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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大學辦學績效校長互評 
成大二連冠獲史上 29 高票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2.3.2 
《Cheers》舉辦的「大學校長辦學績效互評調查」，

2023 年調查結果，由國立成功大學蟬聯冠軍，憑藉突出
的產學合作與永續發展，拿下該校史上最高 29 票。成大
沈孟儒校長認為此獎項應是成大歷任校長之共同努力之
成果。多年來高強校長，賴明詔校長，黃煌煇校長及蘇慧
貞校長將成大的產學合作成果推至全國第一。特別是蘇
慧貞校長任內推動通識教育踏溯台南課程引發各校學習，
並首創聯合國永續指標 SDGs 及社會責任納入校務發
展計畫，成為其他各學校之標竿。沈孟儒校長感謝前任
諸位校長讓師生能以成大為榮，並宣誓將持續成大一貫
重視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與社會責任的本質，未來一定會
更努力徹底實踐。 

沈孟儒校長致詞表示，邁入 91 年的成大是一所偉
大的大學，除了教學研究、培養人才及產學合作的基本
任務，從成大校史可以體認看到成大還擔負了許多國家
任務與社會實踐，最早隨著國家發展的脈動墊基工業產
經基礎，到最近的國防自主的躍升等，而尤其近 3 年來
的防疫工作，成大結合本身的研究量能與醫療體系，從
城市到國家對整體防疫工作做出貢獻。 

 
《Cheers》2023 ⼤學校⻑辦學績效互評調查，國立成功⼤學蟬聯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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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2023 ⼤學校⻑辦學績效互評調查今 2 日上午舉
⾏頒獎典禮。成⼤校⻑沈孟儒（左）與天下雜誌董事⻑吳

迎春（右）  

成⼤沈孟儒校⻑出席《Cheers》2023 ⼤學校⻑辦學績效
互評調查頒獎典禮時強調以成⼤為榮，並宣誓成⼤重視高
等教育的公共性與社會責任，未來⼀定會更努⼒徹底實踐 

國立大學使用國家資源，沈孟儒校長強調，
因此要更加重視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與社會責任，
成大未來一定會更努力徹底實踐，也以成大為榮。
曾任成大醫院院長的沈校長指出，成大擁有發展
完整的醫療體系尤其難能可貴，也讓成大扛起了
更多社會責任，讓台南市成為嚴重疫情中相對安
全的地方，不僅提供防疫上的科研功效，也達到
撫慰人心的作用。 為鼓勵大學校長密切交流、借
鏡彼此經驗，也讓外界看見各大學短期進步的績
效，跳脫長期被分數排名綁架的刻板印象。
《Cheers》自 2015 年起舉辦「大學校長辦學績
效互評調查」，今年《Cheers》邀請 143 所大專院

校（不含專科學校）校長進行互評，共計回
收 124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6.7％。  

《Cheers》指出，觀察各校校長們的推薦理
由，發現獲得青睞而上榜的學校有教學創新、國
際化、產學鏈結這三大關鍵字。例如成大近年在
院系規劃及招生策略上均積極創新改變，首創虛
擬學院 College X，培育頂尖跨域人才。在產學鏈
結方面，成大學生實作能力強，也一直為企業界
之最愛。近年也設立敏求智慧運算學院，接軌產
業。成大在創新人才培育、產學合作效能及引領
永續發展策略三方面，感謝獲得各校校長們的肯
定。(文、圖／成大新聞中心 )

 

【護送天使，給您⼀份安⼼的感動】 

    111 學年第 2 學期護送天使自 112 年 2 月 13 日~112
年 6 月 16 日，為有校內夜間行動安全需求的同學提供伴

走服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 
          晚間 21:15 至翌日凌晨 03:00。 

 服務範圍：伴走服務範圍為校內區域。 
 申請方式： 

1. 於每日 21:15 起至翌日 02:30，接受同學當日以

值勤電話 (0905261119) 申請。 

2. 值勤人員接獲電話申請後，發出簡訊讓同學線上

填寫姓名、地點等資料。 

3. 大概 6 分鐘內抵達約定地點實施伴走，再請申請

的同學於完成後填寫確認表單。 

每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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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2023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成大締造九連霸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2.2.20

 《遠見雜誌》「2023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
名單出爐，國立成功大學九度蟬聯冠軍寶座。《遠
見雜誌》分析指出，在傳統頂大方面，成大多年
來秉持著務實培養人才出發，在研發上向來積極
與產業現況接合，連續 13 年的年技術移轉金額
都超過 1 億元，並持續成長中，而該校畢業生務
實的工作態度，更是許多企業的最愛。 

《遠見雜誌》指出，這幾年在少子化、疫情
及數位科技帶來的衝擊下，愈來愈多的職業看重
的是技能而非學位，根據富比世《Forbes》所發佈
的 2023年職場人力趨勢一文，引用遠距（Remote）
調查指出，懷有專業技能重於學歷觀念的企業主，
在過去一年中上升了 63％。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指
出，工作與職業的技能正在快速變化，未來，正
確的技能比學位更重要。而根據數據顯示，未來 
10 年，占全球 3 分之 1 工作，超過 10 億個工作，
將會被技術所改變。  

《遠見雜誌》認為，這致使企業重新看待大
學畢業生的價值。除了專業能力愈來愈凌駕於學
位之上，職場上，包括工作態度、團隊合作能力，
以及領導力，亦是企業主所重視的。因此，畢業
生母校的聲譽，以及校風，甚或校友的氣質與態
度，也愈來愈成為企業選才的指標。  

今年《遠見》持續邀請上市櫃與資本額達 1 
億元以上之企業參與調查，2023 年更新增 300 床
以上的區域醫院、醫學中心，共 2224 家完成 563 
份有效問卷，回覆率 25.31％，與去年調查幾乎一
致。 

圖 1／遠見 2023 企業最愛⼤學調查排⾏榜。遠見製作 

   《遠見雜誌》「2023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

名單，成大再度奪冠締造九連霸，其後 2 至 10 名

分別為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台灣大學、

陽明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高雄科技

大學、逢甲大學及淡江大學。

 

圖 2／遠見 2023 企業最愛⼤學調查排⾏榜。遠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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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也依據「學科別」，分為文法
商類、理工類、民生類，共 3 大類 9 個分榜的
「學科領域排名」，政大在人社、法政、商管領
域均為榜首；清大在數理化、資訊領域為第一名；
成大在工程、設計／建築領域最為企業所愛。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今年新增 300 床以上
的區域醫院、醫學中心協助填寫問卷，若將醫院
的回卷與企業回卷分開來看：在醫藥及生物相關
科系上，企業較偏好台大、陽交大、成大；醫院
較偏好北護、長庚科及中台。  

 

圖 3／遠見 2023 企業最愛⼤學調查排⾏榜。遠見製作

若從產業表現排名上來看，資訊科技業最偏
好成大、台科及北科，其中，中原大學為唯一進
入前 10 名的私立大學；傳統製造業則最偏好成
大、逢甲及台大；服務業（包含金融）則最偏好
政大、成大、台科及淡江。  

雖然這幾年《遠見》調查的企業最愛大學生
排行榜，前 10 名的名次變化不大，但企業在面
臨如今全球無論是政經環境、氣候變遷、科技、
人口等劇變的同時，在晉用社會新鮮人時的態度，
也並非全無更動。  

