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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88 週年校慶運動會 
師生展現青春活力與全能身手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11.11 

    成功大學 88 週年校慶運動會 11 日在光復操場盛大
舉行，海內外校友齊聚一堂祝賀成大 88 歲生日快樂。繞
場儀式中扮裝常勝軍成大附設醫院團隊以吸睛閃亮的裝
扮與整齊劃一的彩球表演，再次奪得 佳進場獎。今年
全大運榮獲一般女子組團體金牌的硬網隊長黃筱晴代表
運動員宣誓，與成大競技啦啦隊的精彩表演後，緊接著
登場教職員趣味競賽、400 公尺接力、20 人 21 腳等，以
及眾所矚目的「 速」男、女子組 100 公尺決賽與大隊
接力。 

    成大每年校慶運動會除了刺激的體育競賽外，創意
進場也是一大看頭。規劃與設計學院的學生們製作了巨
型的人體器官「肝」，經過司令台同時驚喜現出藏在肝底
下的二字「爆肝」，以幽默方式抒發自己常常熬夜設計畫
圖的辛勞，逗得全場歡笑不斷。機械系由老師駕駛自製
賽車帥氣領軍進場，華語中心則動員多位外籍學生手拿
自家國旗，盡情揮舞，場面十分熱鬧。 

    今年首辦 400 公尺接力競賽，從預賽中脫穎而出的
短跑好手為求勝利，無不卯足全力，經過一番激烈競爭，
終由師生攜手組成的建築系以 47.04 秒的佳績奪下男

子組冠軍，領隊的蔡耀賢教授笑稱「不能讓別人覺得我
們經常熬夜，身體很差，所以想報名參加證明自己。」 

 
20 人 21 腳競賽一向有趣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vember 2019 



2    November 2019 

20 人 21 腳競賽一向有趣，不同於其他隊伍
中規中矩的邁向終點線，工設系同學拋開勝負，
將衣服顏色搭配呈一道彩虹，在比賽當中帶來
一段表演，「倒退走」獲得全場驚呼。 

    下午的 100 公尺決賽開賽，現場聚集了許
多觀眾為自己支持的選手加油打氣，鳴槍聲響
後，各跑道選手使勁全力衝向終點， 終體健休
所的鄭民輝由 10.83 秒的驚人成績勇奪男子組
冠軍，女子組冠軍為心理系 112 級的王柔諠。 

    成大校長蘇慧貞在開幕式致詞表示，「85 年
前的第一屆畢業生只有 60 多位同學，到今年 6
月，我們一共有 5 千 7 百多位同學畢業，85 年
前我們只有來自島上少數的同學，今年我們畢
業同學中有超過 15％以上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同
學。」這 88 年的歷史要告訴台灣社會成功大學
的不同，而校長將此榮耀歸功於成大的每一位
師生，因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有今日非凡的成
就。校長勉勵各位同學未來拿著成大的畢業證
書，必須背負起對台灣社會與世界的責任。「每
一個面向的發光發亮就是成功大學畢業生共享
的特質，也是世界期待我們去貢獻的力量。」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黃宗成到場祝賀成
大生日快樂，黃校長致詞指出「對成大人的印象
是純樸與實事求是的做事態度，因此深受各大
企業的信賴」，不論在教育、學術、政治、企業
等各領域，皆為台灣社會做出無可替代的貢獻，
也能為台灣帶來更前瞻的影響力。 後期勉全
校師生與全世界一起攜手向前，「讓屬於成大的
驕傲，成為全世界的驕傲。」（撰文／校園記者
劉又慈 攝影／劉子端、蘇弘毅）  

 
今年首辦 400 公尺接力競賽 

 

登革熱防治宣導 
 

108 年 11 月 11 日 本校舉辦 88 週年校慶活動，衛保組辦理登革熱防治宣導，主要
是透過登革熱防治相關知識，教導師生認識登革熱病媒蚊，如何環境滋清與防疫相
關措施。過程中，學務長帶頭射鏢遊戲，回答相關問題，答對者可獲防蚊液，吸引
許多師生前來參與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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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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四)、11/28(四) 
17:00-21:00 

鋼琴月 木製舞台 鋼琴社 

11/21(四)18:00-21:00 
學生權益系列講座第一場 
-「背景隱私」之逝，個人隱私與資
安防護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學生會 

11/27(三)17:30-21:00 管顧思考訓練工作坊 
學生活動中心 
第五會議室 

創聯會 

11/27(三)18:00-21:30 業界攝影師分享課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動態影像創作社 

11/29(五)16:00-17:00 感恩音樂餐會 多功能廳 信望愛社 

11/30(六)08:00-18:30 108 學年度全國大學生圍棋賽 桃園長庚養生文化村 圍棋社 

11/30(六)18:30-21:00 成大國樂 108 學年度成果發表 成功廳 國樂研究社 

11/30(六)08:00-17:00 成韻盃初賽 格致廳小講堂 吉他社 

12/01(日)12:30-18:00 
第 26 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舞公
開賽 

淡江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國際標準舞蹈社 

11/30(六)-12/01(日) 
09:00-22:00 

109 年成大全國大專院校新生盃 
學生活動中心 
第一 ~ 五會議室 

滔滔社 

12/02(一)11:30-20:00 捐血活動-當你肯捐血 雲平大樓前廣場 藥學系系學會 

12/05(四)18:00-22:00 2019 附中山之夜 醫學院成杏廳 附中山校友會 

12/07(六)-12/08(日) 
08:00-12:00 

2019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臺北市立大學 
(天母校區)體育館 

啦啦隊社 

12/07(六) 
12:00-18:00 

2019 文化週 
部落市集、音樂會 

學生活動中心前草皮 
原資中心、原住民
文化交流社 

12/07(六)13:00-22:00 舞蹈聯歡 學生活動中心一樓 世界舞蹈社 

12/07(六)-12/15(日) 
08:00-17:00 

2019 大禹盃 
光復球場、自強球場、
勝利新館 

資源工程學系會 

12/07(六)-12/08(日) 
12/14(六)-12/15(日) 
08:00-18:00 

2019 冬季大物盃 
高雄福誠高中風雨球
場 /成大新建游泳池
暨球場 

物理學系會 

12/07(六)09:00-17:00 印尼文化節展覽 舊 K 館前廣場 
台南印尼學生聯合
會 

12/10(二)18:00-21:30 雅思 8 分解題準備方法分享 
學生活動中心 
第三會議室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
會 

12/12(四)18:30-22:00 生態綠屋頂介紹 
學生活動中心 
第二會議室 

園藝社 

12/14(六)08:00-18:00 第十七屆南中盃 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中國文學系會 

12/14(六)08:00-17:00 成韻盃決賽 成杏廳 吉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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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新鮮事(續)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講者) 活動地點 主、協辦單位 

12/15(日)08:00-17:00 成大鋼琴社冬季音樂會 成杏廳 鋼琴社 

12/19(四)18:00-22:00 期末製作實驗劇展-演出 鳳凰樹劇場 戲邊劇團 

12/19(四)14:00-22:00 吉他社期末成發 多功能廳 吉他社 

12/20(五)09:00-11:30 成大醫院耶誕手語表演 成大醫院一樓大廳 手語社 

12/20(五)18:30-21:30 寒冬晚會 光武里活動中心 經濟學系系學會 

12/20(五)18:00-22:00 管弦樂社 2019 冬季音樂會演出 成功廳 管弦樂社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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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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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坊 

人資長論壇* 
2019/11/23(六)    
08:00-18:00 

成功大學 
光復校區 

與國際企業研究所  
張紹基 老師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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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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性別影展系列活動即將登場 

Gender Film Festival & After Screening Talk 
    今年度 108性別影展暨映後座談即將開始，
邀請各位一起看見性別的多重樣貌~ 

    為符合「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訪視項目
四、「校園文化環境與社區推展」之訪視指標 2.
「辦理跨校性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本年
度「108 性別影展」與台南地區中信金融管理學
院合作共同主辦，特地與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
像學會合作，精選 5 部來自東加、美國、英國、
敘利亞、台灣等國內外精彩影片，分別關注性別
認同與身體經驗、性侵害被害人處境、戰爭中的
女性角色、浪漫喜劇中的虛實愛情關係、原住民
身分遇上跨性別自我認同等議題之精彩影片，
預計舉辦 5 場影片放映暨映後座談。 

    希冀藉由影像呈現多元性別文化視野，促
進不同性別與族群間交流，看見主流價值社會
之外另一種真實聲音及需求，看見性別議題在
意文化中的多種可能，並透過映後座談由與談
人帶領參與者就相關多元性別文化議題做深入
討論。映後座談的討論將促進教師、學生及社區
民眾瞭解性別主流化之意義，並對現存社會性
別相關概念、價值、態度、議題等進行討論，進
而引導參與者破除性別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
以達性別和諧與尊重之目的。 

    喜愛視覺饗宴及精彩故事的妳/你絕對不能
錯過！ 

※本講座已申請通識認證，但因場地座位有限，
敬 請 事 先 上 成 大 活 動 資 訊 系 統 報 名
https://activity.ncku.edu.tw/ 

※本活動免費入場，活動當日請提早至現場排
隊進場。 

※詳細訊息請洽：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 吳怡靜 / 06-2757575 #50324 

About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mmittee of NCKU has 
hold Gender Film Festival & After Screening Talk 
every year since 2013. The event has introduced 
several films and leading issues that have inspired 
our students to pursue the substantial equality and 
promotion on gender issues. We appreciate what we 
have done so far.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goals yet 
to accomplish. Our mission is to establish a gender 
friendly campus. We welcome all students and 
faculty to participate the big event of the year and 
furthermore to practice the spirits of equality on 
gender status. 

