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宿叮嚀
親愛的宿舍新夥伴們:
很高興文會麗澤樓、南華七村、南華九村以及南華館，又加入了一群新的
家庭成員！
在這個大家庭裡的每位新成員都是彼此的兄弟姊妹，因此殷切期待能在最
短的時間讓大家熟悉這個環境，以免過度的摸索而產生太多的不便。

相信各位住宿生幾乎都是第一次離鄉背井，沒有離開家人這麼遠過，在同
學們住進宿舍前，我們已經接到很多通家長或同學本人打來宿舍的詢問電話，
大家詢問的內容，都是想了解學校宿舍的設施與週邊環境，從這些查詢，可以
深深體會到大家對陌生環境徬徨又渴望瞭解的心裡。

我們既然視大家為家人，當然不願大家住進宿舍之後，仍是孤身寡人在這
環境，浪費不必要的時間去摸索，或浪費金錢去嘗試。集結全體自治幹部與輔
導員的心力，認真為大家廣泛收集資料，將新鮮人最想知道的資訊，整理成這
本住宿手冊，協助同學們在最短的時間內熟悉宿舍內外的生活環境。

自治幹部與輔導員們都很用心將這些資料彙整成冊，希望同學們用心去讀
取每項資料，手冊中漏載的資訊，也歡迎隨時提出詢問，我們將給大家最貼心
的服務！
最後 願宿舍生活讓大家有家的感覺
上課順利
生活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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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連絡方式與協助
＊學校緊急聯絡電話
學校總機 05-272-1001

警衛室

1119

學務處生活事務組 1221

值勤教官 05-272-0690

主任教官 1600

校內夜間緊急聯絡 1119

直撥九村宿舍輔導員室電話：05-272-3100 轉 79000
直撥校內宿舍輔導室電話：05-272-3100 轉 71000、71100
直撥七村宿舍輔導室電話：05-272-3100 轉 77010
直撥南華館宿舍輔導室電話：05-264-1508
★校內宿舍夜間有任何緊急事件請撥 71100 找值班輔導員、七、九村及南華
館逕撥上述專線。

＊校外緊急聯絡電話
緊急報案 110

消防 119

大林派出所 05-265-2850

大美派出所 05-295-2905

民雄派出所 05-226-2192

慈濟醫院 05-264-8001

民雄豐收派出所 05-226-2732

服務台 5920、5921
梅花計程車 05-223-3977

05-225-7715

如有重要或最新訊息均會以書面(公佈欄)及網頁上公告同學週
知，請隨時瀏覽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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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宿舍諮詢的重心─輔導員室
輔導員室文會、麗澤-雀惠、妍汝、郁苹、南華七村-楊明聰.
南華九村-家如、友榕、南華館-采瑩、麗玲、 碧珠 擔任輪值工作。
文會、麗澤樓、南華九村

南華七村輔導員室服務時間：

早上 08：00~12：00

早上 10：00~12：00(工讀生)