受到少子化影響，《遠見》調查，超過 8 成
以上的企業，在近 3 年都願意雇用大學學歷的
社會新鮮人。但企業對社會新鮮人的期待也不低；
根據  104 人力銀行在  2022 年底首度發布的
《職場學習白皮書》指出，主動應徵的求職者中，

有證照者相較於無證照，企業青睞度高出 35％，
顯見企業對大學畢業生的專業技能要求，逐漸凌
駕在學位之上。  

《遠見雜誌》指出，疫情後，企業在急起直
追過去停滯的兩年之餘，面對產業鏈重組的年代，
如何開創新局，企業現在需要的人才不僅是實務
型人才，也愈來愈希望社會新鮮人具備抗壓性及
情緒管理能力，才能適應各種挑戰，這也是準備
進入大學的學子，未來 4 年大學生活，要好好修
習的功課。  

(文、圖／《遠見雜誌》) 

*新聞來源：《遠見》2023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成大
締造九連霸，台科奪亞軍、北科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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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雜誌 2023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成大重回寶座  
學習意願、抗壓性、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得分大幅領先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2.2.22 

《Cheers》雜誌 2023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
調查結果出爐，今年排行前 10 名學校分別為成
功大學、台灣大學、清華大學、陽明交通大學、
政治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台灣科技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淡江大學（圖 1）。 

   《Cheers》雜誌指出，成大在睽違兩年後擠下
台大，重回「企業最愛大學生」寶座，且過去 10 

年有 7 次奪冠，顯見其在企業心目中的地位穩
固。若細究 9 大能力指標，成大在「學習意願」、
「抗壓性」、「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得分都大
幅領先。 

過去 10 年，成大有 7 次都奪冠，顯見其在
企業心目中的地位穩固，也深獲高科技製造業、
傳統製造業等產業喜愛（圖 2）。

 
圖 1／2023 年 2000 ⼤企業最愛⼤學生 TOP30 排⾏  

 
圖 2／5 ⼤產業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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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能⼒指標看畢業生評價

細究 9 大能力指標，成大在「學習意願」、
「抗壓性」、「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得分大幅
領先（圖 3）。 

    《Cheers》舉辦的「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迄
今已邁入第 27 年，透過具權威性的指標，以及 
2000 大企業人資主管或高階主管的視角，了解企
業最看重新鮮人哪些特質。 

    細究企業選才最重視的條件是哪些？根據兩
千大人資長回應，「解決問題」（67.1%）、「抗
壓性與韌性」（55.6%）以及「人際溝通」（42.6%），
企業最為看重。 

 除了新鮮人的意向外，哪些因素會提高企業
的招聘意願？調查顯示，「面試表現」（77.6%）、

「企業實習經驗」（76.5%）和「跨領域專長」
（61.6%）是企業的主要考量。 

《Cheers》雜誌「2023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
調查，係以歷年《天下雜誌》2000 大企業人資主
管為調查對象，調查期間自 2022 年 11 月 14 日
起至 2022 年 12 月 6 日止，總計發出 3,087 份邀
請信件，回收 90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29.15%。 

文、圖／《Cheers》雜誌 

*新聞來源： 

【2023 年企業最愛⼤學生調查】成⼤睽違 2 年重奪寶座，
企業最看重抗壓⼒、解決問題能⼒ 

2023 企業最愛⼤學生：成⼤睽違 2 年重奪寶座，跨域、數
位⼒更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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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                                                                               

學務新鮮事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講者） 活動地點 主、協辦單位 
3 月 21 日(二) 
19:00-21:00 牛肉湯 x 自媒體講座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系學會聯合會、

學生會 
3 月 22 日(三)  
至 4 月 20 日(四)  
17:00-22:00 

齋戒月 Ramdan 學生活動中心多功能活動室 穆斯林學生會 

3 月 23 日(四) 
19:00-21:00 

科技旅人毛巾 Vincent 用選
擇成就人生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學生會 

3 月 23 日(四) 
19:00-21:00 

修一堂言論自由課：李明哲的
中國「進修」 博物館前廣場 零貳社 

3 月 25 日(六)  
14:00-20:00 二手市集 x 榕裡時光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坪 學生會 

4 月 8 日(六) 
19:00-22:00 

成馬家聚之《壞蛋？彩蛋？大
作戰！》 

國際會議廳多功能廳及 1 樓
川廊 馬來西亞同學會 

4 月 15 日(六) 
8:30-18:30 創意拼拼 學生活動中心多功能活動室

及 1 樓川廊 僑生聯合會 

4 月 13 日(四)  
至 4 月 14 日(五) 
10:00-18:00 

有為必成 血不唐捐  
校園捐血活動 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暫定) 護理系、台南捐

血中心 
※參加活動請務必遵守 COVID-19 防疫規範，活動辦理情形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重要宣導】

大家好，依本校 3月 3 日防疫規定公告，
學生活動防疫自 3月 6日起措施調整如下： 

一、 社團申請活動時請附上活動企劃書，如
有需要可擬定防疫計劃。無須再附上防
疫檢核表。 

二、 口罩相關規範說明： 

(一) 室內空間、室外空間皆可自行決定是否
佩戴口罩。 

(二) 仍建議應配戴口罩情形：自身或他人有

相關症狀、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
距離或辦理大型活動。 

三、 其他注意事項：如有症狀，請暫緩參加
活動，並建議進行快篩。快篩結果如為
陽性，應及時登錄成大資訊公告平台
（KUAP APP）以利後續通報。 

四、 建議仍應掌握參與人員名單，如有確診
者可即時通知參加人員留意自身狀況。

 [性別議題工作坊] 性的正義與行動 

 成大學生報名連結：https://reurl.cc/8qqN2y  

 非成大學生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3OOz0X  

重要說明：一、本課程為募課系列講座，含 4次授課及 1次活動發表日，採一次性報名方式。 

          二、報名成功後，須完成 4堂課，並依規定時限簽到、簽退者，始得於通識積點認
證系統提交 1次心得。 

          三、全程參與者，會提供專書。 
書名：《性的正義：誰決定你的性癖好、性對象？絕非你的自由意志，而是階
級、權力，還有 A片調教。怎麼從這些桎梏中解放？》 

          四、本工作坊助教：顏詩庭 



8    March 2023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從性別基礎意識培力到性別正義實踐，並搭配閱讀專書《性的正義：誰決定你的
性癖好、性對象？絕非你的自由意志，而是階級、權力，還有 A 片調教。怎麼從這些桎梏中解
放？》從文本討論與相關議題探討，帶領學生以分組討論方式檢視各種性別議題，並設計倡議
活動設計。課程目標為各組學生以自身經驗出發，產出讓同儕能共鳴的校園性別平等倡議行動，
並於 2023 第九屆台南粉紅點活動時發表行動成果。 

This workshop will cover foundational gender awareness, gender justice, and the content 
presented in 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udents will examine various 
gender issues through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and advocacy-planning activiti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shop is for each group of students to propose a gender equity initiative that will resonate with 
their peers and be presented at the 2023 Pink Dot event in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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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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善就業前的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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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啟航 

～迎向未來 邁向成功 

111 下學期講座歡迎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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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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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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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二) 、0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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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歷修改與指導 02/13~06/30 線上進行 104 人力銀行專業顧問群 

中英文履歷寫作諮詢
(個別諮詢) 

