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崑山科技大學 

境外新生手冊 



 

崑山科技大學境外生生活指南 

交通資訊: 

1.府城客運（2號＆20號公車） 

     由 6:00 – 22:00  行駛，每10～30分鐘一輛，共有 44班次 (票價$18可使用電子票   

證（一卡通/臺灣通/悠遊卡/E通卡），使用電子票證兩小時內轉車再優惠9元。 

2.興南客運（綠17號公車） 

   由 6:40 – 21:55  行駛，每10～40分鐘一輛，共有 27班次 (票價$18可使用電子票    

證（一卡通/臺灣通/悠遊卡/E通卡），使用電子票證兩小時內轉車再優惠9元。 

公車路線圖詳如附件一。 

4.小港機埸來回接送 

     自行聯絡金建旅行社（機場專線：07-8063115），學校到機埸的費用約$350。 

  5.計程車 

    （1）手機直撥55688 

    （2）欲搭乘計程車時可洽門口警衛代為叫車服務 

    在你乘搭計程車時可向司機要名片，方便日後叫車。 

   6.高鐵接駁車 
 

 

ATM 提款機 (共 2 部) 

1.台灣土地銀行（工程一館旁） 

2.中華郵政（南苑宿舍） 

 

飲食: 

1.學生餐廳 

     位於本校元苑、興苑宿舍一樓，設有共有十餘家廠商進駐，提供多樣美食與不 

同消費選擇。本校並加強餐廳食品衛生管理，不定期抽查食品來源及販售規

範，餐廚工作人員每年均作健康體檢。 

  2.花田時光咖啡館（圖書資訊館一樓）。 

  3.7-11 便利店（教研大樓及工程一館一樓） 

 

學校週邊商家 

各位赴台就讀的新生在抵達學校後，如 沐浴露、洗頭水、毛巾、牙刷、牙膏、

床墊、枕頭及衣物等生活用品，均可在學校大門旁超市及附近商家購買（俗俗的

賣、全聯、小北百貨、寶雅….購買）。 
 

住宿及租屋 

學生宿舍 

1.本校提供之國際宿舍（北苑 7、8 樓），附設公共廚房，供外籍學生居住。 

2.其餘境外生有多種房型可選擇（套房、雅房等） 

3.外籍學生住在學生宿舍可以與本國籍學生時相往來，對華語學習是極佳環境。 



 

4.宿舍內每一房間設有電話孔（需自備電話）、網路孔（需自備網路線）、冷

氣、木板床、書桌、書櫃及衣櫥供學生使用。 

5.北苑 7、8 樓及元苑宿舍設有廚房、客廳及洗衣間。學生可以使用客廳觀看電視

或是聚會；洗衣間備有投幣式洗衣機及烘乾機。 

 
校外租屋 

1.本校生輔組可以提供租屋相關訊息。 

2.以台南地區而言，一般公寓式房子包含三間房間，屋內並無附家具，平均月租

約新台幣 20,000 元。 

3.若是個人套房，月租約為新台幣 5,000～8,000 元。 

4.一般租屋契約為一年期。 

5.租屋皆須繳給房東 1～2 個月的保證金，退租時若屋內若無任何破損將會退還。 

 

醫療資訊 

醫院 電話 地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6-235-7449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4 樓 

奇美醫院 06-281-2811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06-312-5101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427 號  

台南市立醫院 06-260-9926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670 號 

郭綜合醫院代表號 06-221-1111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4 號 

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醫院 06-220-1210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20 號 

南門診所 06-2146847 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 179-5 號 

佳一家庭診所 06-236-0513 台南市東區東光路 1 段 132 號 

百合中醫診所 06-313-1178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 200 號 1 樓 

新格牙醫診所 06-271-6871 台南縣永康市大灣路 986 號 

永全牙醫診所 06-272-8359 台南縣永康市大灣路 958 號 

 

如何在台灣開立戶頭 

1.準備資料 

    a. 「居留證」 

         補充說明：「統一證號基本資料」需持護照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台南

市第一服務站」（臺南市府前路 2 段 370 號）申請。 

     b.護照      c.照片      d.印章      e.新台幣 1000 元      f.學生證 

     g. 學校同意書（未滿 20 歲） 

2.開戶地點 

     a.台北富邦     b.郵局    c.土地銀行    d.第一銀行 

 

在台工作相關規定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修正) 

（聘僱留學生及僑生之規定） 



 

雇主聘僱下列學生從事工作，得不受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工作時間

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十六小時： 

一、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專校院之外國留學生。 

二、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僑生及其他華裔學生。 

 

貨幣流通 

台灣流通的貨幣是新台幣。繳交學費亦是以台幣為主，不接受美金或其他國家貨

幣，學生必須準備足夠的台幣以便在台生活，或是準備美金，到達台灣後再將美

金換成新台幣，但這將會有匯率差異。台灣目前使用信用卡日漸普遍，學生可以

使用 Visa 卡或是 Master 卡在商店購買東西（但不可繳學費），此外，有些自動提

款機也接受國外發給的信用卡或金融卡。如果你是使用這種方法，請確定你有足

夠信用額度。 

 

氣候 

台南是熱帶潮濕的氣候。四季不是很明顯，夏天約從五月到九月，天氣很熱，氣

溫約 30 度左右；冬天約從十二月中旬到二月，天氣比較冷，早晚溫差很大，白天

可能 25 度(77F)，晚上則降到 15 度(59F)。 

 

台灣的使用電 

台灣的電壓是 110 volts，60 hz  

 

初次來台應注意事項 

在台灣騎乘機車或是駕駛汽車相關證件辦理，請參考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外國人

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網」 

在台騎乘機車需戴安全帽、行照及駕照，未領有國際駕照或台灣監理站核發合法

之汽機車駕照，嚴禁在臺駕駛汽機車，請遵守台灣交通法規。 

在校區騎乘機車需確實遵守校方規定，宿舍區內禁止停放車輛。 

 

校園防護 
增設夜間照明設備，守衛人員進出管理，車輛動線安全規劃，並有大灣派出所設

置警方巡邏點，加強校園行人安全。每年增設相關無障礙設施，並於全校區設置 8 

個緊急求救(SOS)通報點，連線控管於校安中心及守衛室。 

 

聯絡資訊： 

崑山技大學Kun Shan University 

地址: (71070）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No.195, Kunda Rd., Yongkang Dist., Tainan City 710, Taiwan (R.O.C.) 