下午 13：00~17：00

下午 13：00~18：00

晚上 18：00~23：00

晚上 19：00~22：00

南華館：
早上 08：00~23：00
休息時間 12：00~13：00
20：00~21：00
服務項目：
1.緊急處理及通報
輔導員室為宿舍通報中心，任何緊急事故發生時，住宿同學可以直接通報輔
導員。
2.重要事務的處理與傳達
有關宿舍的定期工作(例如期初遷入、期末遷出)或不定期工作(例如維修事件、
各項校方通知)的處理與傳達。
3.住宿生家長或親友訊息的傳遞以及掛號信件、包裹之代收。
若住宿同學外出不在寢室時，尋找之電話或外賓來訪，可請輔導員代為留言，
將會為大家傳遞訊息。
4.宿舍事務的詢問與協助
宿舍日常生活事務、硬體設施、公告等不清楚時，可以隨時向輔導員室查詢或
請直撥輔導員室電話。
5.日常事務的處理
a.借用工具箱、備分鑰匙(當日歸還)、刷門卡、安全帽、急救箱，借用時填
寫物品借出單，並抵押證件（學生證.身分證.健保卡.刷門卡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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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華大學校內(文會、麗澤)宿舍生活公約
1. 宿舍內不得私自帶異性朋友進入寢室內或異性朋友不得隨意進出宿舍，如有
特殊情形須經宿舍補導員同意，違反規定者將交由學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2. 自行進住、遷出、頂讓者，一經查獲案相關校規記過以上處分，除了勒令退
宿外，所繳付之住宿費及保證金一概不退還，並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3. 宿舍門禁刷卡功能系統已結合學生證實施，採二十四小時刷卡進出，每晚二
十四時後至翌日六時為管制時間。另設有二十四小時錄影監控系統管制；進
出宿舍門未關妥之警示系統及電腦紀錄保存等安全措施。
4. 晚上 12 點過後禁止使用脫水機、洗衣機設備，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5. 12：00 PM 過後嚴禁喧嘩影響宿舍安寧，若屢勸不聽後，依規定予以處分。
6. 個人之刷門卡、房門與抽屜鑰匙均不可任意調換，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7. 交誼廳之桌椅、電視、遙控器、書籍等公共物品，未經許可不得將物品私自
帶走，一經查獲將依校規處理。
8. 走廊、樓梯口、交誼廳、洗衣間等公共區域，不得隨意放置私人用品以及垃
圾，屢勸不聽後，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9. 宿舍嚴禁抽煙(包括房間、陽台、公共區域)；嚴禁養寵物(魚、狗、貓、兔
子、烏龜…)，違者經宿舍輔導員或生協會幹部發現後依規定予以處分。
10. 宿舍走廊上、寢室內不得有喧嘩、爭吵等妨礙安寧的行為。
11. 宿舍內嚴禁鬥毆、酗酒滋事、偷竊、賭博行為等，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2. 宿舍內不得放置危險或違禁物品(槍、刀械、汽油)，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3. 桌椅、門窗、櫥櫃、牆壁、天花板不得亂畫(噴、貼)圖字樣。
14. 嚴禁使用電器或擅自安裝高耗電之電器設備(ex：電視、電冰箱、電鍋…)；
嚴禁私自炊膳，以免發生危險，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5. 使用簡易廚房及設施器具時，除應注意安全外，並保持廚房之整潔。
16. 回收資源桶不得丟棄一般垃圾，違者依規定處分。
17. 除了緊急狀況發生外，其他時間不准任意使用安全門，否則依校規處分。
18. 除了佈告欄以外，其餘地方不得張貼海報；張貼海報必須到輔導員室登記蓋
章，一律由生協會來張貼，不得私自張貼海報。
19. 訪客時間：上午 8 點至下午 17 點；如有需求可至宿舍輔導員室申請並穿著
背心，勿帶入宿舍區域，違反規定者將交由學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20. 熱水供應時間：17：00~22：15，如逾時盥洗，文會 2F-5F 公共浴廁設有 24
小時電熱水器。
【以上宿舍違規者，輕者開單勸導，情節重大嚴重違反者通知家長並召開學
生獎懲委員會討論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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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華大學七村宿舍生活公約
1. 宿舍內不得私自帶異性朋友進入寢室內或異性朋友不得隨意進出宿舍，如有
特殊情形須經宿舍輔導員同意，違反規定者將交由學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2. 自行進住、遷出、頂讓者，一經查獲案相關校規記過以上處分，除了勒令退
宿外，所繳付之住宿費及保證金一概不退還，並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3. 宿舍門禁刷卡功能系統已結合學生證實施，，採二十四小時刷卡進出，每晚
二十四時後至翌日六時為管制時間超過時間必須填寫晚歸的原因(警衛室)。
另設有二十四小時錄影監控系統管制；進出宿舍門未關妥之警示系統及電腦
紀錄保存等安全措施。
4. 12 點過後禁止使用脫水機和洗衣機，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12：00 PM 過後
寢室嚴禁喧嘩影響宿舍安寧，若屢勸不聽後，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5. 個人之刷門卡、房門、抽屜鑰匙均不可任意調換，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6. 交誼廳之桌椅、電視、遙控器、書籍等公共物品，未經許可不得將物品私自
帶走，一經查獲將依校規處理。
7. 走廊、樓梯口、交誼廳、洗衣間等公共區域，不得隨意放置私人用品以及垃
圾，屢勸不聽後，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8. 嚴禁抽煙(包括房間、陽台、公共區域)；嚴禁養寵物(魚、狗、貓、兔子、
烏龜…)，違者經宿舍管理員或生協會幹部發現後依規定予以處分。
9. 宿舍內不得有喧嘩、爭吵等妨礙安寧的行為。
10. 嚴禁鬥毆、酗酒滋事、偷竊、賭博行為等，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1. 宿舍內不得放置危險或違禁物品(槍、刀械、汽油)，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2. 門窗、櫥櫃、牆壁、天花板不得亂畫(噴、貼)圖字樣。
13. 用電器或擅自安裝高耗電之電器設備(ex：電視、電冰箱、電鍋…)；嚴禁私
自炊膳，以免發生危險，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4. 垃圾請放置在機車柵道旁垃圾子母車內，違者依規定處分。
15. 急狀況發生外，其他時間不准任意使用安全門，否則依校規處分。
16. 佈告欄以外，其餘地方不得張貼海報；張貼海報必須到輔導員室登記蓋章一
律由生協會來張貼，不得私自張貼海報。
17. 訪客時間：上午 8 點至下午 17 點；如有需求可至宿舍輔導員室申請並穿著
背心，勿帶入宿舍區域，違反規定者將交由學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以上宿舍違規者，輕者開單勸導，情節重大嚴重違反者通知家長並召開學
生獎懲委員會討論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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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華大學九村宿舍生活公約
1. 不得私自帶異性朋友進入寢室內或宿舍，如有特殊情形須經宿舍輔導員同意，
違反規定者將交由學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2. 自行進住、遷出、頂讓者，一經查獲案相關校規記過以上處分，除了勒令退
宿外，所繳付之住宿費及保證金一概不退還，並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3. 宿舍門禁刷卡功能系統已結合學生證實施，，採二十四小時刷卡進出，每晚
二十四時後至翌日六時為管制時間超過時間必須填寫晚歸的原因(警衛室)。
另設有二十四小時錄影監控系統管制；進出宿舍門未關妥之警示系統及電腦
紀錄保存等安全措施。
4. 12 點過後禁止使用脫水機和洗衣機，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5. 12：00 PM 關燈，12：00 PM 過後寢室嚴禁喧嘩影響宿舍安寧，若屢勸不聽
後，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6. 個人之刷門卡不可任意調換，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7. 交誼廳之桌椅、電視、遙控器、書籍等公共物品，未經許可不得將物品私自
帶走，一經查獲將依校規處理。
8. 走廊、樓梯口、交誼廳、洗衣間等公共區域，不得隨意放置私人用品以及垃
圾，屢勸不聽後，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9. 嚴禁抽煙(包括房間、陽台、公共區域)；嚴禁養寵物(魚、狗、貓、兔子、
烏龜…)，違者經宿舍管理員或生協會幹部發現後依規定予以處分。
10. 宿舍內不得有喧嘩、爭吵等妨礙安寧的行為。
11. 嚴禁鬥毆、酗酒滋事、偷竊、賭博行為等，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2. 宿舍內不得放置危險或違禁物品(槍、刀械、汽油)，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3. 門窗、櫥櫃、牆壁、天花板不得亂畫(噴、貼)圖字樣。
14. 用電器或擅自安裝高耗電之電器設備(ex：電視、電鍋…)；嚴禁私自炊膳
以免發生危險，違者依規定予以處分。
15. 放寒暑假時，於放假前一天冰箱請除霜並清空(宿舍會斷電)。
16. 勿拆衣櫃門、冷氣下勿擺雜物(因冷氣在假期間會維修)。
17. 衣櫃、書桌、床板、牆壁勿貼東西，以免撕下後表面損壞。
18. 樓梯後方的回收資源桶不得丟棄一般垃圾，違者依規定處分。
19. 除了急狀況發生外，其他時間不准任意使用安全門，否則依校規處分。
20. 除了佈告欄以外，其餘地方不得張貼海報；張貼海報必須到管理員室登記章，
一律由生協會來張貼，不得私自張貼海報。
21. 訪客時間：上午 8 點至下午 17 點；如有需求可至宿舍輔導員室申請並穿著
背心，勿帶入住宿區域，違反規定者將交由學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以上宿舍違規者，輕者開單勸導，情節重大嚴重違反者通知家長並召開學
生獎懲委員會討論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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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南華大學南華館宿舍生活公約
1. 宿舍租約為一學年(保證金貳千元整，含上、下學期)，學期依照房型繳交住
宿費、網路費；相關退費標準依學生手冊南華大學學生宿舍輔導要點辦理。
2. 無論是否使用宿舍網路，住宿生一律繳交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999 元整。
3. 個人金錢、貴重物品請自行確實妥善保管，若有遺失請自行負責。
4. 凡自行進住、遷出、頂讓者，一經查獲案相關校規記過以上處分，除了勒令
退宿外，所繳付之住宿費及保證金一概不退還，並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5. 宿舍內不得放置危險或違禁物品(槍、刀械、武器、汽油)，同時嚴禁抽菸、
喝酒、偷竊、賭博、飼養動物、寢室私自炊膳(包括房間、陽台、公共區域)
或擅自安裝高耗電之電器設備(ex：電視、電冰箱、電鍋、電磁爐…)，以免
發生危險，違反規定者將交由學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6. 訪客時間：上午 8 點至下午 17 點；異性朋友請於 1 樓客廳會面；如有需求
可至宿舍輔導員室申請並穿著背心，勿帶入住宿區域，違反規定者將交由學
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7. 桌椅、門窗、櫥櫃、牆壁、天花板不得亂畫(噴、貼)圖字樣。
8. 熱水供應時間：17:00~22:15，如逾時盥洗，每層公共浴廁設有 24 小時電熱
水器。
9. 寢室疑似違規事件或災害發生，住宿生若規避檢查，輔導員得以敲門後自行
進入檢查。
10. 宿舍走廊上、寢室內不得有喧嘩爭吵、播放音樂等妨礙安寧的行為；走廊、
樓梯口、交誼廳、洗衣間、茶水間等公共區域，不得隨意放置私人用品以及
垃圾，屢勸不聽者，開單勸導，情節重大者將交由學校獎懲委員會議處。
11. 請自行將垃圾擲至垃圾子母車(需分類)
【以上宿舍違規者，輕者開單勸導，情節重大嚴重違反者通知家長並召開學生
獎懲委員會討論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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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宿舍生活協進會(生協會)組織辦法
1. 生協會在學校師長指導下，以培養本校住校生自治、自律為主要宗旨，並以
謀取學生住宿安全及福利事宜，提升生活品質為目的。
2. 學生宿舍幹部之選訓用，由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組）策劃執行。學生宿
舍設生協進會會長、副會長及執行秘書、總務、文宣、活動、安全、衛生
及機動組等相關幹部，分住於各樓層擔任樓管員，負責傳達、協調、輔助督
導及管理，協助執行宿舍管制輔導工作。 (七、九村設副會長一人， 樓管
員數人)。
3. 宿舍幹部產生方式：

