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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一、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日間部軍訓選修課程之網路選課時段，訂於本（100）年 6 月 20 日（星期一）
PM13：00 至 6 月 21 日（星期二）AM11：00。軍訓課程與同學服兵役及考選預官之權益有關，
相關事項請詳閱軍訓室網頁公告之「選修軍訓課程與預備軍（士）官考選、役期折抵 Q＆A」
。
二、大專校院應屆畢業役男或準備續讀研究所役男，於暑假期間短期出國，因已逾在學緩徵期限，且
未事先辦妥出境申請，致於機場或港口無法順利出國屢生爭議；為免此類情事發生，請役男出國
前須向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請核准後始得出境。
三、校外租屋賃居的同學請注意，選擇賃居處所時，應優先選擇經學務處生輔組與台南市警察局永康
分局共同安全認證通過之租屋處所，相關資訊已公佈於學務處生輔組網頁，請同學上網閱覽或至
生輔組詢問有關事宜。
四、教育部辦理「紫錐廣告設計獎-2011 反毒創意設計大賽」，作品區分廣告影片及海報兩類，主題為
：
「拒絕吸癮力，創造犀影力」等反毒、拒毒宣導事項。詳細資料可至生輔組網頁閱覽或向徐俊雄
教官詢問相關事宜，參加者須至網站（http://eada-creative.blogspot.com/）報名。
五、國民健康局辦理「2011 全國校園菸害媒體識讀創意教案設計競賽」活動，競賽時程自即日起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主題以菸害媒體識讀為主軸，最高獎金為新臺幣 3 萬元，請同學踴躍報名參加。
詳情請參閱活動網站（http://www.ntnu.edu.tw/cml/g-teach.htm）。
六、行政院衛生署公告之「運動飲料」、「果汁飲料」
、「茶飲料」
、「果醬、果漿或果凍」及「膠囊錠狀
粉狀之形態」等五大類受塑化劑汙染之相關產品，須立即下架回收。起雲劑遭塑化劑污染之產品資
料表及廠商名單等資訊，公告於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網站（http://www.fda.gov.tw/index.aspx）
，
諮詢專線（02）27878200（20 線）、0800285000，請教職員生注意食品衛生安全。
七、內政部近日公布「99 年致人傷亡之道路交通事故統計資料」，其中在「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
死亡」案件中，酒駕仍為肇事原因之首，且機車為肇事車種之冠。統計顯示以晚間 6 時至 8 時及夜
間 11 時至凌晨 1 時較易發生嚴重的交通事故，請同學騎乘機車務必注意交通安全。

八、內政部警政署建置「165 全民防騙網站」，提供各項案例宣導，本校軍訓室網頁已與該網站進行連
結。內政部警政署並設有「165 預防詐騙專線電話」
，凡遇不明可疑電話，不論手機或市話，只要
撥打專線電詢，即由專人說明並研判是否為詐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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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課程折抵役期注意事項
一、依「兵役法」規定，凡於學校授畢之軍訓課程得以 8 堂課折算 1 日役期，惟折抵總天數不得超過國防部
規定 30 天之上限。
二、本校自 85 年改制技術學院至 96 學年度止，四技一年級必修課程採行每週授課 2 小時，自 97 學年度起
更改為每週授課 1 小時，二年級以上之選修課程仍維持一貫的每週授課 2 小時。
三、辦理役期折抵申請作業的同學，請先至教務處申請「歷年成績單」正本，而後持正本至軍訓室辦理核算
及簽證作業，由教官依據同學修課狀況於成績單正本加蓋折抵役期天數確認章，即完成申辦作業。
四、折算役期天數對照表如下：
學年度
96 學年度
〈含〉以前

