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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一、本校已於工程二館前、設計三館前、籃球場前、第五、六停車場內、創媒學院前、崑山工作室前
、南苑宿舍前、商學館前花圃等地設置 8 處「校園 SOS 緊急求助通報系統」及全校「女廁緊急求
助安防系統」
，提供師生發生緊急事故時，得以立即聯繫軍訓室〈校安中心〉及警衛室，以維護
同學在校園內的人身安全。本系統係提供師生發生緊急事故求助之用，若非緊急事故請切勿任意
觸碰或啟動該系統。
二、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日間部軍訓選修課程網路選課時段訂為：99 年 1 月 12 日（星期二）PM 13：00
－1 月 13 日（星期三）AM 11：30。
【須進入本校「網路選課系統」進行選填作業】
三、校內吸菸區已由原先 8 處縮減為 4 處，非吸菸區一律禁菸，菸蒂請丟棄於吸菸區內設置之菸蒂盆
內，請全體同學共同維護清新、健康與整潔的校園環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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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安全資訊亦於軍訓室及學
務處生輔組網頁公告。
五、為維護同學行車安全，請遵守交通安全規定，騎機車應行進於機車道、不超速、儘量避免深夜騎
車、正確應戴上安全帽，以確保交通安全。如遇事故需要協助處理，請撥軍訓室值勤電話：
06-2050354。
六、99學年度「ROTC大學儲備軍官訓練團」甄選相關訊息，本報第4期已摘錄簡章要項，詳細簡章請
至本校軍訓室網頁或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網址：http://rdrc.mnd.gov.tw/rdrc/index.aspx）瀏
覽下載。
七、完成「99 年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報名的同學，請至軍訓室向許洪誠教官領取准考證，相
關注意事項請參考本報次頁公告資料。
八、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特設置菸害防制法諮詢服務免付費專線電話 0800-531-531。為提供民眾
即時正確的多元化保健資訊，即日起除原有之菸害防制有關問題繼續接受詢問外，並增加衛生保
健的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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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注意事項
一、考試日期：99 年 2 月 2 日（依准考證所示地點應試）。
二、考試科目考試科目：智力測驗、共同科目（憲法與立國精神、國文、英文、計算機概論）。
註:憲法與立國精神：中華民國憲法（含本文、增修條文）（60％）、立國精神
（20％）、中華民國 98 年國防報告書。
三、考試成績公告：99 年 3 月 5 日可透過「國防部網站─網址：http://rdrc.mnd.gov.tw」及「國軍人才招
募中心」免費諮詢專線：0800-000050 查詢成績。
四、成績複查：99 年 3 月 5 日至 99 年 3 月 9 日（考生填具申請書送考選委員會辦理，逾期不予受理）
五、成績達公告最低標準者上網選填官科及入營梯次：99 年 3 月 19 日至 3 月 30 日下午五時止。
六、考生繳交志願卡：99 年 3 月 19 日至 99 年 3 月 31 日。
七、錄取官科〈專長〉及入營梯次名單公告：99 年 5 月 31 日於教育部、國防部網路公告。
◎軍訓室網頁已公告 91 年至 98 年預官考選試題，同學可自行下載研讀，若有預官考選相關問題，請洽
許洪誠教官。

學生兵役問題處理方式
一、收到兵籍調查表：
按通知書指定的時間和地點前往接受兵籍調查，由本人或家屬攜帶國民身分證、私章、相片、戶
口名簿、經註冊組蓋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等物件，並依規定填寫調查表並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
本，繳給鄉鎮市區公所承辦兵役人員即可（不需學校開具任何證明）。
二、收到徵兵檢查或體檢通知單：
按通知單上指定的時間前往指定的檢查醫院接受體格檢查，亦可就近前往以下地點體檢，惟需事
先預約：衛生署台南醫院、永康榮民醫院或其他體檢地點。相關體檢資訊請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www.nca.gov.tw 查詢（不需學校開具任何證明）。
三、收到抽籤通知單：
按通知單上指定的時間及地點前往抽籤，未能到場抽籤者，得委託年滿 20 歲或已結婚有行為能力
之家屬代抽。如有未到場者，則由鄉（鎮、市、區）長或指派的代表代為抽籤（不需學校開具任
何證明）。
四、收到徵集令：
請攜帶徵集令、身分證及學生證，親洽郝春富教官辦理「在學證明」，以協助處理緩徵事宜。
◎ 若有兵役相關問題，請洽郝春富教官。