Tel: 886-6-272-7175, Campus Security Office(24hr) emergency No:886-6-2050354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Tel : 886-6-205-0659 

                                 Fax: 886-6-205-3271 

http://iff.immigration.gov.tw/iff-index.htm
http://iff.immigration.gov.tw/iff-index.htm


 

府城客運（2號）路線圖                                                          附件一 

 

府城客運（20號）路線圖 

 

 



 

興南客運（綠17號）路線圖 

 



 

崑山科技大學境外生在臺就讀注意事項 

 

1. 同學抵臺後請告知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入臺日期（陸研修生除外），以利掌

握在入臺證期限及 15日內將居留簽證更換為居留證。 

2. 抵達學校請於當天或隔日務必至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報到，請攜帶護照、

認證過之成績單及文憑（陸研修生除外），以利核對基本資料，並留下在

臺聯絡方式。 

3. 請同學留下電子郵箱，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生事項，

請務必每日檢查郵箱是否有信件。 

4. 大陸研修生每一所學校學生請選派一位代表(小班長)擔任聯絡窗口。 

5. 抵達學校後當天或隔天請盡快至所屬系上報到及選課。 

6. 若發生意外事件請撥打本校校安中心 24小時專線(06)2050354請求協助 

7. 在臺之一切行為請務必遵守臺灣法律。 

8. 在校修業期間若要申請轉系（ICDF學生轉系需放棄獎學金），請至行政

中心 5F註冊組填寫申請表，並至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告知相關負責人員。 

9. 大陸研修生在本校修業期間，不得申請提早離校或離臺，若有私人特殊

原因請向所屬大陸學校提出「提早返國證明文件」及「返國機票」繳交

至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完成離校手續後，才可申請提早離校及離臺。 

10. 若有急事需返國，請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並告知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11. 入出境許可證（二年）及居留證（一年），請注意到期時限至移民署辦理

延簽或延期居留，大陸研修生請依照入臺證規定期限內離臺。 

12. 在校就讀期間請遵守學校宿舍規定(如附件)，違反者以校規處理。 

 *校內單位上班時間：星期一~五  上午8:00~中午12:00及下午1:30~5:00 (國

定假日及星期六、日放假) 



 

崑山科技大學境外生在校住宿注意事項 

 

1. 國合會學生、大陸學生、交換生一律依照校規需住學生宿舍，外籍生第

一年需住宿。 

2. 學生宿舍一律以學生證刷卡進出，不得進出其他棟宿舍。 

3. 非住宿生或外校學生不得進入學校宿舍。 

4. 宿舍門禁時間上午 2:00~上午 6:00，不得刷卡進出。 

5. 在宿舍期間有任何問題請知會宿舍樓長及宿舍舍監。 

6. 校內不得騎自行車及機車。 

7. 不得進出異性樓層或帶異性進房間，違反者以校規處理。 

8. 宿舍走廊及宿舍外垃圾桶週邊嚴禁放置垃圾，請攜至行政中心旁垃圾場

丟棄。 

9. 住宿期間請勿喧嘩吵鬧，聽音樂以不影響他人為原則。 

10. 本校為無菸校園除吸菸區外不得抽菸，吸菸區位於南苑宿舍前廣場，違

反者以校規處理。 

11. 需有台灣駕照才能騎機車或駕駛車輛，大陸短期研修生嚴禁無照騎機車

或駕駛車輛。 

12. 房間內不得煮食、喝酒、抽菸及賭博。 

13. 宿舍洗衣間備有洗衣機、烘衣機，使用費一次 NT 20。 

14. 宿舍不提供個人用寢具(床墊、枕頭、棉被等)。 

15. 嚴禁任何破壞公物的行為，違者將負責賠償。 

16. 隨時注意宿舍公告以配合相關活動。 

17. 中途違約（學位生需住滿一年）或違反宿舍住宿規定遭退宿者，不退還

宿舍保證金。 

18. 學期結束前請清空房間，若房間有任何損壞者將不退還宿舍保證金。 

19. 確定離臺班機前，完成宿舍整理清潔繳回房間鑰匙，檢查後請樓長或舍

監開具證明，繳回國際暨兩岸交流處輔導教官，領取退還之宿舍保證金。 



 

 

崑山科技大學 相關聯絡電話及重要處室 

 

*國碼：886 

*台南地區區碼：06 

1. 崑山科技大學校安中心 24小時緊急電話：06-2050354 

2.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06-2050659、06-2727175轉 258、259 

3. 校門口守衛室：06-2050445 

4. 傑瑞租車公司：06-2592966 

5. 機場接送：金建旅行社（高雄小港機場專線）：07-8063115 

6. 順豐速遞：06-6026055，客服專線：0800-088-830 

7. 衛生保健組：06-2051223 

8. 移民署服務熱線：0800-0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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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rules carefully 請詳讀以下住宿規定 

住宿期間應遵守崑山科技大學宿舍相關規定： 

During your stay at Kun Shan University Student Dormitory, boarders should obey the 

dormitory related rules: 
1.宿舍於每天早上06:00開門，夜間門禁時間為凌晨02：00（不能外出）。若要慶生，

請在晚上10點前結束。否則須至校外舉辦。超過晚間11點於宿舍吵鬧者將懲處小過乙

次。 

Dormitory doors open at 06:00 am and closed at 02:00 am (no admittance or departure 

afterwards). If you have a party (ex. birthday party), please finish it before 10p.m. Otherwise, 

you need to have the party outside of campus. Student who make noise or play music loudly 

after 11:00 pm will be punished with one miner demerit. 