97 學年度
〈含〉以後

各學年度

修畢之軍訓課程

授課時數

折算天數

附記

軍訓〈一〉

36

4

一年級上學期

軍訓〈二〉

36

4

一年級下學期

軍訓〈一〉軍訓〈二〉

72

9

一年級全學年

軍訓〈一〉

18

2

一年級上學期

軍訓〈二〉

18

2

一年級下學期

軍訓〈一〉軍訓〈二〉

32

4

一年級全學年

軍訓〈三〉

36

4

選修上學期

軍訓〈四〉

36

4

選修下學期

軍訓〈三〉軍訓〈四〉

72

9

選修全學年

外縣市役男代辦體檢申請作業
一、役男得向居住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代辦徵兵檢查，役男寄居他縣（市）就業、就學，不能返回
戶籍地受檢者，得逕向寄居地縣（市）政府申請至指定之檢查醫院受檢。
二、申請條件為須於接獲戶籍地縣市政府徵兵檢查通知單，始得向寄居地縣市政府申請代辦體格檢查。
三、須親赴縣市政府申請或逕至該縣市政府網站以線上預約方式申辦。
四、代檢當日應檢附證件: 役男徵兵檢查通知書正本、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最近 3 個月內 1 吋彩色半身脫帽照
片 4 張。
五、詳細資訊可至內政部役政署網頁（http://www.nca.gov.tw/）閱覽。
六、兵役相關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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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人才招募
一、100 年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士）官班考選第一梯已辦理完畢，第二梯次網路通信報名時間：7 月 25
日至 8 月 12 日。
二、招募對象為年滿 20 歲至 32 歲（68 年 1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大學（含）以上畢業生。
三、體檢由考生自行上網登入「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全球資訊網」（http://rdrc.mnd.gov.tw）辦理預約。
四、考試科目：國文、英文、智力測驗、口試、體能測驗。
五、完整簡章請至本校軍訓室或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下載閱覽。
六、相關問題請向簡睿廷教官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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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海軍 100 敦睦遠訓支隊參訪活動
海軍 100 年遠訓支隊之武夷艦、承德艦抵達台
南安平港並開放參觀，本校由簡睿廷教官帶領同學
進行登艦參訪活動並參加由海軍司令部與台南市
政府聯合辦理之晚宴活動。本次參加同學反應十分
熱烈，對現階段海軍建軍備戰及高科技武器發展有
進一步的認識，並藉由參加晚宴活動，體驗正式社
交及宴會禮儀。海軍司令部及台南市政府均來函感
謝本校對此次活動的全力支持與積極參與，並肯定
本校在推展全民國防教育的用心與成效。

100 年國軍志願役專業軍官班考選說明會
軍訓室與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台南招募站聯合辦
理「100 年志願役預備軍士官考選說明會」
，本次說
明會由唐大衛主任主持，邀請招募中心魏惠慈專員
及陸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行官李茂山中校等，分別
說明專業軍官班招募現況及同學進入國防體系服務
的生涯發展資訊。本次參加學生均為大四或碩二畢
業班學生，因兵役及就業問題在即，咸認此次說明
對個人未來生涯發展極有助益。

交通安全教育專題演講
學務處生輔組邀請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孫國淵
警官蒞校進行交通安全專題演講。本次活動區分兩梯
次假軍訓視聽教室辦理，演講會場座無虛席，參加學
生十分踴躍。演講中孫警官除介紹路權觀念外，列舉
平常容易發生交通事故之原因，並以實際發生車禍事
故之錄影畫面，讓參加的同學印象深刻，也對路權使
用觀念、交通事故的預防，都有很深刻的認識與明瞭
。承辦此次活動的徐俊雄教官備妥有獎徵答禮品，使
演講現場氣氛更加熱烈。

複合型防災教育暨狀況演練
學務處生輔組依據教育部有關防災教育之指
示及示範觀摩內容，辦理「複合型防災教育暨狀況
演練活動」
。邀請高雄大學吳明淏教授就地震、海
嘯、火警、核災等狀況逐一說明正確的因應方式。
隨後於南、北苑及第三學生宿舍實施防災逃生狀況
演練，並請台南市消防局大灣消防分隊協助進行各
項模擬狀況之演練。本次活動並依據「教育部輻射
外洩因應說明」內容，實施戶外人員基本穿著防護
示範。本次活動由於方維慶教官之各項先期協調、
準備及編組工作完善周延，活動成效則十分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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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甲雄獅─裝甲兵特展」
為了彰顯現代化裝甲部隊的形象，國軍歷史文物館特辦理「鐵甲雄獅─
裝甲兵特展」
。此次展出以「歷史軌跡」為主軸，將裝甲兵的建軍歷程、精
實戰備現況與未來發展等，區分裝甲兵歷史、輝煌戰役、陶鑄群英、未來發
展願景及實物體驗等陳展區，結合文物史料、珍貴照片、裝甲兵歷年服裝及
裝備，介紹國軍裝甲兵建軍的的英烈史實；同時以縮小比例戰車模型、戰車
零附件實物、訓練模擬器，搭配電子資料庫及多媒體影音聲光效果展示裝甲
部隊的現況與未來發展願景，加深對裝甲兵的認識，進而能凝聚全民國防的
共識。本次展出時間至 100 年 8 月 30 日止，每週一至週六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國定假日及連續假期除外）
，地點在台北市中正區貴陽街 1 段 243 號，
歡迎師生可利用暑假期間前往參觀。

