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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一、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日間部軍訓選修網路選課時段： 98 年 6 月 23 日（星期二）PM12：30 至 6 月 24 日
（星期三）AM11：00。有關軍訓選修與預備軍（士）官考選、折抵役期之各項訊息請參閱本報「選修
軍訓課程與預備軍（士）官考選、役期折抵 Q＆A」專欄。
二、教育部建置反毒教育網站（http://www.nv.com.tw/2009no_ dgugs/）提供相關資訊閱覽，本網站並辦理「反
毒新人類部落格爭霸戰」選拔活動，提供豐富的獎品與獎金，請師生上網查詢踴躍報名。
三、教育部校安中心公告【夏季期間注意水上活動安全】
：近日陸續傳出學生從事水域活動溺斃事件，教育
部統計 97 年 4－9 月間，學生因從事水域活動發生意外或致死事件為同類事件比例之 70%以上，呼籲
同學安排戶外活動時，應考量自身體能狀況及做好各項安全防護設施，以防範意外事故之發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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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道
路交通事故 A1 類（事故發生 24 小時內死亡）死亡 2894 人，其中，騎乘機車事故共死亡 1566 人，佔
54.1％；2006 年共死亡 3140 人，騎乘機車事故共死亡 1850 人，佔 58.9％；2007 年死亡 2573 人，騎乘
機車事故共死亡 1536 人，所佔比例更高達 59.7％，請同學騎乘機車務必注意安全。
五、教育部建置「H1N1 新型流感防疫專區」網頁，呼籲師生遵守「勤洗手、量體溫、戴口罩」防疫三秘訣
，並公告最新疫情消息及衛教資訊，歡迎師生上網（http://140.122.72.29/h1n1/）瀏覽。
六、警政署為加強預防詐欺犯罪，設立「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電話，提供民眾諮詢。凡遇不明可疑電話，
不論手機或市話，只要撥打「165」即可由專人為您說明並研判是否為詐騙事件。預防詐騙相關網址內
政部警政署（http://www.cib.gov.tw/crime/Crime_Book_Content.aspx?chapter_id=0000006&rule_id=0000002）
七、週邊居民持續反應，於 5、6 停車場入口附近巷道、大灣路 979 巷及復興路附近巷道，同學任意停放
機車，造成社區環境凌亂與交通壅塞。當地里鄰長已協調交通執法單位持續加強違規機車之拖吊工作
，請同學發揮公德心並養成守法的習慣，勿因個人一時方便造成附近居民困擾。
八、本校自 98 學年度開始，師生機車停車證發放，由原先總務處調整至學務處生輔組辦理，承辦人為左榮
昌教官，相關問題可撥打校內分機 224 洽詢。
1

選修軍訓課程與預備軍（士）官考選、折抵役期 Q＆A
Q：本校軍訓課程採取什麼方式開課？
A：大學部軍訓課程日間部及進修部均採行四技一年級必修零學分，成績不及格者不得畢業；二年級以
上（含碩士生）開設選修並授予 1 學分的課程。
Q：學校為什麼必須開設修軍訓課程？
A：依據「全民國防教育法」
、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等規定，學校須開設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國防政策、國防科技、全民國防防衛動員、軍事戰史及護理等。
Q：修畢軍訓課程是不是可以折抵服兵役的役期？
A：依據「兵役法」規定，凡於學校授畢之軍訓課程得以 8 節課折抵 1 日的役期，並依實際授課節數加
以換算折抵天數，惟折抵天數不得超過國防部規定之上限。
Q：報考預備軍官及預備士官與軍訓課程有何關聯？
A：依據「大專程度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招生簡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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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平均須達 70 分始符合報考資格。軍訓成績在報名期間未達標準者，應於離校前
修習合格；未合格者，如經錄取為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錄取資格予以註銷。同學若要報考預備軍（
士）官，除了大學一年級必修兩學期軍訓課程外，還須選修 2 個學期的軍訓課程。
Q：98 學年度第 1 學期選修軍訓課程的方式及時間為何？
A：選修軍訓課程請進入本校網路選課系統進行填選作業。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日間部軍訓選修網路選課時段為：
97 年 6 月 23 日（星期二）PM 12：30－6 月 24 日（星期三）AM 11：00。
Q：軍訓選修課程的開課時段及開課班級數為何？
A：日間部軍訓課的開課時段通常在第七、八節課時間，確定時段及班級數以選課系統公告為準。
Q：若是在開放網路選課時段沒有上網選修軍訓課程，是否還有其他補救方式？
A：若有特殊事故無法於網路系統開放時段完成選填作業時，可於開學一週內至軍訓室向負責辦理軍訓
課程之教官說明原因，確有無法正常選課事實且仍有餘額時，則由許教官協助辦理加選事宜。
Q：若是沒有選修第 1 學期的軍訓課，可不可以選修第 2 學期的軍訓課？
A：軍訓選修課第 1 學期開設「孫子兵法」課程；第 2 學期開設「中外戰史」課程，兩學期課程都是各
自獨立，所以沒有選修第 1 學期軍訓課的同學，也可以選修第 2 學期的軍訓課程。
Q：女生可不可以選修軍訓課程？
A：基於推展國防通識教育的理念，凡是對於課程內容有興趣的男女同學，都可以選修軍訓課程。
Q：若是對選修軍訓課程、兵役折抵或預備軍（士）官考選有疑問時，應
該如何詢問？
A：日間部同學請向許洪誠教官詢問。聯絡電話：
（06）2050354 ；（06）2727175 轉 235，237
進修部同學請向徐定旺教官詢問。聯絡電話：
（06）2727175 轉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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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台南縣永康分局蒞校實施交通安全宣導

