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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務活動訊息 

二、社團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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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4(三) 期末獎懲會議 
行政大樓第一

會議室 

各委員及提案

相關人員 
生輔組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參加對象 主、協辦單位 

4/30(四)~6/18(四) 
賢德青年服務社

社課 
翰英樓教室 

賢德青年服務

社社員 

賢德青年服務

社、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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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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勤心笑研社-哈哈 fun 桌遊 / p6

3. 桌球社-社內雙打比賽 / p7-8

4. 吉他社-學期社課 / p9

5. 捐血暨健康促進有獎徵答活動 / p10

6. 菸害防制、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 p11

7.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離宿活動 /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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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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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指資訊】 

5/19(二) 
職有你懂我-時代

夜夜秀 

翰英樓 5108

教室 
學生 

以色列時代訊息

社、課指組 

6/1(一) 
中科桌球社內雙

打比賽 
體育館 B1 桌球社社員 桌球社、課指組 

6/4(四) 期末小音樂會 中正大樓 1F 全校師生 吉他社、課指組 

6/5(五) 歌謠祭 
活動中心音樂

廳 
學生 

NC 動漫社、課

指組 

6/8(一)~6/12(五) 期末成果發表 
圖書館 1F、

11F、12F 
學生 

墨香居書法社、

課指組 

6/9(二)~6/18(四) 
電子音像社戶外

電音月 
中正大樓 1F 全校師生 

電子音像社、課

指組 

6/12(五) 
畢業學士服回收

盤點 
活動中心 1F 全校畢業生 畢委會、課指組 

7/5(日) 期末成發-REC 吉他好朋友 熱音社社員 熱音社、課指組 

7/12(日) 淨灘 大安海水浴場 
賢德青年服務

社社員 

賢德青年服務

社、課指組 

★ 108-2 期末導師會議(日間部)學期末業務報告及相關宣導資料已公告於【系科暨行政管

理系統】首頁及學務處生輔組網頁，敬請導師們查閱。

★ 獎助學金：

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為激勵清寒原住民學生積極努力向上，鼓勵本市原住

民學生學業優秀或具特殊才能，提昇教育水準，以培養原住民優秀人才，貢獻國家社會

族群，凡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具原住民身分、現就讀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含

研究所碩士班)之在學日間部學生，具有正式學籍，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六十分以

上，符合家境清寒標準者，得申請清寒學生獎學金；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五分以

上，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得申請優秀學生獎學金，每人每學期補助二千元。 

二、財團法人臺灣癌症基金會協助癌友就學子女專心向學，緩解經濟負擔，以正在治療中、

經濟弱勢且資源系統薄弱家庭為優先考量，提供癌友家庭子女獎助學金，以減輕癌友

家庭的經濟負擔並鼓勵癌友家庭的子女向學，大專院校日間部之 25 歲以下在學學生，

前一學期成績總平均達 60 分以上，每戶限一名子女申請，每名貳萬元。 

三、設籍「臺東縣」六個月以上，凡支領一次退伍金、固定給與、資助金、無給退除且未領

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之榮民、遺眷子女、「戰訓或因公殞命」之國軍遺族之子女及「領

取半俸」之榮民遺眷子女，現為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肄業之清寒學生，前一學年學業成

績平均七十五分以上，操性成績八十分以上，可申請毛毅先生榮民子女獎助學金，每名

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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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病毒，提升免疫力８建議 
(資料來源：01 健康網站) 

    雖然在國內新冠肺炎的疫情已逐步減緩，但國際疫情仍不斷持續擴大，想要預防病毒

感染，除了儘量避免出國及加強個人衛生之外，積極提升身體免疫力也相當重要。健康資

訊網站《01 健康》建議，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留意以下 8 個重點，平時多增強自己

的抵抗力，大大減少讓病毒有可乘之機： 

1.均衡飲食

    均衡的飲食可以有助身體對抗病菌，日常可多用洋蔥及蒜頭調味，因蒜素具殺菌功

效。菇菌除了含有大量膳食纖維，也有研究指出它們有助於增加負責身體免疫系統的免疫

球蛋白 A。綠茶與抹茶則含大量兒茶素，可加強身體的殺菌能力，也能增加抗氧化力及有

助減低自由基侵襲免疫細胞，並可減輕身體炎症。 

2.適量運動刺激免疫系統

    缺乏運動的人，患上感冒和其他傳染性疾病的機會更高。中度至強度的運動可增加血

液循環，有助加強體內免疫系統循環，從而刺激免疫系統運作。一般民眾每星期應最少進

行 3 天體能活動，並可慢慢增加進行體能活動的時間：中等強度的體能活動，每星期應進

行最少 150 分鐘；劇烈體能活動則每星期大約 75 分鐘，也可靈活地混合中等強度和劇烈

的體能活動喔！ 

3.保持充足睡眠

    睡眠不足和壓力大都會讓皮質醇激素增加，長久下來會抑制免疫系統，就容易反覆生

病，不只患上傳染性疾病的風險較高，引發舊病復發的風險也同時會上升。當體內舊的病

毒重新被喚醒，就會導致其他疾病，例如常見復發的疾病有水痘及皮蛇(帶狀皰疹)。因此

建議大家平時應保持充足睡眠，以維持良好的免疫力！ 

    以上獎學金訊息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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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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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吃含益生菌食物

