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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榮科技大學慶祝 52週年校慶各項活動時間及場地表※ 

日期 時間 活動項目 場地 

6 月 14(五) 12:00~21:00 校慶園遊會 椰林大道 

6 月 14(五) 18:00~21:00 
校慶暨送舊明星晚會-狂歡之夜

Carnival night 
椰林大道 

6 月 15 日(六) 

09:00~09:30 美容系畢展(彩妝走秀) 活動中心 2F 

09:00~16:00 校慶、畢業典禮園遊會 椰林大道 

09:30-11:30 客家麻糬-粢粑 DIY 椰林大道 

10:00~11:00 趣味競賽-射到妮不要 椰林大道 

11:00~12:00 趣味競賽-極速領域 椰林大道 

6 月 16 日(日) 

08：30～17：00 2019 全國紫錐花盃反毒機器人競賽 活動中心 2F 

09：00～14：00 臺南市衛生局、ROTC 招募設攤 學務處前 

09：00～16：00 校慶園遊會 椰林大道 

※校內活動一覽表※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參加人員 
主持人 

(主辦單位) 
地點 

6/9-10/31 

雲端發票集集樂~截圖送禮卷 

活動網址：

http://njsa.nju.edu.tw/njos/node/3011 

全校教職員生 財政部國稅局 
請截圖畫面並 E-mail：

ND03730@ntbsa.gov.tw 

6/12(三) 

14:00-17:00 

資源教室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 

檢討會議 

資源教室學生及其導師、系主

任、任課教師、家長、系辦工作

人員以及資源教室輔導相關人

員 

學務長、胡錦玉

主任/學輔中心 

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八樓會議室 

6/15(六) 

08:30-09:40 

南榮創校 52 週年校慶開幕典禮 

(08:30 集合，08:40 就位完畢) 

全校教職員生 

(畢業生除外) 
副校長/學務處 

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二樓 

6/15(六) 

13:30-16:00 

南榮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 

(在校生 13:30於 3樓禮堂就位完畢;

畢業生於 13:30-13:50 陸續進場; 

典禮於 14:00 正式開始) 

全校教職員生 副校長/學務處 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二樓 

6/19(三) 

15:00-16:00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 

副校長/ 

學輔中心 

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八樓會議室 

6/19(三) 

16:00-17:00 

學生輔導委員會 

期未會議 
學生輔導委員會委員 

副校長/ 

學輔中心 

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八樓會議室 

※公告訊息※ 

環境安全暨衛生保健中心                                                                            分機：1261~1263 

◎請本校教職員生加強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環保局將不定期到校稽查，若有違規事項將處新台幣 1200~6000元罰鍰。 

課外活動指導組                                                                                分機：1231~1233 

http://njsa.nju.edu.tw/njlg/weekly
http://njsa.nju.edu.tw/njos/node/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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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週年校慶各項活動時間及場地如上表所示。 

◎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 APP】上線，歡迎下載使用，即可參加抽獎。網址如右 https://www.einvoice178.nat.gov.tw/EIC/ 

生活輔導暨校安中心                                                                  分機：1211、1212、1221~1223   

◎年長者用路安全:年長者清晨或傍晚外出時，請穿亮色衣物或佩戴發光裝置 

◎06/15(六)上午，本校創校 52 週年校慶開幕典禮，校慶授獎及獻獎同學，請於 06/14(五) 上午 11:00 時，至二樓活動中

心實施預演排練。 

◎6/15(六)下午，本校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所有畢業典禮當日授獎的畢業生，請於 6/15(六)當天上午 10:30-12:00 到校

配合相關預演工作，以利下午正式典禮進展順利。請有授獎的畢業生務必提前將時間空出，到校預演，謝謝您的配合! 

◎本校網頁設置有<畢業生專區>，與畢業典禮有關之資訊，均會陸續登載或更新，以供畢業班師生查詢使用。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一梯次學雜費各類減免申請 

  一、辦理日期 108 年 06月 01日至 108 年 06月 14日止。 

  二、申請資格及應繳教證件： 

  （1）軍公教遺族：申請表。（2）現役軍人子女：申請表、眷屬身分證（正、影本）。 （3）原住民：申請 

  （4）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申請表、戶籍謄本（108-06月以後）、身障手冊（正、影本）。 

  （5）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108年的鄉鎮公所以上證明文件。（6）特殊境遇家庭子女：108年的鄉鎮公所  

       以上證明文件、戶籍謄本（108-06月以後）。 

  三、108學年度第 1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一律採【線上申請並下載申請表】，請符合資格同學於期限(108-06-14 

     日)前，持申請表及證件（不含註冊單）至校安中心辦理。 

  四、學雜費減免線上申請操作程序： 

  學校首頁－在學學生－校務行政資訊整合系統－整合性入口網站－帳號密碼登入－校務資訊－減免申請  

  －填入減免資料－儲存－送出－列印申請表，持申請表及相關證件（不含註冊單）至校安中心辦理。 

  五、業務承辦人：校安中心 姜相基  TL：06-6523111 分機 1222、06-6534153。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五專前三年免學費』申請 

一、申辦日期 108年 06月 01 日至 108年 06月 14 日止。 

二、申請資格： 

1.就讀五專一、二、三年級，經核定學籍在案。 

2.重讀、轉學或復學，其原學期未領有本補助者(已申領者僅差額補助)。 

三、申辦流程： 

1.請至學務處（班級櫃）領取各班申請表(切結書)，或上網(學務處網站)下載申請表(含切結書)。2.申請表(含切

結書)請各班統一收齊；並於 108年 06 月 14日前（每位學生均須繳交，不申請的同學於不申請打ˇ），繳至校

安中心。 

四、注意事項： 

1.具特殊身份學生申請說明如下： 

A.身障生或身障子女、中低收入戶學生、原住民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免學費及雜費各類減免兩項 

均應申請。 

B.低收入戶學生以申請各類學雜費減免為主。 

C.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須與免學費擇一申請。 

2.同一學期已享有政府其他就學補助及學費減免優待，不予補助，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3.相關訊息請隨時至南榮科技大學學務處網頁或來電 06-6523111#1222 學務處承辦人：校安中心姜相基教官洽詢。 

http://njsa.nju.edu.tw/njlg/weekly
https://www.einvoice178.nat.gov.tw/EIC/?fbclid=IwAR12Kscy0uARqXcPBf3H07PtAJRe2UhkTfUezgyJSoitHUjlgASvWn_8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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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專欄※                                 ※反毒宣導專欄※ 

※校慶座位表※ 

 

  ◎貼心小提醒：  

1.實線、虛線、斑馬線，都是生命安全線。   

2.安全來自長期警惕，事故源於瞬間麻痹。 

                             學生事務處關心您! 

 

◎反毒貼心小提醒： 

1.吸毒販毒是孤獨，害人害己沒前途。 

2.吸毒染癮誤一生，擔心受苦父母親。 

學生事務處關心您! 

 

http://njsa.nju.edu.tw/njlg/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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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座位表※ 

 

 

 

 

 

 

 

 

 

 

 

 

 

 

 

 

 

 

 

 

 

 

 

 

 

 

 

 

 

 

 

 

 

 

 

 

 

 

 

 

 

 

 

~~學生事務處關心您~~  

http://njsa.nju.edu.tw/njlg/week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