國防部 100 年全民國防教育－海報甄選暨徵文活動
一、國防部辦理 100 年「全民國防教育」海報甄選暨徵文活動，自即日起辦理報名及收件，至 6 月 30 日
截止收件。活動主題以「全民國防」為主題，彰顯全民國防理念，激發全民參與熱忱。。
二、報名請由國防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nd.gov.tw)或全民國防教育資訊網(http://aode.mnd.gov.tw)
下載報名表，相關資訊完整活動計畫及報名表已公告於本校軍訓室網頁，請同學上網閱覽或下載。
三、獲選者將以專函通知，並於 8 月下旬分別在「國防部全球資訊網」
、
「全民國防教育資訊網」及平面媒
體公布獲選人員名單，並於 9 月中旬實施頒獎表揚，未獲選者不另通知。
四、獎勵方式：各組取前 3 名暨佳作 2 名，經評選之優良作品，均頒發禮券、獎座及獲獎證明書。第一名
：15,000 元禮券、第二名：10,000 元禮券、第三名：8,000 元禮券、佳作：5,000 元禮券。
五、本校視覺傳達系在校及畢業同學，曾獲得大專組及社會組海報甄選之獎項，請同學踴躍報名參加，相
關事項請向簡瑞廷教官洽詢。

「國防事務研究社」社團活動剪影

槍械保養認識

攻防戰略推演

校外聯誼活動

戶外活動場景

野外攻防廝殺

校內活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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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颱防汛重要執行要項
由於已屆颱風季節及豪大雨汛期，請各單位加強防颱及防汛措施，並完成以下整備工作：
一、重要機電、教學、圖書等設備應移往高處，避免放置於地下室。
二、排水道應先行進行疏濬工作。
三、檢視所屬區域之防水閘門裝置是否妥善堪用。
四、低窪地區實驗室或擺設重要設備之教室應進行相關防範工作。
五、視需要先期備妥防水砂包。
六、加強學生安全教育，颱風來襲期間應停止戶外活動，尤應避免前往山區、海邊、溪流等危險地區。
七、軍訓室網頁檔案資源「防颱資訊」項下，已公告本校「因應颱風來襲狀況處置分類表」及「防颱準備
工作分配表」
，明確訂定各單位具體之防颱防汛準備工作，請進入網頁閱覽，以落實防颱及防汛工作。

暑假安全注意事項
一、室內活動：避免前往出入份子複雜的場所，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戶外活動：多一分準備，少一分
遺憾，方能充分享受戶外活動之樂趣。
二、工讀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可免費撥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諮詢專線：0800-777-888 請求協助。
三、注意自身交通安全，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不酒駕、不超速、不飆車。
四、切勿好奇嘗試毒品及違禁藥物，以免造成終身遺憾。
五、反詐騙 3 步驟：
「保持冷靜」
、「小心查證」
、
「立即報警或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尋求協助。
六、同學切勿從事違法活動如：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從事性交易（援交）等。
七、登山涉水優先考量安全，做好準備工作、注意活動安全，決不涉足危險區域。
八、同學發生緊急事件之通報與聯繫管道：
暑假期間發生各類意外事件，可運用本校軍訓室 24 小時緊急服務電話求助【06－2050354】。發生緊
急意外事件時，應立即報警處理，並通報本校軍訓室，以利協助處理後續事宜。
【資料來源：教育部 100 年暑假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注意事項】

台灣沿海十大危險海域
暑假將至，同學從事水上活動務必注意安全，經政府相關機關
公告禁止游泳或戲水之海域、溪流，尤其不可進行任何水上活動，
以維護自身安全。台灣地區十大危險海域如右圖並列舉如下。
北部地區：石門白沙灣海域、三貂角萊萊磯釣場海域、基隆和平島
海域、外木山海域。
中部地區：清水北防沙堤海域、王功漁港至新寶溪出海口海域。
南部地區：安平港南堤四鯤鯓海域、旗津海岸公園海域、墾丁香蕉
灣海域。
東部地區：花蓮七星潭海域。
【資料來源:內政部海岸巡防署】
編輯單位：軍訓室
總編輯：唐大衛
執行編輯：梁春發、簡睿廷、郝春富
聯絡電話:直撥 06-2050354 或 06-2727157 轉 237
Kun Shan University
http://www.ksu.edu.tw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