03/24(五)、04/14(五) 
05/12(五)、06/09(五) 
10:00-12:00、14:00-16:00 

  
荷蘭商臺灣戴爾股份有限公司 
楊庭愷 資安防控硬體工程師 

04/28(五)     
10:00-12:00、14:00-16:00 

線上進行 

藝珂集團 躍科分公司 
謝雅筑 Director、戴睿儀 顧問 

05/26(五)     
10:00-12:00、14:00-16:00 

藝珂集團 躍科分公司 
陳心婷 軟體招募顧問 
陳盈君 顧問 

06/16(五)     
10:00-12:00、14:00-16:00  藝珂集團 躍科分公司 

藍心蔓 顧問、楊慈慧 顧問 

英文履歷健診 
(個別諮詢) 

Ⅰ.05/15(一) 18:30-19:30 
Ⅱ.05/29(一) 18:30-19:30 
Ⅲ.06/12(一) 18:30-19:30 
Ⅳ.06/26(一) 18:30-19:30 

線上進行 

歐洲職涯顧問有限公司 
(OYA career) 
ⅠⅢ：Weiwei Lee 顧問 
ⅡⅣ：Jen Lu 顧問 

履歷 
面試 

履歷修改與模擬面試  
*(前進系所-生物科技所) 04/10(一) 13:10-15:00 生科大樓 

大演講廳 
Worca  
廖姿閔 資深招募 

戰勝英文履歷：履
歷、自傳、推薦信撰
寫訣竅* 

05/25(四) 18:00-20:00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薛彥柔 招聘副顧問 

團體面試(一對多) 05/30(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朱爾威 講師 

戰勝英文面試：自我
介紹與問答大補帖* 06/01(四) 18:00-20:00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怡淨 副經理 

工作
坊 

戰勝英文簡報：簡報
製作與演說工作坊
I、II (全英語授課) 

05/11(四)、05/18(四) 
15:00-18:00 未來館 3 樓 

台南市勞動力發展署 
邱蕙君(Claire Chiu) 
職場/商務/旅遊英語講師 

留學 

國際移動力 X 海外
校友留學工作經驗線
上諮詢 I、Ⅱ(一對多) 

03/31(五)、04/28(五)  
18:00-19:00 線上進行 新思科技 Synopsys 

楊家凱 應用工程師 
職涯新視角 X 國際
移動力-海外就業 X
留學 X 學習與生活
I、Ⅱ* 
Career New Vision & 
Global Mobility I、Ⅱ 
(Career Path, Working 
Abroad, Living 
Abroad) 

Ⅰ.04/22(六) 15:00-17:00 
Ⅱ.05/06(六) 15:00-17:00 線上進行 

Ⅰ.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SA 
I-Chin Lin(林宜瑾) PhD 
Immfly, ESP 
Ben Lin (Head of Sales Strategy) 
Ⅱ. Amazon, USA 
Shih-Hsiang Lin(林勢祥)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Allies of Skin, DEU 
Li-Shan Chiu (Projec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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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rad-osa.ncku.edu.tw/或洽承辦人陳先生詢問
( z10708121@ncku.edu.tw，電話 06-2757575 轉 5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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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高中生的大學引路人 成大單車節熱鬧登場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2.3.4

  

全台最豐富的⼤學科系博覽會成⼤單車節今（4）日上午
在國立成功⼤學光復校區熱鬧登場 

成⼤單車節活動宗旨是「弭平高中端與⼤學端的資訊落
差」，提供升學路上最佳陪伴。（圖為成功⼤學第 16 屆
單車節學生團隊合影）  

全台最豐富的大學科系博覽會成大單車節
今（4）日上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榕園熱
鬧登場，風和日麗的成大校園擺滿攤位，吸引滿
滿高中生及家長，成大學長姊以模擬面試、沉浸
式體驗、科系博覽、單車體驗、心靈柑仔店等熱
力四射的豐富活動，溫馨陪伴北中南各地組隊
前來探索未來方向的高校莘莘學子們。  

「成大有多好，由學生自己來說。」成功大
學第 16 屆單車節活動總召姜昕表示，成大單
車節活動宗旨是「弭平高中端與大學端的資訊
落差」，提供升學路上最佳陪伴。2023 年成大
單車節具備創新特色與改革，包含：架設官方網
站，統整線上資源同時保留豐富的升學資訊、單
車節專屬 Google Maps 清楚標示展場位置。擴
大新增至 16 個系所加入系館導覽陣容，校園
巡禮路線則希望帶領與會者深度認識成大校園
的歷史人文底蘊。位於歷史文物館的心靈柑仔
店活動以人為本，推出學長姐的訪談室傾聽升
學煩惱。  

疫情緩和下，2023 成大單車節規模盛大，
4 日上午開幕式現場由成大校長沈孟儒、主任
秘書羅偉誠、教務長沈聖智、學務長洪良宜、總
務長吳建宏及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臺
北市立松山高中、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立鳳山
高級中學、國立新營高級中學、國立嘉義女子高
級中學、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臺南
家齊高級中等學校等高中校長或代表一同騎乘
單車進場。多位師長親手寫下對莘莘學子的期
許與祝福，以瓶中信為來自全台各地的高中生
啟動為期兩天、豐富多彩的成大單車節活動。  

成大校長沈孟儒表示，教育是瞄準未來，為
大家準備好未來該具備的能力。成大學生的抗
壓性、學習能力、人際關係及進取心廣獲各界好
評；成大學生就像榕樹一樣，成長不單只求自己
好或自己高，而是會讓整個環境都有所庇蔭。鼓
勵高中生多多來認識成大，更歡迎來成大就讀，
「以成大為榮永遠不會後悔」，跟學校一起成長，
共同帶動台灣前進。  

首度參加成大單車節的北一女校長陳智源
表示，對於成大單車節以高中升大學「引路人」
為概念很受感動，親自來到成大校園也深深感
受到學長姐對未來學弟妹的滿滿支持與關心。
松山高中校長陳清誥則分享成大經濟系系主任
以繁星計畫選才，並積極輔導優秀學生申請
NOVA 辰星獎學金留才的動人故事，高度肯定成
大是「值得在這裡好好學習的校園」。 

 
2023 成⼤單車節規模盛⼤，4 日上午開幕式由成⼤校⻑
沈孟儒與校內主管，以及來自全台北中南各地的中學校

⻑⼀同騎乘單車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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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單車節推出的系列活動豐富精彩，參加者包含準成
⼤新生、高⼀生、高三生及家⻑們 

為響應單車節活動主題，南一中校長廖財
固特地穿著單車服出席開幕儀式。甫帶領南一
中完成百年校慶單車環島壯舉的廖校長表示，
單車可以是日常代步，也可以環島旅行甚至騎
到全世界；成大學生低調有實力，祝福成大學生
帶著成大精神走向世界。「成大與南一中兩校只
隔一條勝利路，期待我們都能走過勝利、邁向成
功」。  

