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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日期：109/9/14 No.1 (共 5 頁) 

以下為學校各行政單位重要訊息，請導師協助宣導並轉傳同學知悉。 

單位 宣導事項 
聯絡 

分機 
承辦人 地點 備註 

軍訓室 

一、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 108 年校安事件通報統計資料顯示，「意外事件」占總

體校安通報事件的 10.7%，「意外事件」中又以「交通事故」占 27%。另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占「意外事故」死亡人數 48%，其中大專校院學生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更明顯高於其他學制。以 108 年為例，共有 128 位大專

校院學生因交通事故死亡，因此，請各班協助加強學生交通安全宣導教育，

減少意外事故傷亡。 

二、請加強叮嚀同學，若班上或校園內有不明人員推銷書籍、補習班招生等，應

提高警覺，立即回報軍訓室。 

三、反詐騙宣導： 

新北市 1 名 21 歲男大生，日前在「飛魚船票網」網路平臺購買前往蘭嶼的船

票，隨後接到假冒客服人員的詐騙電話，告知因系統出錯誤植成數十筆訂單，並

詢問所使用的哪家銀行，隨後一名假冒銀行客服來電，並要求學生到指定地點操

作 ATM 才可解除多餘的扣款，學生隨即依指示到 ATM 操作，並將帳戶內的錢

2321 軍訓室 宗山樓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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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匯給詐騙集團指定帳戶，總共匯款 4 筆，損失新臺幣 14 萬餘元。 

刑事警察局表示，如遇有電商或銀行來電告知因消費問題需要變更交易模式，應

先至官方網頁尋找客服電話並回撥諮詢，確認是否真有交易或金流問題，另刑事

局再次強調 ATM 及網路銀行都沒有解除或取消分期付款功能，解除分期付款也

不會將存款匯至他人指定帳戶，有任何疑問可隨時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諮詢。 

四、國防部為廣傳國軍各招募班隊資訊，於 LINE 系統建置官方帳號

@rdrc0800,以利推播相關班隊及報考訊息，加入帳號可參加抽獎活動，請

協助宣導同學踴躍加入。 

學務處 

衛保組 

109-1 日間部「新生補檢」暨「研究生健檢」 

一、健檢日期：10/14(三) 

二、健檢時間：09:00-17:00  

三、健檢地點：宗山樓 1F 室內廣場請攜帶筆、個人身分證及健檢費用 600 元

於受檢現場繳交。 

2356 陳宜均 

宗山樓 1F 

 

 

109-1 進修部補檢 

一、健檢日期：10/14(三) 

二、健檢時間：09:00-21:00 

三、健檢地點：宗山樓 1F 室內廣場請攜帶筆、個人身分證及健檢費用 500 元

於受檢現場繳交。 

2361 沈郁雲  

學務處 

生輔組 

109-1 新生、轉學生辦理兵役緩徵，請班導師協助宣達班上男同學務必填寫兵役

調查表，並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開學一週內繳交至生活輔導組鍾老師。 

*未繳交兵役調查表，將無法辦理兵役緩徵，請班導師協助督促班上男同學自身

權益。 

2315 鍾明晏 
宗山樓 1F 

(愛舍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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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生輔組 

109-1 就學貸款對保單須於開學日 9/14 交至生輔組，故 9/15 起會比對未交名

單，Email 導師進行學生後續撤件輔導。 
2315 鍾明晏 

宗山樓 1F 

(愛舍對面) 

 

109-1 學雜費減免申請表及佐證資料須於開學日 9/14 交至生輔組，故 9/15 起

會比對未交名單，Email 導師進行學生後續撤件輔導。 

2313 林美怡 

 

煩請各班導師利用班會時間選 109-1 班級幹部，並將幹部資訊輸入至教職員服

務系統-導師資訊，以利學生認證 B-3-3。 

 

校內外急難慰助有多種管道可提出申請，如班上有急需幫助之同學，煩請導師提

醒同學至生輔組洽詢。 

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37/

index.php/editions-a-pricing/2017-

03-03-02-12-28/2017-03-09-05-45-

38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部低收入戶助學金已於 8/27 公告，並 e-mail 給各系

主任、導師與助理，且於 9/14 再次公告至各班班代轉知。校內、外獎助學金已

公告於生輔組網頁最新消息處，符合資格之同學可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若有疑義

可至生輔組洽詢。 
2314 黃瓊瑱 

 

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請積極輔導、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

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限日間部產攜班申辦：109-1 產攜班弱勢學生助學金須於 109-1 開學後(9/14-

23)至生輔組申請，通過資格的同學將於本學期末匯入學生設定之退費帳戶。 

2316 楊雅雲 

 

