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3 日（第 17 週）  

致 理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事 務 處 印 製 

 
學生輔導中心 

本學期即將接近尾聲，叮嚀大家，凡有借用本中心之圖書與物資的同學，請儘快於 6 月 24 日（星期五）前歸還。預祝大

家期末一切順利！ 

衛生保健組 
請全校師生注意日常生活保健、多洗手、注意環境通風；若有特殊狀況，如：罹患流感、腸病毒、紅眼症等高傳染性疾病

，建議就醫及居家休息，並請通知健康中心（分機：1215），進行追蹤管理。 
生活輔導組 

一、6 月 20 日（星期一）至 25 日（星期五）為本學期期末考試週，請同學全力準備，切勿於考試時違反考試規則。依據

學生獎懲辦法，違反考試規則除該科零分計算外，並記大過乙次，且不得申請改過銷過。 
二、期末考試後，請將教室清理乾淨。暑假期間教室將另有運用，書本及個人物品務必攜回，請勿留置教室，以免遺失。 
三、暑假時間自 6 月 27 日（星期一）起至 9 月 8 日（星期四）止（9 月 9 日正式上課），請同學於暑假期間注意自身安全

，打工、旅遊、交友務請小心，並讓家人了解。 

體育組 
一、104學年度系際盃排球錦標賽已順利完賽，恭喜以下優勝的系科：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男子組 企管系 財金系 國貿系 應英系 女子組 財金系 企管系 應日系 會資系 

二、炎炎夏日已經來臨，不管在室內或室外，請全校師生隨時補充水分，避免中暑的發生。建議可穿著淺色及透氣性較好

的衣物，並適度補充水分，避免喝酒與喝含咖啡因之飲料。運動前1小時要喝水 300 c.c.，運動後半小時再補充 600 c.c.
，以少量、多次、慢慢喝為原則，運動超過1小時應該喝一些含少許鹽份的水。 

課外活動組 
一、 社團法人台灣資訊教育發展協會辦理「105年暑假兒童程式設計師資培訓課程」，6月17日至20日在台北市 

師範大學公館校區舉辦免費師訓，通過試教認證，結業後即可獲派遣赴國小社團兼職帶薪任教，報名資格 
及線上報名網址為 http：//www.keat.org.tw/coding-teacher.php，詳情請至學務處最新消息查詢。 

二、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透過 iYouth 青年國際圓夢平臺辦理「青年國際參與短片創作及徵文比賽」活動，自7月 
1日起至9月30日止，鼓勵青年學子參與國際事務，透過徵文及短片記錄國際參與的過程與故事，發揮青年

學子熱忱與創意，活動官網為 http：//www.yda.gov.tw，詳情請至學務處最新消息查詢。 
三、 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辦理「我年輕！我捐血！」熱血青年活動， 17至20歲之青年在104年6月14日至106年

6月13日活動期間內，捐血時可獲活動專屬熱血青年紀錄小冊，每次捐血後可於紀錄冊內頁中蓋章，累積2至10次可

兌換不同階段之精美獎品。歡迎同學踴躍參加，詳情請至學務處最新消息查詢。 

軍訓室 

近日有民眾舉發學校附近有車輛亂停情形，新北市海山分局及轄區派出所將於學校前、後門週邊人行道、騎樓違規佔用及

紅線區車輛亂停情形進行取締，請同學勿亂停車，同學可至總務處事務組（忠孝樓 1 樓）辦理停車證（每學期 300 元），

將車停進地下室停車場，既不必擔心愛車颳風下雨，更不致被開單及拖吊，建議同學於每學期期初儘早辦理停車證。 

反詐騙宣導 
近期警方提醒民眾，「比特幣」為當前網路世界新興產物，具有高價值及高度匿名性，容易淪為不法分子犯

罪工具，民眾若要運用比特幣投資理財務必審慎，因國內目前並無政府單位對比特幣進行稽核及監理機制，

該幣亦不像銀行存款有存保制度，且金鑰多在交易平臺廠商手中，國內日前網路上所流傳數個類似老鼠會形

式比特幣投資公司，已經造成許多民眾高額財產損失，警方呼籲民眾對於購買比特幣進行投資務必三思，越

高的投資報酬率，越有可能是詐騙集團吸金手法，勿因一時貪念，造成自身更大的財產損失。請同學務必留

意新式相關網路詐騙手法，以免受騙。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勿非法影印 以免觸法※ 