2.在外住宿不回宿舍，也請提早向各樓長登記申請。帶異性回宿舍者懲處小過乙次。 

If you will be absence from the dormitory on a particular night, please inform the floor leader 

ahead of time.    Take the opposite sex back to the dormitory will be punished with one miner 

demerit.    

3.住宿前，我們將給每個人一把房間鑰匙，請於退宿前還給舍監，未退還者將扣保證金。 

Before entering the dormitory, each student will be issued a room key. Please return the key to 

the front desk when you check out. The deposit will be held if fail to return keys or any 

dormitory property before leaving dormitory. 

4.私人用品請自備(如：盥洗用品、拖鞋、藥品)，敬請自行妥善保管。 

You have to prepare and keep your own personal belongings (such as: toilet paper, slippers, 

medicine). 

5.隨手關燈，關水龍頭，愛惜資源。沐浴時請節約用水。 

For conservation, please turn off light and water after use. Please save water when taking a 

bath.  

6.嚴禁於校園內吸毒(含大麻、安非他命等)，違者將依中華民國法律移送法辦。 

Taking any illegal drugs (including Cannabis, Amphetamine etc.) in the dormitory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ny violations will face legal punishment. 

7.住宿房間內嚴禁於室內抽煙、喝酒、煮食。宿舍內任何地點均不得舉行烤肉 

Smoking, consuming alcoholic drinks and cooking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in the dormitory. 

No BBQ party at anywhere inside of dormitory. 

8.隨時維護整潔，行李、被褥、請摺放整齊，並注意環境衛生。 

At all times, keep your room clean and tidy. Please store luggage and fold bed sheet neatly, 

also be mindful at the dormitory environment. 

9.走廊上請勿放垃圾。一般垃圾請置於一般垃圾袋，自行放置資源回收廠。    

Please don’t put the garbage on the hallway. Please throw your own garbage in the recycling 

area (next to the Union Services Center).  

10.台灣水龍頭的水不可生飲，若需飲水，請自飲水機取用。 

In Taiwan, tap water is not safe for drinking. Please take drinking water from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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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nking machine. 

11.宿舍洗衣間備有洗衣機、烘衣機，洗衣機使用費一次20元，若您用手洗衣服則備有

免費脫水機可用。另外曬衣間請保持整齊。 

Dormitory laundry room has washer and dryer. The cost for washer per load is NT$20. If you 

wash by hand, there is spinning machine you can use for free. Please keep the Laundromat 

neat. 

12.因在校住宿為團體生活，為尊重他人，出入應輕聲細語，門扉輕拉慢放，不高聲嘻

笑。 

As dormitory living is communal, so please respect others' privacy, do not speak and laugh 

loudly and do open and close your door quietly. 

13.為了維護個人衛生，宿舍不提供個人用寢具(如床墊、枕頭、被子等)， 

您可在抵達崑山科技大學後就近購買，或自行攜帶。 

For personal hygiene, the dormitory does not provide bedding (such as pillows, mattresses, 

covers, etc.). Students should bring or buy for their own beddings after arrive at school. 

14.嚴禁任何破壞公共物品的行為，違規者將負責賠償。 

Destruction of public goods is prohibited. Any destruction of public good is liability to pay 

compensation.  

15.隨時注意宿舍公告以配合相關活動。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dormitory rules,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any announcements 

posted in the dormitory. 

16.學校規定勿將腳踏車和摩托車騎進校園裡，違規者嚴重處份。 

Please don’t ride bicycle and motorcycle into campus. It’s the regulation of our school. 

Punishment will be given while violating the regulations. 

17.車子只能停在停車場內，勿停在其他地方，並且需辦理停車證，腳踏車證為100元，

摩托車證為500元，違規者嚴重處份。欲辦理停車證者須至生輔組辦理。 

The bicycles and motorcycles can only be parked in the parking lot. Don’t park them in other 

places. Students need to apply a parking permit. The parking permit for bicycles costs NTD 

100, and for motorcycles costs NTD 500. Punishment will be given while violating the 

regulations. For parking permit application, please apply it at Student Life Guidance Section. 

18.未能遵守相關規定者，則不提供住宿。 

If you can not obey the rules, the accommodation will not be provided.  Any violation of 

dormitory rules will be received punishment in according Student Rewards and Penalties 

Rules. 

19.學生宿舍緊急狀況必須聽從指揮，學校得以進入寢室進行緊急事件處理。 

In the case of emergency, students must obey the dormitory conductor. 

 

※ 我已閱讀並願意遵守上述規定，請於簽名處親筆簽名。 

※ I have read above notice and agree to follow dormitory regulation. 

 

簽名處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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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簡報

報告人：劉見成教務長
104.10.01



壹、院系所及學制

貳、教務處簡介

参、課程與學程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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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組織
院 (6)

所/系/學位學程/中心 (16/22/4/2)

工程學院 創意媒體學院資訊科技學院商業管理學院 國際學院民生應用學院

機械工程系(所)
機械與能源工程

博士班

電子工程系(所)

電機工程系(所)

環境工程系(所)

材料工程系(所)

光電工程系(所)

企業管理系(所)

國際貿易系
國際商務與金融碩士班

財務金融系

會計資訊系

房地產開發與
管理系(所)

資訊管理系(所)

資訊工程系
數位生活科技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傳播系

電腦與通訊系
(所)

應用英語系

幼兒保育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學士學位學程

旅遊文化發展系

時尚展演事業
學士學位學程

餐飲管理及廚藝
學士學位學程

外語中心

視覺傳達設計系
(所)