台南縣永康分局於 6 月 2 日（星期二）假本校軍訓視廳教室實施『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針對當前交通
事故發生原因、年齡層分布狀況、事故類型、案例分析及交通安全注意事項，進行逐一詳盡說明。為提
高同學們的聽講興趣，活動中實施有獎徵答，正確回答問題的學生均獲贈套裝式「交通安全宣導郵票」
。為擴大本校交通安全宣導成效，學務處生輔組製作大型文宣海報懸掛機車停車場，並利用網頁、電子
郵件公告傳送相關訊息，藉以提醒學生重視行車安全。

何世同副教授出席『軍訓暨
校安人員專業研討活動』

軍訓室定期辦理之『軍訓暨校安人員專業研討活動』
，邀
請本校通識中心何世同副教授進行工作經驗、求學歷程
及從事教職的心得分享。何副教授長期服務軍旅，曾任
陸軍特戰指揮部少將指揮官，軍事學養豐富，本次以「
人生轉型的經驗分享」為題做一次感性的經驗交流。何
副教授鼓勵與會同仁，應充實本質學能、不斷的在職進
修，確認終身學習是人生的重要的課題之一，只有具備
良好的學能，才能落實軍訓教學，拓展全民國防教育，
並做好服務學生與維護校園安全的工作。其次在家庭中
也可以帶動學習的氛圍，成為子女良好的表率，所以職
場與家庭兩者兼顧，才可以稱的上『稱職』二字。

98 年國軍各項志願役軍士官招募說明會
本校日前邀請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台南縣連絡站、高雄縣憲
兵隊、陸軍八軍團反裝甲營、工兵群、聯勤儲備中心空用
總庫、台南縣後備指揮部等單位蒞校擴大實施國軍各項志
願役軍士官招募說明會，當日活動假本校行政中心演講廳
舉行，畢業班同學參與情形十分踴躍，現場提出的各項問
題均能獲得立即性的解答。與會軍事單位代表逐一說明各
單位特性，使同學更能了解國軍現況。此一活動在許洪誠
教官用心的聯繫與籌畫，以及國軍南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
的協助下順利舉行，提供同學生涯發展更多的選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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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小站
※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贈送「限量版人物變裝卡」
國軍招募套卡將於六月份正式發行囉！自 6 月 15 日起，在全省 84 個酷卡通路點，可蒐集到陸、海、空軍
三款招募酷卡；同時，至國防部國軍人才招募中心、北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中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南
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花蓮縣招募站等 5 個地點，現場填寫意願表，即可獲得「限量版人物變裝卡」
。

※ 全民國防教育–海報甄選暨徵文活動
國防部辦理 98 年「全民國防教育」海報甄選暨徵文活動，自民國
98 年 5 月 1 日起辦理報名及收件，至 6 月 30 日截止收件。報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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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報名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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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歡迎
同學踴躍報名參加，若有相關問題可洽詢軍訓室許洪誠教官。