活動地點 Location☞  

光復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B1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
講室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Lecture Room 
I

 
系列活動 Activities ☞ 
 

11/20 (Wed) 18:30~21:00:《東加豔陽下 Leitis in Waiting》 

HAMER & Joe WILSON｜東加、美國 Tonga, USA｜2018｜紀錄 DCP｜Color｜72min｜普 
※報名連結 Sign up here: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7556 
※預告片 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pL-oD7ECA 
※本場次與成大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To 拉酷社合作、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性平會合作 
 
影片介紹 Info: ★2018 Frameline 舊金山國際同志影展 

             ★2018 夏威夷國際影展 
 
十七世紀，歐洲人的足跡踏上了東加王國的島嶼，基督教則在十九世紀傳入，從此之後根深蒂固至

今。基督教近年來大力鼓吹反同的浪潮，也向東加襲來，首當其衝的是行為舉止高度女性化，但性

別認同中性的跨性別者「雷蒂斯」。 透過東加當地雷蒂斯協會理事長喬伊的個人故事，本片深刻紀

錄了跨性別者在基督教原住民社會中的掙扎與抵抗。 

Leitis in Waiting is a raw yet tender portrait of Joey MATAELE and the Tonga leitis, an intrepid group of 
native transgender women fighting a rising tide of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intolerance in their South 
Pacific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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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Thu) 18:30~21:00:《浪漫喜劇麥擱騙 Romantic Comedy》 

Elizabeth SANKEY｜英國 UK｜2019｜紀錄 DCP｜Color｜78min｜普 
※報名連結 Sign up here: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7557 
※預告片 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IcokC_ilc 
※本場次與成大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性平會合作 
 
影片介紹 Info: ★ 2019 鹿特丹影展 

             ★ 2019 SXSW 西南偏南電影節 
 
浪漫喜劇是票房常勝軍，究竟浪漫公式埋藏什麼讓人對它愛不釋手？不管是歡喜冤家、燭光晚餐或

是狂風暴雨，那些愛情影像反射我們內心的渴望。在女性作家、演員和浪漫喜劇狂粉導演帶領下，

帶觀眾一覽經典浪漫喜劇，並重新理解虛實世界裡的愛情關係。 
 
Romantic Comedy is a journey of investigation and self-discovery that goes under the surface of our 
favorite films, seek-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ay we view love, relationships and romance. 
 
 
 
 
 

11/26 (Tue) 18:30~21:00:《非自願測試 Test Pattern》 

Shatara Michelle FORD｜美國 USA｜2019｜劇情 Fiction｜Color｜82min｜輔 12 
※報名連結 Sign up here: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7558 
※本場次與成大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性平會合作 
 
影片介紹 Info: ★ 2019 BlackStar 電影節 
 
在美國，超過 1/3 女性曾遭受性傷害，其中 80%經歷過創傷症候群。某日，美國南方，黑人女孩雷

內莎在聚會後被性侵。當她決定開口向外求助，卻發現自己無力地迷失在龐雜的醫療行政與司法系

統之中。原本甜蜜穩定的戀愛關係，彷彿受到考驗。本片以極其真實的鏡頭語言，重現許多女性曾

被傷害的經歷，反映過程中，女性經受的心理恐懼與無可言說的茫然感。縝密安排的劇情，除了碰

觸#MeToo 運動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外，更延伸討論兩性關係、父權體制、不健全的醫療制度，以及

美國長久以來的種族問題。在導演精準的敘事表層下，埋藏著一顆顆後勁無窮的震撼彈。 
 
Renesha, a black woman in Austin, is victimized by sexual as-sault. When she tries to report it, she finds 
herself lost in the health care an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unintentionally pushed away by the white 
partner who has always stood by her side. Part psychological horror, part realist drama, the film i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ur national discussion about an ineq-uitable health system, #MeToo, and race 
relations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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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Thu) 18:30~21:00: 《失去影子的那一天 The Day I Lost My Shadow》 

Soudade KAADAN｜敘利亞、黎巴嫩、法國、卡達 Syria, Lebanon, France, Qatar｜2018｜劇情 Fiction｜
Color｜90min｜護 
※報名連結 Sign up here: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7559 
※預告片 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FNF0IZ-L5I&t=46s 
※本場次與成大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性平會合作 
 
影片介紹 Info: ★2019 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 佳影片 

             ★2019 倫敦電影節 
 
2012 年的敘利亞，戰亂中斷了瓦斯桶的配給，桑娜為了煮一頓熱騰騰的晚餐給兒子，坐上計程車

前往其他補給站索取更多瓦斯桶。沒想到這段車程，讓她意外踏進危險的戰亂區域，她也發現，戰

爭中的人們都失去了影子。本片聚焦在 多位戰爭中的女性角色身上，以魔幻寫實之隱喻手法呈現

戰爭之殘酷與無情， 也描繪了女性的勇敢及韌性。 
 
As winter hits hard in Syria, all Sana wants is to cook a hot meal for her son. When a seemingly simple 
errand search for gas goes awry, Sana is dragged into the conflict, where people lose their shadows. 
 
 
 
 

12/02 (Mon) 18:30~21:00:《尋找乳房 Body Talk》 

陳芯宜｜台灣 Taiwan｜2018｜紀錄 DCP｜Color｜82min｜護 
※ Sign up here：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7560 
※預告片 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kHODHWUhVM 
※本場次與成大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性平會合作 
 
影片介紹 Info: 

★2018 Seoul International Women's FF 首爾女性影展 
 
身體，作為人心靈與意念的載體，在生命的吐納之間，新生、茁壯、衰退、老去，疲累的身體、傷

痛的身體，胖瘦美醜，那些竊竊私語、嬉笑怒罵，是誰的價值觀？我的身體還是屬於我的嗎？透過

近 30 位女性的私密對話，娓娓道出關於女性們的身體故事，在皮囊之下，看見生命的脆弱、韌性

與意義。 
 
Is this my body? Who am I? As the carrier of spirit and will, how does a woman’s body struggle, jostle, 
collide, and merge with all things other than themselves? The body seems to follow the mind as merely its 
shell or tool. However, the body does possess memory. 
 
 
 
 

歡迎參加！Welcome to enjo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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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之保險及活動風險管理

因應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之多元化，為提升學
生參與社團活動之風險保障，請學生得參照以下
原則進行投保：

(一)保險業者依法令核可販售之保險商品，可於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頁查詢（網址：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
ex.asp），各校可依活動性質、活動地點及交
通安排等規劃，參考所查之保約條款逕洽業
者投保。

(二)倘活動具風險性，建請就「產業保險」類別

「特定活動」保險查詢，依活動項目確認各
保險商品之承保及理賠範圍，並需留意是
否限定團體投保或正式比賽始得由業者承
保。

(三)除針對風險性活動本身投保特定活動保險
外，如社團活動於校外進行者，仍應視活動
性質、場地規劃及交通安排之所需，投保
「意外傷害險」、「旅行平安險」或「場地責
任險」等有關之保險商品。

民國 109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遴選公告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99723,r93.php?Lang=zh-tw

一、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積極進取、品學兼優
之大專院校學生（含夜間部、研究生），並具
有下列優良事蹟之一，足為青年學生楷模者。 

（一）擔任社團負責幹部，推展社團活動，有具
體優良事蹟者。

（二）熱心公益，推展社會服務工作，有具體優
良事蹟者。

（三）辦理愛鄉愛國愛校活動，有具體優良事蹟
者。

（四）研究學術，具有專精、創新者。

二、109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遴選要點及
校內遴選推薦表如附件。即日起符合遴選資
格欲申請之同學請備妥相關紙本資料，並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四)下午三時前，逕送光
復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2F 學生活動發展組許
先生彙辦，逾期視同棄權。

（一）校內遴選推薦表 1 份。 
（二）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單 1 份。 
（三）彌封推薦函 2 份(詳註推薦人姓名、聯絡電

話)。 

（四）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紙本繳件前需預先繳交校內遴選推薦表電

子 檔 至 學 生 活 動 發 展 組 信 箱 ：
em50360@email.ncku.edu.tw 寄件主旨：109 大
專優秀青年_姓名_學號 

三、本次預計遴選 10 名優秀同學，未錄取者恕
不另通知。

第一名需代表學校參加「中華民國 109 年青
年節菁英會」全國表揚活動，活動日期：109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至 29 日(星期日)兩天一夜(請
當選者預留時間)。第二名代表學校參加縣市青年
節表揚大會接受頒獎，表揚日期依縣市通知為主，
以上受獎同學，屆時將協助申請公假前往受獎。
其他優秀同學將由學校自行表揚。曾獲選參加青
年節大會表揚之優秀青年，請勿再行推薦。

四、如有疑問請洽學生活動發展組許先生(校內
分機 50371)、z10701050@email.ncku.edu.tw 

＊詳情請參閱活動組網頁公告

109 年學生宿舍寒假短期住宿申請說明

一、因應本校同學寒假期間在校活動之住宿需
求，加開 109 年寒假短期住宿人工申請作
業。本校同學有以下住宿需求者，請逕參
閱附件<109 年寒假短期住宿人工申請作業
說明>內容，進行申請： 
(一) 108-1 學期住宿生須延後離宿。 
(二) 109 年寒假住宿生提前進住。 
(三) 本校學生 109 年寒假期間短期住宿。 

二、申請注意事項：

(一) 考量大學部學生及研究所碩博生之作
息差異，不開放住宿跨學制宿舍。

(二) 因各棟宿舍剩餘空床位不一，且本次
短期住宿人工申請作業以 108 學年住
宿生為優先，故若該棟宿舍已無空床
位，將停止受理人工申請。

(三) 其餘注意事項請參考 109 年寒假住宿
相關作業公告及其附件資料。

＊附件連結：請上住服組網頁公告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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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11 月大學部及碩博班學生宿舍補宿作業 

一、申請資格：本校在學學生尚未取得 108 學
年度宿舍床位且無歷年各項住宿費用尚未
繳清、無違規記點達 10 點以上，且已完
成新生體檢者。本次申請作業無戶籍地限
制，設籍臺南市者亦可申請。 

二、申請時間： 

(一)  

1. 欲住宿期間：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及第二
學期(寒暑假住宿，請留意本組網頁公告另
外申請)。 

2.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住宿期
間，係指 108 年 11 月中旬起至 109 年 6
月中旬止，不含寒暑假期間(109 年 2 月、
109 年 7 至 8 月)，每學期住宿截止時間依
離宿公告之說明為準。 

