙或本子，大一點的會比較好，
因為有可能會寫很多； 

2. 主題：在紙張的中間寫下能代表你現況的幾
個字，並把它圈起來，設定為「主題」； 

3. 描述：從紙中央的圈圈畫出第 1 個主要分支，
命名為「事件」。這個分支主要目的是
在於「對自己所遇到的事作更詳細的
描述」，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也可以畫
畫塗色，切記允許自己暢所欲言，讓內

容順勢隨意地分支出去，就像樹枝一
樣，不必在意它是否整齊雜亂，自由揮
灑即可。不帶任何壓抑或限制，才能讓
情緒有充份空間進行舒解伸展。 

4. 理解：完成上一個步驟後，從中間的圈圈畫
出第 2 個主要分支，命名為「自己」。
這個分支的主要目的是「看懂自己」，
往自己的內在觀視，可以問問自己會
有情緒是因為心底的哪個的部份被觸
動到了？你心底所在意的重點是什麼？ 

5. 決定： 後一個步驟， 從中間的圈圈畫出第
3 個主要分支，命名為「決定」。這個
分支的主要目的是「確認在目前處境
之下，自己想要的目標是什麼，針對目
標作出決定和行動」。有些事是可以設
定目標和解決的，你可以設法改變它
們、讓事情迎刃而解，做法沒有標準答
案，可先自己想過再找有經驗的人諮
詢看看；但有些事是無法解決或挽回
的，這時的重點則是內心的接受和轉
化。 

    所以，面對原先讓你苦惱的情緒和意念，不
要再排斥它們囉～它們出現是為了來通知你重
要的事情的，不是出來被你壓抑或討厭的，不如
好好傾聽它們、從中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後為自
己的需求作出決定和行動，這樣自己內在深處
就會比較安定一些喔～祝各位安心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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