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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務活動訊息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參加對象 主、協辦單位 

校外各項獎學金提

供單位收件截止日 

學生申請校外各項

獎學金訊息 

本校首頁下方

獎學金網站 

本校符合獎

學金資格學

生 

校外各項獎學金

提供單位、校內

各承辦單位 

5/6、5/7(三、四) 

5/13、5/14(三、四) 

5/20、5/21(三、四) 

5/27、5/28(三、四) 

享瘦不 NG，正妹

營養師來上課 2.0

版 

三民校區 

健康中心 
全校學生  

5/25~5/29(一~五) 

菸害防制、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線

上有獎徵答活動 

線上 全校學生  

6/12(五) 畢業典禮 體育館 
活動相關人

員 
生輔組 

6/24(三)   期末獎懲會議 
行政大樓第一

會議室(預訂) 
各委員 生輔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發行 

404 臺中市三民路三段 129 號 

(04)22195200 

http://student.nu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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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團活動訊息 

※各項活動詳情請見學生事務處網頁 http://student.nutc.edu.tw/bin/home.php

【生輔資訊】 

  【課指資訊】 

6/24(三) 期末導師會議 
中商 2 樓國際

會議廳(預訂) 
全校導師 生輔組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參加對象 主、協辦單位 

4/25(六) 

13：30~16：30 

安得烈食物銀行

志工活動 
校外 

親善大使團社

員 

親善大使團、課

指組 

4/28(二) 

18：00~19：00 
哈哈 fun 桌遊 活動中心 6 樓 勤心笑研社 勤心笑研社 

4/30(四) 

18：00~19：00 
Free 時光 活動中心 6 樓 勤心笑研社 勤心笑研社 

5/4(一) 

17：10~19：30 

中科大桌球社內

單打競賽 
體育館 B1 桌球社社員 桌球社、課指組 

★ 校外獎學金：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為鼓勵就讀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努力向學並協助經濟弱勢者，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得申請獎學金，每學期 27,000 元。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http://student.nutc.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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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健康中心編製 

60 分以上或設籍臺東蘭嶼鄉具雅美族身分者，得申請一般助學金，每學期 17,000 元；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60 分以上者，得申請低收入戶助學

金每學期 27,000 元或中低收入戶助學金每學期 17,000 元。 

二、設籍新北市滿六個月以上，在國內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讀學生，得申請新北市

「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獎學金」，本獎學金申請時，除新生 1 年級及五專 4 年

級（視為大專 1 年級）採計 1 年級第 1 學期成績外，其他年級均採計前 1 學年之 2 學

期成績，並同時符合學業成績總平均在 80 分及體育成績 70 分以上（身心障礙學生體

育成績 60 分以上），毎名 20,000 元。 

三、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為鼓勵縣籍家庭清寒或變故之大專在學學生，能本自助人

助，努力不懈的奮進精神，完成教育，成為國家、社會有用之才，特頒發羅東博愛醫

院獎助學金，凡設籍在宜蘭縣內之大學及五專之專四、五年級在學學生，因父、母親

或主要經濟負擔者死亡、罹患重大傷病、失蹤、服刑、身障等情形或家庭遭遇重大災

難，在校成績表現需全校、班級或系級排名前百分之 40，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者, 

每名 20,000 元，共計 15 名。 

其他更多獎學金訊息詳情，可上本校首頁「學生校外各項獎學金申請」或課外活動指

導組「最新校外獎學金申請訊息公告」查詢。 

（圖片來源：BabyHome親子天下） 



4 

2020年 5月號 

  