鳳山高中校長羅金盛表示，鳳中在成大有 
200 多位校友。成大不但是學術研究、產業人才
培育殿堂，也是學生發揮創造力、揮灑思想的園

地，今日到成大校園看見同學自主辦理單車節
及院系博覽會，充分感受到成大學生所展現的
多元能力。  

成大學生會會長黃康齊表示自己參加過 3 
屆單車節，也真的從單車節認識後來就讀成大
的學弟妹。黃康齊表示，「過去在升學道路上很
少人告訴我們大學的真實樣貌，來到成大發現，
這裡是企業最愛，但絕對不是培養工具人的學
校，而是一所使人能夠獨立思考、逐漸進步的大
學，各學系的專業知識、豐富的教學資源及精彩
的課外活動等，都讓我們在過程中逐漸成長為
一個擁有選擇且也能夠選擇成為什麼樣的
人。」  

成大單車節推出的系列活動豐富精彩，4 
日活動現場，有準成大新生從彰化搭車提早熟
悉未來校園，也有學生表示自己對成大豐富多
元的系所很有興趣，想透過單車節活動探索升
學資訊。還有高一生家長從台中特地南下，選在
孩子高中分類組前，超前部署，瞭解更多大學科
系資訊幫助學涯選擇。從台北遠道而來的高三
生家長表示，成大學生長期是企業最愛，廣泛的
校友在各個知名大企業裡也都表現傑出，很放
心也很期待孩子來成大念書。 

(文／劉姿佑 圖／陳正明、成⼤單車節團隊) 

  

2023 年成⼤單車節開幕式中，多位師⻑親⼿寫
下對莘莘學子的期許與祝福  

2023 年成⼤單車節活動多元豐富，模擬面試是
備戰二階面試的好去處  

為期 2 天的成⼤單車節，3 月 4 日到 
5 日陸續在光復校區舉辦多項精彩的

⼤學校園探索活動 

成⼤單車節由學生團隊籌辦，充分展
現成⼤校園豐沛活⼒ 

2023 單車節位於歷史文物館的心
靈柑仔店的活動以人為本，推出
學⻑姐的訪談室傾聽升學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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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企業人才荒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近萬人湧入成大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2.3.12  

  
南臺灣最⼤規模徵才活動「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 
今（12）日上午在國立成功⼤學光復校區熱鬧登場 

成⼤副校⻑郭耀煌出席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開幕活
動，期許各界⼀起努⼒帶動⼤南⽅創新永續發展 

    南臺灣最大規模徵才活動「2023 南區就業

博覽會」今（12）日上午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

區熱鬧登場。現場 254 家企業提供逾 1.4 萬個

工作機會，吸引近萬名求職與求才者湧入活動

會場，現場提供包含國內外的工作機會及多元

類別的徵才需求，求職氣氛熱絡。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規模盛大，徵才產業類別
多元。根據求職者觀察分享，現場部分職缺特別
強調跨領域整合能力；對於非應屆畢業生求職
者，企業則較重視工作經驗累積及工作態度等。
因應疫情和緩，亦有求職者表示將鎖定外商公
司尋找國外工作機會。 

  「大學之所在，是希望之所在。」成大副校長
郭耀煌開幕致詞時表示，大學主要任務是匯集
最新、最專業的知識以及人才培育，而不管人才、
知識都需要在實戰場合發揮，積極面對未來，瞄
準未來與社會需要，才能建立緊密夥伴關係。
「成大創校以來就是以社會參與為目標，我們

不停留在學術象牙塔，我們所培養的人才一定
是緊密的、充分的扣合產業與社會發展需求。很
榮幸成大能跟各界合作，共同提供企業最好的
人才、最卓越的研究成果，一起努力帶動大南方
創新永續發展。」 

 臺南市勞工局局長王鑫基代表臺南市市長黃偉
哲出席南區就業博覽會開幕活動，並於活動前
拜訪多家企業攤位。王鑫基表示，現場很多企業
提到「搶人才一定要來成大，成大的就業博覽會
不能不來，顯示產業界對本次就業博覽會相當
重視。南區就業博覽會在成大舉辦，台南市市民
受惠最多，臺南已連續 4 年創下六都失業率最
低，感謝各界共同努力共創亮麗佳績，祝福今日
在場的企業與求職者都能心想事成，如願成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副署長許
慧香表示，成大這場就業博覽會是南部最大場，
也是很多企業爭相要來的活動，每年都很搶手。
希望企業與求職者能在今日的南部暖陽中，找
到最優秀的人才及最滿意的工作。「後續如有需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突破企業人才荒，近萬人湧入成⼤ 臺南市勞⼯局局⻑王鑫基代表臺南市市⻑黃偉哲
出席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開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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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副署⻑許慧香表⽰， 
成⼤這場就業博覽會是南部最⼤場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現場多家企業推出豐富活動吸引
求職者目光 

要相關的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或是技能檢定甚
至創業，都可以來雲嘉南就業分署及臺南市政
府，大家一起合作，共同面對大缺工時代的來
臨。」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活動時間從

上午 10 點開始到下午 3點結束。上午舉行開幕

儀式，多所協辦學校、公部門及產業界代表出席

與會，包含：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半導體

產品處處長裴典智、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廠長莊裕智以及台灣艾司摩爾股份有限公司

招募資深經理周鈺舜。 

    2023南區就業博覽會由成功大學與南部11
所大專校院攜手合辦，3月 9日到 12 日推出 53
場企業徵才說明會，事先線上報名參加的校內
外求職者不分身分與年紀。今（12）日現場徵才
活動共開設 324 個攤位，徵才產業類別多元，
含蓋人力仲介、公營事業、半導體、交通、運輸
倉儲、光電、百貨零售流通、房仲、不動產、金
融、保險、建築、營造、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教育服務、軟體網路、電子電機、電信通訊、
電腦周邊、製造、餐飲觀光旅宿、環保、醫療保
健等。其中以國軍招募中心徵求 1,200 名新血
最多；台積電、信義房屋分別以 1,000、945 名
居次。另外，台達電、瑞昱、中科院、工研院也
各提供 500 個以上的工作機會。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最大攤位包含：ASML、
台積電、聯電、鴻海精密工業、聯詠、群創、華
碩電腦、中華電信、瑞昱、美商科磊、遠東金士
頓科技、慧榮科技等，吸引眾多求職者駐足詢問。
活動現場，多家企業推出豐富活動吸引求職者
目光，例如：台泥以電動車闖關遊戲，讓求職者
透過通關遊戲認識台泥除了水泥之外在再生能

源、電動車電池、綠色能源等相關產業布局。 

 為強化徵才多元性，主辦單位於網頁標示本
國籍、外籍生之外，再增加博士生需求之標註，
以強化博士班畢業生就業機會的佈局。根據統
計，本屆博覽會共有 172 家企業有博士班畢業
生需求，另有 162 家企業提供外籍生就業機會。
今（2023）年新加入的協辦單位「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Contact TAIWAN），亦於現場設攤輔導境
外生留臺工作。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活動地點包含光復校
區中正堂、雲平廣場及學生活動中心前等地。成
大化工所與光電所學生表示，現場攤位十分豐
富，可以認識許多企業，期待之後的南區就業博
覽會「規模可以再辦更大，不要輸給北部學校！」
來自高雄大學的企管系學生，目標是想了解外
商企業海外招募需求，並認為成大舉辦的南區
就業博覽會的企業類別相當齊全，且動線明確，
「不用彎來彎去，非常好逛！」 

  
2023 南區就業博覽會強化徵才多元性，提供本國籍、

外籍生、博士生就業機會 

 

開 幕 式 典 禮 暨 分 組 討 論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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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2/2/24(五)15:00-18:00  
講題：聯電參訪與企業介紹 
講者：吳展嘉 人資部部經理 (聯華電子台南廠區)

