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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一、大專校院應屆畢業役男或準備續讀研究所役男，因已逾在學緩徵期限，且未事先辦妥出境申請，
導致在機場或港口無法出國，屢生爭議。為免類似情事之發生，請役男出國前須向鄉（鎮、市、
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請核准，始得出境。關於役齡男子出國（包括進修、遊學或觀光）的相關事
宜，請參考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公告訊息或向郝春富教官洽詢。
二、同學辦理兵役役期折抵時，請先至教務處註冊組或聯合服務中心申請個人歷年成績單，而後持歷
年成績單至軍訓室或聯合服務中心確認折抵天數後，由軍訓室或聯合服務中心承辦人在成績單上
註記折抵天數及簽章，即完成申請作業。
三、本校為逐步達成無菸校園的目標，現行的兩處吸菸區設置在面對工程一館前方右側及資訊四館東
側（南苑宿舍前方）
。吸煙者應遵守「菸害防治法」及校規等相關規定，請勿於非吸煙區吸菸，且
不要隨意丟棄菸蒂，以維護健康整潔的校園環境。
四、依據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
，同學若遭受性侵害或性騷擾，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
得以正式具名之書面向學務處生輔組申請調查或檢舉，完成審查程序後，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成立調查小組進行相關調查事宜。
五、內政部警政署建置「165 全民防騙網站」
（http://www.165.gov.tw/index /aspx），包括反詐騙 FAQ、詐
騙小叮嚀等資訊。由於詐騙集團手法不段翻新，受害案例頻傳，唯有多吸取正確防騙訊息並提高
警覺，歹徒才無機可乘。軍訓室網頁已與「165 全民防騙網站」完成連結，請師生上網閱覽。
六、寒假即至且冬季時間常有寒流到來，本報特別刊載「寒假安全注意事項」及「當心冬天無形的殺
手：一氧化碳中毒」專欄，請同學詳閱相關資訊以維護自身安全。各項安全資訊同時於軍訓室及
學務處生輔組網頁公告。
七、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軍訓選修網路選課訂於 101 年 2 月寒假期間(開學前 2 週起)，配合新抽籤式網
路選課系統進行填選作業。有關選修軍訓課程與同學權益相關的注意事項及選課作業時程，請同
學詳閱本報刊載之專欄。
八、為彰顯大學生應有的生活禮節及良好的生活態度，同學請勿穿著拖鞋到校上課。平日進出公共場
所，也應該注意個人的服裝儀容，以表現出現代國民應有的素養與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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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選修軍訓課程與同學權益有關事項
一、第 1 次選課登記：2 月 6 日(星期一)，9:00am -2 月 13 日(星期一)，3:00pm。電腦抽籤：2 月 13 日
(星期一)，3:00pm-4:00pm。選課結果查詢、再登記選課：2 月 13 日，4:00pm 起。第 2 次選課登記
2 月 13 日(星期一)，4:00pm -2 月 17 日(星期五)， 3:00pm；電腦抽籤：2 月 15 日(星期三)，3:00pm-4:00pm
。選課結果查詢、再登記選課：2 月 17 日，4:00pm 起。第 1 次未中籤者，可於第 2 次、加退選(每
天)再登記未額滿之課程。
二、選修課程時段：軍訓選修 A 班〈星期一 7、8 節〉
、軍訓選修 B 班〈星期二 7、8 節〉
、選修 C 班
〈星期四 7、8 節〉。
三、依「兵役法」規定，軍訓課程得以 8 節課折抵 1 日的役期，並依實際排課節數加以換算折抵天數，
惟折抵天數不得超過國防部規定之上限。
四、依規定必須修畢4個學期的軍訓課程，每學期成績均需達60分，且總平均須達70分，才符合報考預
備軍官及預備士官的資格。
五、本校兩學期軍訓課程都是各自獨立，因此沒有選修第一學期軍訓課的同學，也可以選修第二學期
的軍訓課程。
六、同學對於選修軍訓課程、兵役折抵或預備軍（士）官考選有相關問題，請向簡睿廷教官詢問。

100 年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士）官班考選

徵兵四部曲
一、兵籍調查：當收到兵籍調查通知書，要按通知書上指定的時間與地點，由本人或家人攜帶國民
身分證、私章、相片、戶口名簿，前往接受兵籍調查。
二、徵兵檢查：
（一）常備役體位：為適於服現役者，應服常備兵現役；其超額者，得申請服替代役。
（二）替代役體位：服替代役。
（三）免役體位：為不合格者，免役。
三、抽籤：常備役體位者，應參加抽籤，未能到場抽籤，得委託年滿 20 歲或有行為能力之家屬到場
代抽，未到場者，由鄉（鎮、市、區）長或其指派之代表代抽，代抽結果應通知役男。
四、徵集：徵集令由鄉（鎮、市、區）公所於入營 10 日前送達役男，請依徵集令指定時間及地點辦理
報到。
※ 同學如有兵役相關問題：日間部同學請洽請郝春富教官；進修部同學請洽許文霖教官。