視訊傳播設計系
媒體藝術碩士班

空間設計系
環境設計碩士班

公共關係
暨廣告系

國際學位學程

華語中心

註：另設通識教育中心



註
冊
組

課
務
組

教
學
發
展
中
心

教務長

綜
合
業
務
組

教務處組織

副教務長



行政中心大樓
5F教務處
可至學校首頁點選
關於崑山
校內地圖查閱

教務處位置



【註冊組】執行工作項目

一、辦理各項招生及獨立招生考試事務
二、辦理學生休學、復學、退學、轉系、輔

系、雙主修及學分抵免申請
三、學生註冊入學事宜
四、學位證書、各項證明文件製發
五、學生學籍資料管理
六、畢業資格審查



【課務組】執行工作項目
• 課務管理
• 教學管理
• 配排課作業
• 課表網路公告與查詢
• 教學大綱上網與查詢
• 學生網路選課作業

• 課程教材上網
• 教學評量
• 課程評鑑
• 教師鐘點彙整作業
• 行事曆彙編
• 暑修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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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務組】執行工作項目
1. 總量管制外專班
2. 招生相關活動
3. 嘉南區技職校院高職策略聯盟
4. 教學卓越計畫協助高中職教學及專題製作
5. 典範科大業界協同指導論文、專題製作
6. 科技大學評鑑
7. 崑山科技大學學報
8. 學生實務專題成果展
9. 校慶活動



執行工作項目

1.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專責辦理教學知能研習。議題多元且實用。已規劃

、協助、辦理教師教學相關研習、座談、工作坊等共39場次，教師

參與累計達2,689人次。

2.教師赴公民營機構參訪、研習

培訓創意教學種子教師，強化教師專業成長機制，教師將參與業界實

務、實作的創新、創意理念融入教學，提升教學效果，培育更優質人

才，98-101學年度廣度研習教師計有1,230位；深度研習教師計有122位
，深耕服務教師計有42位。

【教學發展中心】執行工作項目



執行工作項目
3.培訓教學助理，協助教師教學
已訂定「崑山科技大學教學助理實施辦法」，培訓教學助理，協助

教師進行課堂教學、課業輔導及教學行政等事項，能有效降低教師

教學負擔，提升教學效能，95~101學年度共培訓3,152名教學助理，

協助1,512門課程。

4.培訓課輔小老師、辦理校友認輔計畫
(1)95至101學年度已訓練課業輔導小老師849人，各系進行學習不佳

學生課後輔導，共開辦762科。

(2)訂定「崑山科技大學校友認輔研究生實施計畫」，邀請業界之畢

業校友作經驗傳承，98‐101學年度已進行50場次進行經驗傳承，共

計652人參與。



執行工作項目
5.辦理學生學習輔導講座

透過學習方法與策略教導，訓練學生善用時間管理，培養良好學習

習慣學生瞭解自我特質，並提供輔導方案，解決學習困擾。

6.辦理學習與讀書策略量表施測

辦理大一新生讀書與學習策略型態量表施測

，協助學生覺知自我學習型態優缺點，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連結「學習策略輔導講座，

形成一完整的學習輔導機制。



雲端系統平台
1.教師赴公民營企業參訪系統

2.教學助理系統

3.學生課業輔導管理系統

4.教師課業輔導紀錄上傳系統

5.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整合系統



目前與大陸學校合作
• 交換學生
• 短期研修生（1學期~1學年）

• 雙聯學制（學士、碩士、博士）

• 教師互訪、合作研究
• 教師在職進修
• 推廣教育（學分班、非學
分班）



◎開課課表查詢(http://course.ksu.edu.tw:8080/coquery/coqueryframe.htm)

 網址：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相關服務：
「課表暨上課教室查詢」->《班級課表查詢》

 查詢：(1)班級課表：只顯示班級必選修課程。
(2)系所選修課表：顯示各年級必選修課程。

選課申請



成績

• 本學期成績預定於2016年2月22日前印製完
成。

• 由註冊組統一郵寄給各位同學原學校負責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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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科大
•教學卓越
•國際接軌
•永續經營

結語



• 報告完畢

• 謝謝聆聽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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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簡介

報告人：方維慶 組長

2015年10月1日

崑山科技大學

1



2

軍訓室

生輔組
(方維慶)

課指組
(王鳳鳴)

衛保組
(洪美娟)

學輔中心
(泣奉華)

學務長
(賴正文)

劉志毅主任

3

學務處組織架構

聯合服
務中心

境外生
輔導組

特殊
教育組

(泣奉華)

服務學習
中心

(蔡佩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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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位置



認識周邊環境



一、通則：共同維護整潔、秩序、尊重、和諧住
宿生活。

二、服務：
各級幹部：樓長、舍監、宿舍教官、值班教官、
生輔組、大門警衛
1.北苑服務台：#6000，南苑服務台：#5000。
2.樓長：早0700～0800時；下午1700～2300時
3.校安中心24小時緊急電話：06-2050354

宿舍規範(摘要)



1.門禁：凌晨2點至隔日早晨6時。
2.應先瞭解緊急疏散路線，遇地震或火警，不要
搭電梯。

3.宿舍內外及周邊請共同維護安寧。
4.垃圾請丟到行政中心停車場旁垃圾場。
5.宿舍全面禁菸、酒、檳榔、賭博。
6.嚴禁進入異性樓層；未經許可不得進入樓頂。
7.校園內請勿穿拖鞋。
8.節約用電(冷氣)，電費是使用者付費。
9.各宿舍公共環境，分配各寢室負責清潔與維護。

宿舍規範(摘要)



10.若未知會同寢室住宿生，他寢同學請勿進入，
以示尊重。

11.禁止攜用電爐、瓦斯爐具，或棍棒、刀械、
易燃物。

12.金錢或貴重物品應妥慎保管。
13.宿舍內嚴禁喧嘩、偷竊、打架滋事、攀爬圍

牆、門窗，破壞等行為。
14.生病受傷或事故，請向幹部或教官反映，以

便協助送醫治療。(衛保組)
15.嚴禁在宿舍飼養寵物。



16.晚歸者（逾管制時間）一律依校規懲處，如
有特殊狀況必須晚歸者，應事先以電話向樓
層幹部完成回報；行踪請告知室友。

17.學期結束前房間須完成打掃、淨空房間，舍
監檢查後交還鑰匙，退還押金，始可離校。

18.學校地勢些許低窪，遇急雨積水行走小心。
19.學生證（房卡）妥慎保管。



菸害防治規定：

1.於104年8月1日本校為無菸校園，請勿於校園
內吸菸。

2.法規:依「菸害防制法」第16條及第31條規定
校園內（含建築物內）全面禁止吸菸，「違
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3.經巡察查獲違規之懲處（依校規）如后:

(1)初犯：依校規處份記過乙次。

(2)累犯：除依校規處份外，並依菸害防制法規
定向衛生局舉發，罰款新台幣2,000-10,000
元。



住宿規定及生活規範摘要

附表：崑山科技大學校園煙害防治注意事項
1.命令依據:本校菸害防制工作要點辦理。
2.法規:依「菸害防制法」第16條及第31條規定，大專校院除吸

菸區外，不得吸菸； 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違者
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3.軍訓室、生活輔導組煙害防治巡查重點區域包括教室外側休
息空間、樓梯兩側、及其他學生可能聚集吸菸之區域。

4.軍訓室、生活輔導組巡查人員若發現違規同學，將開具違規
舉發單，並登錄於巡查記錄簿內，並說明校規處份方式。

5.經巡察查獲違規之懲處（依校規）如后:
(1)初犯：依校規處份記過乙次，得依本校訂頒「學生改過銷

過實施實施要點」申請服務及銷過事宜。
(2)累犯：除依校規處份外，並依菸害防制法規定向衛生局舉

發，罰款新台幣2,000-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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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

陸生輔導

總務處簡介

簡報人： 洪 文 港 總 務 長

時 間：104 年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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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任務及組織

總務處主要工作在於配合各處室推展
校務之服務單位，運用現有經費預算、依
據法令規章支援各單位行政、教學及服務
師生。一方面建立綠意盎然的校園空間，
充實各項設備，妥善校園環境管理。並落
實總務行政管理工作，包括提供充足之教
學研究空間、落實校園整體規劃、公共設
施的改善、教學及研究等基本設備的充實、
建立標準行政作業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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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務 長

文書組 出納組 事務組 營繕組 保管組

組織架構

採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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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位置

總務處-文書組位於行政中心1樓

總務處-事務組、營繕組、出納
組、保管組、採購組，皆位於

行政中心4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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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重點業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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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組
承辦業務執掌
1.辦理文書管理。

2.印信蓋用及保管。

3.收文、分文及登錄。

4.發文用印封裝及電子交換。

5.公文查詢、稽催及統計。

6.檔案管理、調閱、查詢。

7.郵件收發處理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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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相關宣導
學生郵寄信件應注意事項

1、住校同學如有親友來信時，請提醒親友務必於

信封外註記收件人之宿舍為南苑、北苑、元苑

或興苑及樓層房間號碼，俾便信件轉發。

2、住校同學寄信給親友時，務必於信封外註明寄
件人姓名、班級，俾利信件退回本校時可儘速
轉給寄件人。

3、住校同學之掛號信件均由舍監代為領回，同學
可直接向舍監領取，或携學生證或身份證至文
書組領取。

4、掛號信件未填寫班級或宿舍號碼，以致無法轉
發時，文書組會將收件人姓名公告於文書組信
件招領網頁上，自公告日起７日內未領取，文
書組會將此信件退回原寄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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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
承辦業務執掌

1.現金收入、支出處理。

2.學雜費繳費單印製事宜。

3.教職員工薪資處理。

4.國科會專戶收支。

5.辦理學生學雜費分期繳費事宜。

6.辦理學生臨櫃之學雜費等各項繳費
事宜。

7.學生退休學及各項退費之申請。

8.學生應收款之催繳事宜。

9.各項所得稅之處理。

10.出納帳冊之編制。



9

保管組
承辦業務執掌
1.保管組法規、表單製修訂。

2.保管組及各單位會簽之相關公文書辦理。

3.財產及非消耗品新增相關業務辦理。

4.財產及非消耗品損毀、報廢之相關業務辦
理。

5.財產耐用年限鑑定、折舊、減損相關業務
辦理。

6.財產及非消耗品移轉、贈與相關業務辦
理。

7.年度財產盤點之實施、盤點資料彙整、陳
核相關業務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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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組
承辦業務執掌

1.辦理全校採購相關事宜。

2.政府採網站系統權限維護(校外) 

3.採購資訊網站維護及更新(校內) 

4.進口教育用品研究辦理開發信用狀、開
發信用狀、免稅申請

5.身心障礙、綠色優先採購

6.廠商請款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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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組
承辦業務執掌

1.新建校舍工程規劃。

2.新建校舍工程發包與監工。

3.校舍檢查維修。

4.校區水電系統管理維修。

5.校舍冷氣系統管理維修。

6.校舍通訊系統管理維修。

7.校舍消防設備檢查維修。

8.崑山會議廳、行政中心2F演講廳、雲

青館禮堂視聽音響設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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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相關宣導

1、校內建築物(含水、電、電信、電

燈、黑板、玻璃、鋁門窗、地板、

消防設備、電梯、冷氣……等)發現

損壞，請通報至系辦公室，由系辦公

室申請報修。

2、校園內活動需使用電源，請先行會

簽營繕組以便維護校園用電安全。



13

事務組
承辦業務執掌

1.車輛管理、停車證發放等事宜。

2.辦公教學場所管理。

3.校園環境整潔管理與環境美化工作。

4.校園安全管理。

5.辦理集會活動場地管理。

6.駐衛警及工友管理。

7.籌備校內節日慶典。

8.支援各單位行政、服務師生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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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相關宣導
1、辦理各項活動海報張貼應以貼在公佈欄