＊資訊小站
碧血丹心－古寧頭戰役 60 週年紀念特展
在歷史長河中，人類爭戰不知凡幾，然唯有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影響力，
決定歷史巨輪日後前進方向者，方能遺墨汗青，留芳史冊。民國 38 年我國
由於戡亂的軍事逆轉，國家面臨空前的威脅與挑戰，當年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在金門發生的古寧頭戰役，官兵們以碧血丹心的赤忱，換來國家存續的契
機！適逢古寧頭戰役 60 週年，國防部特別於國軍歷史文物館舉辦「碧血丹
心---古寧頭戰役 60 周年紀念特展」
。展場區分《情勢分析》
、
《戰役經過》
、
《
戰役影響》
、
《情境區》
、
《武器展示區》
、
《閱讀區》等 6 大主題，本次特展展
出時間至 99 年 2 月 27 日止，每週一至週六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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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98 年度全民國防教育暨校園安全工作訪視
教育部於本（98）年 11 月 13 日蒞校訪視，當日由蘇
校長炎坤致歡迎詞，並介紹本校出席的一、二級主管
，以示學校對此訪視工作的重視。謝學務長松煌全程
陪同委員進行各項訪視工作，並由軍訓室主任唐大衛
進行工作簡報。訪視委員針對軍訓人事、校安人力運
用、軍訓教學、全民國防教育、校園安全及春暉專案
等工作進行業務檢查，並與師生晤談以瞭解執行成效
。綜合座談由黃主秘國賢主持，訪視工作於當日 12 時
順利完成。

全民國防教育暨校園安全海報競賽作品展示
軍訓室於行政中心 2 樓公共空間辦理 98 學年度「全民
國防教育暨校園安全海報競賽作品展示活動」
，本次展
出之海報均為同學自行創作的作品，內容包括全民國
防教育、交通安全、尊重智慧財產權、反毒品、拒菸
、拒酗酒、拒食檳榔及防範愛滋病等主題。本次海報
競賽作品展示活動充分表現出本校同學的無限創意，
藉由自行創作的作品，期以發揮支持全民國防的理念
、維護校園安全及落實春暉專案的宣導成效。
。

校園緊急求助系統操作使用說明及工作協調會
本校建置完成「校園 SOS 緊急求助通報系統」及「
女廁緊急求助安防系統」
，爲使相關同仁瞭解系統功
能及操作程序，特辦理「系統操作使用說明及工作
協調會」
。參加人員計有總務長、軍訓室主任、事務
組長、營繕組長、全體教官、校安人員及保全人員
。首先由系統承製廠商詳盡說明系統功能，其後由
總務長、軍訓室主任提示執行注意要項，並充分交
換彼此意見，以有效整合校安中心與警衛室人力資
源，期能發揮系統功效，維護校園安全。

98 學年度防火防震防災演習
學務處生輔組日前於本校鯉魚廣場前實施 98 學年
度防火、防震、防災演習，本次活動邀請大灣消防
分隊蒞校指導各項演練事宜，並實施安全教育宣導
。參加同學十分踴躍，予以分組實施各種防災應變
之狀況處置，以培養正確緊急避難觀念，藉由實況
演練，訓練學生應變能力，以應付各種天然或人為
災害。本次活動各項操作課目設計不僅結合生活之
實狀，亦符合學生對安全防護之實際需求。因此，
參與同學均表示這樣的活動對學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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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報告書〈摘要〉
國防部於日前公布 98 年國防報告書，全書共分為三篇八章。第一章「安全情勢」、第二章「中共
軍事」、第三章「國防政策」、第四章「國防組織」、第五章「兵役制度」、第六章「國防資源」、
第七章「堅實戰力」、第八章「開創和平」。
國防部高華柱部長指出，中共對台軍事威脅尚未解除，國軍仍須保持「毋恃敵之不來，恃吾有以
待之」的警覺，持續強化建軍備戰工作。國防部將遵照總統「固若磐石」的國家安全指導，建構「防
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國防武力。國防部戰規司司長李喜明指出，全書以「打造精銳國軍—募兵制」
為論述主軸，藉由「面對挑戰」、「前瞻革新」及「開創契機」等篇章的論述，讓民眾瞭解變遷中的
國際安全局勢，以及台灣直接面對的挑戰與威脅，並清楚呈現堅實的自我防衛能力是確保台海和平的
首要條件。本報僅以摘要方式呈現，有興趣閱讀全文的師生，可至國防部網站下載。
緒論

