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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
一、 ＊＊＊教育部反詐騙案例宣導:我國在美就讀某留學生，接獲自稱中
國領事館來電，稱在北京機場查獲其護照，因涉及跨國洗錢，須配
合公安局保密調查，否則將遭逮捕並遣返中國受審。該生因心生恐
懼未敢張揚，並電匯數萬美元款項予對方，歹徒得手即失聯，始驚
覺受騙。教育部提醒師生如遇類案，應尋求學校或親友協助，並透
過查詢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站公告資訊或直接撥打165反詐騙
諮詢專線查證，以防受騙上當。
二、 ＊＊＊教育部針對香港情勢宣導:同學應彼此尊重意見表達，避免因
言語或行動暴力，致遭校規議處、被追訴法律責任、被撤銷或廢止
入境許可，例如撕毀公布欄資料涉及毀損罪，動手傷人涉及傷害罪
等，籲請同學切勿觸法。
＊＊＊為深化品德教育、三好運動精神與環保新概念，將結合校慶日舉辦二手物品
愛心義賣活動，鼓勵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無償提供舊物(即日起至11/8日逕送生輔
組)，物品捐出後不得要求退回，活動結束義賣所得與剩餘物品將以學校名義捐入社
福機構。(僅收八成新以上之日常用品、文具、禮贈品、玩具、童書、鍋碗瓢盆、二
手制服等；拒收食品飲料、貼身衣物、盜版光碟、大型物資等)
＊＊＊法規宣導:非住宿生擅自進入宿舍者，記過處分。
每週請主動向副班長查詢自己出缺勤情況，若被誤記曠課，請持班級缺曠週報表或
自行列印個人缺曠紀錄表，由任課老師註記原因及簽名，於一週內送交生輔組辦理
更正，逾期不受理。
90年次男同學請於10月9日10時至11月15日17時逕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兵籍調查線
上申報系統登錄個人資料，完成線上兵籍調查作業。(詳情至學務處網頁/最新訊息/
學生兵役查詢)
83至91年次男同學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請於10月16日10時至11月15日17
時，逕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提出申請。(詳情至學務處網頁/最新訊息/學生兵役查詢)
＊＊＊下列表單尚未繳交班級：
【資料時間:108年10月18日1200時】
繳 交 資 料
新生班週會點名單

未

繳

班

級

五餐一 2、四創一 1。

工程學院週會點名單 五資一 1、五資三 1、四子四 1、四創四 1。

學務通訊第1 週回
五土五 1、五餐四 1、四英四 1、四企三 1、四餐一 1、四餐四 2。
條
學務通訊第2 週回 五土五 1、五餐二 1、四英一 1、四英四 1、四企三 1、四餐四 2、
4
四展二 1。
條
學務通訊第3 週回 五土五 1、五機三 1、五機五 1、五餐二 1、五餐三 1、四餐二 1、
5
四餐四 2。
條
學務通訊第4 週回
五土五 1、五語二 2、四英一 1、四餐二 1、四餐四 2。
6
條
※資料如有遺失，請至生輔組補領、補繳，如有誤記請洽生輔組更正(分機 6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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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一、 ＊＊＊請同學如有遺失物品要調閱監視器（可先行至學務處生輔組遺失物登記），
請至第一教學大樓校安中心找值班教官協助調閱須完成填表申請，如無法調閱再請
總務處監視器保管人協助）。主機硬碟資料只保存7天，如須調閱者請於時限內申請。
二、 ＊＊＊請同學勿任意在網路上載錄、轉寄色情、不雅照片或影片、未經他人同意公開個人
資料，如身分證、電話、照片、欺騙當事人（或當車手），以獲得個人資料進而外洩、盜用
他人的帳號惡作劇留言、透過網路蒐尋被害者，不斷的發佈令人不舒服的訊息、將攻擊行為
錄影，上傳網路供人觀看、轉載等行為，以免觸犯刑法。

