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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新鮮⼈進⼊職場 必須掌握的要領
進⼊畢業典禮的⽉分，許許多多充滿對未來憧憬，正⾯陽光的社會新鮮人，完成學業即將進⼊
社會，我們給予滿⼼的祝福，完成階段性學業的畢業⽣鵬程萬⾥、⼀帆⾵順。
社會新鮮人進⼊社會，就像綿⽺進⼊狼群⼀樣，這是個多元變化多端的動態的 新環境，希望大
家可以像蛇⼀樣的靈巧──謹慎、機靈、敏捷 ; 也要像鴿⼦⼀樣的 馴良──忍耐、順服、忠⼼。
「進修學習」是大家⽇後致勝的關鍵，聆聽社會成功人⼠的專題演講，每⼀位成功人⼠的⼯作
經驗過程不盡相同，但絕對有值得我們學 習的地⽅，正⾯思考、積極樂觀。

交辦事項要盡速完成
我們每個人對於同事、朋友、上司交辦或委託的⼯作，不論⼯作內容的性質大⼩都要盡我們做大的努⼒，必須⽐預定時
間提早完成，在管理學的精髓是：唯有超 出客⼾的期望值的供應⽅才是值得信賴的合作廠商，只有在細⼩的⼯作能夠
盡⼼做好的人或是團隊，才值得交託更重要的新任務。我們必須馴良如鴿⼦，他的忍耐、順服、忠⼼是我們行為的榜
樣，其中鴿⼦的中⼼值得大家學習，當飼主野放訓練的時候，鴿⼦不會看到別家的豪華鴿舍就落腳在不屬於⾃⼰的家，
⼀定是⾦窩銀窩不 如⾃⼰的好窩。在職場上⼯作也要能夠有耐⼼，忍住⾃⼰的壞脾氣，忠⼼的在⼀家公司⼯作學習
才能⽐別人更有機會出人頭地。不要輕易地換⼯作，換⼯作那就像綿⽺從豺狼群之中跳到獅、熊群之中，可能讓⾃
⼰⾝陷在危險的困境當中。進修是給⾃⼰進步增加⼯作績效的軟實⼒，學習是給⾃⼰更能夠減少耗費時間增加效率
的好⽅法，養成隨時都在進步的⽣活⽅式變成⼀種習慣，將會給⾃⼰帶來快樂順⼼的新人⽣。

秉持利他性思考模式
永遠要記得我們要像「光」⼀樣，在夜晚的時候能夠幫助別人照亮前進的⽅向跟道路，也要讓其他的人看到我們
良好的所行所⾔。⽣活、⽂化、⼯作都是取決於 我們⼼裡的態度，態度決定我們的高度，高度決定我們的視野，
為什麼我們時常看⾒別人有獨特的⾒解跟行為模式，那就是因為所處的高度不同的緣故；我們要要像「鹽」⼀樣
的發揮特有的功能，讓我們所處的團體與環境大家能夠和諧的和平共處， 團體當中隨時都有意⾒相左的情況發
⽣，⼀定要有人像鹽⼀般的發揮調和的功能， 隨時都要⼀種「利他性」的思考模式與行事⾵格，解決問體化解紛
爭的時候更為重要，讓團體都能夠找到⼀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式來和睦相處。這就必須要能透過不斷的「訓練與管
理」才能達成，衷⼼的盼望社會新鮮人要 有機會的話盡可能加⼊社團活動，我們將會有更多的場合看別人精湛的管理
模式增 進我們訓練的機會，讓團隊成長茁壯的同時有給⾃⼰有轉變的機會。

善⽤ 5S 管理達成⽬標
對是各有巧妙不同，最終的結果也有相當的
差異存在，整理 ( Sort ) : 區分要與不要， 將不要物處理。整頓 ( Straighten ) : 依規定定位、定量、擺放整⿑，明確標⽰。
清 掃 ( Shine ) : 清掃場所髒汙，防⽌汙染發⽣。清潔 ( Standardized ) : 整理、整頓、清 掃實施制度化、規範化維持成果。
素養 ( Sustain ) : 人人依規定行事，從⼼態養好 習慣。我們公司隱約地推動另外的⼀個 ( Safety ) : 強調人員的安全、機械
設備的安 全以及客⼾產品的安全，來符合現代的管理要求，人員安全是我們公司的核⼼價值，⾷品安全標準與企業社會
責任是現代企業的發展大趨勢。
這 5S 的管理模式從⽇本的管理模式引進到各個管理⾓落，後發先⾄，我們⼀定有機會青出於藍，但是不要忘記⽂化
的差異，我們有可能看到只是外表並沒有⾒識 到武⼠道的管理精隨，其中「素養」就很具有特⾊，⽇本人為素養發明了⼀
個字「⾝」跟「美」合併成⼀個字，念成 Shitsuke 就是素養的意思，⾝體⼀定要健康，⼼態⼀定要正⾯樂觀，⼯作要努⼒
忠⼼才能達到⾝體美麗，素養的最高境界。