國軍專業預備軍（士）官招募簡介
一、對象：年滿 20 歲至 32 歲，軍官需大學以上學校畢業，士官需大專以上學校畢業。
二、體檢：採「網路預約」制，依規定期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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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指定之國軍醫院或公立醫院實施體檢。
三、報名：一律採網路填表後通信報名方式辦理。
四、時程：第一梯次網路通信報名時間：概定 4 月份。
第二梯次網路通信報名時間：概定 7 月份。
第三梯次網路通信報名時間：視召募情形檢討辦理。
五、科目：國文、英文、智力測驗、口試、體能測驗
六、當年度完整簡章請至本校軍訓室或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下載或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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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100 學年宿舍防火防震防災研習活動
本研習活動由方維慶教官承辦，一年級新生共
計 1000 餘人參加。本次研習活動邀請台南市永康
區大灣消防分隊協助進行相關實作課程的分組施
教。並針對防火逃生緩降機、滅火器、消防水管等
消防逃生設備，以及油盤滅火、消防射水等器材及
狀況，分別實施講解及實作體驗。參與研習活動的
同學均表示，對於增加學生的防災應變知能，確實
受益良多。學務處生輔組也藉由辦理本次研習活動
，落實校園安全維護與災害管理工作。

學生自治幹部講習進行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00 學年度學生班級自治幹部講習」，假
行政中心 2 樓小禮堂舉辦，由生輔組冷介緒組長
主持，計有 900 餘位自治幹部參加。此次講習活
動特別邀請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孫國淵警官，針
對目前最新交通法規及交通意外事故原因分析
，實施專題講演。藉由案例宣導改變同學不良的
駕駛行為，更重要的是灌輸同學正確的交通安全
觀念及事故處置作為。也期望藉由班級自治幹部
的參與，將相關訊息傳遞給其他同學。

101 年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說明會
軍訓室假軍訓教室辦理「101 年義務役預備軍
士官考選說明會」
，本次說明會由軍訓室唐大衛主
任主持，並由簡睿廷教官針對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
選簡章、注意事項、考試科目、志願填寫及網路報
名系統操作等相關事宜，進行逐項說明，並詳細回
答與會同學的各項提問，使同學能清楚正確的明瞭
相關規定及做法。軍訓室並利用此次說明會一併宣
導國軍志願役軍士官甄選的相關事宜，藉以提供畢
業班同學具有保障性的職涯發展訊息。

春暉專案宣導─拒絕愛滋與檳榔講座及活動
學務處生輔組配合世界愛滋日活動，並維護
師生健康，於 100 年 11 月 28 日，假軍訓教室及
體育館前廣場，舉辦「拒絕愛滋與檳榔專題講座
及抽血篩檢」活動。首先於上午時段邀請台南市
永康區衛生所李蕙如及黃亭熒護士，擔任春暉工
作專題講座；當日下午時段則由師生自願參加的
抽血及篩檢活動。本次活動由於丁獻宏教官的妥
善規劃與先期宣導，獲得了教職員生的踴躍參與
，也藉由本系列活動傳遞正確的健康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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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精銳勁旅之國防特展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100 年，國軍歷史文物館即日起，至 101 年 2 月
25 日止，舉辦「精銳勁旅─國防部特展」
，將國軍遷臺後整軍經武、保衛
臺灣的艱辛歷程，與國防部組織變遷，做全面的展示。其中更藉由珍貴文
物與具歷史意義的裝備，透過實物與模型陳展，呈現勤儉建軍的歷史風貌
。藉由歷史照片與影片，呈現國軍長年以來，投入國家重大建設，助民收
割；及不分日夜寒暑，上山下海，不待命令隨時救災的動人畫面。此外，
為展現國軍致力新一代兵力整建，與建立國防自主的成果，除了運用模型
與影片，更引進最新的「浮空投影」科技，呈現國軍現役裝備的全方位立
體影像，帶來科技化的視覺體驗。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六 09：00~17：00 地址：台北市中正區貴陽街 1
段 243 號，電話：(02)2331-5730，網址：http://museum.mnd.gov.tw

「鷹眼三號」預警機返國，性能大幅提昇
空軍「鷹眼三號」性能提昇專案的首批兩架空中預警
機，於 100 年 12 月 17 日順利返抵高雄港，此次 E-2T
型提昇至 E-2K 型，除可增進機隊整體管理效能外，且
能進一步滿足全天候預警作戰能力。性能提昇至 E-2K
型的空中預警機，有助於提昇預警反應時間，增加對
地、空機載具的搜索能力。四葉螺旋槳更換為八葉後
，使飛機更具穩定性與可靠度，搭配新型戰情顯視器
所提供快速完整的戰場情況，加速聯合指管效能，可
有效支援國軍各類型作戰任務。