三、 國防部109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甄選簡章(簡表)如附件，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
躍參與。
四、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十次車禍、九次快」之教訓，據統計車禍意外事件，上學期間
易發生車禍「請遵守交通規則、減速慢行、愛惜生命」
。
五、 同學早上於青雲路 380 巷停車買早餐，機車請停在紅線以內，不要違停影響上學交
通動線(造成交通壅塞，易發交通事故)，機車停至校內停車場勿亂停車，而遭檢舉
拖吊交通裁罰。
六、 學校周邊易肇事位置計有：1.浮洲橋旁 2.金城路三段口 3. 清水路口 4.明德路口。
請同學們行經該危險路段，特別提醒同學遵守交通秩序、交通規則、不可搶快，注
意防禦駕駛，確保交通安全。
七、 計程車暨學生家長車輛請勿進入教學區含思賢樓（一律請於會展與觀光系館前迴
車）
。請同學告知家長、計程車駕駛遵守；教學區已規劃單行道請遵守規定。
八、 節能教育宣導：請確實落實教室三分鐘環保工作，維護上課整潔環境；下課請同學
一齊來檢查，關投影機、關電腦、關冷氣、關電扇、關電燈，節約能源隨手做環保。
九、 本校為「無菸校園」全面禁菸(含電子菸)，開學至今仍發現部份同學於校園內吸菸，
依「菸害防制法」於非吸菸區吸菸最高處新臺幣 1 萬元罰鍰，並依校規記小過處分。
十、 鑑於上課秩序及維護校園安全；教室為上課場所，請同學勿於教室內打牌、打鬧、
嬉戲、追逐、脫上衣慶生等行為，以免產生危安事件，請各位同學確實配合遵守。
【課指組】
一、 ＊＊＊108 學年度 48 週年園遊會實施辦法，詳細實施辦法於 10 月 23 日(三)放置各
班導師信箱：
※攤位設置：
(1) 設置單位：五專三年級（7 班）及四技一、二年級（31 班）共 38 班必須設置。
本校各處、室、系、科同仁或有意願班級均可申請設置。社團需至課外活動組申
請設置。
(2) 設置時間：108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 上午 8:00 至 14:00 止。
(3) 攤位類型：以飲食為主，遊戲為輔，請妥為設計。
(4) 申辦手續：報名：自即日起至 11 月 1 日（星期五）止，除指定設攤班級外，其
他班級、社團可自由報名參加，並依附表詳填相關資料，於截止日前送課外活動
指導組審核設置。
(5) 凡欲申請設置攤位者，請至課外活動指導組蕭暐霓老師處提出申請，同時繳交攤
位費(含佈置、整理與清潔費用)500 元，如未獲核准設置者，則退還攤位費 500
元。

~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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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卷購買：
(1) 課指組於 10 月 23 日(三)將各班課外活動費繳費情形表發至各班導師信箱，請導
師協助班上同學收取園遊會卷經費
(2) 本校學生每人分發新台幣 100 元之點券，其中 50 元由課外活動費補助（尚未繳
交課外活動費者，不予補助），另 50 元由各班班費繳納，各班級(全員參加，不
得缺繳)請於 11 月 1 日（五）前收齊，送交課外活動指導組蕭暐霓老師處。
二、 108 學年度情情密密熱心捐血活動在 10 月 24 日(四)舉行，歡迎同學共同參與。
三、 畢業班公民教育成績結算到本學期為止，下學期將不列計公民教育活動成績，各畢
業班公民教育成績已放置各班導師信箱，請導師協助轉知學生。
四、 校內外相關獎助學金訊息已放置「獎助學金資訊網」
，如欲申請同學請踴躍提出。
【諮商中心】
一、 ※心衛宣導：
＊＊＊【何謂情緒勒索？】在人際關係中，當一方為了滿足自身需求，以言語行為
直接或間接地達到操控對方、使對方順從，並提升自身在關係中的地位與價值，這
種「使對方不得不聽從」的情緒表達手段，即是情緒勒索。
【四種情緒勒索類型】
1.懲罰者
當他人一不
順其意，他就
會暴跳如雷。
3.苦情者
藉由帶給對
方罪惡感與
羞愧感來達
到目的。