109 弱勢學生助學金須於 109-1 開學後(9/14-10/20)至生輔組申請，通過資格

的同學將於(110 年 2 月以後)109-2 學雜費繳費單中予以扣繳補助金額。 
 

學生如有需要用到電梯設施，可至生輔組填寫資料(須附押金 200 元)申請電梯

卡。 

 

 

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37/index.php/editions-a-pricing/2017-03-03-02-12-28/2017-03-09-05-45-38
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37/index.php/editions-a-pricing/2017-03-03-02-12-28/2017-03-09-05-45-38
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37/index.php/editions-a-pricing/2017-03-03-02-12-28/2017-03-09-05-45-38
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37/index.php/editions-a-pricing/2017-03-03-02-12-28/2017-03-09-05-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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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指導組 

班級形象大使招募中，請各班導師推薦 2 名學生(不限男女)，歡迎具備主動積

極、熱心服務且有親和力之本校一年級學生報名。出席親善課程可抵勞教時數，

同時也獲得社團必修軟能力。請導師提醒學生於 109/9/26(三)社團博覽會前，

繳交班級形象大使報名表(於新生定向時發給各班)至宗山樓 2F課外活動指導

組。如有其他疑問請向課外活動組聯繫。 

2368 魏圓婷 

宗山樓 2F 

https://reurl.cc/gmQ8mb 

本學期線上加入社團於 10/31 截止﹐並參加該社團 2 次以上活動者，即可認證

社團軟能力 A-d-1。  

2367 陳芊嫚 

https://actss.must.edu.tw/MingStdAs

socD/main.aspx 

各班應屆畢業生社團軟能力（A-d-1）未通過兩學期的名單，已於 9/14 陸續發

放送交各系辦轉交該班導師，該班未通過名冊需經親自簽名確認後，於 10/15

日前繳回課外活動指導組。 

 

9/23(三)下午 1 點，於室外籃球場舉辦 109 年社團博覽會，煩請新生班導師協

助提醒同學務必出席參與。 

完成此活動集點(四大屬性+學生會)，可獲得 B-2-15(限大一新生)。 

 

住服組 符合住宿減免之同學請於 9/30 前，持收入戶證明及低收入戶免費申請表填妥後

至住服組辦公室申辦。 

8261 李詠晴 

忠苑 1F 

 

109-1 申請床位更換日期自 9/14 至 9/19 日止請同學持電費繳費單登記。 電費繳費單列印網址

https://sss.must.edu.tw/ 

109-1 各棟宿舍均有床位提供住宿申請，有需求同學請至住服組辦理。  

9/21(一)於中正堂辦理「住宿生新鮮人入住說明會」。請全體住宿新生務必出

席，請導師協助宣導。 

8263 陳桂枝 

 

9/22(二) 19:00-21:00 時假棒球場、操場右側、體安樓 1 樓廣場辦理「住宿生夜

間逃生演練」，請全體住宿生務必參加，請導師協助宣導。 

 

 

https://sss.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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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54 週年校慶運動會資訊，請參閱本校體育室網站之「校慶運動會專區」 

2343 陳泊翰 體育館 1F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55/

index.php/2017-02-07-02-47-

58/2017-02-18-06-43-54/2017-02-

18-06-45-39 

本學期「健康適能畢業門檻-體適能補測」相關報名請參閱「活動報名系統」 https://sss.must.edu.tw/ 

諮商暨職

涯中心 

一、諮商暨職涯中心於開學後（9/28 至 11/6 止）進行「大專校院學生心理健

康關懷量表」，屆時將請導師協助貴班輔導股長安排測驗時間與地點。 

(一) 本測驗採線上填寫，請協助安排在「各系有電腦的空間」進行施測，可請輔

導股長將預約表繳至宗山樓 2F 諮商暨職涯發展中心（收件期限 10/30）。 

(二) 新生普測可視作班會一次，請班級幹部自行上系統登錄班會紀錄，班會紀錄

內容可寫：進行新生普測。 

二、新生普測施測結果說明會於 12/1（二）12：10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進行，

敬請新生班導師撥空出席，以了解貴班同學心理健康情形。9/28 起請至教

職員資訊網際服務系統報名。 

2331 徐驊君 宗山樓 2F 

 

9/24(四)13:10-15:30辦理【教師參訪活動】出去走走-賈桃樂學習主題館策展

體驗，機會難得，請全校教職員踴躍報名參加(9/22 報名截止，辦理保險)。 
2331 王意妮 宗山樓 2F 

 

請大一，大二老導師轉知貴班輔導股長 10/8(四)12:00-13:00 報名參與輔導股長

期初會議，屆時將說明新生普測，UCAN 測驗填寫等重要事項。 
2335 謝欣格 宗山樓 2F 

輔導股長期初會議報名 

https://app.must.edu.tw/ActEnroll/wf

mActDetail.aspx?ActNo=1091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