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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YouTube 開站囉  
#歡迎訂閱 reurl.cc/Ldv93y 

成大 110 級線上畢典千人上線 
畢業生逆風上線迎接未知挑戰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0.6.5 
國立成功大學６月５日上午舉辦 110 級線上畢業典

禮，儀式全程同步在學校官方Facebook與YouTube直播，
成大師長、應屆畢業生、家長、親友與校友等上線，各界
紛紛留言祝賀，歷時 1.5 小時，線上觀看人數超過 1200
人。 

成大110級畢業生撥穗代表為曾獲Google東亞獎學
金的資工系博士生蔡昀展、心理系聖露西亞籍碩士生麥
可白（Makeba Dudley），學士班撥穗代表為致力爭取學
權的職能治療系林欣汝。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自 1931 年來成大在台南創校
90 年，畢業這天在這個城市的這個角落從未如此空蕩。
一世紀之前 1918 年西班牙流感對照當前新冠肺炎，是靜
默且極為有力的提醒。蘇慧貞勉勵畢業生「對歷史溫暖
回眸，對未來正直承擔」。疫病彷彿迅雷不及掩耳地出
現，世界看起來支離破碎、滿目瘡痍，但這也是全面新生
的絕佳機會。 

蘇慧貞校長也提到：在網路資源豐富、幾乎不自覺
地已經主宰我們主要的生活模式的今日，人與人之間的
真摯對待、溫暖心意仍然是生命中 不可替代的幸福元 

 
典禮結束後，校⻑與 110 級畢業生代表在室外場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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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校⻑蘇慧貞頒發成功徽章給 110 級畢業生代表 

素。「成大人」是大家殷切期盼、能夠理解別人

的不同、充分與人合作的世界公民。因為疫情發

展瞬息萬變而瀰漫的焦慮中，能夠更沉著檢視，

在這個校園裡的多年教育其實隨時隨地在提醒，

如何建構紮實的知識基礎、敏捷的實作能力、保

持好奇心、也要永遠引領改變！ 

疫情當前，畢業派對取消了，畢業典禮也改
在空蕩蕩的成功廳直播。撥穗、畢業生致詞除現
場分組進場外，貴賓演講與各學院撥穗則以預
錄影片進行。成大心理系碩士生麥可白（Makeba 
Dudley）感性表示，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異國
求學克服挫敗的經歷改變我觀看事物的角度，
讓我學會為自己的成功而奮鬥。「在疫情大流行
時代畢業的我們，即便未來生活與我們一直準
備、期待的有所不同，但我們仍可以掌握的是自
己要如何堅持到底」。 

「改變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但總是可能的」，
麥可白引用美國總統歐巴馬的話與畢業生約定：
要繼續探索、繼續做夢，持續追求新知，永遠不
要滿足於目前當下的已知，永遠相信自己的想
法、想像力與努力可以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 

成大心理系碩士生麥可白來自東加勒比海
島國聖露西亞（Saint Lucia），與台灣有 12 個 

 
成⼤心理系碩士生麥可白（Makeba Dudley）克服困難

完成學業，勉勵畢業生堅持到底 

 
成⼤電機校友劉峻誠擔任 110 級畢業典禮演講貴賓，跟

學弟妹「⼀起畢業」 

小時的時差。７年前來台念書曾一度想休學，後
來受到成大師生的鼓勵與幫忙，堅強克服第二
語言學習、環境適應、課業壓力、思念家鄉等挫
敗而完成學業。 

18 年前因為 SARS 疫情，成大取消全校性大
型畢業典禮。成大電機 92 級校友、世界知名晶
片新創公司 Kneron 耐能智慧創辦人劉峻誠表示，
18 年前踏出校園時我們就被戲稱為草莓族，當
時社會面臨高房價、低生育率、竹科開始分紅費
用化等，我們被定位為「失落的一族」。18 年
後，我很自豪的想跟大家說，這樣的我們仍然在
我們的世代裡活出精采。 

劉峻誠1999年入學遇到921大地震取消大
學迎新，畢業時碰上 SARS。創業初期，AI 人工
智慧尚屬冷門，半導體更被定位為亞洲夕陽產
業，很不被看好。歷經徬徨無措、貧苦留學、商
場爾虞我詐、好友背叛、舉債度日等人生困境，
劉峻誠說「我仍然帶著我的熱情，不管因為別人
怎麼看、怎麼想，帶著我的初心，盡力的揮灑我
的人生」。 

劉峻誠認為，「逆風更能喚醒（refresh）
自我」，因此勉勵學弟妹勇敢面對眼前的徬徨，
強調孤獨的清醒能更深入了解自己，堅定、不忘
初心，終能走出自己的路。並表示，很開心能在
18 年後，有機會跟學弟妹「一起畢業」。 

 
防疫考量 成⼤ 110 級畢業典禮採全程線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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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活，校⻑蘇慧貞勉勵 110 級畢業生

「對歷史溫暖回眸，對未來正直承擔」 

成⼤ 110 級線上畢典千人上線 畢業生逆風上線迎接未

知挑戰 

2021 年因 COVID-19 疫情，校園裡剩下沒有
人的教室、安靜的球場、沒有輸贏只是消失的球
賽，畢業典禮也改為線上舉行。「誰也沒想過會
是這樣告別大學生活，我們可以揮揮衣袖，不帶
走一片雲彩，但不能只是悄悄的走」。 

學士班兄妹檔畢業生政治系胡慶右、交通
管理學系胡雅雯表示，疫情影響重大，改變的不
只是我們的畢業典禮，還有我們所期盼發光的
舞台，我們的日常，但這不會抹滅我們四年來在
這裡走過的，在這裡完成的，在這裡創造的痕跡。 

老年學研究所畢業生陳玟蓁、楊玖潤表示，
幾分鐘後畢典直播下線，代表 110 級畢業生即
將上線到全新領域，感謝成大的培育，邀請網友
為畢典直播影片按讚、分享，並在影片下方用留
言傳達踴躍的掌聲與祝福。「畢業快樂！」祝福

110 級畢業生逆風上線，迎接未來全新挑戰，用
行動勇敢追逐自己的成功。 

♦成功大學 110 級線上畢業典禮直播影片：

https://fb.watch/5WUIVtCmxk/ 

♦成功大學 110 級畢業歌曲 MV《夢之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qdE5Hf-pA 

完整直播：https://reurl.cc/KAAZxR 

完整報導：https://reurl.cc/7r327N 

Commencement video: https://reurl.cc/KAAZxR 

Full story in English: https://reurl.cc/xGEDdV 

#成大 #NCKU #直播 #畢業典禮 #成先啟後 #畢業快樂 
#Commencement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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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級線上畢業典禮校長致詞稿】 
請對歷史溫暖的回眸  請對未來正直的承擔 

2021/06/05 

 
    從 1931 年在台南創校的成功大學的成功廳，
歡迎今天從線上加入我們 2021年畢業典禮的同
學、家長、關心愛護成功大學的各界先進，大家
好： 
    今天跟過去的每一天對你來說有什麼不同
呢？對這所大學而言，90 年來這個城市的這個
角落、在畢業典禮的這一日從未如此空蕩；對我
而言，過去 6 年，這一天也向來是我衷心期待
能夠親自替你撥穗、緊握你的雙手、可能的話再
給予一個滿載祝福的擁抱的美好時刻。而對每
一屆的畢業同學而言，能夠在畢業歌曲中、經歷
數千人一起拋帽而上、迎向未來的盛景也經常
是一生足以反覆品味的記憶！所以，即使此刻
只有一個螢幕視線的距離，我們各自的遺憾都
自然可以想像。但是， 
    如果，因為剎那間實體聚會無法發生的失
落中，你因此能夠更深刻領略，縱然在網路資源
豐富、幾乎不自覺地已經主宰我們主要的生活
模式的今日，人與人之間的真摯對待、溫暖心意
仍然是生命中 不可替代的幸福元素，那麼，我
們會有信心，在這個艱難時刻走出校門的「成大
人」仍然是大家殷切期盼、能夠理解別人的不同、
充分與人合作的世界公民。這是校園生活的價
值。 
    又如果，因為疫情發展瞬息萬變而瀰漫的
焦慮中，你因此能夠更沉著檢視，即使科技日新
月異、人類與自然世界無時無刻不傳遞出令我
們震撼、謙卑的嶄新訊息，然後發現，在這個校
園裡的多年教育其實隨時隨地在提醒你，如何
建構紮實的知識基礎、敏捷的實作能力、保持好
奇心、也要永遠引領改變，那麼，我們也會有信
心，在這個社會上大多數社群徬徨猶疑的時刻
走出校門的你，仍然可以是樂觀、自信，成為社
會安定力量的「成大人」。這是高等教育的意義。 
    更如果，在失落與焦慮中你因此有深刻自
省的質疑，我相信你必然將更有能力【重構未
來】！ 

    一個世紀之前的 1918 年，廣為認知的西班
牙流感席捲全球，文獻告訴我們，當時的台灣也
無法豁免於外；可是以資料來看，對我們的島嶼
重大的衝擊則是發生在 1919 年。對照於你現

在相對熟悉的、從 2020年以來的新冠肺炎經驗，
歷史的學習在長長的時光洪流中，似乎也總能
作為靜默、卻強而有力的提醒。 
    是的，一場疫病，彷彿迅雷不及掩耳地凌空
而來。這世界現在看起來可能支離破碎、滿目瘡
痍，但是歷史告訴我們，這也正是全面新生的絕
佳機會，等待你的參與。所以， 
請對歷史溫暖的回眸 
請對未來正直的承擔 
    請用對未來世界良善的關照作為指引你的
北極星，請用你在這個學校的學習看見光，讓大
家在短暫晦暗的時刻看見希望！ 
    今天之前，你一直在準備，今天之後，請你
昻首闊步的出發。雖然錯過今天的相見，我相信，
我們會在更美好的未來的某一個時刻、某一個
地方再見！ 
畢業快樂！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raduating with us on 
this date, my hearted appreciation for your courage and 
trust to join us many years ago. I hope you have both 
felt welcomed and fulfilled for the time spent in this 
campus. You have probably been through the best time 
of our environment in 2020 when the rest of higher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did not have the benefit 
of keeping campus life physically vital.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also witnessed some of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we have had to confront when this 
pandemic seemed to hit us off guard since a few weeks 
ago.  
Nevertheless, “being challenged in life is inevitable, 
being defeated is optional”. 
I hope you leave with the memories that you have 
come to an institution that is responsibly responding to 
the arising task with intelligence and empathy, learning 
to remain resilient with knowledge and integrity.  
So, take the education with you and thrive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wherever you are and whatever you will be 
engaging in. Continue to cast the light into the darker 
corners of the planet and bring the hope for a better 
tomorrow. 
As we bid goodbye here and now, I know we will soon 
to rejoin in some places, in some forms. 
Happy graduation!