3. 申請時間：108 年 11 月 14 日(四)上午 9
時起至 108 年 12 月 24 日(二)下午 16 時
止。 

4. 完成補宿申請程序後，預定開放入住日為
完成申請後的第 3 個工作天，例如:108 年
11 月 14 日申請補宿，扣除假日後於 108
年 11 月 19 日可辦理入住，費用將依據開
放入住日起之剩餘學期住宿週次比例計
費。自 108 年 12 月 25 日起完成補宿程序
者，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住宿費用以每日
短期住宿費計費。 

(二)  

1. 欲住宿期間：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寒暑假
住宿，請留意本組網頁公告另外申請)。 

2.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住宿期間，係指 109
年 2 月 14 日起至 109 年 6 月中旬止，不
含暑假期間(109 年 7 至 8 月)，住宿截止
時間依離宿公告之說明為準。 

3. 申請時間：108 年 12 月 25 日(三)上午 9
時起至 109 年 6 月 2 日(二)下午 16 時止。 

4. 自 108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109 年 2 月 12
日完成補宿程序者，請配合 108 學年度第
二學期入住公告說明辦理入住手續與繳交

全額住宿費用。自 109 年 2 月 13 日起完
成補宿程序者，預定開放入住日為完成申
請後的第 3 個工作天，費用將依據開放入
住日起之剩餘學期住宿週次比例計費；自
109 年 6 月 3 日起完成補宿程序者，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住宿費用以每日短期住宿
費計費。 

三、申請方式：請於上述申請時間內，完成線
上契約書簽署（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lic.php 
），再於上班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4
時至 16 時親至住服組洽宿舍輔導員登記
補宿床位；請留意，未洽宿舍輔導員登記
補宿床位者，視同未完成補宿申請程序。 

四、各棟宿舍開放補宿床位數：請先自行查詢
空床狀況後，再親洽宿舍輔導員登記補宿
床位。查詢網址：
http://tinyurl.com/p9stwds 。 

五、申請注意事項： 

(一) 補宿床位異動或取消：已完成補宿申請程
序者，不論是否有無入住宿舍，如欲辦理
床位異動或取消，皆須向宿舍輔導員提出
辦理。不論任何因素辦理床位異動或取消
者，將依住宿契約書與住宿管理規則等規
定酌收行政手續費與住宿費。 

(二) 如有歷年各項住宿費用尚未繳清者，務請
先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下載繳費單後
至各地臺銀分行臨櫃繳交，並於補宿申請
前持繳費收據至住服組銷帳；若有行政手
續費、電費欠費、罰款等尚未繳清者，繳
交方式請逕洽該棟宿舍輔導員。因違反住
宿管理規則或宿舍公約，違規記點累計達
十點以上者，須於補宿申請前向本組辦理
銷點。上述事項完成後始能申請補宿作
業。 

(三) 各棟宿舍輔導員聯絡方式查詢：請至學務
處住宿服務組首頁>主選單>單位介紹>服
務人員。網址：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
9830.php?Lang=zh-tw#c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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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109 年學生宿舍寒假全期留宿申請與注意事項 
(12/04 10:00AM~12/10 10:00AM)

一、 申請日期：108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止。 

二、 申請資格：108 學年度大學部住宿生，不含
來校交換生。惟有違規記點紀錄或住宿費
繳費紀錄異常者、開放申請期間因違規記
點而屬停權狀態者，請於 108 年 12 月 4 日
上午 10 時前繳畢欠費或完成銷點服務、通
知本組更新紀錄後，始得進行申請。 

三、 申請方式：線上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ws.php?md=7  

四、 申請注意事項： 

(一) 本項線上申請為全期寒假留宿。如僅須 108-
1 學期延後離宿或於本次寒假期間短期住
宿，請另參閱 109 年寒假短期住宿申請公告、
另行申請。 

(二) 部分區域之寢室(詳如<附表 1-1>)須配合修
繕工程或營隊及短期國際交流住宿需求淨
空。前述區域住宿生亦可申請留宿，惟將安
排住宿該棟宿舍其他區域寢室，該棟宿舍床
位不足時則另安排至鄰近宿舍。 

(三) 為避免假期間單一寢室一人獨自住宿，遇身
體不適或緊急狀況無室友相互照應，本組得
視寒假住宿狀況，調整住宿寢室。 

(四) 如有個人物品須留置寢室，即須申請留宿。
未申請者須清空所屬寢室床位及空間，不得
放置個人物品。 

(五) 寒假住宿期間將不定時抽查寢室住宿狀況。
如查獲未申請寒假住宿亦未清空個人物品
或私自進住，除須繳交住宿費外，亦須依住
宿相關管理規定及學生獎懲要點處理。為減
少同學未事先申請留宿，因故補申請寒假住
宿，影響其他住宿同學住宿權益，寒假有住
宿或放置物品需求者請務必於上述期限內
申請寒假住宿。 

(六) 登記後如須異動，請於登錄時間內逕至說明
三之線上登錄網址申請異動。逾登錄時間須
申請異動者，請洽所屬宿舍輔導員辦理，須
另繳行政手續費每次新臺幣 250 元。 

(七) 因住宿資料或歷年住宿費繳交異常而無法
申請者，請務必於 108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時前完成銷點或繳費，並出示銷點或繳費證
明，以便協助開放線上申請權限，逾時恕不
受理。 

(八) 寒假住宿床位取消： 

1. 10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前：請逕登
入申請系統，進行異動即可。免繳行政手
續費。 

2. 10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起至開放入
住日前：請逕洽各舍輔導員辦理。除休學、
退學、畢業者，其餘申請異動者須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費。 

3. 自開放入住日起：請逕洽各舍輔導員辦
理。住宿費以日計費，自開放入住日起計
算至完成異動申請與離宿相關手續當日
止。除休學、退學、畢業者，其餘申請異
動者須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費。各身份
別開放入住日請參考<附表 1-2>、各項手
續辦理說明如<附表 1-3>。 

(九) 寒假住宿床位查詢：108 年 12 月 20 日 18 時
起；查詢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 

五、 繳費注意事項: 

(一) 繳費日期：10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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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9 年 1 月 4 日至 109 年 1 月 1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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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9 年 1 月 11 日起繳費並出示收據者
再加記違規點 5 點。 

(二) 繳費方式：請逕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列印繳費單後，依指定方式繳費；臺灣銀
行學雜費入口網網址: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Studen
tLogin.aspx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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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如無法登入，請洽住服組承辦人董小姐， 
分機 86340、EMAIL ADDRESS：
em86340@email.ncku.edu.tw 。 

六、 各期別離宿及進住相關作業時程：請參閱
住服組網頁公告之<附表 1-2>，各項手續辦
理說明如<附表 1-3>。 

七、 附表連結：請上住服組網頁公告點選。 



14    November 2019 

【研究生】109 年學生宿舍寒假留宿取消及留宿注意事項 
(12/04 10:00AM~12/10 10:00AM)

一、研究生宿舍住宿生(不含來校交換生)皆預
設寒假須全期住宿，不須另行申請。惟若住
宿生有以下狀況，得於開放登錄時間登入
系統、取消寒假全期住宿: 

(一) 寒假全期皆不住宿、 

(二) 寒假僅須短期住宿(含 108-1 學期延後離宿、
寒假期間短期住宿) 。 

二、 寒假不留宿注意事項: 

(一) 登錄時間：108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止。 

(二) 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ws.php?m
d=7 。 

(三) 注意事項： 
1. 因違規記點、住宿費繳費異常，無法進行

線上登錄者，請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上
午 10 時前逕洽該舍輔導員人工申請寒假
不住宿。 

2. 登錄不住宿者，其床位及寢室置物空間
一律清空，不得放置個人物品，該空床位
由住宿服務組統一運用。搬遷時間請參
閱<附表 1-2>、各項手續辦理說明如<附
表 1-3> 

3. 寒假住宿期間將不定時抽查寢室住宿狀
況。如查獲未申請寒假住宿亦未清空個
人物品或私自進住者，除須繳交住宿費
外，亦須依住宿相關管理規定及學生獎
懲要點處理。 

4. 登錄後如須異動，請於登錄時間內逕至
線上登錄網址辦理異動。逾登錄時間申
請異動者，請洽所屬宿舍輔導員辦理，須
繳交行政手續費每次新臺幣 250 元。 

5. 寒假僅須短期住宿(含 108-1 學期延後離
宿、寒假期間不銜接 108-1 學期及 108-2
學期之短期住宿)者，請另行參閱 109 年
寒假短期住宿申請公告，依公告說明申
請短期住宿。 

6. 108-2學期提前進住:參閱 108-2學期提前
進住申請公告，申請 108-2 學期提前進住。 

三、 寒假住宿注意事項: 

(一) 床位安排方式: 以住宿原寢為原則，惟為
避免假期間單一寢室一人獨自住宿，遇身
體不適或緊急狀況無室友相互照應，本組
得視寒假住宿狀況，調整住宿寢室。 

(二) 床位安排查詢：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stu.php 
。108 年 12 月 20 日 18 時起開放查詢。 

(三) 寒假住宿費用繳交： 
1. 繳費日期：10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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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9 年 1 月 4 日至 109 年 1 月 10 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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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9 年 1 月 11 日起繳費並出示收據
者再加記違規點 5 點。 

2. 繳費方式：請逕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
網列印繳費單後，依指定方式繳費；臺
灣 銀 行 學 雜 費 入 口 網 網 址 :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St
udentLogin.aspx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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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無法登入，請洽住服組承辦人董小
姐，分機 86340、EMAIL ADDRESS：
em86340@email.ncku.edu.tw 。 

(四) 寒假住宿床位取消： 
1. 10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前：請逕登

入申請系統，進行異動即可，免繳行政
手續費。 

2. 10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起至開放
入住日前：請逕洽各舍輔導員辦理。除
休學、退學、畢業者，其餘申請異動者
須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費。 