欸！借我看你的作業解
答，不給我看你就死定
了！

我這週末想跟同學去玩，會
住貴一點的民宿，可以嗎？
想去就去啊，反正你每次都
這樣花我們辛苦賺的錢，妳
高興就好。

2.欲擒故縱者
先褒獎再提出要
求，讓對方沒有意
識到自己已墮入情
緒勒索的囹圄裡。
4.自我懲罰者
以「傷害自己」
來警告對方，使
被勒索者為了
免於受傷害不
得不屈服。

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你
不是很想要那雙鞋啊？只
要你不告訴別人這件事是
我的，我一定會送你。

妳乖，冷靜下來，我先去上
課放學回來再談好嗎？
好啊，如果你在還沒解決問
題前離開我，你下課後就看
不到我了。

【避免成為情緒勒索受害者】
倘若不斷屈服於情緒勒索，將會使人自尊與內在受到傷害。遭遇情緒勒索時，可用
四項方式應對：堅持自己的原則、面對壓力、設限、讓情緒勒索者知道他們的行為
是不可取的。以誠心的態度面對彼此的問題，杜絕情緒勒索者逾矩的言行。
當你感受到摸不著頭緒、看不到出路的無助感，處於就如同掉入迷霧一般的情緒勒
索中，試著尋求專業協助，仔細檢視彼此的互動歷程。
‧如何預約心理諮商呢?
預約方式：網路【宏國德霖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
【線上預約系統】或撥諮商中心 2273-3567 分機 616，也歡迎您親自過來。
二、 ※活動宣傳：
10 月 21 日（一）下午 15:00 在商學館 406 教室辦理【不同，同-談多元性別角色特
質講座】，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與唷!!

~ 接背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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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組】
一、 衛保組即將辦理活動：
(1) ＊＊＊10 月 30 日(三)下午 13:00 在體育館 304 視聽教室舉辦健康促進講座-『藥
物濫用防治宣導講座』
，已報名班級有五語一 1、四子三 1 及四餐三 2 的學生，請
以上班級同學準時出席參加，全程參與的同學可以獲得公民點數 2 點。
(2) ＊＊＊本學期海報比賽【預測名次】活動時間:10 月 21 日(一)至 11 月 13 日(三)
下午五點前，地點:衛保組長廊，有公民點數 1 分，歡迎有興趣師生至衛保組索
取表格填寫。(PS:本學期有加碼提供 5 份參加獎小禮物，若班導帶全班來投票，
可由班導『現場』抽出一位幸運得主。送完為止。意者速洽。)
(3) ＊＊＊新生申請『CPR 訓練證明名冊』已請新生班級的衛保股長領取，採自願申請，一
份 100 元。請於 10 月 23 日(三)以前『以班為單位』繳回衛保組。逾時不候。

未繳回名冊班級如下 (請該班衛保股長或班長速至衛保組繳回資料)
五專
五土一 1、五機一 1、五築一 1、五餐一 1、五餐一 2
四土一 1、四室一 1、四機一 1、四通一 1、四創一 1、四閒一 1、
四技
四閒一 2
(4) 10 月 23 日(三)下午 13:00-13:50 在體育館 4F 舉辦愛滋病防治大型講座，歡迎不
動產學院的學生參加。
(5) 衛保組於 10 月 26 日(六)及 10 月 27 日(日)，上午 8：00 到下午 17：00 舉辦急
救訓練營，地點:商學館藝文教室(8201)，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事先向衛保組報名
參加，額滿為止。全程參與的同學可以獲得公民點數 4 點&通過考核亦有紅十字
會的初級急救員證照。
二、 健康促進活動:健康促進活動於第 3 週開始，歡迎有興趣同學至衛保組報名參加，健
康促進會員請至衛保組領取活動課程表。
【服學組】
一、 ＊＊＊10 月 30 日(三)第六節課(13：55)請四展二 1 全班同學至學務處服務學習組集合，實
施勞作教育。