*更多內容請見專題報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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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                                                                             

重要宣導─活動經費申請表｜延後收件 

適用對象：已獲得 110 年活動經費補助的社團  
大家好，如果有拿到補助額的活動，照常舉
辦或改線上舉辦，但在疫情期間沒辦法在活
動日三個工作天前送交紙本經費申請表的社
團，請看以下說明： 

正常流程： 
申請活動 → 活動通過 → 列印經費申請表
交給活動組 
（如果沒在活動日三個工作天前繳交，將酌
扣補助額） 

目前流程： 
申請活動 → 活動通過 → 線上活動辦理 → 
9 月 15 前繳交經費申請表 

（不扣補助額） 

注意 此流程僅限於 9 月份前辦理的活
動，如果延到 9 月後辦理，一樣要照正常流程跑。 
（如果疫情狀況不佳，會另外公告延後方案） 

如果活動因疫情取消 也可和本組討論已支出的款項是否能核銷，基本上從寬認定。 
（請使用線上討論，本人請待在家） 
 

重要宣導─課外活動證明  零接觸申請流程說明 

課外活動證明｜零接觸申請說明  

學期末將近、新學期要展開，同學們陸陸續

續會有申請社團參與證明的需求。以往都要

到辦公室蓋章，但在疫情之下，希望可以減

少大家的移動和接觸，因此發文說明～ 

有需要的同學，請依照以下步驟進行： 

1. 至社團 E 化系統以學號+個人密碼登入

（同成功入口） 

2. 點選申請課外活動證明 

3. 下載成 PDF 檔案 

4. Email 至：em50360@ncku.edu.tw 

5. 活動組蓋章完後，掃描回傳 

大家減少移動注意安全！ 



6    Dec. 2019 

 

 
110 年度第四次社團學術研究計畫經費申請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222981,r795.php?Lang=zh-tw 
請各學生社團留意網頁公告事項。 

學術研究計畫經費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1. 活動日期：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2.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23:59 止 

3. 申請資格：本校社團(試辦及正式社團) 

4. 申請方式： 請將完整企畫書（含經費預算表，註明欲補助項目）寄至 ruyu0212@ncku.edu.tw，
信件主旨註明 110 年度第四次社團學術研究計畫經費申請[XXX 社---活動名稱---欲補助金額] 
 
註：此次為 110 年度社團學術研究經費 後一次申請，請大家把握機會，若經費有剩餘款，本組將
統一收回運用。 
 

**成功大學 108 學年度(109 級)畢業生畢業 1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成功大學 106 學年度(107 級)畢業生畢業 3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成功大學 104 學年度(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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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畢業生各提供平板電腦做為填答抽獎贈

品，問卷調查結束後，系統將分別自動抽

出各 5名畢業生，由本組通知受獎人並依

規定扣繳所得稅。 

108、106 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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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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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捐血回顧～謝謝每一個熱血的你 

 
校園捐血活動｜學期回顧  

    大家好～原定６月份舉辦的捐血活動
因疫情取消了，就提早和各位做個學期回
顧囉！ 
    這學期成大校園捐血共有  738 人捐
出 909 袋血液  
    其中，第一次捐血的人數達到 188人

，比率達 25.5%  
    感謝各位的熱血相助  
    另外，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各地捐血
的人數大大大大的下降了。現在血庫真的
都非常缺血 。可以的話，在做好
防護和一切準備的狀況下，同學們也持續
捐出熱血吧！ 
    前往捐血時，請務必遵守防疫規定，戴口罩、勤消毒、拉開社交距離，在幫助他人的同時，記
得也要保護好自己喔！ 
    之後我們也會不定期的協助宣傳成大週邊的捐血活動～讓想捐血的同學們不錯過 新消息！ 
    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 
#歡迎大力轉發 
#我成大我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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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10/3/26(五)15:00-17:30 企業參訪 
活動地點：嘉鴻遊艇總公司

    本次參訪的地點是位在高雄的嘉鴻遊艇，一
開始我們就到內部的廠房外圍觀看遊艇製造的
中間歷程，這裡大致分三個區塊，一是烤漆，在
選色上一般會選擇白色作為基底，因為其他顏色
可能會因為調色的關係，每次油漆出廠時色調會
有略微不同，在色澤上來說比較難有一致性；除
此之外，公司也談到船底的油漆會選用特殊的材
質，以避免各類水生動植物附著，導致船隻功能
受損接著談到了驗船，嘉鴻的遊艇多輸出歐、美、
澳等國家，而各國對於船隻大小限定的法規不同，
嘉鴻就會依據法規進行船隻大小或配件上的轉
換，例如：某國家限定船高 5 公尺為限，但原船
高達 5.5 公尺，就會將船隻頂部空間作為折疊的
設計，以使遊艇在法規的限制底下，仍符合船主
原本的期待。 後則是談到嘉鴻近年來大力主打
的 FD 系列，他 明顯的特點就是相較其他系列
的遊艇寬度較寬，以至於在相同長度的遊艇中，
它還可以多出一間房間的空間；原本寬度的關係
會造成船隻在海面航行的速度下降，然而在嘉鴻
的工程師開發下，研發出獨有的穿浪手，使得 FD
系列的遊艇速度在全速的情況下可提升到 36 公
里/小時(原本的船速為 30 公里/小時)，以上種
種原因成功地將 FD 系列遊艇推向 有競爭力、

熱賣的船種。 

    在前往五軸模具廠的路上，我們和教練討論
到遊艇的相關產業，教練說台灣幾乎沒有遊艇市
場，因為台灣的地理環境並不支援開發遊艇產業，
買主買了遊艇很可能因為沒有足夠的船泊地而
困擾；也因為船泊地不足的關係，遊艇的周邊產
業不易發展起來，帶動台灣遊艇市場有限；另一
方面來說，亞洲華人的傳統概念中，如有財富仍
會傾向積蓄房地產，以造福後世子孫，所以有財
富的累積也不大會將錢花在娛樂產品上，更不要
說市值上億，且每年保養費高達千萬的遊艇上。 

    來到模具廠，教練詳細地和我們解說了各類

材質與模具組的應用，過去模具都由模具師傅來
計算與製作，基本上他們可以說是無可取代，但
在經歷工廠的變革時代後，透過電腦數值控制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CNC)，使機器
能夠運算切割的角度、大小，且隨著技術研發精
進，嘉鴻引進的五軸加工機，能夠精準的切割出
3D 立體物件，可以替嘉鴻打造出精細的模具組。
模具的選材上主要以木頭為主，一是因為價格上
來說比較便宜；二來則是因為木工材料廢棄後較
好處理，如果採用 FRP 的材質雖然較為硬實，在
廢棄後卻不好處理，易造成不必要的環境汙染。 

    後一站—大水槽，在大水槽裡會進行各式
各樣的功能檢測，以確保出貨後的遊艇品質，在
這裡也會完成 後的內裝工程。完成檢測後就會
排定日期，在夜晚時分將遊艇運往港邊，準備出
貨。到這裡，我們的參訪之旅也告一段落了，很
感謝過程中教練對於我們的疑惑，不藏私的解答，
和我們有活絡的互動，給了我們一場很棒的參訪
之旅。(取自 11th 嘉鴻遊艇小組課程花絮) 

產 業 脈 動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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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勁打造第一品牌 
 
時間：2021 年 03 月 25 日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第一會議室 
 
講者：林鴻志總經理 
     (和泰冷凍空調董事長兼總經理) 
 

    本場講座由學生事務處林麗娟學務長擔任
引言人：｢同學們，晚安！相信大家跟我一樣充
滿愉悅地心情期待今天林鴻志學長蒞校演講，
鴻志學長公務非常忙，但一想到學弟妹們，他仍
撥空南下支持，分享他個人的職涯歷程的同時
也提供其寶貴的建議，在此我們先給大學長熱
烈掌聲。在邀請過程中，我跟他說，大金這個品
牌大家都很熟悉，特別在公益、公關的執行上，
績效 為顯著，能夠一步一腳印長久站穩整個
市場，到底是怎麼做到的，我覺得應該是要貼近
同學近身分享，讓學弟妹了解到獨門的『撇步』。
除了這件事以外，學長今天來演講費不收，還回
捐了一筆錢給學校，我們謝謝學長！在全大運
所有我們志工活動需要的禮物，也獲得大學長
個人支持提供給學弟學妹們的，讓我們覺得幸
福加分，有這麼照顧我們的學長們來支持我們
所有的活動。同理，很多事情是相對的傳承，今
天我也跟各位同學一樣很想聽，如何拚勁、怎麼
打造第一品牌才能走到這裡，今天的演講分享
不是為公司打廣告，而是為了經驗的傳承，以及
學長對我們成大學弟學妹們濃濃的愛，現在讓
我們歡迎林鴻志學長！謝謝。」 

    林鴻志總經理曾任成大台北校友會常務理
事，現任和泰冷凍空調的董事長兼總經理，他也
說到自己也是大陸子公司的董事長，懂得如何
與大陸人溝通、談合作，讓原本虧損的子公司，
在林總經理接手後就賺錢了，主要原因是在聘
用人的方面，林總經理深知若在大陸公司聘請
台灣員工過去，要負擔的除了工資以外，還需處
理住宿、交通的問題。另外總經理提到除了人有
八字，公司也有八字，做品牌之前要先將總體環
境弄熟，才能知道未來的變化。 

    本次演講除了大金團隊，林鴻志總經理也
邀請到了大金的經銷商，跟大家說未來的大金
會如何去發展。演講一開始總經理提到了「玩品
牌」這件事，他說玩品牌是一件很燒錢的事情，
像是廣告就要花上兩億元，因此他說玩品牌是
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說到要如何經營第一
品牌，總經理說品牌的品有三個口，中國人以三

為多，要怎麼做好一個品牌的口碑，總經理相信
要打造好品牌需要很多人說你的品牌「好」，好
的品質、好的口碑，才能打造第一品牌  
 
如何打造第一品牌 

    對於如何打造好品牌，林鴻志總經理說要

站在顧客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只要站在對方的

角度去看事情，在座的同學都可以當企劃人員，

如果用自己的角度就無法將事情做好，因為在

處理事情只會想到自己，總經理認為做企劃人

員不用讀到博士，博士反而容易鑽牛角尖，只要

願意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事情，就會有機會把

事情做好，成為成功的企劃人員。 

    再來，總經理用自己的例子說之前過年休
假的時候，常常會被董事長找來開會討論事情，
可能放六天的假期，實際上只會休到三天，若是
董事長在美國，仍然會打電話回來討論事項，林
鴻志總經理認為這是好事，因為能否成為第一
品牌的關鍵在老闆有沒有用心想把品牌做起來，
是由老闆去帶領團隊去打造好品牌。 
 
關於公司管理 
    林鴻志總經理談到公司管理時說，公司環
境一定要管理好，如果公司環境管不好，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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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怎麼做得好，每天他都會去公司巡視整個環
境，如果超過三次看到東西沒放好還在同一個
位置，那他就會把東西丟進垃圾桶。另外，林總
經理還說幸福的企業裡一定會有一個鐵血部隊，
賺錢的公司才有機會成為幸福企業，沒賺錢的
公司不可能，於是勉勵同學要「拚」。 

    再者，總經理提到，疫情結束後他要跑很多
的國家，因為和泰的事業體很大，而真正母公司
的大金井上禮之會長今年高齡 86 歲，他說大金
是「絕對優勢的創新商品和商業模式，深受社會
喜愛和信賴、真正的領先全球企業」。 
 
職場生活、社會大小事 
    總經理分享現今的空調市場規模約 350 億
台幣，其中有很多廠商在經營，想成為第一要跑
在 90 幾家企業前面，一切都要靠「拚勁」，而要
如何「拚」呢？交際應酬是不可少的。 

    林鴻志總經理提到晚上餐會、應酬會遇到
「喝酒」這件事，他說無論自己當晚喝醉與否，
隔天仍會準時在 7:15 進公司開會，並且一路開
到晚上，連幾點下班都不知道。有時當晚又有餐
會需要喝酒，喝酒 重要的是不能喝醉，總經理
說這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能還沒談成就醉了，拚
勁的勁應該是要用在對的地方，所以喝醉要有
喝醉的目的，不是喝完就是第一名，要懂得怎麼
喝才不會醉。 