    疫情以來，職涯教練計畫終於有機會再次進
行科技園區的企業參訪，本次活動為參訪聯電台
南廠區，聯電在南科建構具有相當規模及規劃的
現代化工廠。參訪接待人員向我們介紹了聯電的
企業理念和價值觀。同時，人資人員也介紹了公
司對於員工培訓和發展的重視，鼓勵同仁不斷學
習和成長，提高自身的專業能力和素質，為了培
訓員工，聯電內部建構員工自學平台，內容包含
軟、硬實力課程的培養、主管技能養成及知識學
習。 

    本次參訪活動還包含了人資主管分享，在分
享中，聯電的人資主管向我們介紹了聯電的人才
策略，包含了人員招聘、培訓和發展等方向，讓
同學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聯電是如何佈局人才取
得、維持、運用和發展。公司在招聘時相當重視
個人的專業力和適應力。在過程中，會以高標準
來遴選每位應聘者，透過面談和各種測試等多元
方式，確保新進員工都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和應
對能力，為企業的發展注入新能量及活力。 

其次，公司在人員培訓和發展方面也同樣重
視。透過各類培訓和工具持續提升員工的專業素
質和技能，讓員工有更好地能力適應企業的發展
和變化。公司對人員的職涯發展路徑也有規劃，

透過培訓機制、晉升機制、內轉機制，提供不同
且多樣的發展空間。 

    參訪後半段，現場分享的人資主管也提出一
個具有啟發性的觀點：企業的成功來自於每一位
員工的成功，這也是公司堅持的企業文化和價值
觀。聯電注重員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創造良好
的工作環境和氛圍，讓每一位員工都能夠感受到
公司的關懷和支持。 

    人資人員也向同學介紹，公司定時在內部推
動關懷身心活動及提供便利員工生活措施，目的
在於鼓勵員工用心工作之餘也放鬆身心、辦理活
動增進同事之間的情誼。其中，餐飲措施是非常
受到員工歡迎的一類。在公司內設置員工食堂，
提供各類精緻美食餐點供員工選擇，方便快捷；
此外，廠區設有運動中心和盥洗間，讓員工能在
閒暇之餘鍛鍊身體。 

    關心及注重員工的生活是提高員工生產力、
工作效能及工作滿意度的重要議題，也感謝透過
本次參訪活動才有機會了解聯電的企業文化和
管理理念如何激發員工的潛力和創造力，進而推
動企業發展和成長，也著實收穫良多。 

(取自聯華電子小組課程花絮) 

 

產 業 脈 動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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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2/2/20(一)18:30-20:30  
講題：遊艇產業知多少 
講者：鄭啟驊 董事長(嘉鴻遊艇)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首先，本次是嘉鴻遊艇小組第一次課程活動，
教練針對「什麼是遊艇產業呢？」給予同學回覆，
在台灣，它是一種傳統產業，是象徵財力、社會
地位及奢侈品之代表，遊艇也是一個經濟落後指
標，因為訂單的狀況跟世界經濟的趨勢有關，景
氣好訂單則多，反之則減少。同時，教練提到，
遊艇購買年齡已從過去的六十多歲降到四十多
歲，而且都是傾向購買已經完工的遊艇，不像過
去的客戶，是先下訂單再約定日期交船，這樣的
消費模式改變導致遊艇製造商在做後續行銷與
設計時，必須因應時代不同與時俱進，讓遊艇能
像櫥櫃商品購物一樣，將遊艇直接展示在客戶的
面前。 

教練談到台灣遊艇產業的特性，分別從兩個
角度為切入；內在：資金、勞力及技術密集、設
計研發技術 ; 外在：受到匯率變動影響大；教練
也提到遊艇產業在台灣發展的不易之處，像是在
台灣造船不易向銀行貸款，需要全部以公司現有
資金投入製造。 

    課程之後半段，教練也介紹和分享嘉鴻遊艇
眾多專利技術之應用層面，以及傳統工藝，甚至
公司未來人才招攬之計畫，員工福利制度，已相
當完善。也提到嘉鴻遊艇以及台灣遊艇製造在遊

艇業界的排名及競爭優勢，像是介紹台灣製造的
遊艇在世界排名總是能在前十，以及台灣遊艇具
有製造能力、造船工藝相對優良、製造費用較低
等特點。 

來到問答時間時，同學們都踴躍地發言，同
學對遊艇產業仍有不少好奇，畢竟遊艇產業在台
灣算是少數且須資本額高的產業，同學們少有機
會直接接觸。有同學提問到：「教練，請問買家
如果購買了遊艇之後，後續該如何保養以及安置
遊艇呢？」，教練語重心長的說：「購買遊艇已
相對容易!但保養成本也高！」，教練提到擁有一
艘遊艇是需要花費不少成本，需要找遊艇碼頭船
位、定期保養、油料、人員成本，都是一筆不小
的開銷，所以嘉鴻遊艇目前在台灣主要是鼓勵用
戶租船，像是安平港的亞果遊艇就提供這類服務，
讓民眾花費比較少的成本，也能得到遊艇的休閒
娛樂。 

最後，教練很用心地提供回家功課給嘉鴻組
的小組員們「製作一份企業管理相關流程圖」，
相信對還未曾進入職場工作的嘉鴻組同學們是
一個很棒的練習。 

(取自嘉鴻遊艇小組課程花絮)

 

產 業 脈 動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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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深耕扶助計畫】 

112 年第 1 次受理補助申請作業：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3 月 31 日(五)下午 17:00 截止 
★配合教育部政策，受理內容修正如下： 

一、補助對象：取消補助三代家庭(直系血親)第 1 位上大學者。 

二、申請獎補助類別：有關 1-5 參與非修習課程所要求之校內外學習活動，將規劃配套之
輔導機制，不單純僅參與聽演講或課程即給予補助，輔導機制定案後將另行公告（鑒
於輔導機制尚在研議中，本次暫不受理 1-5 之申請，但同學仍得繼續參與學習活動，
俟輔助機制建置後，將公告新版申請表，於第 2 次(6 月)受理申請）。 

三、除以上兩點外，其餘獎補助內容規範原則上將不變動。 

★公告網址：https://assistance-osa.ncku.edu.tw/p/406-1051-250205,r91.php?Lang=zh-tw  

承辦人：生活輔導組（雲平大樓西棟 3 樓） 張簡小姐 06-2757575#50351 
 

 
 

學生平安保險 

一、申請原因（申請期限為事故發生起 2 年內）： 

（一） 意外受傷：例如車禍、運動受傷……等，可申請實支實付之理賠，意外門診上限為
5000 元。 

（二） 疾病住院：住院一天理賠 500 元，住院 7 日以上者還可至軍訓室申請急難救助。 

二、本校學生如有以上任一項情況，經全民健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治療（例如至醫院、診所…等
進行治療），可檢具以下資料，繳交至生活輔導組申請學生平安保險理賠： 

1.診斷證明書 
2.醫療費用收據 
3.學生本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4.「國泰人壽」保險理賠申請書（生輔組網頁或櫃台均得下載或索取） 

三、承辦人：生活輔導組（雲平大樓西棟 3 樓）  
            蕭先生 校內分機：50345 / Email：z10105033@email.ncku.edu.tw  