二、 一年級同學之勞作教育所分配的組別、集合時間和地點可至本校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網站查詢勞教組別(學校網站→行政單位→學務處→服務學習組→最新訊息)；如有
疑問請洽學務處服務學習組詢問。
三、 五專一至三年級班級，教室垃圾袋請至學務處服務學習組領取，下課之後請將教室
垃圾清理乾淨，垃圾送至資源回收場桌上放置。
四、 五專固定教室班級下課離開教室時，務必將門窗鎖好，避免他人進入教室破壞環境
整潔。
五、 請同學於上課前後做好教室 3 分鐘環保工作，將垃圾清出並做好垃圾分類以維護教
室環境整潔；離開教室時請做好過 5 關---關 E 化講桌、關冷氣、關電扇、關電燈、
關門窗，節約能源隨手做環保；並將黑板與板溝乾淨、桌椅排整齊，以利下一個班
級使用，感謝同學們的配合。
....................（本回條請於週三下班前交學務處備查）.......................
2019.10.21
茲本班已依規定於班週會時，宣導本訊息內容同學周知，並張貼於公佈欄，本回條擲回學務處
生輔組處備查，以示負責。【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通訊第 6 週】
班級：
副班長簽名：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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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防 部 1 0 9 年 大 學 儲 備 軍 官 訓 練 團 R O T C 甄 選 簡 章 ( 簡 表 )
對象
 年齡：年齡：年滿 18 歲至 26 歲 (計算至當梯次錄取報到日止)。
 學歷：國內公立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學院）修讀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
之各學系一、二年級、修業期限為五年之各學系二、三年級或修業期限為六年之各
學系三、四年級學生 (均不含公費學生)。
 國籍：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且無他國國籍者。
體格基準
男
160-195
憲兵(165-195)
17-31
BMI
憲兵(18-31)
※體格標準依簡章規定為主。
身高

女
155-185
憲兵(160-185)
17-26
憲兵(17-26)

甄選軍種
陸、海、空、資通電軍、後備、憲兵、政戰、軍醫及航空兵。
ROTC 甄選期程
1.體檢：公告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 日。(需自費 1400 元)。
2.報名：自 108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5 日。
3.智力測驗：須於報名前完成智力測驗 100 分以上。
4.考試：：10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
5.體能測驗：
男
女
徒手跑步
1600 公尺(10 分鐘 30 秒) 800 公尺(5 分鐘 30 秒)
伏地挺身(雨天備案) 20 下(一分鐘)
4 下(一分鐘)
※檢附 1 年內之教育部「體適能」檢測徒手跑步合格成績；未檢具體適能成績證
明或成績不合格者，另行於甄試當日參加體能測驗。
在學補助
於修習大學期間之學雜費依學校註冊繳費證明全額補助，另書籍文具費每學期新臺幣
（以下幣制同）伍仟元，生活費用每月壹萬貳仟元。
基礎訓練
ROTC 學生應完成「新生入伍訓練、大學階段軍事課程、寒暑訓練、任官前軍事教育」
等課程。
畢業任官
ROTC 學生大學畢業並完成上述訓練者，初任少尉，自任官之日起服預備軍官現役 5 年，
少尉每月待遇 48,990 元；另飛行生畢業後並完成飛行訓練者，自任官之日起服常備軍
官現役 14 年。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ROTC 合約書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全球資訊網（http://rdrc.mnd.gov.tw）下載使用（簡章資料如有
異動，以網路公告內容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