    接著總經理說很多人會羨慕含著金湯匙出
生的人，但是他說含著金湯匙也要懂得如何把
金湯匙含住、要知道如何把公司管理好，所以含
金湯匙是件很難的事情，這些人從小就開始被
培養成將來要接手大公司，若是管不好就會被
說敗家子，還要學很多的才藝，所以總經理問同
學，「你們認為含著金湯匙出生會快樂嗎？」 

    當提到企業喜歡用成大學生時，林鴻志總
經理說因為成大學生人家要你們做什麼，大家
就會去做什麼，但總經理說我們應該要懂得如

何在這些做的事情把自己的身價提升，要從做
的事情中得到你要得到的東西，像是怎麼做能
節省成本，就是不要一塊錢只做一塊錢的事情，
要一步一步將成本降下，只要算到成本下降了，
老闆就會看到，老闆喜歡用這種人，所以林鴻志
總經理勉勵同學要懂得被利用、應用。 
 
游出紅海，躍上藍天 
    紅海的缺點就是毛利低，因為毛利低而要
控制成本，所以總經理說會計要學好，才有機會
「游出紅海，躍上藍天」，藍天的市場一定不大，
因為技術還沒辦法跟上，消費者也還不能接受，
所以賺的錢不多，但是需要的投入會很多，林鴻
志總經理說毛利高不見得賺得到錢，因為市場
不夠大，反觀紅海的毛利不好，但是市場夠大，
於是關鍵就在於產品如何組合。 

    當找工作時遇到很藍的公司時候，總經理
說同學要面對的問題會是「離開」，還是要跟他
一起「打拼」，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會離開，因為
營業額低、工作又多，但總經理說離開永遠沒有
好位置，那同學要如何判斷公司呢？他說「到一
間公司 重要的是要判斷老闆」，當遇到很藍的
公司但老闆很用心在做，你待在那裡玩到贏就
升上來了，而到一般的公司時要知道天下沒有
白吃的午餐，現在能享受到的都是前面的學長
姐流血流汗過來的。 
 
如何突破困境 
    應該要如何突破困境呢？即使是再怎麼艱
難的環境，總經理告訴同學要「面對它、接受他、
處理它， 後要放下它」，回到家要把它忘記，
先好好睡一覺，明天才能再處理它，對應到感情
方面，就是我們所說的—有緣無分，總經理說做
事情不要都用同一個角度，要去思考不同的方
式才能突破困境。 

    林鴻志總經理說老闆告訴他們要從 no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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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someone ，再從 someone 到 no.1，當產品是
好、 強、別人跟不上的時候，同時東西也要

符合消費者的需求，要把定位定好，謹守自己的
本分，他也勉勵同學要「認命」，認命才能把事
情做得更好，一天到晚只會抱怨的人八字絕對
不會好，衰神會跟著自己，比如說追女孩一直抱
怨，只會讓人家瞧不起自己。而人為什麼會帶衰，
是因為思緒不夠多，總經理講到了一個重點：考
慮的事情應該要 250%以上，做事情要想得很遠，
若是想的不夠，連老天爺也不會幫你，當神明幫
你拿到了聖杯，也就是得到了口碑，前提也是要
在你有 250%準備的時候。 

    林鴻志總經理說《孫子兵法》是公司必讀的，
因為經營公司跟帶部隊是一樣的，商場如同戰
場，只是不流血不死人，但同樣都會流淚，像是
案子拿不到的時候，總經理說自己拿不到案子
的時候一定會深深的反省、規劃，準備好以後再
去說服對方，所以有人說總經理出面一定可以
拿下案子。 
 
MP3 戰略 

    林鴻志總經理用交男女朋友來對應 MP3 戰
略的藍海理論基礎：M 是要追怎樣的男女朋友，
定位要清楚，以理論來說就是「目標市場特性」。
P 是我有什麼競爭能力、優勢能讓女孩子喜歡我，
對應到藍海的理論是「核心競爭優勢」， 後的
3 是要有創新的模式，追女生總不能只叫女生回
答 YES 或 NO，總經理說現在很多人結婚前有
很多話說，到了婚後就變成有話好說，所以講話
要創新，不要每次出去都講同樣的笑話，人在交
往時可能還會思考改變，婚後就卻都一成不變，
婚姻是要靠經營的，對應藍海的理論就是「創新
思維模式」，要去思考要怎麼做。 

    之後總經理引用了一段《孫子兵法》中〈始
計篇〉的話「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
戰而妙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而況
於無算乎！」，意思就是做事情一定要多算，而
規劃應該想到什麼程度，像是發表會，總經理說
他就會想到電流應該要多少，因為有可能跳電，
當發布會當天真的跳電之後才再說神明沒保佑，
是很不正確的，所以鼓勵同學做規劃前要算得
很清楚。 
 
行動綱領及工作信念 
    大金的行動綱領有：行動迅速、協調合作及
突破創新。總經理舉例說明當團隊有三人時，日
本人的三個人懂得協作，台灣人卻只想把別人
搞倒，有時不喜歡一個人不代表不能跟他做事
情，應該要公事公辦，但人不可能沒有私心，所
以我們只能盡可能地做到公私分明。 

    總經理提到事情是看破還是突破在於個人
的想法，同樣一件事情有人是看破、有人是突破，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會因為你看破就得到
東西，做事情也是如此，占著位子就要把這個事
做好。 

    大金的工作信念是：成功者找方法，失敗者
找理由，事情要如何做得好需要思考，同學可以
上網查、問人，聽到人家講電話時，可以思考對
方講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回答，如此才能學到東
西，不然只能一直做總機，幫人轉電話，所以應
該如何從中找出方法，就是同學要去思考的課
題。 

    舉例說做品牌面對消費者就是要思考如何
不斷地對消費者好、讓他滿意，若是停止思考就
是輸的時候了，自滿的時候也是輸的時候，所以
不能自滿。還有當你的對手是對的，同學應該思
考怎麼破解他的策略，如果不去破解就永遠不
可能贏過他，同學們可以選擇把效率提高，找對
方輸自己的地方，想辦法在那裡超越他，像是空
調有很多品牌在一起，要勝過對方才能打贏，林
鴻志總經理說人只能往上爬，要靠實實在在的
實力去賺錢、做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切
都是認真來的，要一步一腳印迅速完成目標。 
 
經營上不可或缺的「三眼」 
    在經營上不可或缺的三隻眼分別是：鳥眼、
蟲眼、魚眼。 

    鳥眼：從上空俯瞰，從宏觀角度看事情，是
大局所需的視點。也就是說要懂得看總體環境。 

    蟲眼：從微觀的角度，觀察微小的變化。做
品牌的人要能感受到顧客的改變，觀察每個顧
客做的事情；做企劃的人如果能結過婚、生過小
孩 好，因為才能懂得做父母的感受，「不禁一
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把家庭經營好，
才能把工作經營好。 

    魚眼：360 度廣角的視野，來覺察環境、市
場趨勢、社會動向。如此才有機會賺得到錢。 
    總經理說這些是大金很重視的三眼，同學
們出社會要牢記在心。 
 
三現主義 
    所謂的三現主義是「前往現場，了解現物、
理解現實並現情，就可掌握事物的本質」，林鴻
志總經理鼓勵同學不要只在實驗室發想事情，
要走到外面去。 

    三現的內容包括：現地、現情、現物。 

    現地：事情發生的場所。 



12    June 2021 

 

    現情：同在現場，有助於營造客戶和員工對
於企業的信任感與忠誠度 

    現物：現場的實物。 

    林總經理說他在案子被否決時會親自走訪
工地，紀錄附近的經銷商，之後跟老闆一起討論
案子應該如何拿到。 
 
「智慧」兩字解析 
    面對不景氣，天要讓你敗很簡單，辦活動下
個雨就沒了，像是打高爾夫球下雨刮風你就敗
了，總經理說做事情一定要祈天謝天。 

    林鴻志總經理說為人主管 重要的是「智」，
再來是「仁、信」，人講的話就要信，還有「勇」，
男人出力就叫勇，而「嚴」嘴巴很多，代表的就
是老闆可能會一直碎念。 

    在面對不景氣，總經理提出了「智慧」心法，
先把「智」拆開，「矢」代表的是箭，也就是同
學的看法及想法要遠見且深入，要看到未來的
趨勢。「口」是要融會貫通、表達想法，也就是
要有專業，因為一件事看起來簡單，但要如何講
得出來就是要靠專業，。而以上這些就是要靠
「日」要 update(創新)，每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時時刻刻觀察總體環境，每天都要去創新。
總經理說知識的「知」就不如智慧的「智」，因
為知少了日(創新)。 

    「慧」的上面是兩隻掃把，也就是說要加倍
用心磨練，以品牌來說就是要用心服務，而慧中
間的部份是要多方面學習吸收，不能只是很認
真之後就把東西放水流，東西努力過後就要收
集起來變成是同學自己的， 後慧下面的心，是
隨心所欲、達成目標，所以總經理認為「智慧」
這兩個字是很面面俱到的，勉勵同學要用智慧
去解決事情。 

  
時代前瞻，引領市場潮流 
    做品牌的步驟是站在制高點，要具有前瞻
性、驅動行銷、引領市場。站在 高點是要看事
情、判斷事情，要有前瞻性想法， 後才有辦法
去驅動行銷。 

    林鴻志總經理以廟來舉例，哪間廟的香火
旺，就要想想他是怎麼做到的，可以無師自通

自己去思考。 

 
店頭武裝—關於做行銷、品牌的方法 
    1.店頭定位，庄頭內的主廟：成為庄頭內的
主廟，願景明確、是大家的主要信仰。即凡事總

是會想先找你處理。你就是權威，別人無法取代，
見到你就安心。行銷術語：專業、真誠、安心。 

    2.品牌抉擇：廟內的主神是誰：是媽祖或三
山國王或是其他。 重要是祂保國安民可以得
到村民認同，或者可遊說其認同，換句話說就是
要「香油不斷」，廟才可以越蓋越大。行銷術語：
以高知名度或指名度之品牌為主，讓店面容易
賺到錢。 

    3.產品組合，廟內信眾祈求工具：香、紙錢、
抽籤、解說、捐香油錢。行銷術語：滿足消費者
需要之產品組合。 

    4.武裝店面：一間破廟絕無香油錢，所以主
廟一定要金碧輝煌。行銷術語：武裝店面，讓消
費者能快速且充分了解產品，增加專業信任度。 

    5.販促銷售：一家廟要香火旺就要常辦活動，
信眾才會常到廟裡，到了廟裡免不了會捐個香
油錢。行銷術語：如何誘導消費者到店裡構成交
易，有活動才會活絡。 

    6.一家廟要興旺，一定有名人參拜或名廟來
參香。行銷術語：公共關係推廣，口碑傳承。 
 
等待或主動尋找客戶 
    總經理用漁業來做舉例：1.港口等魚游進來；
2.舢舨出海捕魚；3.近海捕魚；4.遠洋捕魚。同
學要「主動讓世界美好」，不要等客戶自己上門，
要找到自己的消費群，之後主動去找他們，如果
要客戶自己上門，就是廣告要投的多，經營品牌
客戶是要找出來的，無中生有的客戶很難。當同
學思考不同、方法不同，導致的結果也會不同，
所以經營品牌就要用拚勁，要比別人用心、比別
人打拼。 

 
關於顧客—好口碑 高滿意 

    「好口碑一傳十，壞口碑一傳二十五」，也
就是壞事傳千里，好事不出門，林鴻志總經理說
據統計當消費者感受到產品的好時，他會告訴
10 人；當消費者感受到產品的不好時，他則會
告訴 25 人。而現在網路資訊發達，更可能將這
個消費經驗告訴 250 人。 