3. 自開放入住日起：請逕洽各舍輔導員辦
理。住宿費以日計費，自開放入住日起
計算至完成異動申請與離宿相關手續
當日止。除休學、退學、畢業者，其餘
申請異動者須繳交 250 元行政手續費。
各身份別開放入住日請參考附件。 

四、 各期別離宿及進住相關作業時程：請參閱
住服組網頁公告之<附表 1-2>，各項手續辦
理說明如<附表 1-3>。 

五、 附表連結：請上住服組網頁公告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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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航海王「惡魔果實」毒咖啡誘惑青少年 販毒集團收押

   刑事警際局日前兵分多路至桃園、林口等地
區攻堅破獲販毒集團，起獲超過 12 公斤 K 他
命、梅片等毒品，甚至在毒品咖啡包封套印上動
漫航海王「惡魔果實」圖案，誘惑青少年。 

    警方表示日前查獲毒品藥頭，擴大溯源追

緝販毒集團，鎖定天道盟同心會 1 名 27 歲陳姓

犯嫌主持的分裝場，專門供貨在酒店、KTV、撞

球場、PUB、網咖等場所販售。全案跟監 3 個月

後在桃園、中壢、楊梅、林口共 7 個地點同步攻

堅，查獲陳嫌等 6 人、以及 K 他命 29 包（214.94
公克）、毒品咖啡包 1186 包（12,500 公克）、

毒品梅片 87 顆（90.46 公克）、販毒所得 21 萬

3800 元，以及電子秤、研磨盤、點鈔機、分裝

袋等證物。 

販毒集團甚至在毒咖啡包封面印製動漫航
海王「惡魔果實」圖案，這種果實在故事中是海
之惡魔的化身，食用後會得到不同的超能力，但
警方說，現實中服用毒品，恐怕只會喪失行為能
力，呼籲青年學子切勿接觸。全案偵詢後依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 6 名嫌犯，並聲請羈押
獲准。 

校安中心提醒同學，新興毒品不斷翻新，結
合各種花樣的包裝，來引起年輕學子的好奇心，
一不留意就有可能被誘騙染上毒癮。 

請記得來路不明、成分不明的東西千萬不

要碰。

 

要命「內輪差」可怕的視覺死角
    近日台中市發生一名 23歲陳姓女子騎機車
行駛於內側機車道，正好緊貼著蘇姓駕駛的大
貨櫃車，當時遇到道路轉彎處，陳女與貨櫃車擦
撞後，被捲入後輪，當場被車輪輾斃，警方研判
疑因大車內輪差釀禍。 

    為什麼轉彎時會沒看到直行的機車？這是
大型車的「內輪差」所造成的視覺死角，是 可
怕的道路殺手，每年奪走許多條寶貴生命。 

所謂「內輪差」就是車輛轉彎時，內側前輪劃出
的圓半徑會比較大，後輪劃出的圓半徑比較小，
這前後輪間的差距就叫內輪差，尤其大型車在
轉彎時，為避免後輪壓到人行道，往往先左轉加
大轉彎半徑再右轉，除會讓其他用路人誤判而
置身險境，內輪差更因車身加長而變大，駕駛的
左、右、前、後等 4 個視野死角範圍也會跟著更
大，無法察覺車旁的人車，因此很容易發生意外。 

    警方也提出四點呼籲機車族自保：一、由於
車型與坐姿，大卡車左右兩側皆有視覺盲區，切
勿長時間逗留、並行， 好快速通過；二、確保

前後距離足夠，再切換至大卡車前方；三、大卡
車轉彎時產生內輪差，切勿從內側跟車；四、跟
在大卡車後方也要保持安全距離，預留緩衝範
圍。 

 

~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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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宣導--校園影印教科書問題之說明

壹、學生影印教科書合理使用的界限 

（一）一般人尤其是學校的學生，對於教科書的
影印，大概都有幾個不太瞭解的疑問，例
如學生可否影印教科書在學校上課使
用？影印教科書會不會觸犯著作權法？
如果可以影印，可不可以印全部？不能
印全部的話，可以印多少？ 

（二）對於教科書的影印，著作權法制訂了一些
合理使用的規定，依照以下這些規定影
印教科書，不會發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１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學校和老
師都可以在合理範圍內，影印書籍作為
上課的教材。所謂的合理範圍當然要跟
老師講課的內容有關係，就國際實務上
客觀的標準來說，通常指影印一本書的
一部分，如果影印全部的話，很難被認可
為合理範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２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學生可以
要求學校圖書館影印教科書裡面的一部
分，另外也可以印期刊裡的單篇著作，每
人以一份為限。 

３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學生可以
用圖書館的影印機或自己家裡的影印
機，影印教科書的一部分來使用，現在許
多圖書館都採用投幣式影印機或出售影
印卡，方便學生使用影印機，這種情況
下，學生就可以自己印。 

４依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如果學生
需要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權的教科書，而
所用的部分，佔教科書整體的比例不大，
對市場影響有限，客觀上可以認為是合
理範圍的話，甚至也可以利用影印店或
便利商店的影印機，來影印教科書的一
部分，拿來上課，學生、影印業者都不會
有侵權的問題。 

５至於到底印多少才算是合理範圍，很難
一概而論，必須依照具體個案的情況來
做判斷。但是可以確定的說，如果影印整
本教科書，是超過合理使用範圍的，一定
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貳、非法影印教科書的法律責任 

（一）影印是重製的方法之一，未經授權影印教
科書，又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時，就是
非法重製他人著作的侵權行為。 

（二）非法影印教科書時，學生如果交由影印店
代為影印，由於影印店是以影印為業的

營利單位，不管影印多少份，金額是多
少，只要權利人提出告訴，都必須負擔
民、刑事責任。 

（三）如果學生自己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的行
為，要負民事責任，如果權利人進行告
訴，也有刑事責任。對於學生非法影印的
行為，提供影印機的圖書館或自助影印
店如果知情的話，有可能成為侵害重製
權的共犯或幫助犯，在這種情形下，當然
也免不掉要負民、刑事責任。 

參、解決教科書影印問題的建議 

（一）大專院校的教科書比起中小學的教科書
來說，確實相當昂貴，就像大學的學雜費
比中小學高很多一樣。可是不能用書價
昂貴做理由，主張「重製無罪，盜版有理」
而理所當然的非法影印，侵害著作人的
權利，否則結果還是要自己負擔法律責
任。 

（二）要解決教科書的使用問題或許可以嘗試
採用下列的幾個方法處理： 

１教授及早指定要用的教科書： 

學校和教授配合，對於所要開的課
程和預定使用的教科書或教材提早公
布，如果是外文書，書商可以有足夠時間
從國外採購進口，學校也可以統計學生
的需求量，跟書商議定比較優惠的價格。 

２建立二手書市場或流通管道： 

學生畢業以後，有時不會再使用教
科書了，學校或書商或許可以幫助學生
建立二手書的市場或流通管道，減省學
生購買教科書的成本。這在外國大專院
校，相當普遍。 

３學校為學生建立授權影印中心： 

許多英文教科書都附記有授權影印
的價額，註明印一頁多少錢，學校可以為
學生建立授權影印中心，與出版商或著
作權人接洽建立付費影印的機制，學生
需要影印時，如果超過合理使用的範圍，
即可依影印的頁數付錢由學校代收，再
轉付給出版商或著作權人，形成合法授
權影印的制度，著作權人也可以多一筆
收入，雙方互蒙其利。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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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108 學年度宿舍防災講習成果說明 

    10/29、10/30由光復、敬業宿舍聯合辦理 108
學年度宿舍防災講習，兩天共計 166 人次參與。
台南市現役消防隊隊員精彩地解說及實務分享，
教授防火、地震逃生、CPR 及 AED 等方面獲得

基本的概念，並透過結束後的問卷及心得，再次
復習上課所學，讓參與同學可以有相關的知識，
在災害危機發生時，至少還能自保，增加自己生
還的機會。 

  

『愛愛有一套，安全享受沒煩惱』

 

    108 年 11 月 11 日成大 88 週年校慶活
動，衛保組辦理愛滋病防治活動，主題為『愛
愛有一套，安全享受沒煩惱』 

    透過活動喚醒教職員工生對性傳染病防治
的重視。過程中，學務長帶頭來響應愛滋病防
治宣導活動，品嘗純手工水果原汁冰棒。學生
手持相關標語在打卡點拍照上傳分享。同時學
習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過程有趣又可拿獎。

 

   



18    November 2019 

 
 
 
 
 
 
 
 
 
 
 
活動日期：108/04/27(六) 14:00-17:00 

活動名稱：模擬面試 

授課教練：創新發現媒體小組 麗萍教練 

 
    教練向參加本次模擬面試的學員說明本次
課程的進行方式：同學們輪流接受面試，其他未
接受面試的同學則與教練一同扮演部門的面試
官，向求職者提出問題，過程中無論是問與答都
會讓扮演不同角色的同學接受著考驗，即需在
有限時間內將問題說清楚、把回答講明白。本次
課程的預期效益不僅是訓練求職者接受問答的
表達能力，也考驗者扮演面試官的同學能提出
有效問題的能力、從履歷中精煉核心問題的洞
察力，同時也培養管理問答(Q&A)的能力。 

    第一位接受面試的同學西裝筆挺、有備而
來且目標明確，又有不少的相關經驗和證照，一
開始擔任面試官的同學提問上雖然較不知所措，
但後來練習後越來越孰悉提問的問題也越來越
犀利。下一位接受面試的同學則擁有豐富履歷，
因此教練將他安排在新創的部門中，讓同學得
已應用自身的創業經歷，雖然還有部分的同學

未能主動提出面試問題，但過程面試官與求職
者一進一退的來往對答，有著相互激盪的效果。
經過中場休息後，幾位其他同學也輪番上陣，模
擬面試的氣氛越來越熱絡，面試官的問題如雨
後春筍般源源不絕，每一位面試官都毫不客氣
地開始問問題，而求職者依舊努力的接招，形成
了良性的互動模式，接下來的面試都非常順利。 

