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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一、教育部校安中心公告「防詐騙十九招」
，內容詳實具體，對家長與同學均極具參考價值，相關內容請詳
閱本報專欄或軍訓室、生輔組網頁公告事項。
二、
「國防部全民國防教育網」包括全民國防簡介、國防知性之旅、軍事新聞剪輯等內容，歡迎師生上網瀏
覽相關訊息。（網址：http://gpwd.mnd.gov.tw）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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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根據疾管局公告：自 7 月 1 日起共累積 43 起 H1N1 新型流感群聚，其中 26 件（60%）發生於學校，
雖然絕大多數 H1N1 新型流感患者臨床表現為輕症，不需特殊治療即可迅速康復，仍有少數人感染後
病程迅速進展為嚴重肺炎並合併多重器官衰竭。請全體師生提高警覺，若發現類流感症狀應及早就醫
治療。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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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機車務遵守交通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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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學校全面檢測校園環境空間安全，生輔組據實繪製「校園環境安全檢視要圖」
，提示各個區域安全注意
事項，檢視要圖已於軍訓室網頁公告，請師生上網點閱。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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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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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98 學年度第 1 學期軍訓課（選、必修及護理）上課地點位於人文一館後方之兩層樓建築的 2 樓軍訓或
護理視廳教室，相關事項可電詢：
（06）2050354 或校內分機 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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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免修（抵免）軍訓課程注意事項
一、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免修軍訓全部課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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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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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領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者。
（四）年齡屆滿四十歲者。
（五）外國學生。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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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轉學生於原校已修畢該學期軍訓課且成績及格者，准予抵免。自軍事院校轉入者，其轉入年級以前
各學期之軍訓成績，得以軍事學校各該學期之軍訓訓練及格成績抵免。
三、未具免修軍訓課程身分者，應修之軍訓課程不及格，仍須補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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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免修（抵免）軍訓課程之學生請於規定時限內，持退伍令影本、原校成績單影本，或足資證明
之相關文件向軍訓室許洪誠教官辦理申請，逾期則不予受理。

辦理軍訓課程折抵役期注意事項
一、法源依據：
（一）
「兵役法」第 16 條規定，凡於學校授畢之軍訓課程得以 8 堂課折算 1 日役期。
（二）
「軍訓課程折算役期作業實施規定」明訂，大學第一至第四學期依實際授課時數加以折算，惟
每學期最高折抵役期 4 日，全學程最高不得逾 16 日。
二、授課狀況：
（一）本校自 85 年改制技術學院至 96 學年度止：
1.大學部軍訓課程日間部及進修部均採行四技一年級每班每週授課 2 小時。
2.二年級以上開設選修課程每班每週授課 2 小時。
（二）97 學年度起：
1.大學部軍訓課程日間部及進修部均採行四技一年級每班每週授課 1 小時。
2.二年級以上開設選修課程每班每週授課 2 小時。
三、折抵天數：
（一）96 學年度（含）以前各學期折抵天數：
軍訓（大學）
（一）
：4 天、軍訓（大學）
（二）
：4 天
軍訓（大學）
（三）
：4 天、軍訓（大學）
（四）
：4 天
（二）97 學年度（含）以後各學期折抵天數：
軍訓（大學）
（一）
：2 天、軍訓（大學）
（二）
：2 天
軍訓（大學）
（三）
：4 天、軍訓（大學）
（四）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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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武裝備