    由消費者親身體驗，獲得滿意，進而傳入其
他消費者耳中的口碑行銷，因為不是刻意設計，
若是聽到好評，消費者會因為可信度較高而容
易接納，效果也就比廣告宣傳來的好。 

    顧客的再購與推薦：將顧客關係管理(CRM)
落實到企業文化與制度中，讓客戶信任公司，也
因此養出客戶的忠誠度，也就是前面所說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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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漁業」。 

    總經理說從了解到信任，把顧客關係做深，
創造高再購率。「客戶變朋友，朋友變推手」一
個人無法做好大事，需要靠一群朋友幫忙，事業
圖越大，需要的人也就越多。 

    講到關於顧客的永續經營，若只是買賣成
交，客戶只會來一次，提供感動服務，客戶就會
一來再來。以格局面(高度)來說，要以服務為目
的，則賺錢是必然的結果。 後的實務面(消費
者會饋)，賺大金是必然的結果，前提是要以服
務為目的。企業做是要對得起消費者，消費者才
會永續(公益活動) 
 
全員經營 
    第一：健康快樂—透過健康快樂的進化，肯
定自我發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什麼。 

    第二：家庭事業—透過家庭事業的進化，成
長自我，在家人、客戶之間的互動中、淬鍊我們
的人生價值。 

    第三：服務社會—透過服務社會的進化，消
融自我，以服務為目的，協助所有利害關係人實
踐其人生價值。 

    後林鴻志總經理講到大金的願景： 

   「投入冷凍空調產業發展，提升生活品質環
境永續，創造美好人生祥和社會。」 
 
Q&A 

Q1： 我覺得聽學長您講話很有氣場，這也是現
在我們年輕人需要培養的東西，想問需要怎麼
去培養呢？ 

A1：磨練啊！我剛剛說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會
去坐在廟裡面打坐，然後去思考事情要怎麼講，
就像我今天來也不是拿著資料就講，其實一開
始我講話也是會緊張，那要如何不緊張，可以面
對鏡子，面對鏡子練習說話，講給自己聽，上台
時一定會緊張，不可能一生下來講話就不緊張，
是要磨練出來的！而威嚴要到什麼程度，就是
要自信，對你要講的你要非常的深入，還要去經
歷，有經歷過你才能把這些東西講出來，如果沒
有經歷過講起來就會心虛，講起來就不會很順，
那我為什麼有辦法信手拈來就說呢？因為就遇
到很多困難要去解決，想到 苦的時候一個月
才賺多少錢、想到虧錢的時候應該怎麼去解決
這些問題，當你都會解決的時候自然就會講起
來很自信，像主任在這裡，他講話也很自信啊！
所以還是一件事情—「自我磨練」，不會的事情
面對自己、看著鏡子去思考，你講的話自己有沒
有辦法聽進去，如果連你自己都無法聽進去，就
表示你講的內容不對，先說服自己你才有辦法
說服別人。 

    林麗娟學務長與同學們分享今天的講座總
結: ｢此場講座很像學長在跟學弟妹聊天，令人
開心又倍感充實。上週四同一時間及地點王浩
一學長演講，兩位學長都共同提到了一些事，就
是不要抱怨，我大概只留這件事來提醒大家，學
長剛剛說到很多職場上的番外篇，上禮拜的王
浩一學長也是，進到社會就需要知道社會事，像
是金湯匙要含得住，要懂得被別人利用，還用獨
特的解法來解，「智慧」兩個字，其他還有學長
認為與其等待一個好的位置，不如去創造一個
位置，跟我們說要把握機會、要如何努力去爭取，
然後把事情處理好，我想這些都比不過學長之
前跟我說，「我覺得我沒有很聰明、沒有很厲害，
所以我做事情要做 150 分，因為打八折還有 100
分」後來我發現他帶著他的團隊，真的都是努力
在做 150 分的事情，所以學長回到母校是非常
有誠意的，與大家分享這些，今天非常謝謝學長。
請大家再以 熱烈掌聲謝謝林學長及其大金的
團隊為今晚活動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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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自己及大家的健康，請一起來守護宿舍安全 
同學好， 

  全國疫情升至三級，請務必持續照護自己
的健康，保護自己及大家的健康，邀請您隨時留
意身體狀況還有機會抽獎，大家一起來哦！ 
一、適用對象:本校學生宿舍 109 學年度第二學

期住宿生。 
二、登錄時間及方式：即日起，請每日進行線上

登錄每日體溫與症狀，活動截止以住宿服
務組公告為主。 

三、登錄系統網址 (每日體溫與症狀登錄 )：  
https://app.pers.ncku.edu.tw/ncov/index.php?
auth  

四、獎勵方式： 
(一) 每位參與者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獎品有

全聯禮券 200 元 200 名。 
(二) 連續登錄達 15 天者，可獲得 1 點宿舍優良

記點。 
(三) 第 16 天起，持續填答達 10 天者，可再獲

得 1 點宿舍優良記點，優良點數得累計，例
如:填答達 15 天，可獲得 1 點；填答達 25
天，可再獲得 1 點，共 2 點。 

(四) 如有異動，住宿服務組保留相關解釋權利，
請您留意住宿服務組網頁公告。 

住宿服務組關心您 

 
 

本校學生宿舍三級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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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受理學生宿舍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補

宿申請。 
二、現有居民如有提前理離宿需求，請電洽各

宿舍管理人員辦理( https://housing-
osa.ncku.edu.tw/p/412-1052-
9830.php?Lang=zh-tw )。 

三、各宿舍區維持原單一入口政策，其它出入
口管制只出不進。 

四、全體住宿同學每日需量測體溫。額溫高於
攝氏 37 度，請勿進入宿舍，並請儘速就醫。 

五、住宿生須每日紀錄體溫、症狀及足跡，填
寫健康關懷問卷，並隨時注意本校新型冠
狀病毒（COVID-19）資訊平台專區資
訊，網址:  
https://app.pers.ncku.edu.tw/ncov/index.php?
auth 。 

六、宿舍區內公共空間，如自修室、交誼廳、討
論室、簡易廚房及祈禱室等，即日起暫時關
閉。 

七、在宿舍內與他人交談，除配戴口罩外，並請
保持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以上之社交
距離。 

八、各宿舍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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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光復宿舍學生餐廳即日起採外帶，禁止內
用。 

    此外，已要求宿舍清潔人員出勤時，應全程
佩戴口罩，針對公共區域如門把等手部常接觸
處，及各樓層浴室廁所、樓梯間等，加強環境清
潔消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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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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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110 年暑假住宿申請作業原則 

（含 109-2 學期物品延後搬離配套申請措施） 

一、因應國內疫情警戒層級提升，為減少校園
及學生宿舍內之人員流動、避免造成防疫
破口，110 年暑假為僅開放本校學生宿舍
109-2 學期之住宿生申請暑假全期住宿及
109-2 學期延後離宿。其餘學生(含本校外宿
學生、預定於 110 年 9 月入學之新生、預
定申請短期住宿學生…等)暫不開放申請/
安排暑假住宿。 

二、109-2 學期住宿生之暑假住宿申請方式、申
請日期、床位安排原則、床位查詢、取消或
異動申請之辦理時間與方式及計費標準…
等，請參閱<附表１－109-2 學期住宿生 110
年暑假全期住宿＆109-2 學期延後離宿申
請作業說明> 

三、為同時了解 109-2 學期住宿生之期末離宿
之需求（含 109-2 物品延後搬離），請未申
請全期暑假住宿之 109-2 學期住宿生線上
登 記 離 宿 辦 理 狀 況 及 需 求 :  
http://dorm.osa.ncku.edu.tw/sumv110 。如尚
未離宿已先行返家之住宿生，請務必至上
述網址回覆您的離宿需求。 

四、申請注意事項： 
(一) 暑假全期住宿線上申請： 

1. 身分別：限本校學生宿舍 109-2 學期住
宿生。 

2.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22 日上
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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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住宿資料或歷年住宿相關費用(含電
費及行政手續費…等)繳交異常而無法
申請者，請務必於 110 年 6 月 15 日上
午 10 時前完成銷點或繳費，並向本組
出示銷點或繳費證明，以便協助開放線
上申請權限。 

(二) 延後離宿申請： 
1. 身分別：限本校學生宿舍 109-2 學期住

宿生。 
2. 申請時間：6 月 15 日~ 6 月 22 日之 09:00 

~12:00、13:00 ~17:00 
(三) 各項重要日程：因應疫情變化及中央之警

戒層級調整，109 學年第 2 學期離宿、110
年暑假住宿搬遷日期、110 學年第 1 學期
開放入住日與各相關注意事項將配合一併

調整，請住宿生務必留意本組首頁 新公
告。 

(四) 暑假住宿期間注意事項 
1. 將進行不定時抽查。如查獲未申請暑假

住宿自行進住者，將依住宿相關管理規
定及學生獎懲要點處理。暑假住宿期間，
受勒令退宿處分者，其已繳納之住宿費
不予退費。 

2. 住宿生應留意本組 新公告、了解並配
合校園各項防疫措施。 

(五) 光一舍及光二舍預定於暑假期間進行光復
紐帶學苑區工程，施工範圍含光一舍 1F、
光二舍 1F 及光一二舍之外圍，施工初期
進行之各項拆除作業將產生噪音。109-2學
期光一舍、光二舍住宿生請先考量前述狀
況後，再確認是否申請 110 年暑假住宿。 

五、 繳費注意事項： 
(一) 暑假全期住宿： 

1. 住 宿 費 收 費 標 準 : https://housing-
osa.ncku.edu.tw/p/412-1052-
2428.php?Lang=zh-tw 。電費另計。 

2. 繳費日期：110 年 6 月 28 日起至 110 年
7 月 08 日止。請務必於前述開放繳費時
間繳畢留宿費用。逾時將有違規記點，
記點方式： 
(1) 於 110 年 7 月 09 日起繳費並出示

收據者，將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
則第九條記違規點 5 點。 

(2) 於 110 年 7 月 16 日起繳費並出示
收據者，再加記違規點 5 點。 

(3) 如受疫情影響之故須延遲繳費，請
於 110 年 7 月 08 日 17 時前以電子
郵件洽所屬宿舍輔導員辦理延遲繳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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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繳費單列印注意事項: 
(1) 境外生(含僑生、陸生、外籍生)之

“身分證號”欄位為學號、護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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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或居留證號碼 3 者其中之一。 
(2) “生日”欄位請轉換為 7 位數之民

國年。西元年減去 1911 即為民國年。 
(3) 如無法登入，請洽住服組承辦人董

小 姐 ， 分 機 86340 、 EMAIL: 
em86340@email.ncku.edu.tw 。    

(二) 延後離宿申請： 
1. 收費標準：每人每日 150 元，電費另計。 
2. 繳費日期：應於入住前或申請時繳畢，

如有異動則依輔導員通知為準。辦理進
住時須出示繳費收據。逾時將有違規記
點，記點方式： 
(1) 逾申請進住日出示繳費收據者將依

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九條記違

規點 5 點； 
(2) 逾申請進住日後一周出示繳費收據

者再加記違規點 5 點。 
(3) 如受疫情影響之故須延遲繳費，請

於申請時一併以電子郵件洽所屬宿
舍輔導員辦理延遲繳費。 

3. 繳費方式：請逕至自動繳費機繳費或依
輔導員說明辦理。 

六、 暑假住宿期間及 110 學年第 1 學期之宿網
作 業 時 程 : 依 計 網 中 心 公 告 為 準 。
( https://cc.ncku.edu.tw/index.php?Lang=zh-
tw )。 