今天的模擬面試學員們從原先的緊張、不
知道如何問問題，到後來的大方表現、對答如流，
這些都是我們在模擬面試過程主要的學習，「問」
的能力與「答」的能力都在這堂課程中有所鍛鍊。
後，教練也提醒我們幾點：不要害怕討論薪資

問題，應該勇於展現自己對己身能力的價值並
勇敢說出來、每個人應有財富管理的能力（現階
段可以以五份主動及被動收入來源作為目標），
未來才能擁有優雅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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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08/05/01 (三)18:30-20:30 

活動名稱：簡報技巧與產業脈動分析 

授課教練：聯華電子 彥偉教練

  

 

此次課程為延續上次課程之不同產業介紹，有
兩組報告不同種類之企業，第一組為汽車產業，
他們在一開始報告了未來汽車之走向，因現在
提倡環保，故他們介紹第一個推出電動車之車
廠-特斯拉（Tesla），現在人注重環保，並且台灣
政府預計將在 2035 年打造全為電動車之環境，
這表示將不再有需要加汽油才能行駛之汽車，
而其他車廠為了趕上這一波潮流，也紛紛聯合
起來打造電動車，並為因應現在之資訊時代，與
智慧家電之廠商合作，在車上就能提前將家中
須使用之電器打開，並也為大家講解特斯拉
（Tesla）近期之銷量，其現在雖然市佔率沒有那
麼大，但還是有逐年穩定成長中，而教練也在後
面的講解中提到，未來要買車 好買油電混和
車，因為未來之汽車走向將會因應政府之政策
及提倡環保，並且石油之供應並不是無限的，所

以我們要提前做好準備，而在報告之技巧方面，
教練也提出了應時時刻刻注意台下聽眾之反應，
並在講解期間提問幾個問題，確保大家之注意
力，並且簡報上之數據也須清楚標出，以免觀看
者在觀看時造成看不清楚之現象。 

    而第二組為報告社會企業，此組先為大家

講解何為社會企業，也為大家講解非營利組織

與社會企業之不同點，進而提出幾個社會企業

為大家做介紹，並在報告期間進行提問互動，了

解大家對於此問題的看法並對此做出不同之解

釋，也放上一些影片，擷取其中重要部分為大家

做講解，而在社會企業之介紹中，提到了為坐輪

椅等身體不方便之顧客做載客之服務，像是去

醫院就診、學校等等，且他們甚至也可以包車出

遊，這讓家中無大車且出門不方便之顧客能夠

安心出門，並且服務周到，不限制任何顧客；而

下一個企業為提倡環保並租借玻璃杯之企業，

其與台南某些飲料店合作，採取會員制之方式，

租借向店家買飲料時之玻璃容器，並在喝完後

可至有合作之店家進行歸還，不需自己清洗。此

組報告者在講解期間也提到了他們對於此產業

之看法，並對企業做出一些建議，像是對其之後

之發展方向，以及現在做法的一些劣勢，教練也

對此報告提出他們有對此企業作看法之行為非

常好，播放影片能抓住大家的注意力，而不同主

題之報告應選取不同類型的模板做報告，此組

有良好的示範，也為大家推薦一些 PPT 模板網

站供大家選擇，課程中，我們學到了做投影片之

技巧，以及報告方式，能為往後的報告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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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大小事                                                                

原資大小事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Kapalawan—遠方的人」原住民族文化週系列活動 

12 月 3 日(星期二) 
部落帶給原住民族人的轉捩點 
主講人：布拉瑞揚‧帕格勒法 Bulareyaung．
Pagarlava /布拉瑞揚舞團藝術總監 

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12 月 5 日(星期四) 
我是非原住民，但我熱愛原住民族文化 
主講人：羅雪柔/網路行銷網「亞洲部落」創
辦人 

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12 月 7 日(星期六) 音樂會、部落市集 
光復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前 

 
108 學年度《原遊會》-參訪成大活動 

本校為落實本校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之義務，推動校園內多元文化友善環境，致力於營造族
群和諧與多元發展，於 108 年 10 月至 11 月邀請各校原住民族高中學生至本校參訪，認識大
學校園生活，以鼓勵原住民族學生規劃未來升學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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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活動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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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原遊會-成大博物館 
(屏東高中、屏東女中、潮州高中) 

10 月 18 日原遊會-座談會 
(屏東高中、屏東女中、潮州高中) 

10 月 25 日原遊會-科學教育中心 
(高雄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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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108 年度統一發票盃大專租稅辯論比賽參賽心得分享 

►►時間｜ 2019.9.28(六)-9.30(一)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主辦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承辦機關：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承作單位：中華財政學會、政大演辯社 

招收隊伍：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含大學部、研究所，一般組招收 24 隊、專業組招收 12 隊。專

業組須為財稅及會計相關科系。 

比賽制度：新式奧瑞岡 554 制。 

 

▍一般組初賽辯題：我國應課徵碳稅 

▍一般組複賽辯題：我國房屋稅條例應增設空屋稅 

 

賀 

滔滔社 蔡東霖、王詣昕、李承哲、陳麒元 

榮獲 108 年度租稅盃冠軍 

 

｜比賽選手心得｜ 

台灣文學系二年級蔡東霖

租稅盃是臺灣 悠久、 重要的大專辯論
賽事之一，在當今辯論圈中與今年三月成大同
樣獲獎的 CDPA 辯論錦標賽同為 具指標性的
盃賽，每次總是各校精銳盡出較勁的時刻，所以
這次的準備我們自然也一點都不敢馬虎。利用
平日晚上的時間討論到半夜、假日特地北上與
政大、台大、北大等友校交流切磋，所幸這些時
間、金錢、精力的花費 後孕育出了甜美的果實。 

在所有選手的努力、學長們的幫助下在去
年創下 107 年度統一發票盃大專租稅辯論比賽
拿到冠軍後，今年再次蟬聯冠軍！李承哲學長
也再次獲得 佳辯士。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租稅
盃適逢颱風來襲，讓本來就人力緊繃的選手數
量無法支應 後的冠亞賽程，所幸原先沒有準
備過題目、有課在身的蔡維廷與郭復齊學長特
地北上支援，才讓我們得以完成租稅盃賽程的
後一哩路。

 

醫學系四年級 王詣昕

今年是第三次參加租稅盃，由於我是 3 類
組的學生，相較於去年打肥胖稅以及菸捐，這次
的題目碳稅以及空屋稅對於我陌生了許多，準
備起來也更為掙扎。 

在準備的過程中，受到各方各面的知識轟
炸，這種觀點與知識的洗禮，一直是我認為辯論

有價值之處，但坦白說大四的學業卻讓我這
一次難以專注於此，對於論點和資料都無法細

緻的理解，這也對隊友帶來困擾，但也非常幸運
的，社團中不論學長、學弟都既能幹又可靠，一
路上雖然顛簸但我們仍獲得 終的冠軍，守住
了去年獲得的榮譽。 

如果問後不後悔參加租稅盃，我想答案一
定是不後悔，但只可惜過程中仍有許多遺憾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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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五年級 李承哲 

第二年的租稅盃冠軍，老實說，比起去年獲
獎時激動到闔不上眼的狂喜，今年反倒平靜的
多，除了頒獎時自己正躺在病床上不能太激動
外，我想更主要的原因，或許是深切感受到自己
在這段時間收到的一切溫暖。因此，比起吶喊與
眼淚這種屬於個人的情緒，我更想分享這份雖
然不那麼熱血、卻更為平淡溫柔的感謝之情。 

比起去年面對這座高峰的輕狂心態，今年
站在這個舞台時的心態是複雜的，有些對辯論
的熱情、也有對勝負的執著心、以及想看見自己
成長的可能性，這些都是原因，但有個我總藏在
心裡的理由，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次比賽為過去
的自己贖罪。 

說贖罪可能有些過，但對那個過往消極輕
浮的自己、那個總不敢誠實面對辯論的自己，我
總覺得心裡有個解不開的結，覺得這獎來的太
突然，連自己都還沒認同自己呢，怎麼會這樣呢？
於是在去年獲獎的短暫激情過後，我花了好長
一段時間都無法和自己和解。 

後來在 CDPA 那場輸的心服口服的冠亞賽
後，莫名的就想通了。覺得如果覺得討厭過往那
個消極的自己，不如就在有限的時間裡盡情擁
抱所有機會，讓自己盡可能的成長吧。所以當我
發現今年租稅盃成大被放在一個強敵環繞的賽
程循環時，其實心裡開心極了，畢竟，若要告別
過往那個自卑的自己往前走，還有什麼比租稅
盃更好的成年儀式呢？ 

這段時間受到了好多好多的幫助，在賽前
來帶我們設計論點、又細細幫我們整理架構的

郭復齊學長，不只貼心的在初賽前給緊張的我
們建議，在我病倒住院、東霖跟麒元因為考試無
法到場時，特地排除萬難空降冠亞賽，帶來一場
史詩級的比賽，隔著螢幕也覺得熱血沸騰，現役

強公民老師粉絲團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成立呢？ 

還有很多要感謝的人，比賽前一個禮拜因
為練習賽表現很糟，我自信散落一地時，聖偉當
時給了我一些鼓勵，像幫當時失落的自己打了
一記強心針，其實原來很期待在冠亞賽可以對
局的（管他什麼君子之約），但颱風跟肺炎攪局，
也只能等下次再對決啦！還有老隊友海熊，上
次被你 Carry 了整個租稅賽程，這次終於沒再拖
你後腿了，之後再一起努力變強吧，這段大學奧
瑞岡辯論之旅，剩下的路程陪我一起走完吧！
還有我們的超級潛力股東霖，以後成大滔滔的
招牌就靠你擦亮啦，真不知道該不該祝你之後
烙跑成功。還有麒元，這次你也進步很多呢，希
望你以後不要再變胖，不然西裝會穿不下喔。 

然後我每次得獎好像都會感謝德瀛哥，但
因為講太多次都沒有新說詞了，所以大家就隨
便找我之前得獎的舊文，然後再像剪報一樣組
裝出一段感謝詞吧，畢竟對他的感謝，寫少一點
就是「少貼點消夜文啦胖子」，寫多一點，可能
怎麼寫也寫不完吧。 