*請留意：自 112 年 2 月 1 日起更新申請表格，請至生輔組網頁下載新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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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營隊】112 年暑假營隊借用學生宿舍床位之作業時程及注意事項 

一、 請符合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點」且
有住宿需求者，配合 112 年度暑假營隊借
用學生宿舍床位作業時程提出申請，網址: 
http://tinyurl.com/112SCschedule 。 

二、 注意事項： 

(一) 床位借用注意事項： 
http://tinyurl.com/112SCnotice 。 

(二) 為維護床位申請作業之公平性，各項床位申
請作業時程結束後，不受理補申請。 

(三) 成功申請床位者，如欲取消，應主動向住宿

服務組申請取消，收費標準依申請時間及原
因各異，請參閱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
要點」說明。 

(四) 學生宿舍床位不得頂讓或買賣。經發現頂
讓或買賣床位查證屬實者，將依本校「學
生宿舍管理規則」「學生宿舍住宿契約
書」、「學生獎懲要點」處理。 

三、本校行政或系所單位如欲於 112 年度暑假
期間借用學生宿舍床位，請聯繫承辦人員:
許小姐，分機 86355，電子信箱:  
z10212008@email.nck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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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舊生】112 學年度學生宿舍抽籤登錄 
(112/03/17 10:00AM-112/03/24 10:00AM) 

一、112 學年度住宿期間係指 112 年 9 月中旬起
至 113 年 6 月中旬止，不含寒暑假期間(112
年 7 至 8 月、113 年 2 月及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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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電腦抽籤系統登錄網址： 
https://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  

三、 登錄時間: 3 月 17 日上午 10 時起至 3 月 24
日上午 10 時止。 

四、 登錄資料確認方式：請於登錄時間內至系
統確認是否完成登錄作業，住宿服務組不
另行公告完成登錄名單。 

五、 中籤名單查詢公告：3 月 29 日下午 3 時起。 

六、 登錄資格說明： 
(一) 限現在學之學士班一、二、三年級（含建築

系建築設計組四年級；醫學系、藥學系及牙
醫系四至五年級）符合以下各項資格者: 
１. 非設籍臺南市東區、中西區、北區、南

區、安平區、安南區、永康區、新市區、
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或自公告申請
日起算已遷出前述地區本籍達六個月
以上。戶籍遷出前述限定區域達 6 個月
以上(即已於 111 年 9 月 16 日前遷出)，
惟近期才向本校教務處申請戶籍資料
更正者，請於 112 年 3 月 22 日下午 4
時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予住宿服務組，
逾期恕不受理。 

２. 已完成本校新生體檢並繳交體檢報告
至衛生保健組者。新生體檢訊息及狀
態查詢:  
https://dorm.osa.ncku.edu.tw/index_hc.php  

(二) 無待繳之住宿相關費用。有住宿相關費用
欠繳者，請於 112 年 03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前繳畢欠費，並主動出示相關證明予住宿
服務組，逾時視同放棄。住宿相關費用待
繳狀況查詢： 
https://dorm.osa.ncku.edu.tw/index_schleave.
php 。 

(三) 同學如曾住宿本校學生宿舍並有違規記點
達 5 點(含)以上且未完成銷點者，請於 112
年 03 月 22 日上午 10 時前，銷點並將銷點

紀錄表送住宿服務組核查，逾時視同放棄。
住 宿 記 點 記 錄 查 詢 ： 
https://dorm.osa.ncku.edu.tw/index_dormstu.
php 。 

(四) 開放申請期間非屬停權狀態，如曾住宿本校
學生宿舍且因違反宿舍相關規定經核定停
權者，須至停權期滿及完成銷點服務，始得
進行各項床位相關申請。 

(五) 設籍前述限定區域或遷出前述限定區域未
達六個月以上者，非為本次床位申請開放對
象。如有住宿意願，可另行參加後續之 8 至
9 月空床位補宿作業。 

(六) 現屬休學狀態且預定於 112 學年復學者，可
於完成復學及註冊相關手續、學籍資料恢復
正常在學狀態後，參加各項空床位補宿作業。 

七、 注意事項： 

(一) 中籤者注意事項: 
１. 中籤同學仍須於 4 月 12 日至 4 月 25 日

期間完成床位選填、確認住宿床位。線
上床位選填相關說明請參閱住宿服務
組 3 月 29 日公告。 

２. 中籤同學若無住宿意願者，不須選填床
位。未完成床位選填者，即視同放棄中
籤床位。 

(二) 未中籤者注意事項: 
１. 如仍有校內住宿意願，未中籤者每人皆

會有一組備取序號，待前述中籤者完成
床位選填後，若尚有空床位，預定於 112
年 5 月 3 日至 5 月 5 日辦理備取序號遞
補作業。請參閱 112 學年度學生宿舍床
位申請作業時程表，了解後續各項床位
申請及遞補作業時程:  https://housing-
osa.ncku.edu.tw/p/406-1052-
247668,r406.php?Lang=zh-tw 。 

２. 如欲逕於校外住宿，可參閱本校軍訓室
校外住宿服務資訊 :  https://military-
osa.ncku.edu.tw/p/412-1055-
3925.php?Lang=zh-tw 。 

八、 大學部業務承辦人:許小姐，分機 86355，電
子信箱: z10212008@email.nck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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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112 學年研究生宿舍續住申請 
( 04/11 10:00 AM-04/25 10:00 AM) 

一、本次續住申請之住宿起訖時間: 112 學年第
一學期、113 年寒假、112 學年第二學期。
不含 112 年 7、8 月及 113 年 7、8 月期間
之暑假留宿。 

二、申請資格： 

(一) 碩士班：現住宿之碩士班一~二年級。 

(二) 博士班：現住宿之博士班一~四年級(註 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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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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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4 月 11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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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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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rm.osa.ncku.edu.tw/index_hc.php  

(四) 以下所列身分非本次申請續住之對象: 
１. 提前於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入學之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 
２. 現住宿之碩班生於 112 學年逕就讀本校

博班者； 
３. 4 月 11 日起申請研究生宿舍補宿者。上

列同學 112 學年如有住宿需求，可參考
行事曆，參加下列床位申請(註 2): 

(1) 112 年 5 月、6 月之碩、博班新生床
位抽籤； 

(2) 112年8月至9月辦理之空床位遞補。 
４. 逾年限未符合續住申請資格但仍有住宿

意願者，可參加 112 年 8 月至 9 月辦理
之空床位遞補。 

三、申請時間：4 月 1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4 月
25 日上午 10 時止。 

四、申請網址：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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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開放時間完成 112 學年續住
申請者，不受理補申請。仍有住宿意願，可
參閱本組首頁之研究生床位行事曆，參加床
位抽籤或後續辦理之空床位遞補。 

(二) 續住登記狀況確認方式：申請後，請於開放申
請時間內再次登入系統，確認續住申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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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18 時起，查詢

112 學 年 度 床 位 ， 查 詢 網 址 ： 
https://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3. 續住申請者如有休學、退學、畢業…等學
籍狀態異動狀況，本組將逕取消其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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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5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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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繳交取消之行政手續費。 

2. 4 月 25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12 學年第一學
期開放入住日前： 
(1) 申請方式：洽該舍輔導員辦理取消。 
(2) 應繳費用：非因休、退學、畢業…等