    一般民眾平日可多吃含有活性菌的食物，因為腸道的細菌可以影響身體抵禦感染的

能力，尤其益生菌可對抗某些特定的發炎情況。有研究認為益生菌有助減少病菌入侵身

體，建議可在飯後吃低脂高蛋白乳酪，因乳酪同時含高蛋白質，和體內製造免疫球蛋白和

抗體來增強免疫力有密切關係，但同時也提醒大家最好還是選擇低糖乳酪，以免產生肥胖

反而增加身體負擔。 

5.注意選擇維生素(維他命)補充食品

    免疫力學家表示，對於沒有任何疾病的人而言，維生素補充食品其實是不必要的，因

為我們透過日常飲食就已經可以攝取到人體所需的主要營養，尤其維生素 A、E、D、K 一

旦過量反而會對人體造成危險。如果認為自己有需要服用維生素補充食品，建議選擇綜合

維他命，避免過量只攝取單一維生素。  

6.多曬太陽

    另一種有效提升免疫力的方法是：多曬太陽，因為陽光會讓皮膚產生維生素 D，體內

的維生素 D 不足會增加罹患呼吸道感染的風險。但仍需注意每日適當曝曬即可，如果在

太陽下過度曝曬，會大大增加罹患皮膚癌的危險，結果反而得不償失。 

7.減少煙酒

    存在人體內的酒精容易損害免疫系統和呼吸系統。有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酒精和肺部

感染及  肺結核有關，每日飲用酒精的人士染上社區感染性肺炎的風險，比不飲酒的人士

高出幾十個百分比；吸煙也會減少人體基本的免疫力，吸煙會增加罹患支氣管炎及肺炎的

風險。因此，若日常想要增加免疫力，減少飲酒及戒煙都是必要的動作喔！ 

8.經常清潔雙手

    再次回到根本，要提升免疫力最簡單的方式還是勤洗手，徹底清潔雙手是非常有效的

預防感染病菌方法，但卻很容易被忽略。正確的洗手時間最少維時 20 至 30 秒，而且要仔

細搓揉手掌、手背及指縫，才能將手上的細菌及病毒徹底洗淨！ 

    人的體內若有優良的免疫力，就能抵抗病毒與細菌的感染及傳染，並能有效的將毒素

排出，對於遠離病毒和細菌的侵害有很大的助益，只要免疫系統動得快，自然也不容易感

冒或生病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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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社-商業攝影活動 / 社團、課指組 

◎活動時間：109 年 3 月 24 日

◎活動心得：

本次邀請到了活躍於台中市的商業攝影師林巾郁小姐為社員們分享她創業的經歷與心

路歷程，同時也分享了一些商業攝影的心得技巧與注意事項，以及一張成功的商業攝影照背

後所不為人知的秘密，讓社員們獲益良多。 



6 

2020年 7月號 

勤心笑研社-哈哈 fun 桌遊 / 社團、課指組 

◎活動時間：109 年 5 月 12 日(18：00~19：00)

◎活動心得：

這次玩的桌遊是大魚吃小魚和種豆，一開始破冰先玩大魚吃小魚，這個桌遊考驗著大家

的觀察力和反應，要一直注意桌面上的牌，和自己手中的牌，出牌過程還要喊「新鮮魚」或

是「食人魚」，題目卡會一直換，所以出手要快，眼睛還要看得仔細。第二個桌遊是種豆，它

是一個交易類的桌遊，玩家們扮演著種豆的農夫，在有限的田地內種植不同類型的豆子，要

想辦法讓所種的豆子豐收，訣竅是要懂得放棄經濟價值低的作物，不要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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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社-社內雙打比賽 / 社團、課指組 

◎活動時間：109 年 1 月 18 日至 109 年 2 月 15 日

◎活動心得：

張子傑： 

  在這次的雙打比賽中，我感覺自己超越了我的極限，很多驚險的球都接了起來，雖

然最後只有第四名，但是我感覺到我進步了，希望以後還會辦。 

荊宥瑄： 

  我覺得這次雙打比賽打得很開心，雖然沒有晉級，但我們的對手都是校隊，從中可

以有更多進步的地方。雖然還是會覺得可惜，但明年比賽的時候相信我也會更厲害，希

望實力可以更穩定。 

吳奕頡： 

第一次的桌球比賽很刺激，也謝謝學長的指教。透過這次活動學到了很多，也提升了一

點實戰經驗跟技巧！ 

韋程： 

  第一次參加桌球比賽，既緊張又期待，感謝我的夥伴跟我一起打球，希望自己的球

技能更提升。 

陳明萱： 

  這次雙打比賽緊張又刺激，還好遇到很強的隊友，隊友在比賽期間一直教我接球技

巧，雖然沒有得名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體驗，而且這次雙打比賽多了很多樂趣，要跟隊

