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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一、教育部已建置「水域活動安全資訊網」，內容包含水域活動安全宣導動畫 8 輯，21 則水域安全守
則插畫及宣導海報等資訊供下載運用。本校軍訓室網頁網路資源之安全資訊項下，已與該網站進
行連結，以便教職員生閱覽或下載運用。
二、教育部校安中心統計 99 年迄今，學生遭詐騙案件以歹徒電話指示銀行提款機轉帳詐騙居多
，請同學特別提高網路購物轉帳安全的警覺性，避免遭歹徒詐騙。 警政署特別設立「反詐騙
諮詢專線 165」電話，只要撥打「165」即可由專人說明並研判是否為詐騙事件。

三、交通部道安委員會指出，過去兩年來，機車事故死亡人數佔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近六成，請同學騎
乘機車應遵守交通規則，尤其開學後各項校外迎新、社團活動增多，同學務必注意行車安全。

四、中華民國機車研究發展安全促進協會舉辦「學生總動員」交通安全大競賽-「交通安全開麥拉」第
5 屆創意短片大賽，活動時間自 99 年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請同學踴躍組隊報名參賽，活動
辦法以公告於生活輔導組網頁，或至機車研究發展安全促進協會網站(http://www.motorsafety.org.tw)
下載相關資料。
五、國防部說明「全募兵制」推動規劃新聞稿摘要：『民 93 年行政院通過「現行兵役制度檢討改進方
案」，開始擴大招募志願士兵朝向募兵制轉型，期間採取先緩後增方式分年推動。國防部遵行政院
之指導，務實規劃推動募兵制各項配套措施，現繼續依原規劃預於民 100 年進入執行驗證階段，以
落實募兵制政策目標。有關國軍總員額將 27.5 萬人調整為 21.5 萬人之政策並未改變』。
六、99 學年度第 1 學期軍訓選修網路選課已於 6 月 22 日選課完畢，完成網路選課又無法上課的同學，
請於開學一週內辦理退選。本學期網路選課未能選到的同學，請於 9 月 20 日（星期一）前向許洪
誠或簡睿廷教官辦理加選作業，名額有限四年級同學優先辦理加選事宜。
七、欲辦理機車停車證的同學，請備妥駕照、行照、保險證影印本及填妥家長同意書後，至行政大樓
二樓生活輔導輔組洽徐俊雄教官辦理，相關問題可撥打校內分機 224 詢問。
八、本校為逐步達成無菸校園的目標，將原有的吸菸區逐次縮減，自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僅保留工
程一館東側及資訊四館東側兩處吸菸區，校區內其他區域全面禁止吸菸。政府衛生單位持續依「
菸害防治法」相關規定進行稽查，違規者則依法取締，並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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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注意事項
1.緩徵申請：役齡在十九歲（含）以上，經判定為常備役體位，應上學校網站軍訓室「相關檔案及法規
」下載學生兵役調查表，並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於開學後由班代統一全班收齊，繳交軍訓室
辦理申請緩徵，否則一概不予註冊。
2.免役體位者，向徵額地鄉鎮區公所領取「免役證明書」於註冊時繳交。
3.體位未定者，其體位經複檢判為常備役時，速向軍訓室繳交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乙份，申請補辦緩徵。
4.具有僑務委員會證明僑生身份者，在校期間免辦緩徵，但自離校屆滿一年尚未返回僑居地時，應向戶
籍所在地鄉鎮公所申請補辦徵兵處理。
5.儘後召集申請：凡服完常備（士官）兵（預官）補充兵役之學生，於註冊時填寫學生兵役調查表並持
「退伍證明書」向軍訓室申請辦理儘後召集。無故不申請，致使在學期間發生召集影響學業，應自行
負責。
6.日間部同學請向郝春富教官詢問；進修部同學請向許文霖教官詢問。