進⼊職場是新的開始
人的⼀⽣都是在不停的征戰，知彼知⼰、百戰不殆永遠給⾃⼰和⼯作團隊，不 要陷⼊危險的困境，這是領導者必須
擁有的基本功，我們如何透過進修學習、訓練 管理、健康保養等三種訓練的模式給⾃⼰的人⽣導引出與別人不⼀樣的人⽣
差異化，社會的新鮮人要快速融⼊新的環境就必須要有跟⼀般人不⼀樣的思考邏輯，學校畢 業只是⼀個學習的段落那將是
⼀個新的開始，如何在起步的時候⽐別人有更好的開 始，取決於個人的努⼒與規畫。祝福社會新鮮人進⼊職場更能夠順⼼
愉快，享受新 的人⽣。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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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欄
曾美田/高雄大學第 102 級 EMBA/禾成土木包工業負責⼈

丫公英國遊學記趣
英文是英國人的母語，
此種環境對願意⾄當地學校學英文的人幫助相當大，
我就是那個受惠極大的
其中⼀人。我所選擇的語⾔學校使用很有系統的教學法，讓前去深造的外國人都感到收穫良多，再
加上全英語的學習環境、⽣活圈，英文能⼒進步神速。另外，大家還能結交各國的朋友，並學習各
國語⾔，好笑又好玩，能更多認識各國文化也是⼀個另類的收穫。
在倫敦上課的短短六個星期，相比之下，學習進度跟豐富性簡直是在台灣的好幾年。若是可行，真
想待上半年，讓英文程度有階段性的成果。
除了在語⾔學校學英文，⾃助旅行更是我的夢想。這次⾃助旅行趴趴走，我靠的是人人都有的智慧型手機，吃喝玩樂，
⼀機搞定。雖然還是有⼩狀況，卻是回憶時可津津樂道的事情。比如車站地下的幾層樓，收訊差時就很難找到搭車處。又例
如捷克這個國家，公共運輸系統沒有上傳資訊，購票時也只能用最傳統的⽅式，就是在購票窗口排隊等候。
旅途中，最刺激的是抵達⼀個新國家，火車到站後，三鐵共構，如何轉車、轉巴⼠，可能都得多花費半⼩時研究路線，
進入狀況瞭解東西南北、各種車次與車種。國與國之間的時差、轉車的時間，再加上陌⽣的車站，很有可能就會無法銜接下
ㄧ班車，而沒有做好行前準備，就是花點錢來買經驗作為代價。這次的海外旅遊經驗，真的為已年過五十的⾃⼰帶來很大的
衝擊，但台灣的事業也是火燒屁股，只好趕快收⼼返回⼯作崗位。也更多鼓勵年輕人，出國要趁早，「年輕」真的是最佳時
機。
You gotta take chances for the things you care about.（值得為了你在乎的事物冒險。）----電影《極地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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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的話
建構一個讓學生與家長安心的優質學習環境
各位親愛的校友大家好，
我是學務長蘇桓彥。很榮幸從今年 8 ⽉起有這個機會負責高大的學⽣事務⼯作。我⾃⼰
本⾝也是ㄧ個家長，大兒⼦剛上高中，我期望⾃⼰的兒⼦能⾝⼼健康、了解⾃⼰、合群
積極、培養專長，發揮潛能與實現夢想。在接任學務長之後，我發現這些期望也多是跟
學⽣事務有關的，像是⾝⼼健康、了解⾃⼰、合群積極與實現夢想。因此，很希望能在
這些有關學務的部份為高大的學⽣努⼒，建構⼀個讓學⽣與家長安⼼的優質學習環境，
進而學⽣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成長，培養專長，發揮潛能。由於學務⼯作常常是默
默的在進行，各位校友或許不知道，高大於歷任學務長與同仁的努⼒之下，⼯作績效相
當受到教育部肯定。
去年⼀年中，在關於學⽣⾝體健康⽅⾯，本校榮獲教育部 105 年健康促進計畫的績優大學。在合群積極⽅⾯，本校的
國樂社、希望種籽社分別獲得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特優獎與優等獎；演辯社、書法社、圍棋社與壁球社、
網球社、羽球社、足球社等運動社團也都在全國性大專比賽獲得前三名的佳績。學⽣參與優質社團可以學到如何與群
體相處，並藉由辦理社團活動培養主動積極的態度。在協助學⽣畢業時找到適合⾃⼰的⼯作實現夢想⽅⾯，106 年學
務處與畢聯會聯合舉辦各項就業講座、就業博覽會，以及光寶科技、國泰世華銀行、調查局、長榮航空等單位徵才說
明會。在了解⾃⼰與⼼理健康⽅⾯，本校提供很多的⼼理測驗幫學⽣了解⾃⼰。也有兩位諮商師分別獲得教育部 105
與 106 年度友善校園獎南區優秀輔導人員；在同仁的積極輔導下，得以協助學⽣的⼼理狀況平衡。我相信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因此，在這些良好的基礎上，我的努⼒⽅向是繼續精進並讓學⽣能更多利用這個優質的學習環境。
雖然各位校友已經畢業了，高大仍然是各位永遠的後盾。在⽣活、⼯作有任何問題，還是很歡迎大家回學校找高大的
師長討論。如果校友有各種演講、研討會、⼯作坊的需求，可與高大校友會聯絡，透過校友會與學校討論如何來⼀起
辦理，讓高大繼續支持各位的