友配合，培養默契才能打好球贏得比賽。 

廖梓善： 

  這次社團辦了雙打比賽，一開始我很擔心我會害隊友輸，但是隊友脾氣很好，帶著

我贏了一場又一場，看見很多精彩的比賽，讓我更了解桌球的雙打比賽的規則，也讓我

有些許的進步，希望以後社團還會有比賽。 

王奕升： 

  這次的雙打比賽雖然結果不如預期的好，但也讓我深刻的體會到隊友之間的溝通、

默契和包容的重要性，之後在雙打上一定會注重這幾點並持續努力。 

邱昱螢： 

  透過這次雙打比賽，了解到團隊合作的重要，雖然說我的實力還不夠強，但是往後

我會把這次當作經驗，更加努力練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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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社-學期社課 / 社團、課指組  

◎活動時間：109 年 5 月 12 日(18：00~19：00) 

◎活動心得： 

 

 

這學期的課，很多都是教學長來教導，我認為與以往的授課內容有所不同，也更加多

元，學員們的回饋也都蠻喜歡的，希望之後的授課老師能帶給我們更多不一樣的吉他知識。

下學期的教學模式和上學期改變了蠻多，幾乎教學長和授課老師的教課比例變的一樣。學

員們也能一星期中體驗兩種教課方式，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課材，摸索出屬於自己的學吉他

的路。這種教學模式也有蠻多學員回饋覺得不錯，希望之後能磨合出更好更周全的教學模

式。 

上社課的時光過得總是特別快，輕鬆有趣。上課內容的難易程度適中，我們幹部在旁

邊聽，可以快速理解，再下去看看學員們的狀況。跟不上的會放慢速度，讓大家能夠跟上

進度。上課時不會像許多年紀大的老師，因為較年輕與同學間互動良好，很容易跟學生打

成一片，教學方式偏向年輕族群的生活文化語言，也很受年輕人喜愛，除此之外上課認真

仔細下課後也不吝於回答同學的疑惑問題。這學期身為幹部，覺得上課部分對我而言無太

大變化，有盡到自己教學長的責任教好每一個學弟妹！ 

雖然家佑這學期沒有來很多次，但我們都獨立的完成課程了，我覺得進步很多，也學

習到很多學習和教學技巧！過了一學期，很開心能上到兩位老師的課 ，受益良多，謝謝老

師們的用心，教導大家，讓大家的吉他進步許多，也因為加入了吉他社，使生活更豐富精

彩。      

這一學期下來，雖然老師來的次數不多，但是只要有問題，老師還是會協助我們，給

我們最好的意見，當幹部的這一年真的讓我收穫很多。不知不覺吉他社來到了下學期，這

學期老師出席率並不高，但老師來的時候還是有教我們許多東西，技巧和難度也都有提升，

希望老師下學期可以多來上課教我們更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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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血暨健康促進有獎徵答活動 / 衛保組  

  

衛保組於 6 月 3、4 日與台中捐血中心、健康小天使、救傷隊社團結合，於兩校區舉辦

本學期的第二場捐血活動，此次捐血中心與社群媒體 Line 結合，吸睛的 LINE 專車直接開

入校園做專屬活動，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雖人較為趨緩，發揮愛心捐熱血同時仍確實做好防疫工作，測量體

溫、使用乾洗手確實清潔手部及排隊保持一公尺以上距離，鼓勵師生們一起來響應捐血活

動，師生們愛心滿滿兩日共募得 235 袋熱血。 

除捐血活動外，另辦理健康促進大轉盤有獎徵答活動，藉由有趣的有獎徵答之遊戲方

式讓師生可獲得正確知識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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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害防制、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 衛保組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不適宜辦理大型集會活動，且 3 月舉辦傳染病防治有獎徵答活動同

學反應相當熱烈，為強化學生對於菸害防及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之認知，故 5/25~6/9 再次

辦理 google 線上有獎徵答方式，20 題題目皆答對者可參加抽獎活動，題目包含一二三手菸

認知、電子菸危害、世界愛滋日及愛滋病防治等問題，希望藉由活動使學生能更加認識該議

題，培養學生具有該議題所需知識、態度，並能將所學知能運用在自我生活之中，此次活動

共計 366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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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已到了學期末，終究還是要結束，不過結束也是另一個新的開始。宿舍所有幹部、

交服夥伴們無不又要摩拳擦掌、戰戰兢兢的準備期末離宿的活動，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措

施與端午連假，也為了配合學校的考試週，體恤住宿生可以專注考試的心情，此次宿舍夥伴

們不計辛勞的將離宿活動延長到 6/29(星期一) ，讓家長可以有充裕的時間前來幫住宿生搬

離堆積一學年的家當。 

搬完了頗多的行李後，幹部們又是一連串馬不停蹄的宿舍環境總整理及檢查，不為別

的，只為給未來的”新住宿生”一個優質、乾淨的住宿空間，讓初到的新房客可以一樣安心

的住好住滿再離開。宿舍幹部們…辛苦你(妳)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