七、 因應疫情變化，後續如有異動事項，皆以
新公告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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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預約辦理--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離宿清空 

配合全國防疫警戒提升，調整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離宿清空期限至 110 年 7 月 3 日

(六)下午 15 時止，未申請暑假留宿者，敬請線上預約後辦理。(110.6.7 更新)

一、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減少人員跨縣市流動
與染疫風險，建議 110 學年度仍住宿的同
申請暑假留宿；110 學年度外宿的同學，請
以郵寄、貨運或計程車的方式搬運物品，盡
量減少家長跨縣市移動，避免人潮群聚，將
可能染疫的風險降至 低。 

二、 為降低群聚機會與人際接觸，未申請暑假
留宿同學之離宿清點手續以預約方式進行，
並延長離宿清點期限至 110 年 7 月 3 日(六)
下午 15 時止。各宿舍離宿辦理預約網址：
http://tinyurl.com/2u5vy9mf  

三、 本次離宿除一般上班時間外，假日離宿服
務調整為 7 月 3 日(六)9:00-12:00、13:00-
15:00 時段，如需假日搬家者，請盡早預約。
而原訂之 110 年 6 月 27 日(日)假日服務取
消，以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四、 目前已返家之住宿生，可登記物品延後搬
離，登記後無須在 7 月 3 日前辦理離宿清
點，唯 遲仍需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宣布全國三級解封日起，向後推算第 10
日之中午 12 時止做為物品搬離截止期
限。登記說明請參閱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sumv110 。 

五、 各宿舍之「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離宿清點」
說明、辦理流程及注意事項，請參閱各宿舍
公告。如有任何疑慮或特殊困難者，請洽詢
各宿舍之服務人員進行協調與安排。 

六、 因本校自 5 月 19 日起實施校園門禁，禁止
校外人、車入校，各宿舍區家長協助離宿接
送之停車建議請參閱附件一至附件三。雖
宿舍備有公用推車，但考量共用物品的接
觸風險，強烈建議搬遷同學自備簡易推車。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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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因疫情變化無法預測，離宿辦理措施若
有更動，以住宿服務組 新公告為主，
請隨時留意相關訊息內容。 

 附件下載網址： http://housing-
osa.ncku.edu.tw/p/406-1052-
222660,r40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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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進你家                                                                            

成功深耕扶助計畫-成功深耕獎補助，受理申請中～

    本校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
協助機制推動（本校簡稱為「成功深耕扶助計
畫」），特訂定「成功深耕獎補助要點」(110.05.13
法規內容修訂及更名)，如連結檔案，另申請表
格同步更新，請同學下載新版表格，並踴躍提出
申請。 
    提醒同學 110 年第 2 次受理補助申請作業，
既日起至 6 月 30 日(三)下午 17:00 截止，申請
作業如下： 
一、申請補助對象： 
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二)特殊境遇子女或孫子女。 
(三)原住民族。 
(四)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助

學金補助者。 
(五)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六)懷孕學生。 
(七)扶養未滿 3 歲子女者。 
(八)三代家庭(直系血親)第 1 位上大學者。 
(九)家庭突遭變故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本校審核

通過者。 
符合前項資格者，以經濟條件較為不利者優先
補助。 
二、申請獎補項目發生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起

(新生為開學後起算)。 
三、申請獎補項目：分為參與「學習協助」、「公

共服務及培力活動」或「職涯及校外實習活
動」等，如參與參訪、學習活動等皆可依項
目申請補助，相關補助內容請參閱獎補助要
點喔，亦歡迎來電生輔組詢問。  

四、繳交期限：請備齊申請應附資料，既日起至
06 月 30 日(三)下午 17:00 截止繳交至生輔
組黃小姐(分機 50355)。 

五、繳件方式： 
(一)請下載 新的的申請表(110.05.13 線上收

件新修)申請，因應疫情「在學證明」以「學
生證」代替，並無需至註冊組核章。 

(二)受理【線上】或【紙本】申請，請擇一申請： 
1.受理【線上】申請：   

a. 申請網址：  
https://forms.gle/UeVADPp94Zzt7n149 

b. 資料務必完備，以避免不受理，請同
學以本校 G Suite 帳號之信箱填寫
google 申請表單確認後再送出，同時
將檔案以 word 檔(或 odt 檔)及 PDF
的形式在本表單 後附檔上傳，本組
經核對後與 google 表單相同之案件
方受理申請；配合疫情防護本組代為
給予推薦單位核章，單位推薦完成後
列入本次審查申請案件，完成申請。 

2.受理【紙本】申請：本組目前還是有開放
紙本收件，請量測當日體溫確認無發燒
現象後來本組按鈴繳件，但原則會隨著
疫情變化而調整，請同學留意生輔組網
頁訊息。 

六、實際補助項目金額：將視當年度獲教育部補
助金額，酌予調整，收件截止至當年度經費
用罄完畢，故提醒同學應於活動執行期間結
束後當次受理期限提出申請為佳，以避免遭
剔除。 

七、另受理登記「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身分」
資格登記，詳如連結檔案。 

八、請至出納組(網頁)建立學生本人之郵局轉
帳資料，已建立者免辦：
https://expsys.ncku.edu.tw/pif/index.php?auth 

  
註 1：提醒配合計畫執行規定每份申請資料需

附上「國立成功大學 成功深耕獎補助-
問卷」。 

註 2：「1-5 參與非修習課程所要求之校內外學
習活動獎助金」配合疫情受理線上講座
案件申請，惟仍需提供相關證明佐證資
料。 

  
 ★相關法規及申請表單請見生輔組網頁【成功
深耕扶助計畫】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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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協助學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申請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p/406-1051-222886,r91.php?Lang=zh-tw

一、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
(事實應發生自 110 年 5 月 1 日起至同年 7
月 31 日止)。 

二、補助對象：本校本國籍之在學學生或其家庭
成員確實受疫情影響，致就學期間經濟困難，
並有具體證明文件，且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 

(一)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符合低收入、中低收
入、特殊境遇家庭或大專弱勢助學金資格者。 

(二)108 年家庭年收入在新台幣 114 萬元以下
者（含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者為
本人及配偶)。 

(三)非屬前項(一)、(二)之情形，但其家庭經濟
確實受疫情影響，導致就學期間經濟困難，
可提出具體之佐證資料者（得以「學生家庭
經濟狀況或遭逢變故訪談紀錄表」證明）。 

三、補助項目： 

(一)緊急紓困助學金： 
1.符合前項(一)者，一次補助 2 萬 2 千元

整。 
2.符合前項(二)者，一次補助 1 萬 2 千元

整。 
3.符合前項(三)者，一次補助 5千至 2萬 2

千元整（補助金額請依受疫情影響情形
自行評估，但實際補助金額以核定結果
為準）。 

(二)校外住宿租金補貼：台南市及嘉義縣市每
月補貼1,350元/月；高雄市每月補貼1,450
元/月；其他縣市補助金額則比照「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辦理， 高補助
3個月。有關申請租金補貼之相關規定，敬
請參照下列網址之說明：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p/
412-1051-25170.php?Lang=zh-tw 

(三)學生如同時符合上述二者之項目，得同時
申請，惟曾申請過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軍訓
室之「緊急紓困助學金」或生輔組之「校外
住宿租金補貼」者，則無法再申請本方案相
同項目之補助。 

四、申請資料：請填申請表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本校協助學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衝擊補助申請表申請書。 

(二)戶籍謄本(含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
婚者為本人及配偶)。 

(三)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含

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者為本人及
配偶)，惟如為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符合低
收入、中低收入、特殊境遇家庭或符合大專
弱勢助學金資格者，免附證明，同學無需舉
證，由生輔組主動核對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
之學雜費減免資料。 

(四)必須提出下列任一文件： 
1.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 
2.公司開立之非自願離職證明。 
3.勞動部核發充電再出發訓練津貼證明文件。 
4.勞動部核發安心就業計畫薪資差額補貼

證明文件。 
5.勞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 
6.居家隔離或檢疫證明。 
若無上述 1～6 之文件，另得以 7 之訪談表
代替： 
7.學生家庭經濟狀況或遭逢變故訪談紀錄表。 

(五)申請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者，需另檢附學生校
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書(一式 4 頁，登錄系
統填寫後列印)、校外租賃契約書影本一份、
租賃標的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五、申請流程（請先線上填寫 Google 表單或租
金補貼申請系統）： 

(一)緊急紓困助學金：請先線上填寫 Google 表
單（填寫後不需列印）：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q_r0prjj0
7aPW5fMccNX6Iaks13EtpZPgHCLPnO-
4M/edit 

(二)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系統（填寫後必須列
印）： http://sys.osa.ncku.edu.tw/rent_sub  

(三)請將所有申請必備之文件，以 email（請將
資料拍照或掃瞄，如為掃瞄請儘量掃瞄成一
個 PDF 檔案）或掛號郵寄（紙本）擇一方
式提出申請。 

(四)如以 email 寄送，請依下列所申請項目寄送
辦理窗口。 
項目 分機 E-Mail 

緊急紓困
助學金

50348
黃小姐

z9106007@email.ncku.edu.tw 

校外住宿
租金補貼

50345
蕭先生

z10105033@email.ncku.edu.tw

二項均申
請

50348
50345

em50340@email.ncku.edu.tw 

(五)如以掛號郵寄（紙本）申請，請寄至：「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生活輔導組(申請紓
困方案)」。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p/406-1051-222886,r91.php?Lang=zh-tw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p/412-1051-25170.php?Lang=zh-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q_r0prjj07aPW5fMccNX6Iaks13EtpZPgHCLPnO-4M/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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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110 年暑假期間提醒同學們的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各位親愛的同學們! 