免修軍訓課程注意事項
1.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免修軍訓全部課程：
（1）現任國軍士官以上職務，經權責單位核准就讀或在職進修者。
（2）服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持有退伍（役）證明或因故停役，持有停役證明者
（3）領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者。
（4）年齡屆滿 36 歲者。
（5）外國學生。
（6）持居留證之僑生及港澳生，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2.未具免修軍訓課程身份者，辦理休學時其應修之軍訓課程不及格，於復學後取得常備兵、補充兵、國
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役）證明或持有停役證明身份者，仍須補修。
3.申請免修軍訓課程的同學請於開學後二週內，持退伍令影本、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足資證明之相關
文件日間部向許洪誠、簡睿廷教官辦理；進修部向徐定旺教官辦理。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練團
1.甄選對象及資格：年齡為 18 至 23 歲，國內公立或教育部立案之私立大四年制之各學系準備升讀二年
級之未婚男性學生。甄選前各在學成績均及格（不含選修科目）
，軍訓成績達 70 分以上；德（操）行
成績達 80 分或甲以上。
2.任官與服役規定：大學畢業完成軍官基礎教育者，初任少尉，自任官之日起服預備軍官役五年。
3.一律採網路填表後通信報名方式辦理（概訂 4 月中旬），確定時間依國防部公告
為準。
4.福利待遇
就讀大學第二至第四學年期間，依學校註冊繳費證明， 由國防部全額補助學雜
費、書籍文具費（每學期5000元）及生活費（每月10000元）。畢業任官後之福利
、待遇相關事項，依國防部訂頒之相關法令辦理。
5.如有相關問題請向軍訓室許洪誠、簡睿廷教官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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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教育部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之評鑑委員
至校安中心進行實地訪視
教育部於本年 7 月 29 日蒞校進行校園環境管理現況
調查暨績效評鑑，評鑑委員在劉見成教務長、謝松煌學
務長及陳賢焜組長陪同下，至校安中心進行訪視。軍訓
室唐大衛主任就校安中心編組職掌、校安事件通報系統
、緊急事件處理流程進行說明，並由郝春富教官就「校
園 SOS 緊急求助通報系統」及「女廁緊急求助安防系統
」進行使用操作說明，評鑑委員對本校之校園安全維護
工作及校安中心之運作方式表示肯定。

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及生輔組人員蒞校參訪交流
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主任史麗玲上校於暑假期間帶
領該校軍訓室及生輔組成員一行九員，至本校進行參訪
交流。本校軍訓室唐大衛主任及生輔組冷介緒組長分別
就軍訓人事、軍訓教學、全民國防教育、校園安全、交
通安全、宿舍管理、賃居訪視、勞作教育及春暉專案等
工作進行簡要說明，隨後由兩校業務承辦人互相討論及
意見交流。此次參訪交流活動，對於爾後相關工作之精
進，咸認助益良多，並有助建立兩校推展相關工作的合
作機制。
.

邀集警消及房東召開賃居治安認證座談會
生活輔導組於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時間，假軍訓
教室召開「賃居治安風險認證座談會」
，本次會議由謝松
煌學務長主持，邀請台南縣警察局少年隊偵察組組長、
永康分局巡官、大灣派出所所長及大灣消防分隊隊長及
房東與會。校外各單位代表分別進行工作說明，丁獻宏
教官就推動認證具體作法進行報告，隨後聽取房東意見
並答覆提問。本次會議建立優良房東認證之共識，並確
認證項目。期能藉此一工作之推展，提供學生校外優質
之賃居環境。
.