國防部依「國防法」第30條的規定，有責任與義務向人民報告國防規劃與施政成果，期使國人更
貼近與了解國防，深化「全民國防」意識，進而爭取國際支持。「中華民國98年國防報告書」係將國
防部年來施政重點：推展募兵制度，強化官兵素質；調整兵力結構，精進國防組織；傾聽地方民意，
促進軍民團結；重塑精神戰力，專注戰備訓練等，具體呈現在國人及國際社會面前，展現國防部推動
國防轉型，建構「固若磐石」之國防武力的決心。
第一篇 面對挑戰
在全球化趨勢持續深化發展下，各類跨國行為與非國家行為者的興起，對國際安全事務及國家安
全產生重大影響；單一區域或國家的生存發展，已與全球化情勢緊密相連，並持續在區域安全、經濟
、政治、外交、環保及軍事等協調合作議題上，考驗各國政府的施政能力。台海情勢攸關亞太區域安
全與穩定， 更關係著我國永續生存與長遠發展。當前兩岸關係雖呈相對穩定態勢，惟中共軍力持續擴
張，依然是影響區域及我國安全的重大威脅，深值關注與嚴肅看待。
第二篇 前瞻革新
面對全球軍事事務革新的浪潮，國軍全面推動國防轉型，不僅是因應新軍事科技與作戰形態改變
的必要途徑， 更是面對追求國防經濟效益極大化的考驗。國軍與社會環境變遷互連互動，國防資源的
投入效益，須兼顧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使國防發展帶動民生經濟。為建立精銳國軍，必須透過一系列
的轉型規劃與革新措施達成，並以「防衛固守」為目的、
「有效嚇阻」為手段， 建構「固若磐石」的國防武力， 達
到「預防戰爭」的國防戰略目標。
第三篇 開創契機
政府年來已積極改善兩岸關係，使台海發生武裝衝突
可能性大幅降低，為達成「預防戰爭」的國防戰略目標， 國
防部配合政府兩岸政策，積極規劃兩岸軍事互信機制，期
能藉由各種措施，避免兩岸因誤判而發生衝突。惟和平需
以實力為後盾，兩岸關係改善的同時，國防部仍將善用各
項資源，持續建立及維持「有效嚇阻」戰力，避免兩岸軍
力差距進一步擴大，以確保台海的和平。
（摘錄自國防部網站，完整資訊請至該網站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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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安全注意事項
一、活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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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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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讀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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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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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修正之「菸害防制法」及新制定之「戒菸教育實施辦法」已於 98 年 1 月 11 日開始施行，相關規
定可逕上國健局菸害防制主題館查詢，網址 ：
http://health99.doh.gov.tw/box2/smokefreelife/Default.aspx。
七、詐騙防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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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犯罪預防：同學切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車、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從事性交易（援交）等。
九、同學發生緊急事件之通報與聯繫管道：
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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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錄自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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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人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時，請保持鎮定，進行以下步驟：
（一）施救者用濕毛巾掩住口鼻，避免施救者也中毒。
（二）關閉瓦斯開關，打開所有門窗。
（三）迅速將中毒者移到通風處，鬆解衣物，呼吸新鮮空氣。
（四）儘量使中毒者安靜休息，下額向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
（五）必要時實施人工呼吸，若脈博無跳動則必須實施心肺復甦術。
（六）給予適度保暖，並立即撥打「119」請求派送救護車送醫急救。

＊近期媒體連續報導一氧化碳中毒事件，請師生務必依照提示要項，
檢視居家環境，保持室內空氣流通，以保障居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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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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