為限，請勿隨意貼在牆面、柱子或綁在
樹上。

2、請勿餵食流浪貓狗，以減少流浪貓狗聚
集，影響校園整潔。

3、教室使用冷氣，應關妥門窗，離開教室
時，請隨手關閉所有電源。

4、校園內全面禁行腳踏車及機車。

5、垃圾請一定要丟入垃圾桶內，校園環境
整潔需要各位同學的合作。

6、崑山復文書城設有二手書專櫃，請多加
利用，切勿非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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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相關宣導
7、學校各棟大樓出入口皆設有樓梯及電梯加

裝電動捲門及刷卡設計，每日早上7:00~
晚上22:59為開放時段，晚上23:00~晚上
23:59須刷卡出但不可入，相關管理計畫
請上總務處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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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機能

※本校工程二館北側設有土地銀行提款機1台
及南苑宿舍一樓設有郵局提款機1台，供師生
使用。

※校內設有7-11超商2間(工館門市及教研門
市)，本校師生前往消費打九折優惠(僅鮮
奶商品及部分雜誌除外)。

※教學研究大樓內1樓設有影印部，供影印裝
訂印刷使用。

※圖書資訊館地下室設有崑山復文書城，1樓
設有花田咖啡廳，歡迎學生多加利用及捧場。

※興苑1樓設有學生餐廳美食街提供餐點，供師
生多樣選擇，歡迎同學多多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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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機能地理位置圖

土銀提款機

1F影印部
7-11超商

B1F復文書城
1F花田咖啡廳

學生餐廳
美食街

7-11超商

郵局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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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圖書資訊館簡介

報告人：陳國泰 副館長

2015年10月1日



大學的心臟-圖書館



KSU Library & Information Center

明亮寬敞 的 一樓

門 廳



KSU Library & Information Center

人文與科技交會 ─ 七樓

團體放映室 數位媒體創作室

新片展示區 多媒體隨選視聽區



小團體放映室、討論室與研究小間

小團體放映室 2間、討論室 11間、研究小間 26間



南部圖書館界的舵手

國家圖書館顧敏館長
閔蓉蓉館長



KSU Library & Information Center

 實體館藏約36.2萬筆，含中文圖書27.4萬冊，西文圖
書3.23萬冊，期刊合訂本3.73萬冊，視聽資料1.75萬
筆。在電子書資源方面，含買斷、租賃等可用的電
子書達267萬冊。合計總館藏量達303.5萬餘冊。

豐富的館藏

本校與鄰近學校館藏資源比較



本館為全國第一所建置機
構典藏的大學圖書館，並
為台灣機構典藏聯盟最重
要的一員。輔導23間南部
大學校院建置機構典藏。

全國第一所建置機構典藏的大學
──收藏全校 師生學術產出（20,039筆）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學術典
藏全國技職體系第一



圖書館與美國Checkpoint公司建教合作完
成全國第一部RFID還書分類系統



全國首創手機APP借書



iPad

ViewPad

EeePad

教育部電子書推廣計畫唯一
的私立大學(備有25個行動閱讀器供借用)



經濟部智慧照明計畫最高補助



排行榜暢銷書
-每月採購金石堂、誠品、博客來等知名書店排行榜書

 簡化採購程序快速陳
列，到書最快速。

 每月更新提供最新暢
銷書訊，新書資訊最
即時。

 排行書訊RSS、
BLOG同步呈現，訊
息流通最便捷。



線上介購系統
-圖書推薦e化管理

 全校師生皆可進行推薦。

 網路書單匯入推薦，資料更正確。

 e-Mail通知使用者相關服務，通知最即時。



館際合作

 本館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之成員
館，提供館合文獻傳遞方式有：郵寄、傳真、
Ariel、E-mail等。為協助本校師生於館藏經費
有限下，仍可獲得所需之教學、研究與學習資
源，本校師生可善加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系統」進行館際合作服務，申請期刊與論文複
印、圖書借出服務，「免付費」而取得本館無
法提供之館藏。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利用！

 20枚成大借書證, 31所校院的南區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之館際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及33所校院的
虛擬借書證服務。

 本校師生可以至本館櫃檯辦理或借用借書證到
各個學校借書。

 借閱圖書上限、借期及逾期罰款依各圖書所屬
館方規定辦理。



館際合作服務(…)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服務規
則採線上申請，先至該系統線上申請帳號，
經認證通過後即可上線填寫申請單。
https://ndds.stpi.narl.org.tw/



無所不在的資訊服務
── 隨選視訊串流影片（4,887件）

── 線上資訊課程（含一般資訊課程580種）



KSU Library & Information Center

無所不在的資訊服務
── 英語線上學習課程（LiveABC  984單元、myET 440章節及空中英語教室）
── 日語線上課程（ EasyTest  120回） ── 投資理財(15種)    
── 英日語測驗平台(LiveABC 英檢 85回、EasyTest 英檢 95回

、日語12回、TOEIC 8回、TOELF 2回、 IELTS 3回)



演講網(目前收藏8195筆)



諮詢網



評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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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U Library & Information Center

無所不在的資訊服務
── 新生圖書館導覽（每學期初舉行，約80場）
── 外籍新生圖書館導覽（每學年初4場）



KSU Library & Information Center

無所不在的資訊服務
── 資料庫專業廠商教育訓練（每學年約10場）
── 個別班級資料庫教育訓練（每學年約60場）
── 外籍生資源搜尋教育訓練（不定期舉辦）



讀書會

 圖書資源搭配主題書展、讀書會等推廣活動，強化
和讀者間的交流及溝通，培養讀者的資訊素養。

活動主題 老屋顏
活動日期 2015/10/14(三) 下午2-4點
活動地點 圖書資訊館七樓 大團體放映室
講師介紹 楊朝景 -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系