4.

5.

6.

7.

(一)學生自願報名，經審查合格者。
(二)表現優異經教師（官）或宿舍管理人員推薦者。
(三)以上產生人員由生活輔導組遴選、訓練，並簽奉核定後公布之。
宿舍幹部遴選條件：
(一)經申請住校者。以高年級（應屆畢業生 除外）學生優先。
(二)具備領導能力、服務熱忱並能服從守紀者。
(三)未曾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
宿舍幹部任免：
(一)宿舍幹部任期至少為一學期，服務績效優異者得連任之。
(二)幹部不盡職責或違反規定者，得中途解除 職務，由已參加幹部訓練儲
備人員遞補之
會長（副會長）之職掌：
(一)執行宿舍管理辦法及相關住宿規定（含宿舍生活公約）。
(二)擔任樓管員、住宿生與宿舍業管單位間之橋樑。
(三)負責各樓管員之指揮、督導及考核，每週召開樓管員會議。
(四)協助維護宿舍安全、秩序及整潔工作。
(五)負責各該宿舍住宿生整潔檢查及對違規住宿學生之勸導及糾舉。彙整回
報。
(六)參加宿舍相關會議、訓練及活動，執行管理與服務工作。
(七)協助各該宿舍維修之聯繫及必要之陪同。
(八)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樓管員之職掌：
(一)執行宿舍管理辦法及相關住宿規定（含宿舍生活公約）。
(二)執行宿舍業管單位、輔導員及會長交辦事項。
(三)擔任住宿學生與宿舍業管單位間之橋樑。
(四)協助維護宿舍安全、秩序及整潔工作。
(五)負責各該樓層住宿生整潔檢查、意見反映及對違規住宿學生之勸導及糾
舉。
(六)協助各樓層公共財產清點及保管。
(七)參加宿舍相關會議、訓練及活動，執行管理與服務工作。
(八)協助各該樓層維修之聯繫及必要之陪同。
(九)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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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事務處於每學期開學前舉辦宿舍幹部研習一次；生活事務組每月召開全
體幹部(含宿舍輔導員)會議一次；生協會每月召開各該宿舍幹部會議ㄧ次，
實施工作提示、協調及檢討，以強化宿舍幹部工作知能。
9. 幹部考核：
(一)宿舍幹部各學期服務績效考核採績等制，會長、管理員、承辦組員及組
長逐級考核，並送幹部考核評鑑會議審議後，陳請學務長核定之。各級幹部
之考核成績，作為獎勵及續任與否之依據。
(二)幹部考核項目（考核表）由生活事務組訂定如附件一。考核績等區分為：
優等(90~100 分）
、甲等（80~89 分）
、乙等（70~79 分）
、丙等（60~69 分）、
丁等（未達60 分）。
(三)每學期末召開宿舍幹部考核評鑑會議一次會議由組長主持，全體宿舍幹
部、宿舍輔導員等參加。
10. 獎懲與福利
(一)宿舍幹部依其賦予任務計算其實際服務工時給與工讀金，另服務績優幹
部依考核成績予以減免(下學期)住宿費：優等5000元、甲等4000元、乙等3000
元、丙等1000元、丁等不減免。
(二)宿舍幹部工作勤奮認真盡職，經考核確認者，每學期由生活事務組簽請
行政獎勵。
(三)服務滿一學年且平均考核乙等(含)以上者，給予下學年度住宿優先權。
(四)宿舍幹部怠忽職守或違反工作紀律者，依情節輕重檢討議處或免除其職
務。
(五)學生若藉報名擔任幹部作為免抽籤獲得住宿權之手段，且事後拒履行義
務者，取消其幹部資格及住宿權一年。
11. 住宿生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或二次。全體住宿同學均應出席並應邀相關
師長列席。屬重要集會。
12. 幹部會議：每月至少召開乙次。由會長召集主持，副會長、各組幹部出席。
視需要得邀相關師長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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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宿舍寢室物品修繕注意事項
1．