居家消毒水使用大全 

除了戴口罩、勤洗手對抗病毒，許多人也開始使用酒精、漂白水、次氯酸水等消毒用

品做居家清潔，建議家中小面積區域 (如：門把、常用電燈按鈕、手機螢幕等)，最好每

天消毒一次；家中大面積之處 (如：地板、浴室、家具等)，每 1～2週至少清潔一次即可。

再搭配勤洗手，並於封閉、擁擠環境下配戴口罩，就能保護自己、降低被病菌入侵的風險。 

以下分別針對居家常見的三種消毒水適合用途做說明： 

※酒精適合小面積擦拭與乾洗手：

(1)家用酒精以 75%濃度的殺菌效果最好，可用於小範圍消毒。建議可先將酒精噴灑於紙巾

或纖維布上，然後再擦拭家中小面積的地方，像是門把、開關按鈕、書桌、螢幕、電腦

鍵盤、滑鼠等地方。

(2)在不方便使用肥皂洗手的地方，可將酒精噴灑於手上搓揉 20～30秒，做為乾洗手之用，

噴完之後再以濕紙巾擦拭，以擦掉殘留的細菌或病毒屍體。由於酒精揮發時會帶走肌

膚水份，乾洗手後可搭配護手霜或乳液加強保濕。

※稀釋後漂白水適合大面積環境消毒：

(1)一般市售漂白水的次氯酸鈉濃度約落在 5%～6%(商品背面會標註濃度百分比)，稀釋 50

～100倍濃度後就能同時殺菌與消滅病毒，由於漂白水具有強鹼性，會刺激人體黏膜、

皮膚和呼吸道，因此只適合用做大面積環境消毒。

(2)若是要用來清潔家中地板、櫥櫃、廚房等地方，可稀釋至 100倍的濃度(約 500ppm)；

若是要清潔浴室、馬桶等比較髒的區域，可稀釋至 50倍的濃度(約 1000ppm)。

(3)如果不知道漂白水的濃度，也可以按照產品瓶身背面的使用建議，依比例調配出適合

的漂白水濃度。

※次氯酸水主要用於環境清潔：

(1)根據衛福部食藥署的最新說明，目前市面上的次氯酸水主要用於環境清潔，應避免使

用在人體。此外，由於次氯酸水穩定性差，遇光容易分解，存放時要保存在不透光容

器，且應放置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以免誤食風險。

(2)次氯酸水若要做為肌膚清潔用途，可以偶爾用在皮膚沖洗(但需標示有二級醫療器材證

號)，但沒有消毒功效，且皮膚長期接觸次氯酸水可能會使皮膚乾燥或產生皮膚炎，在

使用時必須要特別注意喔！

最重要的部分，還是平時仍應使用肥皂、洗手乳勤洗手，清洗時牢記「濕、搓、沖、

捧、擦 5步驟」，並於搓洗時落實「內、外、夾、弓、大、立、腕」口訣，確實搓揉手掌、

手背、指縫、指背與指節、大拇指及虎口、指尖、手腕，最後將雙手用乾淨紙巾擦乾，才

是自我保護最重要的防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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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凌戲劇社-讀劇會 / 社團、課指組 