暑假將屆(6 月 28 日起至 9 月 5 日止)，為
維護同學健康、安全，建立正確的自我防護觀念，
除鼓勵同學們從事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外，更
提醒大家避免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有安全顧慮
之工作，因而肇生意外事件；即使在暑假期間，
各位同學的安全依然是各級師長 關心的事，
所以就下列相關安全注意事項加強提醒： 

一、防疫規範：同學應隨時瀏覽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網頁，以即時了解 新疫情狀況與防疫

規範事項，現行防疫措施已提升至 3 級警
戒，依衛服部 110 年 5 月 28 日衛授疾字第
1100200495 號公告，規範個人外出時須全
程佩戴口罩、配合進入空間實聯制，禁止室
內 5人以上(不含同住者)，室外 10 人以上
之聚會等防疫措施，提醒各位同學無論在
室內或戶外活動時，務必遵守全程配戴口
罩與避免群聚之人數限制等防疫規範，以
免因一時不慎違反防疫規定而遭受罰則
(相關規範及罰則如下表)。 

 
防疫措施 罰則 定義 

外出時全程佩
戴口罩、配合實
聯制 。 

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
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
以下罰鍰。 

修正法源依據第二點，刪除「勸導不聽者」等
文字，以明確法律規定。惟於外出時確有飲
食需求者，得於不特定對象保持社交距離或
有適當阻隔設備之情形下，於飲食期間暫時
取下口罩。 

除可開放營業
場所外，停止
室內 5 人以
上，室外 10 人
以上之聚會。 

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處
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聚會定義分為下列兩種： 
一、「在家聚會」指個別人士聚集在住宅內，

無論何種目的，室內或室外(同住者除
外)。 

二、「社交聚會」指個別人士在任何地方因社
交目的聚集。 

二、室內活動：若疫情趨緩後於室內場館（電
影院、百貨公司賣場、KTV、室內演唱會
等）活動時，應先觀察逃生路線及逃生、
消防設備（緩降機、滅火器）的位置。謹
慎交友，勿涉足不正當、高風險場所、沉
迷網咖、吸食毒品，以免衍生不良後果或
導致不當行為違反校規，提醒同學務必謹
慎，以維護自身安全。另鑑於全球新興毒
品變化快速，尤其混合性毒品對人體的傷
害仍有待檢驗，同學均需具備相關知識和
敏感度，才能有效防範。 

三、戶外活動：從事登山、海灘戲水等戶外活
動時，應隨時注意氣象預報，避免進入土
石流、瘋狗浪等潛在危險區，切勿前往無
人管理的海邊、河川、溪谷戲水或游泳，
以確保安全。系學會或社團辦理的活動，
除應告知系（所）外，亦請於活動前通報
本校校安中心，以利即時因應與協處突發
事件。 

四、交通安全：騎乘機車請正確配戴安全帽、
勿酒後騎車，行車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
電話及勿當低頭族、禁止飆車、不疲勞駕
駛、勿無照騎車，並勿將機車借給無適當

駕照的人；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覺死
角，應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
行，以維護生命安全。 

五、工讀安全：如要打工，應注意工讀環境安
全及求職廣告詐騙陷阱、慎防職業傷害，
並瞭解勞資法律，保障自身權益，以免吃
虧受騙或影響安全；萬一發生受騙或誤入
求職陷阱，可撥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成立之諮詢專線：0800-211-459 請求協
助。 

六、詐騙防制：近年來電話詐騙恐嚇取財事件
層出不窮，為避免受騙，若有外出，務必
告知行程及聯絡電話，並留下 1 至 2 位要
好同學或朋友電話，供家長必要時聯絡，
並適時運用「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七、賃居安全：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或瓦斯爐
煮食時，要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切
勿將門窗緊閉，易導致因瓦斯燃燒不完
全，而肇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此外，外
出或就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
關閉，以確保安全。 

八、學生宿舍安全：暑假期間仍有部分同學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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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宿舍，提醒同學養成寢室上鎖及貴重物
品隨身攜帶的習慣，避免宵小有可趁之
機。 

九、注意可疑人物：暑假期間因校園內學生較
少，如有發現可疑人物(竊盜、偷拍、詐
騙)，請立即通報系所、館舍、駐警隊、軍
訓室協助處理。 

十、留校學生安全：提醒同學避免單獨留在教
室，勿單獨太早到校，太晚離開校園，務

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
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
所。 

十一、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經常
瀏覽學校網頁，以瞭解學校 新消息；同
學於暑假期間發生各類意外事件，可與本
校校安中心 06-2757575 轉 55555（24 小時
專線）聯繫尋求協助，教官們將全天候及
時的協助同學處理相關事務。 

「多一分注意，多一分保障」，建立安全防險觀念，學會自我保護之道，具備危機意識，方能
在暑假期間享受快樂與安全的休閒活動，進而達到身心調劑及學習成長目的，敬祝各位同學暑假
愉快！ 

 

【反詐騙宣導】 

詐騙新話術「電話通知篩檢結果陽性，交錢拿藥」，請同學勿信 

衛福部反詐騙宣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三級警戒，中央健康保險署提醒民
眾，若接受抗原快速篩檢（快篩）或病毒核酸檢
驗（PCR 檢驗），採檢醫療院所於檢驗結果產
出時會儘速上傳檢驗結果，同學可透過「全民健
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APP，查詢快篩及 PCR
檢驗結果。 

若同學已採檢，快篩檢驗結果於篩檢當日
ㄧ定會通知，公費 PCR 檢驗結果需待篩檢日後
3 日內方有結果，採檢醫事服務機構或疾病管制
署才會上傳。自費 PCR 檢驗結果，則需洽提供
採檢之醫事服務機構。個人查詢篩檢結果步驟
如下： 
一、 下載「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

APP。 

二、 點選裝置認證，選擇行動電話認證，準備
本人健保卡、本人 SIM 卡，並使用行動網
路，輸入健保卡號後 4 碼、手機號碼、身
分證號．就可快速認證操作。 

三、 點選健康存摺，至「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結
果」查詢篩檢結果。 
另外，健保署鄭重提醒，若篩檢結果為陽性，

請民眾等候衛生單位通知，做後續檢疫隔離安
排篩檢。結果報告出爐之後，不會以電話通知民
眾繳交現金以拿取治療藥物之情事，籲請民眾
若接到疑似詐騙電話，請立即掛斷，撥打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或撥打健保諮詢服務專線：
0800-030-598 或 4128-678(不須加區域碼)，手機
請撥 02-4128-67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公告&165 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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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焦慮調適 
謝喆偉諮商心理師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近的生活充滿各種壓力，疫情變化真的完
美詮釋了焦慮的意義：當處境越充滿未知，焦慮
程度就會越高。這個疫情充滿了未知：會傳染到
什麼程度未知、得病了會不會好未知、要持續多
久未知、誰會被傳染未知，這麼多的未知都化為
心裡面的焦慮，因為我們會感到難以掌控，不知
道何去何從，好像做什麼都沒有用，於是沮喪、
挫折、焦慮、害怕、恐慌都油然而生。 
    老實說要跟這麼強大的未知焦慮對抗是相
當困難的一件事情，過去處理的焦慮都有個參
照：上台報告的焦慮，有那麼多人、或是自身也
報告過那麼多次，會如何其實可以預測；失眠的
焦慮，那麼多天的失眠、如此精熟的因應，多失
眠一天也沒什麼，焦慮自然破解。 
    儘管當下的感受相當強烈，但若我們能夠
試著抓住當下可行而有效的作為，日復一日持
續的練習，我們還是可以一點一點地將焦慮轉
化成心中的踏實感。即便客觀因素會讓焦慮持
續存在甚至巨大，但我們也有機會讓心中的踏
實感持續擴大，並達到一個可運作的平衡。 
    要跟焦慮對抗真的很辛苦也很不容易，適
時的舒壓也很重要，因為要掌握那麼多的細節

真的要耗掉許多心力。紓壓無需太耗時，以免運
作過久反而造成力量消耗，想放鬆反而越放越
累。紓壓的方向應該是會讓自己感受到自在的、
具有自我效能感、貼近興趣與喜好、能夠產出令
自己欣喜的成品或歷程能讓自己感受到喜悅與
價值。有些孩子會說：可是我沒有喜歡的東西，
然而我會看見也許不是不喜歡，而是心中雜思
甚多，加諸許多評價，無法從單純而細緻的角度
來體會，停不下來，又怎能找到喜歡的東西呢？
不斷的批判與質疑，又怎能找到喜歡的東西
呢？思緒不斷的跳躍而無法擴增感官覺察，又
怎能找到喜歡的東西呢？ 
    分享一下我個人調解焦慮心情的方式：
近利用假日做了一些泡芙，假如作泡芙這件事
情我的成就感擺在作出一顆很漂亮很好吃眾人
喜愛的泡芙，那肯定是不有趣的；真的讓我感
到萬分喜悅的其實是幾分鐘回頭看一下爐子裡
的變化，當看到泡芙「站」起來的時候，真的
會讓我很純然的發出讚嘆：哇，我做到了！ 
    放鬆，這樣一句話就夠了，真的。

防疫期間的心靈小撇步 
＊由黃天豪、林長揚心理師製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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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疫情變得嚴峻之後，不同於去年的「焦
慮、恐慌」，反而可以從各種媒體與社群中，看
到「憤怒」的情緒在流竄。這種憤怒的情緒，已
經瀰漫到職場、校園與家庭。影響所及，包括所
有隔離、檢疫、自主健康管理、在家工作、在家
學習，以及生活被改變的你我。 

初期，可能是針對防疫出現破口，發出的許
多指責與攻擊；接著，可以看到許多在家的父母
或配偶，面對長時間與孩子或另一半相處的崩
潰文； 近，則是在部長宣布「校正回歸」那天，
開始出現大量的嘲諷梗圖與笑話。無論支持或
不支持，信任與不信任，大家的言詞都都越來越
強烈。 

不知你是否也注意到，與此同時，情緒的溫
度計正在節節升高呢？ 

情緒，是一種很容易變形的經驗。憤怒是一
種常見的情緒，也是 容易被看見的情緒。它具
有極為強大的破壞性，無論是對自己或他人。然
而，人們往往忽略，它常常是由其他情緒「變形」
而來，而且具有強烈的「遮蔽」作用。 

如果你/妳也意識到自己和身邊的人好像變
得不太一樣，可以透過以下的步驟來自助助人。 

一、#覺察（Aware）憤怒的存在 

先把注意力轉向內在，做個深呼吸。 

首先，注意「現在我有哪些身體感覺、想法、
感受與行為衝動？」 

接著，區辨「這些反應，和平常的我有什麼
不一樣？」 

後，命名「這些反應，用那個情緒詞能
貼切形容？」 

二、#看見（Look）憤怒底下隱藏的情緒 

憤怒常常是其他的情緒變形而來。例如： 

恐懼：面對無法控制且不確定的威脅，感受到
「害怕恐懼」。 

失望：原本的期待（例如可以一直正常生活下去）
落空產生的「失望挫折」。 

無助：不知道自己可做什麼，或覺得做什麼都沒
有用的「無助無能」。 

懊惱：對於自己「本來可以」卻沒有做到的事情，
感覺到「懊惱後悔」。 

羞愧：對於自己「已經犯下」的過錯，感覺到「羞
愧罪惡」。 

難堪：對於不得不對別人（或自己）承認過錯，
產生的「難堪丟臉」。 

當看見憤怒底下隱藏的情緒時，做個深呼吸。 

三、#聆聽（Listen）憤怒背後真實的需求 

當我們看見憤怒底下隱藏的情緒，其實可
以發現，這些情緒源於內在許多重要的聲音。 

這些內在的聲音，反映著我們真正的「想
要」。我們想要感覺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憤怒時，
會讓人感受到強大的力量），我們想要知道自己
是安全的，我們想要能夠立刻彌補過錯，我們想
要重新獲得「控制感」，我們想要相信自己可做
到什麼的「效能感」。而所有這些「想要」，都
是非常合理，且屬於我們內在的重要部份。當聽
見憤怒背後真實的需求後，做個深呼吸。 

四、#感受（Feel）並接納內在的意圖 

當我們聽見憤怒背後真實的需求，便可以
知道：「這些意圖本身沒有錯，是可以且應該被
接納的。」讓自己接納內在這些安全感、控制感、
效能感的需求；然後，做個深呼吸。 

現在，請你感受自己因此產生的任何變化： 

那種力量感是否變得比較沈穩，而不是那麼浮
躁？ 

那種控制感是否變得比較清晰，而不再像無頭
蒼蠅？ 

那種效能感是否變得比較有行動力，而不是亂
槍打鳥？ 

五、#轉化（Transform）內在意圖成為智慧 

當我們接納內在的意圖，還需要擁有「區辨」
的智慧，區辨生命中有許多「可改變」與「不可
改變」的事物。 

對於可改變的事物，可以採取有效能的作
為與行動，感受到自己真正的控制、效能與力量； 

對於不可改變的事物， 好接受不確定性
並保持希望，感受到自己也可以包容、允許與接
納。 

後，專注在可改變的事物上，做個深呼吸，
讓自己準備好，採取行動。 

安撫內在的憤怒情緒，我們都可以在疫情
中，成為更好的自己，也成為更好的他人。希望
這個簡單的 ALL FT 步驟，可以串連起我們每一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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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宣導                                                                             