電燈部份：走廊、玄關燈、寢室大燈、桌燈、浴室燈、廁所、陽台燈、
電風扇、冷氣，請到學生行政校務系統填寫「電、燈類修繕單」，總務處
營繕組修繕。

2．

水管部份：洗手台阻塞、排水口阻塞（洗手台下方、浴室、廁所），
天花板、牆壁漏水，蓮蓬頭毀損，抽風口、通風口故障（浴室、廁所）；
鎖（大門、抽屜鎖、浴室、廁所、陽台）
、書衣櫃、桌椅、鍵盤座、窗簾、
紗窗、寢室大門毀損，請到學生行政校務系統填寫「水、鎖類修繕單」，
總務處營繕組修繕。

3．

室內電話、公用電話故障時，請至學生行政校務系統填寫「電話修繕單」，
總務處營繕組修繕。

4．

馬桶不通，請自行買通樂處理，若已處理卻無效；請學生行政校務系統填
寫報修。

5．

洗衣機、烘乾機和脫水機故障時，請至宿舍輔導室登記故障與卡幣金額，
輔導員將會通知洗衣機公司修繕，再歸還金額。或請直播上洋公司免費服
務專線洽詢。

＊上洋公司電話 0800-211987 維修人員手機 0928-923-109
6．

房門玻璃、燈罩破了、冷氣遙控器損壞或遺失，請到輔導員室填寫修繕單
並賠償費用，輔導員室將通知廠商修繕。
（房門玻璃一片４００元；燈罩一個１００元；冷氣遙控器一個 250 元），

10

十、退（離）宿寢室清掃注意事項
1. 桌椅、抽屜、床位請歸回原位並且擦拭乾淨，檢查時不可有毛髮、灰塵。

2. 床舖（包含床底）、衣櫃、書櫃(包含最上層)、鍵盤座需淨空且擦拭乾淨。
3. 浴室、廁所牆壁要清刷乾淨，廁所和浴室的抽風口、請用掃把清掃乾淨。
4. 馬桶要請自行使用清潔用品刷乾淨不能殘留污垢、廁所地面亦然。
5. 陽台及房間垃圾需清理完畢不可遺留在寢室。
6. 若牆壁、天花板或書、衣櫃上有貼東西必須完全清除。
7. 天花板、寢室四周牆角、陽台、電扇、冷氣機都不能有蜘蛛網。
8. 電扇、冷氣機都要清洗，冷氣濾網要拿清洗後讓檢查人員檢查後才可裝上。
7. 房門鑰匙、抽屜鑰匙和刷門卡(九村)要一致(ex.1205-3）再交回輔導員室
8. 窗戶、落地窗及紗窗都要擦乾洗淨，窗戶與落地窗的溝槽也請清刷乾淨。
9. 公共用品，如有損毀請盡快到輔導員室填寫修繕單。
10.地板排水口與洗手台不可阻塞，包含浴室、廁所、洗手台下方、陽台。
11.寢室地板、浴室、廁所及陽台要清掃及拖地。
12.寢室最後一位退（離）宿者，請一並將冷氣遙控器交回輔導員室。

※公共區域打掃工作請事先分配，以免發生糾紛影響室友間的感情。

謝謝各位的合作，這樣才會使退宿手續較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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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退（離）宿流程與注意事項
一、 退宿流程：
1. 學期結束後無續住欲退宿者，於打掃完寢室後，請先到輔導員室填寫退宿單

並領取財產清單（入宿時所填寫的財產清單）
，並請檢查人員陪同回寢室檢
查寢室清潔，確認無誤後請檢查人員簽名。
2. 退宿者除上網登錄外，需於退宿當天經輔導員室人員檢查房間後，請交回
刷門卡、鑰匙、個人財產清單和上網申請的退宿證明表，及學生人銀行存摺
帳號封面影印本（以彰銀為主，郵局次之），以利辦理退保證金統一退回學
生本人帳戶。
※ 請注意保證金不可退到父母親帳戶中，規定一律退回學生本人帳戶中。
3. 退宿者，如有超額電費未繳者一併於當天前繳交完畢，否則不予辦理退保證
金。
4. 無續住者請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退宿手續並且淨空個人空間與寢室。
5. 若有下學年度簽約續住者，暑假期間請務必床未清空，個人的物品打包帶回
如有困難，則請裝箱放置於集中指定位置，並需將房間打掃乾淨並繳回刷門
卡、鑰匙及個人財產清單至輔導員室，如有超額電費未繳者一並於當天前繳
交完畢。
※貴重物品（如科技用品）亦請一併帶走，否則若有物品遺失一律不負保管責
任。
(＊電費一度 4 元，文會樓 100 度/人；麗澤樓 125 度/人，貞觀(七村)145 度/
人，九村 145 度/人)
二、退（離）宿注意事項：
1.若室友無一起退（離）宿，請在財產清單下方讓室友簽名同意退宿，最後一
個退宿者，也必須請提早離開的室友簽名，以確認彼此皆無公私物糾紛。
2.離宿前請將寢室內部整理乾淨並且淨空（包括個人部份和所負責公共區域），
並且在財產清單上屬名自己所負責的公共區域，以方便檢查。
3.公共區域包含浴廁（包括抽風口、牆壁、窗戶、洗手台、馬桶、地板）
，陽台、
窗戶、寢室地板、共用櫃子、寢室牆壁、天花板…等。
4.個人部份包括個人書桌、床鋪、衣櫃、置物櫃…等。
5.寢室清空後請告知輔導員(親洽或電洽輔導員室)，經輔導員或生協會幹部檢
查寢室通過後，繳回房門鑰匙、抽屜鑰匙、刷門卡以及財產清單，才算完成
退（離）宿手續。
6.房門鑰匙或抽屜鑰匙不見、刷門卡損壞，應賠償：鑰匙一把 20 元，刷門卡一
張 200 元。
7.辦理退（離）宿時間為上物 8 點至下午 17 點，12：00－13：00 休息，逾時不
受理。
※如果無法在退宿時間內退宿，請先告輔導員；若沒事先告知，也沒辦理退宿
者，一律不退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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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家常 Q & A
1.緊急事故發生時（例如肚子痛）
，怎麼辦？