鷹式飛彈武器系統

ＣＨ－４７ＳＤ中型運輸直昇機

基隆級艦

為向美國採購之防空飛彈，射程為４０

美軍現役運輸機種，本軍空中運輸營

遠距偵蒐、區域防空、戰場管理、

公里，導引方式為半主動歸向導航，陸

現亦配裝此型機，其已具備數位式座

反潛能力及系統反應快、打擊縱深

軍使用之防空飛彈。

艙系統為具有先進電戰能力之現代化

遠與機動性佳之特性，擔任重要海

直昇機。

域偵巡任務。

ＡＨ－１Ｗ攻擊直昇機

康定級巡防艦

T82 型雙聯 2Omm 機砲

現為美陸戰隊主力攻擊直昇機。加入我

是廿一世紀戰鬥需求所設計的巡防艦

採頭盔瞄準(具夜視功能)光學瞄準

國陸軍空中騎兵旅服役，充份發揮攻擊

，稜角有致，如堡壘般之外觀，具有

航速環瞄準， 射程:2000m，可機

、機動能力，成為陸軍快速打擊主力。

抵禦核生化攻擊的艦艇。

動部署的防空武器

雷霆 2000 多管火箭系統

天劍二型飛彈

UH-60 Black Hawk 直昇機

由中科院研發之多管火箭系統，機動性

天劍二型空對空攔截飛彈，採取中途

廣泛使用於陸、海、空軍、後備部

高、投射火力強等特點，射程可提供陸

慣性與終端歸向導引，具有多目標接

隊與海岸防衛隊，可執行戰鬥、人

軍作為反登陸作戰之面目標攻擊性武器

戰及電子反反制的能力。

道救援與搜救任務。

（資料來源：國防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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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小站
※ 國防知性之旅–營區開放參觀暫緩實施
國防部近期因執行 88 水災救災任務影響，年度尚未實施之營區開
放場次均暫緩實施，說明如后：
1.國軍部隊因執行救災及後續災區復原任務，原任務均嚴重延誤。
2.支援救災消耗各項物資，油料、機具、糧秣、醫療品等消耗，均
造成國防預算經費巨額支出。
3.部隊辦理營區開放活動，通常至少需耗時 1 個月以上，現階段各
項人力、資源均以投入戰訓任務為主，實無暇規劃相關活動。
4.國防經費須作整體重新規劃，而辦理營區開放活動之相關經費亦應一併納入檢討調整，以支應年度後續戰
訓任務之遂行。
5.綜合考量前述各項因素，國軍年度尚未實施之營區開放場次均暫緩實施，待各項窒礙因素均排除後，另行
規劃。
感謝各位民眾對國防事務的關心，希望大家能諒解，並繼續給予國軍支持與鼓勵！