學籍狀態異動申請取消續住者，須繳
交 250 元之行政手續費。因休、退學、
畢業致學籍狀態異動須取消續住，得
提供證明文件申請免繳行政手續費。 

(3) 各身分別開放入住日：依 112 年暑假
住宿身分別而定，請屆時詳參 112 年
暑假住宿申請相關公告。 

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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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學、畢業致學籍身分異
動須取消續住，須繳交住宿相關費用。 

(3) 各身分別開放入住日：依 112 年暑假
住宿身分別而定，請屆時詳參 112 年
暑假住宿申請相關公告及附件資料。 

(五) 112 年暑假住宿：112 年 7、8 月期間如有住
宿需求，請另行申請暑假住宿。相關訊息預
計 5 月中旬於本組首頁公告、開放申請。 

※ 註 1：110 學年(110 年 7 月 31 日)前入學之博士班住
宿生最長可住宿至五年級，110 學年(110 年 8 月 1
日)起入學之博士班住宿生最長可住宿至四年級。 

※ 註 2：研究生床位申請作業行事曆  https://housing-
osa.ncku.edu.tw/p/412-1052-1094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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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校外賃居宣導】
    各位親愛的同學，在您看屋前，請務必注
意以下事項： 

1. 看屋時應結伴同行，或告知朋友，以電話聯
繫確認自身安全。 

2. 看屋時請保持大門開放，以方便應變。 

3. 可先與房東約定於附近明顯地標處碰面後，
再共同前往看屋。 

4. 聯繫時務必詳留雙方姓名及手機或聯繫電
話，以便緊急聯繫。 

5. 簽約時要細看租賃合約內容。 

6. 學務處軍訓室認證房屋最保障，軍訓室網頁
提供相關租屋訊息，請同學善加利用。 

7. 學校為關心、瞭解賃居校外同學的居住環境
是否安全？請賃居校外同學於 112 年 4 月 1
日，進入導生 e 點通系統-校外租賃系統填寫
自評表，並請各系辦公室、導師、指導教授
等相關輔導人員協助宣導。 

8. 租屋糾紛時有所聞，部分房東使用舊版租約，
或訂定不甚合理之租賃契約，臺南市政府為

服務賃居校外同學，提供契約檢視服務，同
學如有需要，可逕洽臺南市地政局地籍科
(06)299-1111 轉 8402，或洽詢本校法律系法
律服務社諮詢，相關法律諮詢時間與地點如
以下網址，請自行下載。 
https://www.law.ncku.edu.tw/content.asp?nid=91&
mK=%E6%B3%95%E5%BE%8B%E8%AB%AE
%E8%A9%A2%E6%99%82%E9%96%93%E8%8
8%87%E5%9C%B0%E9%BB%9E。 

9. 哪裡可以找到較安全的房子？請搜尋「成功
大學校外住宿服務網」 
http://dorm2.osa.ncku.edu.tw/~military/outside
/student_login.php 或「雲端租屋生活網」
https://house.nfu.edu.tw/，網站上所刊登的房
子都已通過教育部六項安全評核，請同學多
加利用。 

10. 本校公告之相關賃居安全及服務事項，也
請同學參閱並多加利用，以維護租屋安全。
https://military-osa.ncku.edu.tw/p/412-1055-
392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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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衛福部食藥署「睡睡平安」粉絲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sleepvery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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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大小事                                                                   

【原資快訊】南青派對-請用我的族名呼喚我 
 

由臺南市原民會與臺南地區各大專校院聯手「出力」 
打造豐富有趣的文化派對，邀請臺南地區原民學生青年們一起參與！ 

 
派對活動中有許多攤位準備各種有趣的互動關卡， 
一起玩出族語的創造力！歡迎來找我們聚一下吧！ 

 
✏時間：112 年 3 月 18 日（六）下午 3:00-6:30 
✏地點：水交社文化園區-青青草坪 

 
成大原資中心熱烈歡迎 

所有對於活動與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朋友來 
 

如有任何想要在現場諮詢的事宜， 
本中心也有攤位駐點人員-柯念竹小姐 

可以協助各位更盡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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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有關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申請 

 鄭淑文輔導老師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

    112 年 2 月 13 日除了是開學日外，也是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提報」開始的日期，從 2月 13 日開始一直
到 3月 20 日止。 

    大家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認識，大多是領
有衛生福利部所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但其實有一些學生有特教需求，需特教及相關
服務措施之協助，但因其障礙狀況沒有達到衛
生福利部所規定的程度，無法申請身心障礙證
明；教育部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鑑定申請通
過後，領有教育部所核發的鑑定證明，於教育階
段使用，可申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之就學福利
與相關支持服務。 

那麼所謂的「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
定」是什麼呢? 

    根據「特殊教育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
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
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
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三、聽覺障礙。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六、腦性麻痺。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九、學習障礙。十、多重障
礙。十一、自閉症。十二、發展遲緩。十三、其
他障礙。」 

    「特殊教育法」第 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
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
簡稱鑑輔會），遴聘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
學校行政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家長代表、
專業人員、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辦理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重新安置、輔導等事宜；
其實施方法、程序、期程、相關資源配置，與運
作方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
之。」 

    另依「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第 2條規定：「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
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

察、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手
冊（證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那麼誰可以申請提報「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 

    一、持有高中階段鑑輔會鑑定證明，因跨教
育階段(高中畢業後，就讀大專院校)需重新提
報鑑定，以確認其特殊教育需求者；二、持有衛
生福利部所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需確認在大
專校院階段有特殊教育需求者；三、大專校院入
學後具有身心障礙之事實，需專業研判其特殊
教育學生身分者。四、領有大專教育階段鑑定證
明，其適用期限即將到期或已過期者。 

    學生本人可以主動至資源教室提出申請，
或是由系所師長、相關輔導人員觀察輔導後評
估其狀況，並經由學生本人同意後，轉介至資源
教室，由資源教室輔導老師評估後，由學生提供
相關申請資料並簽具申請同意書（若學生未滿
十八歲，應有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同意）提出
鑑定之申請。 

非本國籍學生也可以提出申請嗎? 

    未持有本國國民身分證之學生若有特教需
求，可依照鑑定流程申請提報。鑑定通過者，學
校即需做特教通報，並提供支持服務及輔具等
措施；但教育部不核發非本國籍生鑑定證明，其
無法申請特教獎助學金、學雜費減免等。 

    那麼領有大專校院特教鑑定證明可以申請
哪些特殊教育之相關權益與支持服務？ 

    通過鑑定，領有教育部核發之鑑定證明者，
可依特殊教育之相關法規，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特教獎助金及特殊教育相關支持服務等。 

    若是同學們有特教需求，歡迎到心輔組資
源教室諮詢，我們的辦公室在光復校區雲平大
樓東棟三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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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認識「猴痘」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施美錦 編制

壹、前言：(1)(2) 
我國在 2022 年 6 月 23 日公告「猴痘」為第

二類法定傳染病(需在 24 小時內通報)，且近期國
內開始出視本土個案。因此，這傳染病需要大眾
多加關注。 

1958 年猴痘病毒(Mpox virus)首次從研究用
猴子身上被發現，因此該病被命名為「猴痘」。
人類感染猴痘病毒最早是在 1970 年的剛果民主
共和國，此後中、西非靠近熱帶雨林的偏遠地區
陸續被發現。在過去，猴痘的傳播幾乎侷限在非
洲大陸，即便有少數傳播至其他國家，也因症狀
較輕、疫情持續不長、低死亡率且鮮少出現人傳
人的案例，而未被關注。 