A：如果有緊急事故發生，請記得馬上通知輔導員或生協會幹部給予協助，緊急
事故的協助是沒有時間限制，可以隨時通知相關人員！
2.寢室周遭有人吵鬧，影響大家的作息時，怎麼辦？
A：各位住宿生可直接自行規勸或通知輔導員、生協會幹部，若同學們屢勸不聽，
輔導員會開立宿舍違規記錄表。
3.寢室內的物品損壞時（例如燈管不亮、刷門卡失效），怎麼辦？
A：請到學生個人的校務行政系統申請維修，但如果是不當使用或是人為破壞，
需依規定自行負擔維修費用。
4.同寢室的住宿同學與我生活習慣不合（例如常被吵到或是有不經同意使用你
的物品）怎麼辦？
A：請切記不要直接與室友產生爭執！如果對生活習慣不佳的同學自行勸說；無
效時，應直接向輔導員反映，請輔導員輔導生活習慣不佳的同學。對於嚴
重影響他人住宿者，將勸其自動提前退宿，態度不佳者，將給予退宿處分，
並送校方依校規議處。再次強調，宿舍內嚴禁發生吵架或肢體衝突，違者
將依校規嚴厲處分。
5.在宿舍被小黑蚊咬的很癢，或是擦傷，怎麼辦？
A：可至成均館的保健室找護士拿蚊蟲藥，輔導員室或是保健室都備有簡易醫藥
箱可供學生使用。
衛保組上班時間：周一-周五 08：00-17：00；分機：1230、1231
6.有問題時，除了直接向生協會的幹部及管理員反映之外，還有其他管道嗎？
A：可以 E-MAIL 向生活事務組長反映或在其宿舍網站反映，歡迎同學利用。
學校 FB 網址：
南華大學：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80742425357519/?fref=ts
南華校內住宿生：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angela91182/
7.洗手台和浴室為什麼會塞住？
A：同學們使用完浴室請記得將排水孔上的頭髮清乾淨，如用洗手台洗水果或湯
汁之類請將果屑拿到垃圾桶或廚房的廚餘回收桶丟棄，切勿貪一時方便將其
由洗手台沖走，這樣就可以避免排水孔塞住。
8.為什麼午夜 12 點後不得使用洗衣間？
A：因為 12 點後為大多的同學就寢時間，為了避免使用洗衣機、脫水機等發出
的噪音吵到住附近的同學，所以請同學遵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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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寢室的燈為何這麼快就壞了？
A：同學們檢查是否出門前都未將寢室內的燈或電扇關掉，這樣很快縮短燈泡和
電扇使用壽命，所以請同學出門前多注意，以節省能源不浪費。
10.飲水機看起來髒髒的，怎麼會這樣？
A：請同學使用飲水機泡泡麵或是麥片時，不要將垃圾（如泡麵的調味包）放置
在飲水機上，更不可因泡麵裝太多水而將油油的湯汁倒進飲水機內，請將
垃圾帶回寢室丟棄，希望各位同學能一起維護飲水機的清潔，讓大家都能
健康而且安全無慮的食用飲水。
11.若進出宿舍門口的學生證或臨時卡掉了或毀損怎麼辦？
A：請至宿舍輔導員室辦理登記，取消原學生證進出權限，並借用臨時卡（以十
四天為限，押金 100 元或押同學其他證件）及另向註冊組申請學生證補發。
待新學生證補發後，向宿舍輔導員室登記，建立新卡進出權限，繳回臨時
通行卡並領回押金或證件。使用臨時通行卡，若有遺失或損毀則沒收押金。
(嚴禁用手將自動門扳開，門口有攝影機全程監控，違者校規嚴辦)
12.在宿舍內看到異性，要如何處理?
A：請同學馬上通知生協會幹部或直接通報宿舍輔導員室，並告知哪一寢室或宿
舍何處，輔導員將會立即處理。
13.電腦中毒或是有任何網路問題怎麼解決?
A:請打分機 快易通網路公司 1725、1726
快易通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 09：00-22：00；中午 12：00-13：00()
假日及國定假日：13：00-21：00
14.如何從校外撥電話進校內宿舍呢？
A： EX－請撥宿舍專線：05-272-3100 轉 7（後接寢室號碼）
15.如果電費超度了怎麼辦？各個宿舍的電費怎麼算呢？
A：1. 每個月輔導員室皆會公告每月每寢所使用的電度量，超度寢室請在繳內
期限內自行到總務處出納組繳納超度費用。
2.文會樓 100 度/人 ；麗澤樓 125 度/人；貞觀(七村)125 度/人；九村 145
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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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南華大學特約醫院及特約項目一覽表
編
特約 醫院地址/聯絡電話
特約項目內容
所需證件
號
醫院
1. 大林慈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1.門診掛號費全免，急診 1.學生證、教職員
濟醫院 2 號
掛號費五折
證
05-2648000
2.住院相關醫療費用，自 2.眷屬不優待
行負擔部分不另行優待
3.團體健康檢查人數超過
三十人，費用九折優
待；五十人時八折優待
4.若有緊急災難事故，儘
可能優先提供醫療援助
2. 聖馬爾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 1.掛號費五折（不含急診）1.學生證、教職員
定醫院 565 號
2.住院病房費用：九折
證
05-2756000
3.全身健康檢查費用：九 2.眷屬不優待
折
3.

和順興 嘉義縣民雄鄉民族路 1.掛號費 50 元免繳
1.學生證、教職員
醫院
49 號
2.急診費用優待 100 元
（原 證
05-2268517
200 元）
2.眷屬不優待

4.

盧亞人 嘉義市民權路 406 號 1.掛號費全免（含急診）
醫院
05-2248347
收部分負擔
2.住院：保證金免繳
亞人醫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 3.醫療費用：依全民健保
規定辦理外，其餘八折優
院內科 426 號
待
診所
05-2652838
4.緊急救護：如遇急症，
能力範圍內，派車支援就
醫
丁效曾 嘉義市中山路 229 號 1.掛號費免繳，整型手
整形外 05-2222188
術、微整形免費諮詢
科診所
2.整形手術、微整型 9 折
優待
3.雷射光療特惠
4.醫學美容療程優惠
5.醫學美容保養品 9 折優
惠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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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7.

慶昇醫 嘉義市新榮路 339 號
院
05-2229191

1. 掛號費免繳
1.學生證、教職員
2.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 證
費用：8 折
2.眷屬不優待
3. 診斷書費：5 折

8.

戴昌隆 嘉義市博愛路 2 段
皮膚科 277 號
診所
05-2328888

9.