辛永勝 -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團隊經歷：
2015 出版《老屋顏》一書（馬可孛羅文化）
2015 林百貨-古蹟的「顏」「色」台南篇數位圖展
2015 翻轉山城老故事(樂活創意家x社區藝術家)創意聯展」
2014 HO覓藝文實驗研究所 城市酵母藝術進駐計劃 駐村團隊
2014 新光三越小西門 老房子的一百種表情－老屋顏APP x 實體創作互動展
2014 自由人藝術公寓－游牧藝術家計畫 兩地駐村藝術家
2014 黃金博物館日式宿舍樂活創意家 春季駐館藝術家

參賽/獲獎經歷
2014 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海安路環境藝術構想徵圖比賽」第一名
2014 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海安路環境藝術構想徵圖比賽」佳作
2014 福特汽車「ECOSPORT！勇闖我的新世代！百萬資助金計畫」 入選



圖書館網頁

http://www.lib.ksu.edu.tw



讀者閱覽要點

 開閉館時間：週一至五8:30-22:00，週
六10:00-22:00，週日08:30-17:00；自
修室目前暫行於期中、期末考試當週與
前一週開放。寒暑假開放時間另行公告
。每日閉館前30分鐘截止借書。

 大學部學生借閱冊數為15冊，借期14天
，得續借6次。被借出書籍可預約，預約
書到後保留3天；被預約書籍之原借閱者
於系統上將不接受續借。借書逾期者每
本每日2元。電子書之借閱規定原則上比
照紙本圖書，詳情可另參閱本館網頁。



讀者閱覽要點

 各樓層設有影印機或網路列表機，讀者可購
買卡片使用。每張卡片100格售120元；除
A3尺寸影（列）印每次扣2格，其他尺寸扣
1格。二樓另設有投幣式列表機，方便較少
頁數之電腦檔案輸出。

 各樓層討論室供5人以上小團體讀者借用；
研究小間目前僅供教師與研究生借用。欲利
用之讀者請至一樓流通櫃檯預約，屆時直接
以學生證當門鎖卡進入討論室。

 本館一樓管制口裝設刷卡機，讀者需憑證件
刷卡入館；還書時可使用自助還書機而不經
流通櫃檯，並請於還書後儘速上網確認。有
疑問可電洽本館櫃檯解決。



校外遠端連線電子資源

為使本校教職員生在校
外亦能使用電子資源，
本館已完成遠端存取
(Remote Access)系統
建置，歡迎多加利用。

安裝說明
http://www.lib.ksu.edu
.tw/lib2007/install_pro
xy.htm



館內典藏之大陸地區出版紙本
期刊與電子資源

 本館典藏65種大陸紙
本期刊

 收錄包含CJTD等中國
大量簡體中文學術期
刊、學術會議論文及
學位論文，整合於「
AiritiLibrary華藝線上
圖書館」。

 大陸地區之電子書，
如：中華數字書苑、
聖典、中國電力精品
、中國高校精品、蘇杭
學術精品庫



崑山科技大學
大陸新生輔導

電子計算機中心簡介

網頁操作與資訊安全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洪俊銘
2015年10月01日



大綱大綱

• 電子計算機中心簡介
• 網路安全及本校相關規範
• 本校資訊網路服務(學生)
• 智財權保護相關措施



電算中心組織架構圖
校長校長

計算機指導委員會

行政
諮詢
組

電算中心中心主任

網路
維運
組

應用
系統
組

數位
學習
組



• 圖書資訊館八、九樓
• 由圖書館左後側電梯直上八樓。
• 服務時間：08:00~17:00

電算中心位置電算中心位置



九
樓
電
腦
開
放
區



電子計算機
中心首頁



子屬單位



行政諮詢組



• 辦理資訊技能學分之資訊證照審核。
• 辦理有關計算機之推廣教育訓練。
• 開設相關證照輔導班。
• 各單位電腦及週邊設備維護。
• 資料提供及資訊技術諮詢。
• 資訊志工招募。
• 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

負責業務
校內分機：209



資訊證照認證中心資訊證照認證中心

•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Techficiency
Quotient Certification)認證中心。

• EEC 企業電子化能力鑑定(e-Enterprise 
Planner Certification)認證中心。

• 國際證照BAP(Business Application 
Professionals)認證中心。

• 微軟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認
證中心。



資訊證照開班公告資訊證照開班公告



資訊志工社資訊志工社

• 歡迎大陸同學參與電算中心資訊志工服務，服務
時數滿36小時，即可取得合格資訊志工證明，增
加就業機會。102年度有4位大陸學生參與資訊志
工。 (東南亞中文講師就業機會)

• 電子計算機中心志工召募報名地點：圖書資訊館
八樓櫃台。

法規詳細內容請至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網頁下載
網址：http://cca.ksu.edu.tw



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
諮詢窗口
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
諮詢窗口



網路維運組



負責業務負責業務

• 校園網路系統之規劃、建置、管理與維護。
• 電腦與通訊之整合規劃、實施與維護。
• 主機房伺服主機、網路設備、系統軟體之操作、

維護與管理。
• 系統檔案備份、資源使用統計及運作安全維護。
• 全校性作業系統及相關套裝軟體之採購及管理。
• 業務相關設備採購、更新。

校內分機：209



校園網路架構校園網路架構
 對外網路： 1G光纖幹線連接學術網路 + 300MB備援連接 Hinet



宿舍網路宿舍網路

• 104學年度起，學生宿舍網路由中華電信協助負
責。

• 中華電信於學校宿舍有派駐業務人員，可逕行洽
詢有關網路之問題。(請洽各樓樓長)



相關業務相關業務

• 電子郵件帳號
• 無線網路帳號服務
• 授權軟體
• 無線網路
• 防毒軟體

網路維運組 網頁
左側功能



學生電子郵件帳號學生電子郵件帳號

• https://ksuid.ksu.edu.tw/ 啟用平台



崑山科技大學 Google Apps Account system崑山科技大學 Google Apps Account system



mail.ksu.edu.twmail.ksu.edu.tw

• 教職員如需申請mail.ksu.edu.tw之電子郵件帳號
請至【電子計算機中心】/【網路維運組】/【檔
案下載】，下載「郵件信箱申請表(E-MAIL帳號)
」辦理申請。