國立高雄大學學務長

蘇桓彥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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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花絮
106.7.15 召開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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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花絮
106.7.15 校長校務報告及與理監事座談

106.7.15 會後餐敘。

106.8.19 理監事出席國立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交接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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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2017-07-04 期末作業⽤蓋的 創建系學生 建造創意兼顧實⽤公共設施
真是用「蓋」的，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建築設計（二）」期末作
業，修課學⽣利用竹⼦、木材、瓦楞板、PVC 管等媒材，將所學「建築圖學」、
「結構⼒學」等付諸實踐，建造數件饒富創意兼顧實用性的立體公共設施，增添校
園藝術氛圍。
2017-07-28 高雄大學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 締約合作 推廣社會企業經營理念
國立高雄大學 24 ⽇與「台灣尤努斯基⾦會」簽署合作備忘錄，將於管理學院成立
「尤努斯社會型企業研究中⼼」，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2006 年）穆罕默德·尤努
斯（Muhammad Yunus）致敬，學習「社會型企業」經營精神，並與非營利組
織、民間協會團體交流合作，在地深耕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2017-08-04 高雄大學 梓官漁會景觀步道競圖 首獎「漁⼈」：烏魚洄游 豐富海產彰
顯蚵仔寮意象
延續蚵仔寮「全台經典魅⼒漁港冠軍」榮銜，國立高雄大學、高雄市梓官區漁會⽇
前合辦景觀步道互動式裝置藝術設計競圖比賽，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周書香等 5 名
學⽣的作品「漁人」，以烏魚洄游特性為靈感，並結合當地特產虱目魚、龍膽石斑
等融入地景及聲光趣味導覽裝置，其構想獲得評審青睞，抱回首獎及 5,000 元獎
⾦。
2017-08-10 運健休系張瑤 車禍傷後復出 搭檔國手學姊黃亭茵 勇奪 2017 自由車
場地經典賽 2 金
⽇前落幕的 2017 國際⾃由車場地經典賽，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學⽣
張瑤表現亮眼，不僅與學姊、奧運國手黃亭茵搭檔奪下「女⼦菁英組團隊競速賽」
⾦牌，個人也在「菁英女⼦組 500 公尺個人計時賽」封后。總教練楊東蓁看好其潛
⼒，積極培訓、爭取國手資格，出戰明（2018）年第 18 屆（雅加達）亞運，甚⾄
2020 年東京奧運。
2017-08-30 高雄大學 半導體大廠恩智浦 攜手產學合作 學生實習優轉正職
國立高雄大學與全球半導體大廠「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攜手產學合
作，亞太⼯商管理學系陳旻儀成為計畫受惠者，兩度申請實習且積極表現獲得主管
青睞，今年 6 ⽉畢業立即就業、晉升成為正式員⼯。實習中的應用化學系陳欣怡等
4 ⽣亦受肯定，頻頻被詢問留任意願。