☆請副班長在導生時間宣達並張貼於公布欄內備查☆ 

同學亦可至學務處網站/電子刊物/學務搶鮮報中點閱 
 



特別感謝圖書館提供參考書目！ 

暑假期間，除了行萬里路，學務處也希望同學能把握時間累積萬卷書。 

推薦優良書籍及影片，希望同學們都有個美好充實的假期。 
影音報報 

片 名 導 演 片 名 導 演 

丹麥女孩 湯姆霍伯 親情交叉點 Mark Noonan 
翻轉幸福 大衛歐羅素 恐龍當家 Peter Sohn 

老鷹想飛 梁皆得 神鬼獵人 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 
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 

怪物的孩子 細田守 絕命救援 克雷格格里斯佩 
震盪效應 彼得藍斯曼 逐夢上學路  巴斯卡‧比松 
大賣空 亞當麥凱 新天堂樂園 吉斯皮托那多利 

好書報報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學校沒教的溝通課 簡麗賢著 幼獅文化 不正經日常 鬼門圖文作 時報文化 

秘密花園 法蘭西絲 H. 
勃內特著 

野火文化出版  
旭昇總經銷 東京電車自助超簡單 黃德修文.攝影 華成出版 

知己總經銷 

物聯網如何改變世界 蘇兒真著 
四也資本出版  
聯寶國際文化 

總經銷 

寫給年輕：法律的背後，

是愛作 
Michael Miller  

胡為君譯 碁峰資訊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張譯譯 

高寶國際出版  
希代多媒體發行 晚安台北：木焱詩集 木焱作 

釀出版 
秀威資訊科技

發行 

後段班辣妹應屆考上 
慶應大學的故事 

坪田信貴著 
龔婉如譯 

圓神出版 
叩應經銷 

未來你是誰：牛津大學的 
6 堂領導課 

岡田昭人著 
蔡容寧譯 大樂文化 

小荳荳和小荳荳們 黑柳徹子著 
王蘊潔譯 

親子天下出版  
大和總經銷 貓物手帖 心岱著 聯合文學出版 

聯合總經銷 

我這一生都比別人跑得

慢：跑的快不一定快樂

，不如讓自己幸福 
東土大唐著 大喜文化出版 

聯合總經銷 

沒人敢說的事實： 
核能、經濟、暖化、脫序

的能源政策 
陳立誠著 

獨立作家出版  
時報文化 
總經銷 

孫正義教我的 A4 工作

法：互聯網之王的 28 個

成功法則 

三木雄信著 
林以庭譯 大樂文化 睡出好生活：60 種好眠法 鍛治惠作 

卓惠娟譯 臺灣麥克 

日本騎遇記：帶著夢想

與勇氣，騎乘上路! 黃如雪作 大旗出版  大都

會文化發行 
東歐復古小時光：共產 
懷舊小物，重現一日生活 

ISKRA 作 
劉淳譯 世茂 

趁年輕，一定打破的 100
條人生準則：拋開不適

合自己的觀念，找到更

自在的生活方向 

譚普勒(Richard 
Templar)著 
嚴慧珍譯 

木馬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溫拿都喜歡這樣做生意：

找回態度的力量，運用 
好惡創造成功 

楠木建作 
黃靜儀譯 

中國生產力 
中心出版 
聯合總經銷 

背著吉他靠近你： 
一個社工女孩的音樂 

關懷實踐 
賴儀婷著 群星文化出版 

大和總經銷 
大攝影師：專業數位攝影

技巧 x 構圖完全指南 
楊品，趙崗，

李柏秋作 上奇資訊 

貓星通信的透明水彩教

室：跟著 HANU 輕鬆 
畫出浪漫、寫實的美好

生活感插畫 

馬菡璐作 一起來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只想窩在家的休日好食光

：120 道簡易居家小料理，

家裡就是咖啡館！ 

妞仔(黃宜貞)
著 三采文化 

 

http://app2.atmovies.com.tw/star/sDH0087790/
http://app2.atmovies.com.tw/star/SIJRIP9638/
http://app2.atmovies.com.tw/star/sAM0076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