無線網路網站無線網路網站

• http://wireless.ksu.edu.tw



無線網路帳號啟用平台無線網路帳號啟用平台

• https://stureg.ksu.edu.tw/NewMailRegister/
• 使用 KSU.ID 進行登入



無線網路使用無線網路使用

• SSID名稱為 KSUWLAN 文字開頭
• 連結無線網路後,開啟瀏覽器進行身分認證



無線網路訊號涵區域無線網路訊號涵區域

• 以教學空間為主
• 紅色區域內有提供

無線網路訊號



授權軟體授權軟體

• 電子計算機中心所提供之軟體僅供行政及教學使
用。

• Autodesk
• Adobe Creative Suite 5.5 Master Collection
• Window作業系統
• OFFICE 軟體
• 程式語言
• 防毒軟體
• 統計分析軟體(SPSS)



網路安全及本校相關規範網路安全及本校相關規範

•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安全政策
• 崑山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 崑山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點對點(P2P)分享軟體

規則(原則管制、例外開放)
• 崑山科技大學校園電腦軟體使用管理辦法
• 崑山科技大學校園網路流量管制辦法

(每個IP限制每日5GB流量)
•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安全事件標準處理程序
•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郵件帳號管理辦法

法規詳細內容請至電算中心網路維運組網頁下載
網址：http://www.ksu.edu.tw/cht/unit/D/A/CC/NMS/download.aspx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1/2)校園網路使用規範(1/2)

• 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
式。

• 擅自截取網路傳輸訊息。
• 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

經授權使用網路資源，或無故洩漏他人之帳號及
密碼。

• 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用。
• 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

資料來源：節錄自「崑山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則」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2/2)校園網路使用規範(2/2)

• 以任何方式濫用網路資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量
傳送廣告信、連鎖信或無用之信息，或以灌爆信
箱、掠奪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正常運作。

• 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欄（BBS）或
類似功能之方法散布詐欺、誹謗、侮辱、猥褻、
騷擾、非法軟體交易或其他違法之訊息。

• 不得利用學校之網路資源從事非教學研究等相關
之活動或違法行為。

資料來源：節錄自「崑山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則」



本校資訊網路服務(學生)本校資訊網路服務(學生)

• 學生電子郵件Google APPs
– 帳號啟用平台：http://ksuid.ksu.edu.tw
– 使用KSU.ID帳號啟用
– 電子郵件帳號格式：SXXXXXXXXXX@G.ksu.edu.tw
– 電子郵件入口網址：http://gmail.g.ksu.edu.tw

• 校園無線網路服務
– 帳號啟用平台：http://wireless.ksu.edu.tw
– 使用KSU.ID帳號啟用，提供校際無線網路漫遊服務

法規詳細內容請至電算中心網路維運組網頁下載
網址：http://www.ksu.edu.tw/cht/unit/D/A/CC/NMS/download.aspx



崑山科技大學入口網站崑山科技大學入口網站



崑山科技大學入口網站架構崑山科技大學入口網站架構

網頁／應用程式搜尋

校園焦點頭條（新聞秘書室行銷
用）

輪播式廣告

首頁公告

登入狀態燈號
招生用大型按鈕

大型橫幅廣告（教務處招生行銷
用）



入口網站登入KSUID頁面入口網站登入KSUID頁面

點選此處登入



KSUID密碼遺失政策KSUID密碼遺失政策

http://my.ksu.edu.tw/utility/userLogin/forgotPassword.aspx

提供三種變更密碼服務：
１．網路（Email驗證）
２．現場（身分驗證）
３．傳真（證件影本）

聯合服務中心、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電子計算機中心應用系
統組等窗口，皆可辦理密碼變更。



崑山網路大學崑山網路大學

網址 http://elearning.ksu.edu.tw/



Google全校導覽平台Google全校導覽平台

https://goo.gl/LMfmMB



720度環景導覽平台(定點)720度環景導覽平台(定點)

http://www.apdc.com.tw/



智慧財產權：教科書使用規範智慧財產權：教科書使用規範

• 崑山科技大學課程教材使用要點
– 第四條：「教師對於課程教材之指定及學生對

於課程教材之準備，皆不得違反著作權法之規
定…。」

– 第五條：「教師應要求學生上課時攜帶合乎著
作權法規定之指定教材，並作為成績評定之參
考，學生上課使用違反著作權法之教材時，教
師應予勸止，不聽勸止者依學生事務處之學生
行為規範準則處理。」

尊重智慧財產權 使用正版教科書尊重智慧財產權 使用正版教科書



二手教科書二手教科書

復文圖書（圖資大樓地下一樓）復文圖書（圖資大樓地下一樓）



智慧財產權：電腦使用警語智慧財產權：電腦使用警語



本校智財權宣導專區本校智財權宣導專區

網址：崑山網路大學／智財權宣導專區
http://elearning.ksu.edu.tw/base/10001/door/tpl/copyright/index.htm



校園資安/智財權檢舉信箱校園資安/智財權檢舉信箱
• 廣告信檢舉信箱

– abuse@mail.ksu.edu.tw

• 資安事件檢舉信箱
– security@mail.ksu.edu.tw

• 智慧財產權檢舉信箱
– copyright@mail.ksu.edu.tw

如有資訊安全事件發生，電子計算機中心將依
本校資訊安全事件標準處理程序辦理。



在大陸使用上可能有困難的網站列表在大陸使用上可能有困難的網站列表
– Facebook
– Twitter
– Google+
– Plurk
– YouTube
– PChome Online
– 痞客邦
– 樂多日誌
– 批踢踢
– Mobile01
– 蘋果日報 (台灣)

– 自由時報
– 中央通訊社
– 中央廣播電台
– 中華日報
– 臺灣電視公司
– 中華電視公司

Etc….請參考清單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 電算中心服務窗口

–圖書資訊大樓八樓服務台

–校內分機：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