後一段，留是給我自己的。其實冠亞賽前
一天被東辰學長慫恿逃院時，我真的很想撕下
點滴的針頭跑去會場，直到現在我也還是會問
自己，是不是應該再更勇敢一點呢？不過現在
想這個也來不及了，就當過去的我又一次的背
叛自己了吧，那麼，今年又該用什麼方式還呢？ 

 

經濟學系三年級陳麒元 

這是成大滔滔社第二次拿租稅盃冠軍，想
當初去年花整個中秋節上台北台中打練習賽瘋
狂的準備，還有冠亞賽的時候在場上的緊張感，
下台後發現我們是冠軍的時候整隊歡呼的驚喜，
今年的租稅盃還真是不一樣，題目討論的東西
很廣，賽前準備了很多資料跟書籍卻總是沒有
一種紮實的感覺，自己有打到的練習賽也少很
多，而且賽前剛好循環內有一些意外導致跟我
們原本預計的不一樣。 

甚至進到冠亞賽的時候遇到颱風延賽，導
致 後隊友們在打冠亞賽的時候自己早已回來
成大考系上必修的小考，只能說今年真是多災
多難，但拿到冠軍真的還是很開心，非常感謝查
資料大師赤赤超級認真的準備，看了一堆論文

還有書籍，再回來帶給我們許多知識還有資料，
場上也都瘋狂輸出，能拿盃他的功勞真的很大，
還有把我拉回來打辯論的海熊，要不是海熊的
那通電話我可能現在也不會需要寫拿盃心得了
哈哈，真的是我大學後一路上的辯論小幫手，
後還有第一次一起打比賽的東霖，賽前有他真
的很開心，因為終於有人會比我晚睡打稿跟整
理資料了，果然是認真又強的松山人。這次的比
賽對手都很強勁，小循環跟八進四我們也都只
有二一對方，每次都贏的很驚險， 後還靠了老
鼠跟上古兵器幫我們頂冠亞賽，學長真的是現
役 強阿，很感謝成大滔滔的大家，這應該也是
我的退休賽了，之後要好好讀書了，能拿這次的
租稅盃真的很棒。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78        25 

   
               四強分流賽 成大 vs 中山                           冠亞賽選手們彼此討論對策 

  
                冠亞賽反三質詢正二                          頒獎典禮王詣昕代領李承哲的 佳辯士 

 
頒獎典禮冠軍隊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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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廉政盃大專校院校際辯論比賽參賽心得分享 

 
►►時間｜ 2019.10.25(五)-10.28(一) 
►►地點｜臺北市政府（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指導單位：法務部廉政署、臺北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正言社 
活動對象：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在學學生。 
比賽制度：新式奧瑞岡 444 制。 
比賽題目：企業用人應以專業倫理為重/專業技能為重 
 

賀 

滔滔社  蔡東霖、李承哲、顏新梅、李明澤 

榮獲第十三屆廉政盃殿軍 

 

｜比賽選手心得｜ 

台灣文學系 二年級 蔡東霖

廉政盃幾乎算是上大學以來第二個我正式
坐後辯位的比賽，上一個已經是今年停辦的序
曦新生盃了，在過去拿獎的大菁、租稅當中都是
靠著身後有強大的隊友與學長，自己只需要完
成份內的工作就可以靜待比賽結果，這次比賽
除了與馬大的那場關鍵比賽以外，場上辯齡與
比賽經驗 豐富的也就是我了，所以必須扛起
責任為比賽的勝負擔下絕大多數的義務。 

在馬大那場比賽當中對陣的是整個廉政賽
期 難對付的對手，所幸我們在承哲學長的助
陣與我沒有拖學長後腿的發揮下艱難的險勝。
進到四強以後對陣的學校也都十分強勁，不過
場上已沒有了承哲學長，其中還要與一位十分
厲害的大三學長對決，又特別不想輸給這個學
長，賽前一天花費了所有的精力在準備與他的
那場比賽，僅僅睡了一個小時就上場比賽， 後
比賽的結果仍十分可惜地輸了，但事後檢討之
下其實並非準備不足、論點不夠周詳，而是我自
己在場上對戰場終局走向的概念不夠清晰，以
致於漏掉了許多重要的爭點， 後輸掉了比賽，
但若能重新再戰一次，能夠好好發揮前一晚準
備的內容，或許結果會有所不同吧。 

這種憾敗總是在辯論場上不斷發生，從我
高中時便總是因為這種理由輸給了不想輸的人、
敗下了不想落敗的比賽，讓人十分惋惜、總是在
午夜夢迴的時候想起這些比賽該怎麼做到更好，
但都為時已晚。不過這些遺憾一直是推動人成

長的原動力，如果一帆風順、毫無挫折，便會止
步不前無法成長，所以我會記取這些教訓與遺
憾，在未來努力的讓自己不再留下相同的遺憾！ 

 

頒獎典禮 成大蔡東霖榮獲 佳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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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系 三年級 顏新梅

辯論比賽一直是個燒錢的活動。為了準備
比賽，位於辯論資源缺乏的南部，我們必須利用
假日北上，扛著厚厚的比賽資料，至台北與各學
校接練習賽，來回的交通費與住宿費對大學生
來說也是一筆花費，但是為了精進自己實力，這
是必須的付出。這次真的要感謝許多人，感謝學
校活動組老師的鼓勵與幫忙，讓我們能夠無顧
慮的進行比賽；感謝與我們進行練習賽的學校；
感謝社內來幫忙的學長、同學，和一直陪伴著的
社外同伴；以及，一起努力著的好隊友們。 

本次辯題為企業用人應以專業倫理/專業技
能為主，因而有機會查閱了各式職業的專業倫
理規範與所需技能，讓我對於不同職業有了近
一步之想像與了解。這個主題對於企業主或民
眾而言可能是個天平二端的價值權衡，對於辯
論競技來說，不是個好操作的辯題，可是我參與
的十分愉快。這次盃賽對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

義，第一次感覺自己真正參與其中，打了超過一
半的比賽；第一次在正式賽上擔任二辯，雖然打
得並不如預期；第一次感覺自己是被帶著，而且
有成為在場上的「真正」辯士之感。對於大學才
進入辯論圈的人而言，起步相較於他人略晚，有
太多需要學習、加油的地方，一直認為自己很貪
婪，明明不夠努力卻還是奢望成就。這次盃賽也
是多虧於隊友們與學長的努力，才能挺進四強。
我一直是個倚靠別人的傢伙，但仍希望自己在
倚靠別人的過程中，能緩緩邁開步伐， 終成為
被他人倚靠的隊友。這次盃賽，有感覺自己略為
邁出了一小步，雖然僅有一點，亦喜不自勝。 

雖僅獲得殿軍，但對我而言，是一份重量遠
大於冠軍的獎盃。覺得目前的自己愧對此份獎
之重量，我會繼續努力下去，直到讓自己成為能
扛住這份重量之人。

 

生命科學系 五年級 李承哲

這次廉政盃已經到了要交棒的時候了，所
以原先是沒打算參與這次的比賽，不過被東霖
拉著下來陪他們一起參賽。 

所以這次上場的目標也就僅是把他們送進
四強，八進四時還跟馬來亞大學打了一場非常
過癮的比賽，雙邊都是用大量的攻防交織來打
一場比賽，這種拳拳到肉的攻防戰讓我打得非
常過癮，馬大真的是非常強悍的對手，讓我這次
上場比賽真的感到十分過癮，賽後也與馬大的
林凱旋有所交流，真的相當欽佩明明不熟悉奧
瑞岡辯論比賽但仍在這個賽制裡面表現優異的
他們，如果把這隻隊伍隨便擺到任何一個角落
都肯定有爭冠的實力，他們前端的攻防能力真

的實在太強了，特別是從新加坡賽制裡面訓練
出來的反應能力、口語表達能力都是比台灣同
期選手來的更加純熟，能夠與這樣的對手來一
場正面對決，確實就是我繼續打辯論比賽的動
力，早已不再那麼在乎輸贏、獎項，只是想在場
上與強悍的對手交鋒，而這次與馬大的比賽真
的讓我非常過癮！ 

後進的學弟妹們也慢慢能夠扛起重責大任，
他們進到四強以後以大一大二與一個上大學後
才接觸辯論陣容，應戰其他校動輒大三大四的
陣容也毫不遜色，兩場比賽雖然敗下陣來但差
距僅僅是些微的差距，想必未來可以把滔滔社
的招牌交給他們啦！

 

法律學系 一年級 李明澤

上了大學後的第一場辯論比賽，在場上每
一次的申論、質詢和答辯，都讓我回憶起過去，
回憶起那剛在高一上踏入辯論圈的自己。 

高一上的我對自己有個想像，覺得以自己
的破爛不堪的口語表達，能在辯圈闖出什麼名
堂。但這個妄想在高一的校內新生盃與中部叡
德盃中徹底破滅了。我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弱
小，在場上的反應是多麼的慢，答辯跟質詢的效
率是多麼的低落，我會的只是在場上惡逃，我會
的只是在場上解釋錯資料，我會的只是在場上
控制不住的發抖。 

大一上的我在廉政盃裡幾乎遇上同樣的事
情，我的雙手在每一次我上場的環節都在抖，無
論我如何想用力去忍住，對面強大的對手，我方

座位上的隊友，都令我的努力徒勞無功，我又一
次的體會到我的「弱」，手腳又再一次不爭氣起
來。 

但我跟高一的自己 大的不同是我事後的
態度。高一的我只是「接受」自己的弱小而已，
沒有甚麼積極的作為，沒有想找出自己缺點，更
沒有想去改進的意思，就只是放著爛罷了。而現
在的我則是對自己有更高的期許，想多請教學
長自己的不足，想多去修正自己的缺陷。 

後，感謝跟我一起出賽的李承哲學長、顏
新梅學姊和蔡東霖學長，以及有給予我們協助
的郭復齊學長、王德瀛學長、王詣昕學長跟蔡維
廷學長，也謝謝成功大學滔滔社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一個看清自己並進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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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8 年度香港理工大學實習交換心得分享 
 