田金佩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路 1. 掛號費免繳
1.學生證、教職員
皮膚科 25-2 號
2. 醫療費用：依全民健保 證
診所
05-2063300
規定辦理，其餘 9 折優 2.眷屬不優待
待

1. 掛號費免繳
1.學生證、教職員
2. 診斷證明書費用 5 折 證
3. 雷射、微整形等醫學美 2.眷屬不優待
容療程享特價優惠
4. 醫學美容保養品享特
家優惠

10. 郭建軍 嘉義市中山路 284 號 1.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皮膚科 05-2273836
用：9 折優待
診所
2. 診斷書費用：100 元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11. 仁惠中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路 1.
2.
醫診所 82-3 號
05-2263370
3.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掛號費免繳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用：8 折
診斷書費：5 折

12. 何 振 庚
1. 教職員掛號費五折;學 1.學生證、教職員
嘉義縣民雄鄉民族路
耳鼻喉
生掛號費六折
證
40 之 2 號
診所
2.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用：8 折
2.眷屬不優待
05-2269307
13. 何 慶 堂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 1. 掛號費免繳
家 醫 內 西安路 35-19 號
2.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科診所
用：8 折
05-.2260728
14. 許 凱 程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路 1. 掛號費免繳
神 經 內 26 號
2.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科診所
用:八折優待
05-2262321
15. 賴 政 友
1.掛號費減半優待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
家醫內
和平路 9 號
2.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科診所
用:營養食品及疫苗九折
05-2262624
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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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1. 學生證、教職
員證
2. 眷屬不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16. 林 恆 文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路 1.掛號費五折優待
家 醫 內 30-1 號
2.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科診所
用:八折優待
05-2266555
17. 成 功 家
1.掛號費免繳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
醫內科
中庄 21-20 號
2.醫療費用：依全民健保
診所
規定辦理外，其餘八折優
05-2263042
待
18. 安 安 牙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 1.掛號費免繳
醫診所 和平路 13 號
05-2063733
19. 恩 凱 爾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 1. 掛號費免繳
外 科 診 建國一段 128 號
2.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所
用:九折優待
05-2268661
20. 江 豐 裕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 1. 掛號費免繳
牙 科 診 中庄 116 號
2.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所
用:八折優待
05-2064900
21. 天 佑 家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 1. 掛號費免繳。
醫 內 科 西安路 21 號之 1
2.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診所
用：八折優待
05-2061926
22. 吳 蕙 霓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 1.掛號費免繳
家 醫 內 中樂路 37 號
科診所 05-2261356
23. 張 介 山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 1.
內 耳 科 民族路 22-3 號
2.
診所
05-2261302
3.

掛號費 50 元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用：九折
診斷書費：0 元

24. 王柏東 嘉義市西區社內里民 1. 掛號費免繳
牙科診 權路 453 號
2. 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所
05-2231821
用：九折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眷屬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
屬不優待
1. 學生證、教職
員證
2. 眷屬不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眷屬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眷屬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25. 蕭賜彥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1. 掛號費免繳
診所
三段 252 號
2.非健保給付之各項費
05-2200858
用：九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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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證、教職員
證
2.眷屬不優待

※ 本校兼任醫師駐診時間如下：
駐診時間
星期二

下午

2-4 點

備註

醫師

不需攜帶健保卡

慈濟家醫科 醫師

※ 駐診時間如有更動，請見衛生保健組公佈欄
※ 如有急症需處理，請到成均館一樓 114 室衛生保健組

分機 1231

十四、生活資訊
美食
美食街>>

大林慈濟醫院前之美食街
大林火車站前之美食街（中山路）
中正大學美食街(校園內)
中正大學之大吃市 (中正大學校門口正對面)

餐廳篇>>

南華大學餐廳 (文會樓、雲水居、學舍滴水坊【素食】)
田園自助餐 （大林生鮮超市旁）
阿雪自助餐 (大林國小前)
心曠神怡簡餐電（中正往民雄方向左手邊）
客廳(中正往民雄方向.藍色鐵皮屋)
越式餐廳(吳鳳的對面)
民雄永芳快餐(省道往民雄街上右手邊(還不到平交道) )
味川自助快餐(民雄地下道對面)
卜峰先生(快到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生活家(往梅山的路上 崎頂營區門口的斜對面)
金吉子簡餐 (民雄鄉昇平路上)
民雄貴族世家 (民雄保生街)
民雄體育館 (民雄平交道旁)

麵攤篇>>

民雄麵攤 (過平交道直走後右轉)
阿吉麵攤 (民雄鄉昇平路上)
北方牛肉麵 (民雄西安路上)(往新港路上)

小吃篇>>

昭芋圓 (民雄昇平路與中樂路交叉路口)(大士爺廟附近)
龍虎鷄排 (木鬚龍飲料店隔壁)
鴨肉羹(過平交道旁)
豪緯麵食館(往大林方向地下道出口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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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 2 班雞排(往大林方向地下道出口右手邊)
阿亮雞排(大林火車站前休閒小站隔壁)
民雄佑壽司(過平交道左轉 在右手邊)
越南美食館(慈濟附近.福記麵食館對面)
李記手工餡(蛋)餅(大林在 7-11 前面那條路往後火車站那個方向)
大林草魚湯、滷肉飯(往大林方向地下道之前右手邊)
上海小籠湯包(在"樹人眼鏡"正對面，"寶島眼鏡"旁邊)
老李牛肉麵( 慈濟對面旁那條路)
何家滷味(民雄)
民雄嘉義火雞肉飯(全家超商對面往全聯那條路右手邊)
民雄龍座鐵板燒(全家超商正對面 )
民雄林記海產粥(大士爺廟前那條路(金桔子對面)
民雄煎盤粿(位於林記海產粥及龍座鐵板燒中間)
民雄肉粽碗粿(過民雄市場往大士爺廟明香超級市場對面)
亨記餡餅(在過平交道的 7-11 斜對面)
一品軒魯味(東榮國小斜對面 魔力網咖的騎樓下)
民雄好吃的傳統豆花(肉粽碗粿的隔壁(只賣早上))
火鍋篇>>