2017-09-13 高雄大學、高市研考會 合辦蚵仔寮漁村參與式規劃 「公民種子培力課
程」 國立高雄大學具體實踐「在地深耕、共存共榮」精神，⽇前辦理「公民種⼦培
⼒課程」，校內師⽣、蚵仔寮社區民眾等近百名報名參與，相互觀摩、認識蚵仔寮
當地歷史文化脈絡、空間地景、海洋文化演變、公民參與規劃技巧，並安排走訪梓
官區漁會、素人畫家尤辰允以相互印證，以訓練下階段分組⼯作坊人⼒。

校友會近況

國立高雄大學
電子報

校友

通訊徵稿

一、校友會專屬網頁: http://nukaa.nuk.edu.tw/。
二、會員⼈數:385 ⼈(統計至 106 年 9 月止)。

單位名稱

網址

秘書室

http://sec.nuk.edu.tw/files/11-1004-441.php

學生事務處

http://www.sa.nuk.edu.tw/00main/main01_title.asp?paid=9

高大校友通訊

http://nukaa.nuk.edu.tw/

各位校友，您好:
1.高大校友通訊【校友專欄】徵稿，請分享寶貴的求學或工作經驗，給予畢業校友與在校生嘉
勉，並竭誠邀請您加入【校友會永久會員】行列，若有投稿或加入永久會員者，請聯繫翁于媃
小姐(07-5919558 ； nukaa2010@nuk.edu.tw)

註:

(1)來稿為無償分享，恕無稿費，請見諒!!
(2)招募會員中，意願加入者請至 http://nukaa.nuk.edu.tw/下載表單填寫，或連繫翁
于媃小姐。

2.請各位校友掃描 QRCODE 加入本會群組，以便收受會務訊息

校友捐款名錄

項次

捐款人姓名

捐款⾦額

(2017/7/1-2017/9/30)

1

鄧光甫

5,000

2

曾美田

20,000

項次

捐款人姓名

捐款⾦額

3

郭忠護

10,000

4

吳文進

10,000

感謝以上學長姐對校友會支持與厚愛。
*小提醒:捐款時需注註記捐款⼈姓名，非常感謝您。

工作情報站

1.【徵才】誠徵 教育部 USR 計畫-專案經理
2.【徵才】國立高雄大學創新育成中⼼計畫專任經理職缺⼀名
3.【徵才】國立高雄大學學術副校長室誠徵職務代理人職缺⼀名
4.【徵才】國立高雄大學國際事務處誠徵校聘組員⼀名
5.【徵才】國立高雄大學主計室 誠徵計畫助理 1 名
6.【徵才】國立高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 雷瓦迪恩科技有限公司
7.【徵才】國立高雄大學學務處進用校安人⼒（職務代理）⼀名。
註：以上相關企業徵才訊息，陸續新增高大學生事務處網頁 http://www.sa.nuk.edu.tw/，
校友會亦有相關訊息公告請至 http://nukaa.nuk.edu.tw/查詢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資料
姓名

性別

生日

出生地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年

月

日

E-mail
通訊地址

學歷

本校畢業系所：

最高或其他學歷：

現職

單位：

職稱：

※本⼈同意以上資料僅供國立高雄大學及中華民國國

申請⼈：

（簽章）

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直接或間接處理及利⽤（例如：校
友通訊寄發、會員通知單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申請⼈無需填寫）

審 查
審查結果

欄

會員類別

會員證號碼

一、會費：(1)入會費 200 元整，(2)常年會費 200 元整。（第 1 年請繳 400 元整，或直接
繳交永久會費 3,000 元整）
二、繳交方式
本人以下列⽅式付款：

□付現－繳交至國立高雄大學行政大樓南棟五樓校友會執行秘書處。
□匯款－臺灣土地銀行 高雄分行 帳號： 033001291471
戶名：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
※ 1.電匯時請註明匯款人姓名。
※ 2.ATM 轉帳後務請依以下任⼀⽅式通知執行秘書，以便核對
（1）電話： 07-5919558，告知姓名、電話。
（2）E-mail ： nukaa2010@nuk.edu.tw，告知轉帳帳號後 5 碼、姓名、電話。
（3）傳真： 07-5919105，傳真收據影本並註明姓名、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