新生輔導講習實施學生交通安全宣導教育
教育部校安中心統計每年 9、10 月份正值全國各大
專校院新生入學，開學後各種校外迎新、社團活動頻繁
，因此造成發生學生車禍之案例亦隨之增多。有鑒於此
，本校特於新生到校的第一時間，立即於新生輔導講習
時間，進行學生交通安全宣導，結合實際案例進行宣導
，並說明學校附近易發生車禍之路段，以提醒同學騎乘
機車應遵守之規定，以及有關確保交通安全之注意事項
，期能藉由持續宣導，強化同學重視交通安全之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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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資訊站
「國防一百問」手冊

解答國防政策資訊

為了使國人瞭解國防政策的脈動、官兵權益的保障及為民服務的範疇等資訊，有效增進軍民溝通，
使國防政策的推動更加貼近民意，國防部將十四類別、一百個問題彙集成「國防一百問」手冊，該手冊
是繼「國防報告書」與「四年期國防總檢討」後，首次以「問答」方式闡述國防重要施政工作以深入淺
出的問答方式，希望能以問答方式論述各項國防政策內涵、官兵權益與民眾關切事項，提供國人、政府
各部會及媒體正確的國防資訊。範圍涵蓋國防政策、軍事採購、戰備演訓
、全民國防、民眾服務及醫療服務等十四類別，經由民間專家學者、媒體
記者、文字工作者協助以民眾角度審視及共同研討後，將題目精簡為一百
題，使民眾在閱讀後能認識國防政策緣由與決策過程，進而爭取國人的信
賴與認同。本手冊完整之電子檔已公布於國防部政戰資訊服務網，提供下
載運用，（http://gpwd.mnd.gov.tw）本校圖書館及軍訓室均有國防部印發之
「國防一百問」手冊，歡迎師生借閱。

99 年「全民國防網際網路有獎徵答活動」
國防部自 99 年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止辦理全民國防網際網路有獎徵答活動，參加者進入主、協
辦單位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活動網站，點選「全民國防有獎徵答」圖示（Banner）
，依照電腦
動畫遊戲方式指引作答，電腦將隨機篩選 10 題，答對者可進行下一題，答錯者，電腦將給予提示，全
數答對者，須在網站上留下個人基本資料與聯繫方式，以便參加抽獎活動。活動網站如下。
國防部 www.mnd.gov.tw、教育部 www.edu.tw/military/index.aspx、內政部 www.moi.gov.tw
經濟部 www.moea.gov.tw、財政部 www.mof.gov.tw、交通部 www.motc.gov.tw
行政院衛生署 www.doh.gov.tw、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www.nsc.gov.tw、行政院新聞局 info.gio.gov.tw
資策會 www.iii.org.tw、中華電信 www.hinet.net、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網站。
獎項計有 55 吋液晶電視等 7 項 794 份，頭獎：1 名，得「55 吋液晶電視」乙台；貳獎：3 名，各得
「12 吋筆記型電腦」乙台、參獎：5 名，各得「68 萬畫素彩色數位攝影機」乙台、肆獎：15 名，各得
「1000 萬畫素高倍望遠彩色數位相機」乙台、伍獎：20 名，各得「20 型液晶螢幕顯示器」乙台、陸獎
：150 名，各得「全家便利商店 1000 元禮券」、柒獎：600 名，各得「全家便利商店 300 元禮券」。
歡迎師生踴躍參加有獎徵答活動，詳細活動辦法及題庫請至軍訓室網頁活動公告閱覽下載。