壹頂火鍋店 (民雄保生街)
嘉民火鍋 (保生街加油站對面)
趣味一下（嘉義市）
麻辣王（嘉義市）

水餃店>>

民雄連長水餃
民雄阿寬水餃

麵包店>>

世唯麵包蛋糕店（大林地下道往市區前約 200 公尺處）中興路上
格來麵包店 (世唯麵包店斜前方)
歐香麵包蛋糕店 （民雄火車站斜對面）

飲料篇>>

台灣咖啡 (大林慈濟醫院三樓)
有間冰店（校內文會樓餐廳、大林鎮上）
木鬚龍 (世唯麵包斜前方)
7 年 2 班 (地下道上來右前方)
永大涼冰果室(排骨大王斜對面)
民雄慶源剉冰(連長水餃店隔壁ㄉ巷子裡)
民雄尚飲 (民雄麵攤前的 7-11 隔壁)
小海豚(大林車站前 ㄒ一ㄤ麵包店的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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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冰店(大林火車站附近)
茶點子(三和國小斜對面)
旭日東昇(大林民權路的 7-11 對面)

諸 多 美 食 不 及 備 載 請 見 諒
校內提款機
學慧樓-彰化銀行
文會樓-彰化銀行
郵局、銀行
1.民雄郵局：民雄火車站前
2.大林郵局：大林火車站旁 100 公尺
3.彰化銀行：
大林分行：嘉義縣大林鎮祥和路２４６號(日統客運大林站旁 50 公
尺)
嘉義分行：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３８６號 1 樓(嘉義火車站前約 500
公尺處)
4.台南中小企業銀行：民雄鄉民生路(過平交道 7-11 左轉 300 公尺)
5.台灣銀行：
嘉義分行：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３０６號 (嘉義火車站前約 700 公尺
處)
嘉北分行：嘉義市東區忠孝路６０２號（耐斯百貨旁）

書局
1. 志昇書局

大林中山路 28 號

05-2650971

2. 文陞書局

民雄鄉中樂路 42 號

05-2064737

3. 荳豆租書中心

大林中山路 59 號(市場邊)

05-2653251

4. 東華書局

民雄郵局前

5. 滴水書坊

校內學慧樓地下一樓

6. 達摩書坊（二手書買賣中心） 嘉義縣新榮路 323 號
機車修護
大林機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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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7988

1.泰豐車業有限公司 大林鎮中正路 428 號 電話：
（05）2652408
2.翔順機車托運 大林鎮中正路 442 號 電話：
（05）2652435(有機車託
運喔)
3.華興車業公司 大林鎮中正路 461 號 電話：
（05）2657319
4.永大機車行 大林鎮中興路 204 號 電話：
（05）2652100
5.瑞翔機車行 大林鎮中興路 284 之 3 號 電話（05）2656846
6.秦晟機車行 大林鎮中興路 258 號 電話：
（05）2653045
7.萬財機車行 大林鎮中林里 14 鄰 142 號之 1 電話（05）2654888
民雄機車行 (中正聯外道路上往民雄方向)
1.正豐機車行 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山子腳 102 號 電話（05）2721867
2.正大機車行 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山子腳 107 號 電話（05）2721460
3.坤元機車行 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山子腳 112 號 電話（05）2720988
4.國華機車行 民雄郵局前 (05)2265525
中油加油站
1.明華站：大林鎮忠孝路３４３號
2.梅山站：梅山鄉梅北村田洋仔７號(台三線上)
3.中正站：大林鎮中正路８０１號(過慈濟陸橋)
4.大林站：大林鎮中正路２６０號(大林省道上)
5.民雄站：民雄鄉建國路二段３２９號(民雄省道上)
6.民工站：民雄鄉中山路３７號(民雄工業區內)
7.大林站 ：大林鎮中正路 260 號
8.保生站：民雄鄉保生街 220 號
福懋
1.民雄加油站
2.新民加油站
3.大嘉加油站
4.嘉益加油站
5.嘉義加油站
6.文化加油站

嘉義縣民雄鄉東湖村建國路二段 512 號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 51 號
嘉義市北港路 530-15 號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 136 號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 7 鄰忠孝路 674 號
嘉義市東區老藤里 6 鄰文化路 1160 號

夜市
每

日：中正大吃市、嘉義市文化路夜市

星期一：大林夜市
星期二：家樂福夜市
星期三：家樂福夜市、竹崎夜市

21

星期四：家樂福夜市、新港夜市、溪口夜市
星期五：家樂福夜市、斗六環北夜市、虎尾夜市
星期六：斗南夜市、斗六成功夜市、家樂福夜市
星期日：梅山夜市、家樂福夜市
賣場
1.屈臣氏：大林鎮上陸橋前，民雄鄉昇平路上
2. 家樂福：嘉義市興業西路及博愛路上
3. 特力屋：往嘉義忠孝路上省道旁
4.全聯福利中心：阿吉麵攤前直走 500 公尺
5.美華泰：嘉義火車站前
6. 俗俗賣：大林中日超商直走到底右轉
7. 金鎂五金百貨：民雄加油站旁
8. 嘉義遠東百貨公司(位於新光三越正對面)
9. 嘉義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嘉義市垂楊路 726 號 TEL：05-222-4888)
10.嘉義火車站前中山路及圓環旁之文化路有許多店家如服飾店、運動
用品店、鞋店、書局、機車行等許多樣式店家。
超市
1.齊普超市：民雄保生街上
2.千葉超市：民雄文化路上
3.上久超市：大林彰銀對面
4.全聯生鮮超市：大林、民雄

圖書館
校內>>

無盡藏：南華大學校園

校外>>

1.中正圖書館：中正大學校園內
2.嘉義市立圖書館：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內
3.民雄圖書館：農會對面，民雄國小旁
4.梅山圖書館：梅山公園旁

電影
1.嘉年華戲院：嘉義火車站前，票價 2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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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榮戲院：嘉義市新榮路上(二輪片，學生票 60 元/人)。
3.中華電影城：斗六市雲林路上，票價 220 元【需攜帶學生證】。
4.雙子星電影院：斗六市火車站前民生路上(二輪片，學生票 80 元/
人)。

便利超商
1.7-11：校內學會樓地下一樓
大林鎮慈濟醫院對面
大林鎮上天橋下
中正大學附近（中正時代轉角）
2.萊爾富：
慈濟醫院斜對面
梅山交流道下往大林之方向派出所旁
通訊行
1.台灣大哥大：大林地下道往市區約 50 公尺處（中興路上）
2.中華電信：大林中正路 621 號（省道旁）
3.民雄中華電信：民雄文化路 36 號
娛樂
ＫＴＶ －