※ 國防知性之旅–營區開放參觀（武器展示、戰技表演）
98/06/27（六）空軍馬公基地勤務隊（澎湖花火節）澎湖空軍馬公基地
98/08/08（六）空軍清泉崗聯隊（父親節）台中清泉崗基地
98/08/15、16（六、日）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台北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台北松山基地
98/08/22（六）空軍軍官學校（空軍節）高雄縣岡山空軍官校

※軍訓室服務項目表
項次

服務項目

1

兵役役期折抵

2

預備軍〈士〉官考選

3

國軍人才招募

4

全民國防教育活動

辦

理

方

式

至註冊組申請「成績單」
，而後由教官於「成績單」正面加蓋折抵役期
天數審查章。役男持加蓋審查章之「成績單」至服役單位辦理折抵。
第一學期開學後辦理「預官考選說明會」
，報名截止時間概約 10 月中旬
（依簡章規定）
，每年考試時間概訂於寒假期間。
配合國軍人才招募中心辦理各類專業軍（士）官班
配合國防部辦理暑期全民國防教育活動、營區參觀、全民國防教育徵文
海報競賽及有獎徵答活動。
轉(復)學生若已完成軍訓課程，於教務處註冊組規定時限內至軍訓室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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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課程抵免

理軍訓課程抵免，辦理抵免時請攜帶已完成課程成績單及辦理抵免單，
以便驗證及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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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學生向上軍訓課的教官或護理老師申請辦理；.大一以外學生於每
CPR 認證

學期期中考前至軍訓室辦理受測登記，並於期中進行實做測驗。
護理老師於每週一 15:30 至 17:00 提供同學有關健康相關問題之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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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諮詢與輔導

建議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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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安全注意事項
一、活動安全：
（一）室內活動：室內活動包含電影院、百貨公司、大賣場、
KTV、室內演唱會等，首先應注重逃生路線及逃 生設
備的熟悉。並應避免前往網咖、舞廳、夜店等出入份子
複雜的場所 ，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二）戶外活動：戶外活動包含登山、溯溪、戲水等活動，應
注意天候及熟悉地形，遭遇天候狀況不佳時，如颱風過
境、大潮、豪雨，應立即停止一切戶外活動。同學從事
此類活動時，應衡量自身之體能狀況及所需相關裝備是
否完備，方能充分享受活動之樂趣，以防範發生意外事
件發生。
二、工讀安全：
由於職場陷阱及詐騙事件頻傳，應注意工讀廠商的信譽。
次是有關於薪資、勞健保等相關福利待遇措施是否完善，
再則要注意工作場合的危安因素，避免工作當中肇生危險事件。有關打工之各項陷阱、詐騙花招及
防範因應方式，可參閱教育部校安中心「校安補給」( http://csrc.edu.tw/ )。萬一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
陷阱時，可免費撥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成立之諮詢專線：0800-211-459 請求協助。
三、交通安全：
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的統計顯示，校外交通意外事故為學生意外傷亡的首要因素。暑假期間同學使
用交通工具的機率大增，因此特別提醒同學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切勿酒後駕車及危險駕駛
，尤其駕駛期間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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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慢行，以策
安全。若使用大型交通運輸工具時，應租用合法車輛，以確保校外活動之行車安全。
四、犯罪預防：
同學切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車、吸食毒品、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等。近年來逐漸增多的電腦
網路犯罪事件如：竊取他人網路遊戲虛擬貨幣及道具、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料、散布不良圖
片或動態影像等，請同學務必恪遵相關法律規定並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擔負刑事責任。
五、疾病預防：因應 H1N1 新型流感疫情，請同學加強個人衛生習慣，勤洗手，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
氣不流通的公共場所。如出現類流感症狀應及早就醫，就醫後宜盡量在家休息，外出時請戴上口罩
，並注意咳嗽禮節，咳嗽或打噴嚏時，以手捂住口鼻，避免病毒傳播。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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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運用學校軍訓室 24 小時緊急服務電話求助【06－2050354】，發生
緊急意外事件時，應先立即報警處理，並通報本校軍訓室，以利協助處理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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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編輯：莊峻祐、許洪誠

網址: http://www.ksu.edu.tw/unit/D/T/MO/
聯絡電話:直撥 06-2050354 或 06-2727157 轉 23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