但是，「猴痘」自 2022 年 5 月中開始於英國
爆發，截至 2023 年 2 月全球累計至少 109 國報
告逾 8.6 萬例確診，本國迄今(3 月 7 日)累計 8 位
確診病例(本土 3 例、境外移入 5 例)，「猴痘」
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貳、猴痘是什麼(3)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引起的疾病。猴痘病毒屬

痘 病 毒 科 (Poxviridae) ， 正 痘 病 毒 屬
(Orthopoxvirus)。 

可分為第一分支(I)病毒和第二分支(II)病毒，
其中第二分支(II)病毒包括 IIa 和 IIb 兩子分支。
IIb 即為目前全球疫情主要流行株。第一分支比
第二分支病毒更容易傳播和嚴重，第一分支致死
率約為 10%，而第二分支致死率約為 1%。 

 

 
參、傳染途徑(1)(3) 

一、人畜共通傳染：主要由齧齒動物和靈長類動
物傳播給人，直接接觸感染動物的血液、體
液、損傷的皮膚或黏膜而被感染。食用受感
染的動物肉類也是一種危險因子。 

二、人傳人：接觸到感染者呼吸道分泌物、損傷
的皮膚或黏膜或被污染物品而感染。飛沫傳
播需在長時間面對面接觸情境下較容易發生，
因此醫護人員及同住家人都有較大的感染風
險。產婦若感染猴痘病毒，可經胎盤垂直傳
染給胎兒，或於產程中因接觸而傳染。密切
接觸是已知的猴痘傳染危險因子，例如經由
親密接觸之性行為，包括：口交、肛交或陰道
性交，或接觸猴痘患者生殖器(陰莖、睾丸、
陰唇及陰道)或肛門、與猴痘患者進行擁抱、
按摩和親吻，以及長時間的面對面接觸等。 

肆、潛伏期(1) 
約為 5-21 天，通常為 6-13 天。 

伍、臨床症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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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包括發燒、畏寒/寒顫、出汗、頭痛、肌
肉痛、淋巴腺腫大(如耳週、腋窩、頸部或腹股溝
等處)、極度倦怠。發燒一至三天後出現皮膚病灶，
通常自臉部蔓延致身體其他部位，四肢比軀幹更
常見。皮膚病灶出現後會依斑疹(macules)、丘疹
(papules)、水泡(vesicles)、膿疱(pustules)階段變化，
最終結痂(crust)脫落，嚴重病患疹子數目可達數
千。症狀持續 14 至 21 天，大多數個案可於幾週
內康復。 

兒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尤其容易重症，併發
症包括繼發性細菌感染、肺炎、敗血症等。 

    2022 年 5 月這波疫情，目前經 PCR 確診之
樣本均為第二分支(II)病毒，病患典型症狀包括：
發燒、皮膚病灶如皮疹、水泡、斑疹、斑丘疹、
水泡、膿疱等，以及淋巴腺腫大(如耳周、腋窩、
頸部或腹股溝等處)等。 

陸、治療照護(1) 

大多數猴痘病患的病程為自限性 (self-
limiting)，因此以輸液治療與維持營養等支持性
療法為主，以減輕症狀和併發症。目前有數種藥
物可用於治療，但僅建議嚴重病患或免疫低下者
使用。 

柒、預防方法(1) 
一、降低人畜共通傳播風險：前往猴痘病毒流行

地區時，避免接觸齧齒動物和靈長類動物以
及生病或死亡動物，所有食物必須徹底煮熟
後才能食用。 

二、降低人際間傳播風險：避免與猴痘感染者接
觸，避免出入可能與不特定人士密切接觸之
社交活動等高風險場域，並請全程使用保險
套。醫院照護疑似或確定病例時依循標準防
護措施、接觸傳染防護措施及飛沫傳染防護
措施。採檢/醫療照護人員建議穿戴手套、隔
離衣、醫用口罩、護目裝備(護目鏡或全面罩)。

針對陽性個案應啟動接觸者追蹤，並隔離曾
接觸之哺乳類動物寵物。 

三、如有任何疑似症狀，應及時就醫，並告知旅
遊史與接觸史。 

四、疫苗接種：美國 CDC 表示猴痘不容易在人際
間傳播，所以不需要大規模接種疫苗，建議
暴露於高風險工作者、過去 2 週內曾與猴痘
患者有高風險密切接觸者，以及具風險行為
者等為對象，進行接種。我國已採購
JYNNEOS 疫苗供操作正痘病毒屬培養之實
驗室人員及高暴露風險密切接觸者，經由衛
生局向疾管署提出申請並經審核後使用。 

捌、結語(2)(4) 
猴痘病毒傳播主要是靠接觸傳染，病毒會在

人類全身流竄，不只侷限於性器官，無關性別、
性傾向或是否有發生性關係，只要有近距離的
「肢體接觸」或接觸污染物都有可能沾到病毒而
感染。確實勤洗手、酒精消毒、佩戴口罩、避免
接觸患者皮膚或皮疹處(若需接觸，使用一次性手
套)等，將使病毒不容易傳播。 

玖、參考資料 
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猴痘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G3A6n
yt8JmqIUcUF5Pek6w 

2.該繼續擔心猴痘嗎？解密痘病毒進入細胞的機
制 
https://research.sinica.edu.tw/vaccinia-virus-entry-
monkeypox-poxvirus-wen-chang/ 

3.有關猴痘的問答 
https://iv.nhri.org.tw/zhtw/%E7%9B%B8%E9%97%9
C%E9%80%A3%E7%B5%90/monkeypox/ 

4.整理包／猴痘是什麼？症狀有哪些？國內專家
解析、QA 一次看- Heho 健康 
https://heho.com.tw/archives/22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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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輔組活動] 放鬆時刻：芳香澄清與身心療癒 

忙到身體和心理都很緊繃嗎？慷慨地給自己來個「放鬆時刻」吧～ 
我們不但有提供按摩椅和按摩油來幫你放鬆緊繃的身體， 
也有配合農曆節氣與月份提供不同的優質天然純精油(如下表)， 

在現場你可以用它們進行芳療呼吸和擴香(註：自助式進行，無他人在場打擾)， 
幫助你放鬆心情喔～ 

 二月：迷迭香→[ 適醒腦、回春煥彩、調整假後的生活適應 ] 

 三月：快樂鼠尾草/薰衣草→ [ 利肝膽、調合陰陽、放鬆緊繃的讀書壓力 ] 

 四月：檸檬→ [理肝氣、放鬆身心、促進消化、改善疼痛 ] 

 五月：西伯利亞冷杉/天筑葵→ [ 溫胃經、去除脾溼、解決脹氣、增強精力 ] 

 六月：野馬鬱蘭 →[ 養心經、活絡腸經、喚回身心的專注能量 ] 

承辦人：錢靜怡(#50333)、許民憲(#50335) 

活動期間：112 年 2 月～112 年 6 月。 

歡迎全校教職員生快快上諮商 e 化系統預約！ 
https://happiness.osa.ncku.edu.tw/cs_ncku/Index.aspx  

當天請先到心輔組報到，會有工作人員帶你到「諮商室 B」。           
學生事務簡訊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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