系級/姓名：環工所 108 級/呂宛慈 
職場體驗(實習)公司(機構)名稱: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系 
期間：2019.07.05-2019.08.29 

   
一、 對於個人參加職場體驗的動機與實習        

公司背景概述  

由於香港理工大學為亞洲排名相較前面的
學校，因此當初很希望可以有機會到理大學習，
了解他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 

二、 分享職場體驗期間所見所聞  

我實習的科系為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實
驗室主要在做 Biochar 的相關研究。在實習期間
我們負責協助博士後的學姐做實驗。橡樹的                                                    
屑木，首先測試不同製程條件下 Biochars 其吸
附能力的差異，選擇較好的幾種 Biochars 進行
微波下吸附與降解機制的探討實驗。 

理大的實驗室為許多相關研究的老師共用
一個大間實驗室，雖然可以操作的空間相較成
大實驗室小，但是硬體設備齊全，環境乾淨。其
中 讓我感到差異的事：在理大因為研究經費
的限制，耗材類的東西較缺少，需要節儉的使用。
再來是理大實驗室安全規範嚴格，需要全副武
裝才可以進行實驗操作。雖然全副武裝很麻煩，
但對於實驗安全而言不可否認很重要。 

 

讓我學習到 多的是與老師的組 meeting,
全英文的報告，再加上每個人都要對這次報告
提出問題，雖然過程因為英文能力不夠好很緊
張，但卻是讓我學習到 多事情的時刻。 

除了在理大的研究生活外，我們也會利用
假日出去香港的景點玩，例如：賽馬場、大嶼、
星光大道、海洋公園與西貢等地區，香港雖然在
城市地區有許多高樓大廈、人口密集，但如果往
山區或者海邊走也會有許多美麗的自然景觀。 

三、感想 (經歷短暫的洗禮後的成長與蛻變)  
   在香港實習中過程中，看到許多值得學習與
改進的地方，但同時也讓我看到台灣的好，更加
珍惜在台灣所擁有的一切。 

 

 

首先在學校方面的比較下，理大由於人口
很多所以每個人能夠分配到的研究資源相較於
成大少，但是理大的學生相較於成大的學生更
加的認真與具有企圖心，在實驗過程中也會互
相討論，進行邏輯的思辨。我們成大擁有比理大
更多的空間與資源，如果可以在更加積極，相信
未來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點是在生活方面，香港的物價很貴，人
很多，空間很小，再加上香港的生活步調很快，
這樣的環境讓人有壓迫的感覺，除此之外還有
反送中的活動在進行，路上到處可見相關的宣
傳標語，在報紙上面也會有人刊登相關的廣告， 
以上這些使得香港氛圍很緊繃。而身為一個台
灣人在香港，看見香港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所
付出的代價，讓我對於自己可以生活在台灣這
樣擁有自由的地方感到幸運，這樣的自由由前
人付出許多的代價與辛苦換來的，我們要好好
的珍惜與知足，同時也希望反送中運動可以順
利地結束，不再在有流血衝突。 

第三點是語言方面，在香港有英文、中文與
粵語，有很多機會可以認識非亞洲人，每當在跟
他們聊天時，我都會覺得英文能力不夠用，想要
跟他們建立友誼關係，卻會因為語言造成阻礙。
這讓我深深了解到英文的重要性。此外，交友除
了語言之外，積極性也很重要，我覺得我缺乏積
極主動因此錯過交友機會，這點需要多多改進。 

四、 建議(提供予有意至職場體驗同學的建議
與準備方向) 

可以先想好自己在實習可以做的事情或者
想做的事。「可以做的事情」的方面可以先從了
解實習要進入哪個老師開始，那個老師擅長的
領域，有哪方面的計畫等。此外，由於實習期間
上班時間很規律，可以學習規劃下班後的時間，
例如：學習英文、運動等等。在實習期間會遇到
很多外國人，也可以把握機會多跟外國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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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預備自己在不確定性中做生涯抉擇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鄭乃中實習心理師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在充滿混亂的世界
當中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身處在一
個社會變遷速度加快，多元發展漸漸地蓬勃，人
生變數很多的世界中，我們無時無刻身處在未
知中，但多數人不僅是對未知陌生，更是對未知
感到害怕。故我們生涯抉擇上依然習慣性的依
照專業能力循序漸進的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工
作，認為找到一條路就可以避免自己當無頭蒼
蠅並讓自己安心。這在大學校園內是有跡可循
的： 

阿忠在大一的時候進入到醫學系，早早
的為自己的生涯做了決定，認為未來的
自己勢必就是在醫院工作；會計系大四
的小華在為著是否要讀研究所還是要直
接就業陷入膠著；小敏從小在法律世家
成長，認為自己不應該辜負家人，唯有走
上法律系這條路才是正確生涯的選擇。 

    以上的例子雖為虛構但卻不陌生，真實的
反映出許多學生做生涯抉擇的路線；一條是設
定完美和要達成的目標，眼裡只有一種職業選
擇，非它不可；另一條是，在研究所以及就業兩
者間猶豫，前者想著要文憑，後者想著要賺錢；
而 後一條路線則是生活在規律與一成不變中，
有著繼承家業的期許，或跟風選擇時下 賺的
工作。這些抉擇有個共通點是，它們提供了控制
感，並且讓未來多了可預期性以及穩定性。是由
標準答案建構的路線，是一個為了解答「你長大
後要做什麼」的生涯路徑。 

    能有明確目標固然很好，意味著有一個努
力的方向；但倘若今天是對未來有迷茫、不知道

自己要什麼的時候，是不是真正的問題或學習
是「我可以如何應對未知與不確定性？」 
    近幾年為了應對多元的生涯發展，不同的
生涯新興理論也隨之出現。其中生涯混沌理論
提供了我們一些方式來探索未知，不僅是安排
生涯計劃，更是協助我們了解自己，甚至建構身
分認同。以下為一些在面對未知時可以採取的
方法： 

 將「猶豫不決」重新調整為「保持開放
心態」 

 鼓勵預備而非計畫 

 強調「適應能力比做決定還重要」（而非
強調選擇決定結局的概念） 

 嘗試一些走向較大略、較彈性與短期的
目標 

 增進自我覺察能力，並建立在不同行業
間可轉換與使用的技能 

    當然爾要做到這些不簡單，我們接收到的
訊息依舊傳達著未知是令人恐懼，應該要避免；
而不是將未知視為我們生命中的自然現象去接
納。因次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學著看見
生命一直以來都充滿未知，只是在既定的社會
規範中生存太久，需要時間去適應不停投過來
的變化球而已。若有隨時能面對未知的心理準
備，或許自己的生命故事可以不再被訂定。 

＊參考資料：葉實玲(2013 年 12 月)。初探生涯混沌理論

及其在生涯諮商中的應用。輔導季刊，第 48 捲，第四

期，18-25 頁。 

＊參考連結：當生命投出變化球，生涯因應 

https://www.jumpyu.com/page/news/show.aspx?num=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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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21 世紀重點預防疾病--過敏！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施美錦 編制 

壹、前言： 

隨者時代進步，現今社會環境與以往已大為
不同，居家環境、飲食習慣、天氣變化或空氣汙
染等，皆是使過敏發生機率增加的因素，世界衛
生組織(WHO)已將過敏性疾病列為 21世紀世界
重點研究和預防的疾病[1]。 

依據全民健保申報資料分析，106 年國人因
過敏性疾病就醫約 341 萬人，就診率為每十萬
人口 14,495 人，男、女性就醫人數各約為 158
萬人(46.2%)及 184萬人(53.8%)。若以年齡別分，
以 15-44 歲就醫人數 多，約有 135 萬人(39.4%)。 

部分過敏性疾病與季節交替天氣型態有關，
依全民健保申報資料，106 年因過敏性疾病就醫
人數，平均每日就醫人數以 12 月份 多，約為
20,120 人， 少則為 8 月，約為 17,644 人[1]。 

另依據季節變化觀察，自 5 月份進入初夏，
就醫人數即逐月下降，而自 9 月進入秋季後則
開始上升，冬季就醫人數普遍較高，春季次之。
(1) 
 

貳、過敏是什麼?[2] 

過敏是屬於身體的發炎反應，指當人體與外
界某些物質接觸後，引發體內的免疫系統對於
一些外來物產生的過敏反應，小則皮膚出現紅
斑麻疹，重則導致腫脹發熱等炎症表徵。 

 

圖一：衛服部統計處 

參、常見的過敏症狀[3,4] 

一、濕疹：接觸過敏可以引發濕疹，並且還可能
因天然皮膚屏障受損而對過敏誘發因子的
敏感度增加。是孩童或成人都可能罹患的症
狀，好發於兒童的幼年時期。幼兒的濕疹經
常出現於兩頰、軀體及/或手腳關節處。 

(一)症狀：皮膚乾、皮膚癢、蕁麻疹 (風疹)、皮
膚疹子。 

(二)常見的誘發因子：食物(如蛋、奶、魚、小麥、
花生、黃豆及榛果)、家中塵蟎、寵物(如貓、
狗、天竺鼠、兔子)。 

(三)治療藥方：無，塗抹乳液可有效緩解症狀。
找出濕疹的病因也很重要。接受醫師明確的
診斷和良好的建議，才是幫助您緩解某些不
良反應的 佳方法。 

二、花粉熱(過敏性鼻炎)：因身體對空氣中的過
敏原產生過敏，而引起鼻腔、鼻竇及眼睛黏
膜發炎產生液體的一種疾病。鼻炎是一種季
節性的疾病，好發於花粉季節，但也可能是
全年性的疾病。 

(一)症狀：鼻塞、(只能)從嘴巴呼吸、鼻子癢、
喉嚨/嘴巴/嘴唇癢、眼睛紅癢及眼瞼腫脹、
流鼻水、打噴嚏、嘴巴/呼吸道腫脹、流眼淚。 

(二)常見的誘發因子：花粉(如樹木、雜草及野草)、
 家中塵蟎、蟑螂、寵物(如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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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膜炎：是指眼球外層發炎，是一種可能因
接觸過敏原或一般感冒感染所引起的症狀。
眼睛發炎或結膜炎經常是花粉熱 (過敏性
鼻炎)的併發症。 