99 年「全民保防有獎徵答活動」
由法務部、國防部、全國保防教育推行委員會共同協辦的「99 年全民保防有獎徵答活動」
，即日起
可前往法務部調查局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jib.gov.tw）點選作答，活動自 9 月 1 日起到 10 月 15
日止。活動以網路點選作答方式進行並填寫個人基本資料，以動畫方式呈現全部採是非題方式作答，
內容包含兩岸交流、反貪防弊、機關資訊保護、網路資訊安全與防範網路詐騙等議題。凡全數答對者
，在網站上留下個人基本資料（含姓名、地址及聯絡電話）
，即可參加抽獎，惟基本資料若填寫不全而
無法聯絡者，視同放棄得獎。活動獎項包括特獎 1 名，禮券 5 萬元；頭獎 2 名，禮券各 2 萬元；貳獎
10 名，禮券各 1 萬元；參獎 30 名，禮券各 5000 元；肆獎 100 名，禮券各 1000 元。抽獎活動訂於 10
月下旬或 11 月上旬，在法務部調查局科技大樓大簡報室採電腦公開抽獎方式舉行抽獎活動，歡迎師生
踴躍參加贏得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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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事故統計分析摘要
1、交通部委託中央警察大學就機車事故研究統計分析摘要：
（1）騎（乘）機車事故每年平均死亡人數概約 1,500 人，佔交通事故比例高達 60﹪。
（2）騎（乘）機車發生事故原因以違規超速、不遵守交通號誌、酒後騎機車、未配戴安全帽或雖有配
戴安全帽但扣環未扣或未扣緊，或所配戴之安全帽規格不符合規定等因素為主。
（3）騎（乘）機車發生事故之位置：交岔路口內占 32.7%，未劃分快慢車道者占 27.8%，快車道占 11.8%
，慢車道占 8.0%，顯示交岔路口肇禍之比例最高，亦為最危險之區段。
（4）騎（乘）機車發生事故死亡者，多達 25.3%無照駕駛。
（5）機車駕駛者發生交通事故之年齡分佈以 21~30 歲最多占 32.1%，顯示年輕族群（大學生）騎乘機
車之安全問題最為嚴重。
2.本校交通事故統計分析：
（1）交通事故種類多以騎（乘）機車為主，其中男生所佔比例高達 80％。
（2）發生交通事故多為上、放學時間及天雨路滑的時段。
（3）第一學期開學後 9、10 月份，各項校外迎新、社團活動增多，亦增高肇禍比例之月份。
（4）易發生事故地點：本校門正前方路口、大灣路與復興路 1 巷路口、復興路高速公路涵洞下、中華
路與小東路口、大灣路與大仁街三叉路口、中山南路與中山路叉路口、中山南路與高速公路涵洞
下、大灣路與大灣三街口、永大路一段與大灣路口、
中山北路與永大路二段路口、復興路與忠孝路口、大
灣路與大灣路 942 巷路口等處。
（完整資訊請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閱覽）

Facebook 分享金錢轉帳

應注意騙財風險

最近 Facebook 出現一新應用程式「Buxter」，標榜可在好友間「分享金錢」，類似直接將錢「
轉帳」，設計原始目的是希望讓朋友快速平分電影票、吃飯等費用。「Buxter」是網上付費服務公司
ClickandBuy 推出的新軟體。據了解，全球目前有 1300 萬人使用，交易金額上限為 50 歐元，只能在
Facebook 好友之間進行，臉書會員要使用前必須先有 ClickandBuy 帳號，該公司強調，Buxter 雖然
提供類似銀行的轉帳功能，但純粹只限於小額交易，並非與國家金融系統競爭。
Facebook 已經出現過很多金錢糾紛，除了開心農場農民幣買賣問題外，最近也有資安業者點名，
近日發現網路流傳一個假借邀請加入 Facebook 黃金會員的訊息，誘騙網友同意支付使用費用，大發
網路詐騙財的不肖手法。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提醒，網路詐騙者常常利用網友沒有習慣詳細閱
覽會員條款的漏洞來發詐騙財，除非是 Facebook 官方發佈的會員訊息，否請則勿輕信網路謠傳，以
免落入犯罪份子的詐騙陷阱。
警政署設立「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電話，撥打「165」即可由專人說明並研判是否為詐騙事件，本校
軍訓室網頁網路資源之安全資訊項下，已與內政部警政署「165 反詐騙資訊網」連結，請師生上網閱覽，了
解相關訊息。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編輯單位：軍訓室
總編輯：唐大衛 執行編輯：梁春發、郝春富、許洪誠
網址: http://www.ksu.edu.tw
聯絡電話:直撥 06-2050354 或 06-2727157 轉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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