◎活動時間：108 年 3 月 4 日

◎活動心得：

林劭容 應日四 

因為期初想也來個小活動為這個學期做個開場，所以開開心心辦了個讀劇會，當初有人

說可以邀請別的學校的學生一起參與的時候，還覺得不會有很多人來，但出乎意料的成

效很好。當天的活動雖然有些小混亂，臨時改了教室、劇本數量也不夠，但大家都很開

心的玩我覺得就夠了。 

希望未來有更多跟僑光的朋友和勤益的朋友一起交流學習的機會～ 

江嘉慧 國貿二 

這次讀劇會邀請僑光的愛演戲劇社及勤益的知勤話藝社一起來讀劇，很開心參加的人數

比我們預期還多,原本以為大家都會不敢表現，但不愧是戲劇社，每位都很會演也不會怯

場，當下看得很過癮，不過也有些我們準備不周到的地方 ，導致有些混亂，經過這次活

動，我再次覺得我的夥伴太厲害了！快速的解決劇本不足的問題，控場能力很厲害，再

次感謝大家的參加。 

林妡卉 資應四 

雖然本意不是多校交流，但後來誤打誤撞形成的交流會也很有趣，看到了很多很厲害的

人與新奇的表演方式，還有各個學校戲劇社不同的特色，學到了許多讀劇時的技巧，很

認識了很酷的人們，覺得收益良多，雖然中途發生換教室這件事感覺對其他學校的人很

不好意思，但總體而言，活動感覺上是成功的，希望未來還有機會繼續交流。 

林政諺 資應四 

這次的讀劇會活動，對社團的幹部、社員來說都是很新的想法，第一次邀請僑光科大的愛

演戲劇社及勤益科技大學的知勤話藝社與我們一同在中科大讀劇，雖然過程有些艱苦但

我們也把他完成了！很感謝來參加的各位！ 

施羽珊 資應三 

這次讀劇會真的很有趣，本來以為跟上次茶會一樣，可是這次多了很多很厲害的人，也

好好認識到很多不一樣的人，此次也是我第一次參加讀劇會，也學到了很多不同於往常

的情緒表達，原來讀劇不是想像中那麼的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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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聲管樂社-期末音樂會-以 X 之名 / 社團、課指組 

洪明霏 企管五 

雖然此次活動離考試日子稍近，但我仍然覺得是一場非常值得參與的演出，畢竟考試也

不是靠那兩小時就能拿高分的，一邊準備考試之餘，還能參與音樂會學習吹奏技巧及將

練習成果展現給大家看，覺得非常有成就感，希望下次能邀請更多老師跟學生一同參與

音樂盛會。 

江沂潔 國貿二 

聽完這次的音樂表演，讓人收穫許多，探討了各種與生活相關，或應該注意卻很少留意

到的議題，又將管樂曲及戲劇表演、歌唱結合，很特別的一場音樂會。 

沈詩寰 應日四 

藉由「以 X 之名」音樂會，不僅傳達給觀眾，揚聲一直以來想分享的音樂，且為了讓

民眾能與管樂曲產生更進一步的共鳴，更添加了燈光投影效果和戲劇表演，帶領觀眾

進入管樂的世界。除此之外，我們更結合了當今時事—政府選舉議題，延伸探討有關

自由、民主、人權...等對我們來說看似平凡無奇、伸手可得，卻不可或缺、至關重要的

切身問題。雖然對大多數人來說，以上可能為當今敏感議題或是無法以言語傳遞的信

息，但是藉著音樂的傳播，成為了新世代的橋樑，讓更多人能夠以此形式進一步的重

視臺灣的未來。可以說，這真的是個極具意義並飽含音樂、哲學、人文藝術的音樂殿

堂，也希望此音樂會—以 X 之名，能夠深植人心。 

黃曲卉 企管二 

前面有導讀可以讓大家了解曲子內容，後面也有用演戲來詮釋曲子覺得很棒，主題又剛

好是前陣子非常熱門的人權，所以對於主題有種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劉姿纖 應中三 

這次也是在校友團音樂會中擔任工作人員的角色，不得不說，校友團演出的質量真的很

棒，在音樂中思考著一些除了音樂以外的事情，也令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羅苡禎 會資二 

之前沒有看過類似這個議題，覺得很有創意也很有意義。看得出來演員十分用心，但是

前面的介紹有點過於冗長。期待下次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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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協力搬運打擊樂器 助理指揮帶領彩排 

大家認真彩排中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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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校園 AED 活動 / 衛保組 

本校於 108 年於校園內增設 3 台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目前共有 8 台 AED，

為使學生能清楚校園內 AED 設置位置，於發生緊急狀況能就近迅速取得儀器，以爭取黃金

救命時間，於 4/8~4/17 舉辦尋找校園 AED 臉書拍照打卡活動，同學須至 AED 設置處拍下一

張照片，並寫下至少 3 處校園 AED 設置位置，期能透過社群媒體力量及遊戲方式，強化學生

在發生緊急事故時即刻拿到 AED 之能力，在必要時能發揮救人之能力，本次活動共計 47 位

學生，並抽出 20 名學生可獲得獎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