四、腸胃道問題 

(一)症狀：腹瀉、胃痛、噁心及嘔吐、體重減輕 

(二)常見的誘發因子(過敏原)：蛋、奶、小麥、
黃豆、殼類水產、花生、榛果及其他堅果、
蔬果。 

五、蕁麻疹(風疹)：局部的又癢又痛又刺的白色
或粉紅色丘疹 (隆起)，可能單一或成群出
現在皮膚上的任何部位。大多會在幾天至幾
週的時間內消失。 

(一)症狀：蕁麻疹(風疹)、皮膚疹子。 

(二)常見的誘發因子：食物(如堅果、殼類水產、
蛋、奶)或其他物質(如藥物)過敏而誘發，也
可能因為受到物理刺激(如極端溫度、水、陽
光及運動)而引發。病毒感染和壓力也可能
引起蕁麻疹發作。 

六、口腔過敏症候群(OAS)：可能發生於吃入某
些水果、蔬菜、堅果或豆類的花粉過敏症患
者身上。原因是花粉所含蛋白質的結構與這
些食物中所含蛋白質的結構相似。因而產生
交叉反應。好發於花粉過敏症患者中，通常
是一種暫時性且相對溫和的症狀，特徵為嘴
巴周圍區域出現紅腫癢的症狀，有時候也會
引發眼睛感染。 

(一)症狀：喉嚨癢、嘴巴癢、嘴唇癢。 

(二)常見的誘發因子： 
1.水果：如蘋果、梨、櫻桃、桃、梅、杏、奇
異果。 

2.蔬菜：如胡蘿蔔、生馬鈴薯、芹菜。 
3.堅果及豆類：如榛果、腰果、核桃及杏仁、
花生、黃豆。 

七、氣喘：是由於接觸過敏原、運動、冷空氣、
乾空氣而引起的，並且通常會併發呼吸道感
染。其他刺激物，如強烈的味道或煙味，也
可能會引發氣喘反應。好發於夜間及清晨。 

(一)症狀：咳嗽、呼吸急促、呼吸有喘鳴聲。 

(二)常見的誘發因子：花粉(如樹木、雜草及野草)、
家中塵蟎、蟑螂、寵物(如貓及狗)、其他動
物(如馬及鳥)、食物。 

八、全身性過敏反應：也稱為過敏性休克，是指
影響身體不同器官的過敏反應，每次可能出

現一種或數種反應。是一種可能構成生命威
脅的急性過敏性反應。這種過敏性反應通常
發生得很快(5 至 15 分鐘內)，可能會急速惡
化並構成生命的威脅，並且需要立刻就醫。 

(一)症狀： 
1.初期輕微的症狀：包括蕁麻疹、嘴巴周圍刺

癢、眼睛及嘴巴周圍腫脹。 
2.嚴重的症狀：包括癢(尤其是腳底、手掌或頭

皮)、嘴巴發麻、嘴巴及喉嚨腫脹、低血壓、
腹痛、噁心及嘔吐、呼吸急促、氣喘症狀、
症狀惡化。 

(二)常見的誘發因子：花生、堅果(如榛果、巴西
果、核桃及腰果)、魚、黃豆、海鮮、奶、蛋、
種子、水果、藥物、蜜蜂及黄蜂毒。 

圖二：衛服部統計處 

 
肆、常見過敏原的避免方法[5]： 

一、呼吸道過敏：吸入過敏原 

(一)花粉過敏：植物進行授粉的季節，特別是在
四季分明的溫帶氣候國家，花粉散播在空氣
中時，就有可能引發氣喘或過敏性鼻炎發作。 

1.儘量減少外出。 
2.避免在草地上運動。 
3.必要時戴上防塵面罩。 
4.使用空氣濾清器並定期清洗濾網等措施來避
免花粉過敏發作。 

(二)塵螨過敏：塵螨及其排泄物是 常見的過敏
原之一。塵螨喜愛生活在溫暖而潮濕的環境，
因此在台灣極為常見，一般多附著於灰塵表
面及各種紡織品如寢具、枕頭、床墊、地毯、
填充玩具上面，以脫落的皮屑做為食物。 

1.床墊應經常在晴天時晾曬並保持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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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枕頭避免使用羽毛、絨毛或木棉做枕心的
材質，可選用抗菌防螨之合成材料枕頭，並
定期晾曬或更換。 

3.寢具避免使用羊毛毯或羽絨被，宜用低致
敏性的合成材料，並定期在陽光下晾曬。 

4.地板勿使用地毯或軟墊。 
5.房間應定期清掃，避免塵埃累積。 
6.儘量採用容易清洗的家具，避免使用過於
繁複裝飾的設計。 

7.窗簾避免使用厚布型的窗簾或難清洗的百
葉窗，宜使用表面可清洗的純棉窗簾。 

8.屋中勿存放舊報紙及雜誌，書櫃及櫥櫃應
常關閉。 

9.適度使用空調或除濕機以保持室內乾燥。 
10.可使用空氣濾清器來過濾空氣，並定期清

洗更換濾網。 
11.清掃家中灰塵或家具時，勿必要戴防塵罩。 

(三)蟑螂過敏：蟑螂喜歡陰暗潮濕的環境，因此
台灣的氣候極適合蟑螂生存，是台灣常見的
過敏原。 

1.減少家中吸引蟑螂的物品，如食物。 
2.積極撲殺家中的蟑螂。 
3.定期清洗家裏較陰暗潮濕的地方。 

(四)黴菌過敏：這是台灣常見的過敏原。黴菌繁
殖時產生孢子，會像花粉一樣散佈在空氣中，
就可能引發氣喘或鼻子過敏的症狀。黴菌喜
歡生長在溫暖潮濕的地方，家中浴室、窗簾、
地板、地下室各處若有無黑色斑點，這些往
往就是黴菌滋生形成的菌斑。 

1.注意家中的環境清潔，並保持乾燥及通風。 
2.黴菌斑要立即清洗乾淨。 
3.移除有霉味的地毯或紡織品。 
4.空氣濾清器及冷氣空調的濾網要定期清洗

並更換。 

(五)動物過敏：動物的過敏原 重要的是毛髮、
皮屑等。 

1.不要接觸、飼養寵物。 
2.不要讓寵物進入臥室。 
3.定期替動物洗澡。 

二、消化道過敏：食入過敏原 

(一)牛奶過敏：通常發生在 2 歲以下的嬰幼兒，
隨著年紀增長，牛奶過敏的症狀通常會逐漸
改善，如果嬰幼兒有牛奶過敏的情形，可使
用水解蛋白奶粉或低敏配方奶粉來代替牛
奶。 

(二)雞蛋過敏：有些人是對蛋白或蛋黃過敏，所
以若發現吃蛋會過敏的人，可抽血檢測是否
對蛋白或蛋黃其中一種過敏；一般食物中含
有雞蛋成份的很多，宜小心選擇食用。 

(三)海鮮過敏：許多人覺得吃海鮮之後很容易引
起皮膚過敏，事實上真正對海鮮過敏的人其
實不多；要確認是否對某種海鮮過敏，應單
獨針對那一種海鮮做測試才準。 

三、皮膚與黏膜過敏：直接接觸到過敏原 

皮膚常見的過敏原很多，包括金屬類的鎳、
鉻、染髮劑、甲醛、香精、外用藥膏、中草藥
等等都是常見的皮膚過敏原，皮膚過敏的症狀
在急性期常會出現許多紅色的癢疹甚至起水
疱，慢性期則會出現皮膚變粗變厚，形成「苔
蘚化」的外觀。 

1.使用防護工具避免過敏原與皮膚接觸。 
2.可塗抹凡士林或較滋潤的乳液。 
3.可暫時用小冰枕冰敷，緩解搔癢難耐。 

伍、結論 

一旦發現自己對某種物質過敏， 簡單的治
療之道便是避免再接觸該物質，免得病情反覆
發生，甚至惡化！如果過敏的症狀實在太厲害，
則可以考慮適當短暫地使用一些抗過敏或消炎
藥物來抑制過敏反應，避免反應太強反而傷及
正常組織與器官。對於無可避免一定要接觸的
過敏原，則可以使用諸如手套等防護工具，或是
利用居家環境改善及工作環境改善等措施來減
少過敏原的暴露[6]。 

 

陸、參考來源 

1.世界過敏性疾病日衛生福利統計通報-1080626 

2.過敏防治 100%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3.過敏症
https://www.aboutkidshealth.ca/article?contentid=804&lan
guage=ChineseTraditional 

4.常見的過敏症狀 http://www.phadia.com/zh-
TW/3/3/Common-symptoms-of-allergy/ 

5.過敏原 朱家瑜醫師
https://www.ntuh.gov.tw/derm/healthcareCenter/healthCen
ter/%E9%81%8E%E6%95%8F%E5%8E%9F.aspx 

6.過敏與健康 朱家瑜醫師
https://www.ntuh.gov.tw/derm/healthcareCenter/healthCen
ter/%E9%81%8E%E6%95%8F%E8%88%87%E5%81%A
5%E5%BA%B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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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除登革熱容器減量•維護校園防治工作

    時值入秋氣溫略降，更適宜病媒蚊生長，請
務必持續落實相關防疫措施，並請積極配合維
護校園防治工作，以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健康： 

一、落實房舍、宿舍、空地、空屋、及設備設施
之環境管理，每週定期巡檢，雨後或曾發現
陽性孳生源之熱點，以及校園內工程師工之
場所，請每日加強巡查，避免成為病媒蚊孳
生源。 

二、自流行東南亞地區出入境，加強外籍教職員
工生健康關懷，並提醒其於入境後應自主健
康監測 14 天，如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
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時，應儘速就
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若發生確診病
例，應落實校安通作業，以利掌握校園 新
疫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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