#心理防疫對抗病毒：PEACE 五部曲  

＊轉載自國立成功大學 FB 粉絲專頁 

    三級警戒已經超過一個月，為了抵禦病毒，
勤洗手、出門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是我們自保
的不二法則，但你我的「心」準備好和疫情長期
抗戰了嗎？ 
    成大行為醫學研究所教授郭乃文積極推廣
「#正向心理學」，重點放在激發個體以本能、努
力和學習力來正面回應壓力，將創傷當成機會，
完成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的過程。 
    行為醫學研究所臨床心理組畢業生與研究
生群（李昇恆、惠筠、弼毓婷、李詩雯、周以樂、
葉潔昕、葉哲嫺、 毛婉琪、石庭安、周雯涵、
蔡佩玲、顏郡慧等人）則提出「PEACE 五部曲」
概念（五個字母分別代表不同意義）： 
1. 遵守政策（Policy Follower） 
2. 促進安全感（Enhance the Safety） 
3. 接納情緒（Accept Your Emotion） 
4. 改變習慣（Change the Habits） 
5. 投入生活（Engage in Life） 

快來看完整說明：https://reurl.cc/5r87aq 
    為了推廣「PEACE 五部曲」，這研究生不只
設計了中、英文衛教單張，還翻譯成印尼文和越
南文，讓新住民及外籍移工也能透過這項工具
幫助自己或照顧更多人，建立健康的心理狀態，
累積上百萬的瀏覽量。 
    「這是臺灣第一次積極地將心理抗疫納入
疫情應變體系中，」郭乃文認為，過去抗疫只注
重醫學端行動，但在面對新冠肺炎時，終於回到
「人的行為」來思考。 
    成大行為醫學研究所將知識轉化為實際行
動，協助更多人用健康心態面對疫情下的社會。 
＊成大新冠病毒網頁資訊專區：
app.pers.ncku.edu.tw/ncov_web/ 
＊防疫 PEACE 台語影片專區：
https://reurl.cc/zer2QQ 
 
 

 

Have you paid attention to how you are holding up in mids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Your mental health is as important as your physical health, and during the pandemic, it is 
ever more crucial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stress and emotions. NCKU Professor Guo 
Nai-Wen from the Institute of Behavioral Medicine, proposed Mind-PEACE 5-steps in 
order to guide peop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You can learn to ease your mind with the Mind-PEACE 5-steps, which are Policy 
follower, Enhance the safety, Accept your emotion, Change the habits, and Engage in life. 
Starting from understanding and following policies in pandemic prevention, we can create 
an environment with a sense of safety and accept our emotions in order to make better 
habits, eventually to engage in life. In the children's version of PEACE, Policy follower is 
changed to Play Game. 
The Mind-PEACE 5-steps received positive reactions from around the globe and was used 
in over 20 countries. "We are actively incorporating mental health into the system of 
fighting against a pandemic," Dr. Guo Nai-Wen said. NCKU Institute of Behavioral 
Medicine employed knowledge and turned it into action, helping more people to face the 
society with an active. 
Read about Mind-PEACE 5-steps 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website: 
https://reurl.cc/O0VbeA 
More information on NCKU website for Pandemic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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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防疫宅在家，健康不掉拍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施美錦 編制 

一、前言：(1) 
自 2019 年 12 月全球因新型冠狀病毒造成

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世界
各地迅速擴散，各國為對抗 COVID-19，採取的
方式大致相似，例如邊境封鎖、保持社交距離、
更注重雙手清潔或城市宵禁令等，其目的都是
為了阻斷傳播途徑，降低感染風險。 

我國近期也因疫情日趨嚴峻，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發布自 5/19 起，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
級，除了個人及環境的防疫措施持續執行，每個
人避免不必要的移動、活動或聚會；營業場所落
實人流管制；職場也進行工作型態改變，例如：
彈性上班、分流上班、居家辦公…，以上總總，
讓我們宅在家的時間變多了。 

二、疫情影響(5) 

在溫暖的家中，又需要避免不必要的接觸，
而理所當然地減少外出，以降低被傳染的風險。
容易陷入吃飽睡、睡飽吃，零食、飲料隨手來，
只「動」眼球手指、不運動，整個身體循環機能
都減緩了，又增加了易致胖致病食物攝取量，各
種身體問題也會隨之而來。 

接著，容易出現晚睡晚起、熬夜情形，若生
活作息不規律，容易導致身體免疫力變差、內分
泌失調、肝功能異常、皮膚出現問題（如黑斑、
痤瘡等）和認知、體力上的表現下滑外，罹患各
種慢性病（如高血壓、糖尿病與心臟病等）的可
能性也會大增。 

三、宅在家，可以怎麼做呢? 
以下提供幾項建議，有助於居家生活規劃，

規律生活作息，同時也能改善睡眠品質和維持
健康： 

(一)作息規律(4)(6) 

1.不論是週末或週間，都在固定的時間起床(如
使用鬧鐘)。 

2.盡量讓陽光照射進房間或照到身上。 
3.每天起床後盡早吃早餐，固定時間吃午餐，不
吃宵夜。 

4.午睡時間 好在 20～30 分間。 
5.晚上 9 點後，調暗燈光，減少光線刺激，包括
手機、平板電腦 好都別用，營造好睡覺氛圍。 

(二)均衡飲食 
疫情期間動的少，更需要節制飲食、正確選

擇，避免攝取營養失衡，而到底每種營養素應該
攝取多少的份量呢？其實可以用「拳頭」來做份
量參考，依國健署「我的餐盤」概念來攝取，口
訣如下。(2) 

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頭大 
菜比水果多一點，飯跟蔬菜一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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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魚蛋肉一掌心，堅果種子一茶匙 

另外，為減少外出採購次數，以降低受傳染
風險，但也希望能吃得健康營養，建議選擇可耐
放又營養的食物。(7) 
1.可久放主食，保存期限約 1 至 2 年，補充能
量、未精緻的澱粉富含膳食纖維。例如全穀米、
蕎麥麵、麥片、地瓜、南瓜、馬鈴薯、全麥麵
包。 

2.冷凍蔬果與低鹽低糖罐頭，保存期限約 1 至 3
年，透過急速冷凍的方式保存，營養價值依然
豐富；罐頭則以少鹽少糖為首選。例如花椰菜
米、冷凍莓果、冷凍蘆筍⋯等。蕃茄罐頭、蘑
菇罐頭。 

3.耐放型的新鮮蔬果，保存期限約 2 至 3 周，天
然的維他命 C、植化素，可幫助抗壓、抗發炎。
例如高麗菜、紅白蘿蔔、花椰菜、乾香菇、蘋
果、檸檬、芭樂、奇異果、香蕉、洋蔥、大蒜、
薑。 

4.冷凍與罐頭的蛋白質食材，保存期限約 3 個月
至 3 年，可久放的優質蛋白質，可鞏固免疫力。
例如冷凍毛豆、凍豆腐、黃豆、冷凍肉品、水
煮鮪魚罐頭、鷹嘴豆罐頭。 

5.耐保存乳製品，保存期 9 個月至 1 年半，每天
鈣質不能缺少，保久乳沒有加防腐劑，和鮮乳
一樣營養，例如保久乳、奶粉、起司、乳酪。 

6.方便食用烹調型食材，可保存約 1 個月至 1 年
以上，例如堅果、雞蛋。 

(三)規律運動：每週至少 150 分鐘 
居家期間，以下 5 個招式，無需特殊裝備，

不受場地的限制，只需換上輕便運動裝束與準
備兩瓶礦泉水，運用隨手可得的毛巾、彈力帶等
物品，就能隨時隨地健身，增加身體活動量，運
動程度不亞於上健身房。(3) 
1.居家協調訓練-推推球運動：爸爸和小朋友一
起推著彈力球走，訓練小朋友的大肌肉群及手
部肌肉與身體協調。 

2.居家爆發力與協調訓練-反向跳運動：親子一

起玩雙人反向跳，可以訓練雙腳爆發力和身體
協調性，還可以互相挑戰，看誰的耐力比較好，
提升運動的樂趣！ 

3.居家肌力訓練-深蹲運動：手握彈力帶兩側末
端，兩腳分開與肩同寬，踩住彈力帶往下蹲，
可以強化下肢肌力，也可以親子面對面一起做，
增加默契。 

4.居家心肺及肌耐力訓練-跑步機：手扶穩桌子
或家具，穿運動鞋各踩一條抹布來回移動，以
訓練下肢肌群為主，核心為輔，過程中手部不
能離開扶手，以保持安全！ 

5.居家下肢肌耐力訓練-坐式健身車：左右手維
持不動，雙膝輪流輕頂礦泉水，可以訓練上肢、
核心及下肢肌力，只要 2 瓶礦泉水，運動 6 分
鐘，消耗約 32 卡熱量。 

四、結語 
面對嚴峻的疫情，除了每個人都要落實防疫

措施外，為避免人流移動而增加疫病傳播風險，
居家時間增加已逐漸成為生活新常態，因此，如
何重新學習、妥善的規劃作息、飲食、運動等，
以維持、促進身心健康，更是我們面對疫情的必
要課題。 

五、參考資料 
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vleOMKqwuEbIM
gqaTeXG8A 

2.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手冊專區/我的餐盤手冊
https://www.hpa.gov.tw/Pages/EBook.aspx?nodeid=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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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動動生活 GO！ 我家也是健身
房！ 
https://www.mohw.gov.tw/fp-4631-54423-1.html 

4.郭慧(2021/05/22)疫情下居家辦公者激增！如何設定工
作規律、保持身心健康？https://med-
net.com/CMSContent/Content/801 

5.柯俊銘(2021/04/21)常熬夜、睡眠作息不規律？美研
究：容易心情差，憂鬱症纏身風險高
https://health.gvm.com.tw/article/78709 

6.盧映慈(2021/05/28)防疫對策／宅在家 14 天小心孩子
越來越胖！謝榮鴻教授營養 4 大招、疫情期間也能吃
得健康 
https://heho.com.tw/archives/174456 

7.聯合新聞網(2021/06/05)快加入防疫採買清單！營養師
推「6 大耐放營養食物」 久可保存 3 年
ttps://udn.com/news/story/7266/55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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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110 級線上畢業典禮畢業生代表致詞稿】 

心理學系碩士班麥可白(聖露西亞籍) 

 
 