錢櫃仁愛店

05-216-1945 嘉義市仁愛路 401 號

十五、嘉義好七逃
半日遊
行程一：二二八紀念公園→嘉義公園區(嘉義公園、植物園、史蹟館)
行程二：二二八紀念碑→蘭潭區→仁義潭區(仁義潭、玉虛宮、一品夫人墓)
行程三：城隍廟(紅毛井)→彌陀寺區(彌陀寺、義渡碑、八掌溪、二二八紀念碑)
行程四：嘉義→松腳→獨立山→嘉義
行程五：新港交趾陶工作巡訪

一日遊
行程一：嘉義→蘭潭水庫→蘭潭後山公園→仁義潭水庫→中華民俗村→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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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二：嘉義→竹崎觀音瀑布→大坑凌岩寺→嘉義
行程三：嘉義→梅山→太平→嘉義
行程四：嘉義→北回歸線標誌→朴子配天宮→嘉義
行程五：嘉義→新港奉天宮→北港朝天宮→王得祿墓→嘉義
行程六：嘉義→劍湖山世界→古坑華山→嘉義
古坑區路線
1. 中山高速公路→大林交流道→嘉 162 線道 台 3 線→梅山→台 3 線→古坑
2. 南二高→梅山交流道→嘉 162 縣到→梅山→149 線道→華山
3. 南二高→梅山交流道→嘉 162 縣道→台線→古坑永光→雲 210 縣道→華山
4.
景點
1. 劍湖山世界：位於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
2. 華山遊憩區：位於古坑鄉華山村
3. 樟湖風景區
4. 草嶺風景區
5. 石壁原始森林遊憩區
6. 綠色隧道：沿著台三線往梅山方向可看見古坑綠色隧道
梅山區路線
1. 中山高速公路→大林交流道→梅山
2. 南二高速公路→梅山交流道→梅山
景點
1. 瑞里風景區
2. 瑞峰風景區
3. 太和風景區
4. 太平風景區
5. 雙溪大峽谷
6. 梅山公園
7. 禪林寺：梅山公園對面山腰上
8. 農村文化館：位於梅山鄉農會 D 棟 3 樓
竹崎區路線
1. 台 3 線省道經梅山鄉入竹崎鄉～經過築崎大橋路旁即可到達
奮起湖區路線
1. 西螺交流道→荊桐→斗六→梅山→太平→瑞里→太和→奮起湖
2. 斗南交流道→永光（往劍湖山方向）→梅山→太平→瑞里→太和→奮起湖
3. 嘉義交流道→吳鳳北路→阿里山公路→石棹→奮起湖
4. 台中→南投→信義→新中橫→阿里山→阿里山公路（石棹）→奮起湖
5. 南二高→中埔交流道→阿里山公路→石棹→奮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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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十大風景線
*蘭潭區(蘭潭、蘭潭後山公園)
*文化中心區(文化中心、北門車站、忠孝路大道)
*嘉義公園區(嘉義公園、植物園、史蹟資料館、棒球場)
*彌陀寺區(彌陀寺、義渡碑、八掌溪、二二八紀念碑)
*城隍廟區(城隍廟、紅毛井)
*運動公園區(運動公園、港坪花卉區、劉厝老榕)
*市中心區(中央噴水池、中正公園、美街)
*二二八紀念區(二二八紀念館、彌陀路林蔭大道)
*世賢圖書館區(世賢圖書館、世賢大道、竹圍紀念碑)
*仁義潭區(仁義潭、玉虛宮、一品夫人墓)
十六、交通指南
鐵路運輸
嘉義火車站

嘉義市中山路 528 號

05-2289858

台汽客運

嘉義市中山路 524 號

05-2222791

日統汽車客運

嘉義縣民雄鄉和平路 1 號

05-2062410

統聯汽車客運

嘉義市林森西路 526 號

05-2235215

嘉義汽車客運中山站

嘉義市中山路 501 號

05-2258742

嘉義縣汽車客運忠孝站 嘉義市民權路 299 號

05-2258962

嘉義航空站

嘉義縣水上鄉榮典路 1 號

05-2358662

中華航空嘉義營業處

嘉義市垂楊路 316 號六樓之三

05-2230118

復興航空

嘉義縣水上鄉榮典路 1 號

05-2865422

遠東航空

嘉義縣水上鄉榮典路 1 號

05-2853022

立榮航空

嘉義縣水上鄉榮典路 1 號

05-2860983

阿里山客運

嘉義市中正路 692 號

05-2226859

嘉義縣公車、台西客運、日統客運與本校校車時刻表
請逕至 http://mail.nhu.edu.tw/~general/traffic.pdf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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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TCP/IP 之簡易設定
一、
＜Win98 及 Win ME 系統＞
1.開始功能表 ->設定 ->控制台
2. Win98 及 Win me 請選擇「網路」圖示
3.請在「 已經安裝下面的網路元件」中點選字尾有 Fast Ethernet10/100M 及
(TCP/IP)字樣之網卡通訊協定 , 再點選「內容」
4.設定 IP 位址及子網路遮罩（設定資料請依同學拿到的 IP 表為準）
5.設定通訊閘及 DNS，輸入後點選新增
6.完成之後按確定，並重新開機
＜Win XP 及 Win2000 系統＞
1.開始功能表 ->設定 ->控制台
2.請選擇「網路連線」->「區域連線」->「內容」
3.選取 TCP/IP，再點選「內容」
4.設定 IP 位址及子網路遮罩及通訊閘及 DNS
（設定資料請依個人書桌抽屜上的貼紙”快易通速頻 IP 表”為準）
5.完成之後按確定即可
二、
1.請打開你的 IE(Internet Explorer)
2.點選視窗上方的「工具」，並選取 「Internet 選項」
3.選取「連線」項目，將「撥號設定值」設為「永遠不撥號連線」
4.再點選最下方之「區域網路設定」
5.將所有之項目設為「未勾選」
6.完成之後請按確定，即可上網
三、
1. 若有使用 outlook 或 outlook express 收發信件的同學，請將 smtp 伺服器
設為 smtp.sparqnet.net
2. 請同學們務必在可以上網之後立即更新你的作業系統
(IE -> 工具 -> windows update) 以及防毒軟體 , 以免受到病毒攻擊
3. 已確定受到病毒攻擊之電腦，本公司將先行關閉其網路連線，以免病毒擴散
影響其他同學之網路使用
4. 若於安裝或更新上有疑問者，請於 Am9:30~Pm10:00 時段內撥打客服電話詢
問
亦可上快易通客服網站查詢及登錄障礙
5. 客服專線 : 05-2723438；05-2721001 轉 1726
客服網站：http://service.superband.com.tw
快易通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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