變局難料的朝鮮半島情勢
北韓領導人金正日猝逝，消息傳出震撼國際社會，其中最受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便是接班人問題
，北韓已確定將由一個年近三十、過去毫無軍情背景的金正日么子金正恩接班，金正恩已經被北韓國
營媒體稱為「偉大的接班人」
、「最高司令官」
，這是北韓媒體首次對金正恩使用此一稱謂。即便如此，
北韓內部的政權穩固與否，仍值得關切。尤其是北韓軍方在過程中都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已形成
一個軍方影響力增大的北韓政權，也因此將使周邊國家更為緊張，深恐軍事武裝衝突一觸即發。
在國際安全情勢方面，北韓是個外交被孤立的國家，雖然從表面上來看，北韓缺乏國際關係上的
充分支持，但卻有一套自我堅持的外交邏輯，從不幻想他國的善意對待。金正日生前深信，
「放棄核武
就等於投降」
。過去北韓兩度核試，都有其「非軍事」的目的。2006 年第一次核試，是回應美國
的金融制裁；2009 年第二次核試，則為整頓因金正日的健康不佳而渙散的中央集權組織。由於
核武是北韓「先軍政治」重要象徵，就當前情勢而言，可以作為積累金正恩政治威望的工具，
而後又可以戰爭邊緣策略恫嚇日本及南韓，以期待國際社會給予金援。故而升高區域緊張進行要脅，
始終都是其符合國家利益的一貫作為。依過去經驗，北韓極有可能進行軍事挑釁，或進行核子試爆，
但此舉並非為了尋求一戰，主要目的仍不脫國際政治上「戰爭邊緣策略」，藉以取得政治及經濟利益。
未來世界各國都將會持續關注朝鮮半島的情勢發展，以及可能產生的變局。【本文摘錄自青年日報專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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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安全注意事項
一、活動安全：避免至份子複雜的場所，戶外活動應注意天候、環境，以充分享受戶外活動之樂趣。
二、工讀安全：發生受騙等情事，免費撥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諮詢專線：0800-777-888 請求協助。
三、交通安全：注意自身交通安全，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指揮。
四、賃居安全：杜絕一氧化碳中毒、注意人身安全。
五、毒品及藥物濫用防制：切勿好奇嘗試，造成終身遺憾。
六、詐騙防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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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犯罪預防：同學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車、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從事性交易（援交）等。
八、發生緊急意外事件立即報警處理，並運用本校校安中心 24 小時緊急求助電話【06－2050354】，
以利協助處理後續事宜。【資料來源：教育部 101 年寒假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注意事項】

盜用 QQ 帳號詐騙首現，刑事局籲請使用者特別小心
大陸來臺交換大專生羅同學100年10月26日上午在學校宿舍上網，收到某臺灣同學傳遞QQ訊息
說，因請另一位大陸同學幫忙代購商品，需匯款人民幣2,200元給代購同學，但由於本身沒有申辦大
陸銀行帳戶，請他暫先幫忙轉帳墊支，上課見面時再以臺幣兌現歸還。羅同學當下不疑有他，立即以
網路銀行轉帳方式，匯款至中國建設銀行雲南省分行。幾日後他收到許多朋友提問是否接到該同學請
求幫忙匯款的訊息，發現大家似乎都收到了同樣的求援訊息，遂向該臺灣同學查證是否帳號已遭盜用
，才確認自己被騙，向警察機關報案。
未來此類犯罪手法之受害人恐將擴至本國學生。刑事局提醒民眾，任何即時通訊軟體帳號都有被
盜用的可能及風險，接到親友發送即時通訊息請求代購遊戲點數、借錢匯款或代收簡訊時，應先撥打
電話聯絡確認，以防止被詐騙。【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當心冬天無形的殺手：一氧化碳中毒
一、一氧化碳無色無味，因此瓦斯熱水器不可安裝在室內；如安裝
在陽台時，應保持空氣流通，陽台如有窗戶則須開啟窗戶，確
保空氣流通。
二、煮食時保持空氣流通，瓦斯爐燃燒的火焰如為紅色，表示燃燒
不完全，應增加空氣流通量使火焰成藍色。
三、在密閉車庫或空氣不流通之地下室，不要長時間發動車輛或長
時間於原地逗留。
四、不在室內燒木炭取暖、燒烤食物，並應保持空氣流通。
五、尋找校外租賃處所，不找瓦斯熱水器放置室內之房舍。
六、請至軍訓室網頁「相關檔案及法規下載」之「安全宣導」項下，
下載「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居家安全診斷表」
，進行逐一檢查，以
確實杜絕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資料來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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