※ 教官輔導系所分配表
職

稱

姓

名

輔

導

系

所 上

班

地

軍訓室主任

唐大衛

督導學生生活輔導事宜

生輔組長

冷介緒

負責日間部學生生活輔導事宜

生輔組

教官

許洪誠

電機系、電子系

軍訓室

教官

梁春發

機械系、光電系

軍訓室

教官

林錦玄

資管系、資工系

軍訓室

教官

郝春富

環工系、高分子系、空設系

軍訓室

教官

左榮昌

電通系、資傳系、國貿系

生輔組

教官

方維慶

企管系、財金系、會資系

生輔組

教官

韋振群

公廣系、視傳系、視訊系

生輔組

教官

伍進欽

不動產系、幼保系、英語系

生輔組

教官

徐定旺

負責進修部學生生活輔導事宜

進修部

教官

許文霖

負責進修部學生生活輔導事宜

進修部

點

主任辦公室

◎各位同學如有需要教官服務或協助處理事項時，請與各系教官聯繫。
軍訓室電話：（06）2050354

校內分機：235、237

生輔組電話：（06）2051139

校內分機：224、2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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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騙十九招
一、詐騙第一招（結怨恐嚇）：以電話佯稱幫派成員。因貴子弟與人結怨，並索取費用。如果不從，將
對貴子弟或對家人不利，常陳述家庭成員份子、住址等資料，以取得您的信任並使您心生畏懼。
二、詐騙第二招（金融卡密碼外洩）：以財政部（郵局）等公務機關之名義發出簡訊，通知您的金融卡
資料遭盜用，要求您速撥指定之電話號碼，要您持提款卡至提款機依其指示更改密碼，誤導您將存
款轉至歹徒人頭帳戶而受騙。
三、詐騙第三招（破案更改密碼）：佯稱是警察機關人員，因破獲金融卡偽卡集團，要求確認您（被害
人）之帳戶密碼，請您提供金融帳號密碼；或要求您持提款卡依其指示更改金融卡密碼（其實是誤
導您匯出款項），進而製作偽卡或達到詐財之目的。
四、詐騙第四招（親友急需用錢）：以許久未聯絡之親友同學…等名義，用電話與您聯絡，佯稱各種急
難需用錢，請您匯錢至其人頭帳戶，事後便失去音訊，達成詐財之目的。
五、詐騙第五招（退稅支票遭退）：以電話佯稱國稅局人員，聲稱您的退稅支票被郵局退件，要求您持
提款卡至提款機依其操作，完成退稅手續，使您誤將存款轉入歹徒人頭戶中。
六、詐騙第六招（刮刮樂詐騙）：以郵件通知中獎，並留有所謂公證律師電話（其實是集團成員所扮）
取得您信任。當您與其聯絡，便以加入會員、認股費、律師費、稅金…等各種名義要求您匯款。
七、詐騙第七招（手機簡訊中獎）：此為刮刮樂詐騙翻版，將中獎通知改以手機簡訊傳送，要求您至提
款機前操作轉入獎金，或匯出繳納稅金，因而受騙。
八、詐騙第八招（退費詐騙）：以國稅局、勞保局、中華電信公司…等單位名義，電話聯絡您，聲稱有
一筆退費款項。請您依其指示持提款卡至提款機前操作，辦理退費手續。
九、詐騙第九招（SARS防疫補助）：假冒衛生局人員，要發放防疫隔離補助金五仟元，依其指示持提款
卡至提款機前操作，辦理補助金發放事宜，而騙取您的存款。
十、詐騙第十招（期貨詐騙）：詐騙集團化身期貨操作公司，打出「免經驗、可兼職」對外吸收員工，
要求員工「做業績」，先拿錢出來交給公司代為操作，事後佯稱投資失利，騙取求職者積蓄。
十一、詐騙第十一招（信用貸款）：利用報紙廣告或夾報廣告，辦理信用貸款，以要先投保信用險、律
師公證費…等名義要求您先匯款。如果您發現有異狀要求終止契約，辦理退費，歹徒便稱您要先支
付一筆違約金，揚言否則請律師提出告訴， 利用對司法程序不瞭解及畏懼再度受騙。
十二、詐騙第十二招（家庭代工）：於報紙媒體刊登家庭代工廣告，詐騙集團以口罩、佛珠、塑膠花、
香水、郵貼等家庭代工為由，要求先支付保證金、器材費、折損費…等名義匯款。
十三、詐騙第十三招（色情廣告）：以媒介色情或召妓，稱聲以匯款方式付款，要求先付費，付完費用
卻無女子出現賣淫交易；或以護膚刊登廣告，要求加入會員可享VIP級特別(性)服務，當您繳納高
額之入會費後，卻無所聲稱之服務，始知受騙。
十四、詐騙第十四招（求職陷阱）：以應徵司機或牛郎為由刊登廣告，聯絡應徵後，聲稱需先繳納治裝
費、保證金、租車費、伴遊費…等，有時還會把應徵者車輛騙走。
十五、詐騙第十五招（網路購物）：於網路刊登販賣物品訊息，當您匯款後，事隔多日卻未收到商品；
或以貨到付款方式交易，付款領取包裹後，內容物有可能是舊報紙等廢物，成了冤大頭！
十六、詐騙第十六招（檢查電表）：利用白天年輕人上班，家中僅剩老人家進行詐騙。佯稱台電人員或
瓦斯公司人員，並快速出示假識別證，在未辨識完成立即收回。聲稱為您府上檢查電表、或瓦斯管
線，作勢檢查完後，要求需收取費用，甚至騙取老人家之提款卡(或存簿)及密碼進行盜領。
十七、詐騙第十七招（發函詐騙）：以 VISA 國際組織或律師事務所名義，並模仿公務機關公文格式發
函。通知您於抽獎活動抽中免費刷卡金，但需繳納一定比例手續費。並附有律師公證函，函中蓋有
關防、簽字章、私章及簽名煞有其事，以取得您的信任。
十八、詐騙第十八招（話費詐騙）：歹徒傳送“ 找你好久都找不到， 有空回個電話吧！ 02-09 ＊＊＊
＊＊ ” 類似簡訊。當您撥通此一電話時，對方會以各種名義藉故拖延。0209開頭是高額計費電話
，歹徒會故意在02與09間加“-”讓您誤認為台北的電話，而撥打上當。
十九、詐騙第十九招 （假冒師長）：歹徒先以「學校訓育組長」或其他師長名義通知家長，表示子女
未到校上課；稍後即以電話聲稱小孩已遭綁架，如不立即匯款，將對小孩不利。
（資料來源：教育部校安中心）
編輯單位:軍訓室
總編輯：唐大衛

執行編輯：郝春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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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3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