Greeting  
早安, Suprabhaat (su-prab-haat), Buenos dias, Bon 
dia(Bomgia), Sa-wat-di, Jhao buoi sang, Bonjour, 
Guten Morgen (goo-tehn mohr-ghen, Magandang 
umaga (ma-gan-dan wu-maga, Habari za asubuhi 
(Habari-ya asuboohi,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Good morning!  
Wǒ jiào mài kě bái, láizì měilì de jiālèbǐ hǎi shèng 
lú lù xīyǎ dǎo. Hěn gāoxìng zhàn zài wǒmen de 
xiàozhǎng, jīntiān yāoqǐng de kèrén guìbīn, 
xiàoyǒu, jiàoshòu, fùmǔ hé, péngyǒu yǐjí wǒ de 
gèwèi bìyè shēng miànqián. Huòdé jiǎngxuéjīn lái 
táiwān xuéxí shì wǒ cóng wèi xiǎngguò huì fāshēng 
de shì. Zhèlǐ de rénmín, wénhuà, zhídé tànsuǒ de 
Shì duō 
dìqū, hái yǒu zuì zhòngyào de měishí. Duìyú 
xuéxiào, tóngxuémen de jiàoshòu yǐjí zài zhěnggè 
lǚchéng zhōng tígōng bāngzhù de měi gèrén, bùyào 
wàngjì wǒ de zhōngwén lǎoshī nàixīn hé jīlì 
rénxīn.Yīncǐ zài cǐ, wǒ yào duì táiwān zài guòqù qī 
nián cheng wèi dì èr gùxiāng biǎoshì gǎnxiè. 
------------------------------------------------------------ 
Speech  
As a descendant of the Caribbean island Saint 
Lucia, my native heritage has influenced my 
perspective of life, which can be met with the 
simple and laid-back views of the sun, sea, and 
sand—working to meet daily life requirements and 
enjoying the fruits of our labor. It takes an 
ambitious, resilient, inquiring, and compassionate 
mind to seek a challenge, test the waters and pursue 

excellence, not just for oneself, but for the 
betterment of his/her people. Growing up in Saint 
Lucia, an island of 238sq miles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184,347  people, I can never forget Bob 
Marley's words from his song three little birds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because every little 
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Those lyrics still resonate 
with me every day during tough times. 
Seven years ago, I embarked on an unforgettable 
journe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grow, create 
everlasting friendships and bonds, and call this 
country my second home. Never would I have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where I am today after 
overcoming some obstacles I faced along the way. 
As students, we are taught to think positively and 
stay focused, be resilient,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most importantly, pave the way for our future. We 
are taught to reach for the stars and remain firm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however, what exactly 
does being strong entail? Based on this journey, as 
well as many of you, it entailed;  (1) dealing with 
assignments that we can't comprehend or find 
solutions to; especially in a second language, (2) 
feeling like a failure, (3) having to deal with our 
frustrations silently while keeping a happy attitude, 
(4) battling mental health issues, (5) feeling 
homesick, just to name a few. 
Taiwan changed my mindset and gave m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around me. 
According to Henry Miller from Foothill and De 
Anza Colleges, "One's destination is never a place 
but a new way of seeing things." When I moved to 
Taiwan, I learned to fight for my success an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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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d of even the most minor achievements. 
Studying in a new language and culture allows you 
to appreciate your hard work, dedication and look 
back on where you were and where you are now. A 
moment I will never be able to forget was when I 
walked into my departments' office five years ago, 
while in my second year of undergraduate school, I 
picked up what is known as a 'drop-out of school 
slip' and signed it. Today, and every other day since, 
I look at this slip as a reminder of how far I have 
come.  
Thus far, the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we have 
faced are just the beginning of what is coming 
ahead in the future. Making it to this memorable 
day proves that we are more resilient than we 
thought, based on our journeys. It just proves what 
DeMarcus Cousins said, and I quote, "God gives 
his hardest battles to his strongest soldiers." 
Whether or not you are uncertain about your future 
or stuck between changing career paths or even 
thinking about taking a break to enjoy the wonders 
of life, all of those choices are better than not 
having a choice. The current pandemic known as 
COVID-19, also referred to a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changed the whole 
world in seconds; thus, life as we knew it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We are graduating in the midst 
of a pandemic. Cheers to that.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en we return to the places we call home, 
we may no longer have some of our friends, family, 
or even people we were once acquainted with due 
to the pandemic. We battled the constant worry 
about our country's future due to the high cases 
every day and our own. Living far from home will 
always be difficult,  however, we have shown our 
capabilities even through this tough time. 
The life and future we have been preparing for will 
not be the same. The plans we made for the future 
may have changed, and the goals we hoped to attain 

may have slowed in pace, but while the pandemic 
is beyond our control, what we still have control 
over is what we do to ensure that we stay on course 
and utilize all the alternatives at our disposal. As I 
stand here today, I see the faces of certainty, 
uncertainty, nerves, fear, and happiness; I see the 
faces of everything a new graduate should feel.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feeling all those 
emotions as we are all human. 
As we leave the four walls of academia and move 
into the real world, I would like to leave with you 
the words of Barack Obama "Keep exploring. Keep 
dreaming. Keep asking why. Don't settle for what 
you already know. Never stop believing in the 
power of your ideas, your imagination, your hard 
work to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is never easy but 
always possible". As I look back on those seven 
years, it's clear to me how accurate the proverbial 
saying is,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I Makeba 
Dudley was not built in a day, you my fellow 
graduates, were not built in a day.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us on our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We've made many people proud -- Our parents who 
have been our most effective support system, our 
professors , friends, and mentors.  
On behalf of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2021,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our professors for imparting 
their wisdom , faculty and staff who have shown 
nothing but kindness, resilience and strength during 
this tough time.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for 
being supportive, helpful and giving us a safe space 
to vent and express our difficulties living abroad, 
Our mentors, we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our 
foundation and a part of our support system and to 
all the front-liners who have been working 
tirelessly throughout this pandemic, thank you! 
To the graduates of 2021, WE DID IT! 
We di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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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級線上畢業典禮畢業生代表致詞稿】 

交通管理學系胡雅雯、政治學系胡慶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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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級線上畢業典禮畢業生代表致詞稿】 

老年學研究所碩二 陳玟蓁、楊玖潤 
請問螢幕前的各位上線了嗎?  

敬愛的校長、師長、長官、家長、畢業生、在校生們，大家早安 

請大家不要掛機，再給我們五分鐘的時間  

如果喜歡，記得按讚、留言、分享喔 

大家好 我們是老年學研究所 (碩二畢業生) 陳玟蓁 (楊玖潤) 

接下來帶著大家回顧這些年吧 

 

785 天前 研究所放榜了 

大家爭先恐後的找老師聊聊 

聊著入學初衷、研究方向、懷抱著理想與抱負 

滿心期待的加入實驗室 (A whole new world) 

  

慢慢的發現 

看得懂英文卻看不懂 paper 算得出數學卻跑不出統計 

以前上過早八的課 卻不知道有早八的 meeting 

知道大學老師沒有寒暑假 不知道連研究生也沒有寒暑假 

  

慢慢的發現 

這個不會那個也不懂 

時而想放棄、時而搞自閉 

給了自己一些合理的休、退學理由 

你走了 我們的研究不就少一個人做了嗎 

我走囉… 你給我回來，你出鏡了~繼續~ 

  

雖然過去有些沮喪和氣餒、痛苦與焦慮 

但學生，就是要學習生活 

在過去的歲月， 

我們走過了美國精神病理學家 Elisabeth Kübler-Ross 提出的「悲傷五階段」 

否定 (meeting 有那麼困難嗎?) 

憤怒 (why~為什麼要 meeting) 

討價還價 (沒關系 我再撐幾次 meeting 看看 如果撐不過就休學) 

沮喪 (為什麼要 meeting 反正總結還不是都要再努力 而且碩論也不能 cit 進 paper) 

後我們接受了碩班生活 

 

 但~還有成就這場畢業直播的 COVID-19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94    35 

 
 

去年 被迫取消出國的機會 

今年 成大全大運也暫停了 

戴口罩、噴酒精、量體溫  

疫情爆發、股票暴跌、新垣結依結婚 

計畫趕不上變化 大家都在學習新生活 

但我們都沒有放棄、努力地走過來了 

-------------------------------------- 

24 天後 我們要畢業口試了 

大家爭先恐後的找老師 meeting 

討論著論文內容、未來方向、充滿著期待與未知 

努力完成碩士論文、英文期刊投稿 

  

後來發現 

過去老師說的話，我懂了~吧 

過去老師的叮嚀，了解了~嗎 

過去老師的督促，明白了    

  

後來發現 

每一次的研究收案都是一次的挑戰 

每一次的 Seminar 都是一次的試煉 

每一次的論文修改都是一次的成長 

  

老師說，講話要有根據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碩班 

吃得多、動得少、睡不飽 (生理需求 check) 

成大舒適又安全 讀書自習環境佳  (安全需求 check) 

師生情誼濃厚、同學相處融洽 (社會需求 check)  

同儕的鼓勵、師長的肯定 (尊重需求 check) 

後讓我們一起說 (我終於要畢業了) 

---------------------------------------------- 

來到致詞的尾聲，我們想說 

謝謝師長這些年的教導與鼓勵 

不論在專業知識或是做人處事的態度 

我們學習到邏輯思考、思辨能力、應變能力 (說對不起) 

  

謝謝父母這些年的教養與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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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對未來感到不確定時 

給予大大的擁抱、支持與鼓勵   

謝謝同學們及學弟妹們 

我們一起熬夜、一起練習 

每天訂外送 分享自己身體微恙 (這種時候要特別照顧好自己啊~~) 

因為有你們 可以堅信地說 

這些路我們踏踏實實地走過 未來繼續加油 

  

曾經 指導老師告訴我們 

你們還年輕，徒勞沒關係；要有一顆堅強的心 勇敢一點 

把這句話送給大家 

時間只會無情地往前走，卻不會辜負持續努力的人 

  

再過幾分鐘，各位即將下線這場直播 

但畢業生們，你們將上線到全新的領域 

雖然有些不捨，但過去的經驗皆會成為我們未來的養分 

身為成功大學的畢業生，未來一定會成功 

  

我們在此代表成功大學全體畢業生 

祝福校長、各位老師、家長、在校生，幸福快樂、健康平安 

也祝福畢業生  鵬程萬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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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晨曦助學金」申請公告 
（限大學部學生，7/5 起～7/25 止受理收件，請勿提前繳件）

★★請務必提交 google 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J_ua5vhnwfR
KP9owx1SZ-z7dS3609WRV9FazcnOAaw/edit  

一、本助學金與教育部疫情緊急紓困方案，基於
資源不重複請領之原則下，請「擇優擇一」
申請。本助學金僅限大學部學生申請，助學
金為 1.52 萬元/學期，教育部緊急紓困方案
助學金額 高 2.2 萬元（尚未含校外租金補
貼），請參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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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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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萬元者，得提出申請(將於 110 學年
度第 1 學期審查及發放）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之
學生。 

（二）109 年度家庭所得收入符合以下規定者
（請務必提供家庭所得清單，請至國稅
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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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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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二次以上申請者，其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
達 65 分以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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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申請文件請 1.以郵局掛號或 2.email 方式
（文件請掃描、拍照清楚）寄送，由生輔組
彙整後，統一送各該學系初審。 
email: z9106007@email.ncku.edu.tw  

★補助金額：110 年 9-12 月，每月 3,800 元（按
月撥款）。 

★申請期間：自 110/7/5 起至 110/7/25 止（請勿
提前繳件，以免疏漏，請見諒）。 

★承辦人：黃小姐 分機：50348。 

  
學生事務簡訊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發    行 |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 

發 行 人 | 林麗娟   

總 編 輯 | 莊佳璋 

編輯委員 | 張松彬  呂兆祥  陳孟莉  蔡耀賢  余睿羚

         | 樂鍇•祿璞崚岸   簡玉雯  邱淑華 

 

 

執行編輯 | 蘇鈴茱 

 美編排版 | 蘇鈴茱 

 校稿 | 鄭進財 

 地址 | 台南市 70101 東區大學路 1 號 

 電話 |（06）2757575 轉 50300 

 傳真 |（06）2753851 

 電子信箱 | em50300@email.ncku.edu.tw 

 網頁 | http://osa.ncku.edu.tw/ 

2000 年 3 月 5 日創刊  |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改版 | 2005 年 02 月第二次改版 |  2007 年 11 月第三次改版 | 2010 年 11 月第四次改版 | 

2013 年 2 月起停印紙本，全面採電子報方式發行   

敬請轉知分享或公告週知，謝謝。 

如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