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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師生座談會暨師生座談會暨師生座談會暨師生座談會暨

書卷獎書卷獎書卷獎書卷獎、、、、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

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師生座談會暨師生座談會暨師生座談會暨師生座談會暨

書卷獎書卷獎書卷獎書卷獎、、、、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陳正根陳正根陳正根陳正根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7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4點開始點開始點開始點開始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106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陳正根陳正根陳正根陳正根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1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7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4點開始點開始點開始點開始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106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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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議程座談會議程座談會議程座談會議程

�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

�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

�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頒獎典禮

�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

�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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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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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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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王玉珊王玉珊王玉珊王玉珊(A1002141)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易佩雯易佩雯易佩雯易佩雯(A0992110)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曾雅筠曾雅筠曾雅筠曾雅筠(A0982130)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洪世勳洪世勳洪世勳洪世勳(A1002116)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吳怡臻吳怡臻吳怡臻吳怡臻(A0992109)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陳冠琳陳冠琳陳冠琳陳冠琳(A0982131)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王雪君王雪君王雪君王雪君(A1002103)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張慧慈張慧慈張慧慈張慧慈(A0992156)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呂依蓉呂依蓉呂依蓉呂依蓉(A098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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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利堃祺先生獎學金
頒頒頒頒獎典禮獎典禮獎典禮獎典禮

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利堃祺先生獎學金
頒頒頒頒獎典禮獎典禮獎典禮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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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得獎名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得獎名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得獎名單利堃祺先生獎學金得獎名單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李淑芳李淑芳李淑芳李淑芳 (A1002136)
�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王玉珊王玉珊王玉珊王玉珊 (A1002141)

�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張慧慈張慧慈張慧慈張慧慈 (A0992156)
�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蔣佳融蔣佳融蔣佳融蔣佳融 (A0992103)

�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黃盈慈黃盈慈黃盈慈黃盈慈 (A0982137)
�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鍾欣錩鍾欣錩鍾欣錩鍾欣錩 (A0982116)



8

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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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1
101.6.4101.6.4101.6.4101.6.4 進行法律學系進行法律學系進行法律學系進行法律學系101101101101年年年年5555月份生活獎助學金請領作業月份生活獎助學金請領作業月份生活獎助學金請領作業月份生活獎助學金請領作業。。。。

101.6.5101.6.5101.6.5101.6.5
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100100100100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碩士學期碩士學期碩士學期碩士((((專專專專))))班畢業口試相關事班畢業口試相關事班畢業口試相關事班畢業口試相關事
宜宜宜宜。。。。

101.6.5101.6.5101.6.5101.6.5 寄出法律學系碩士班第六階段備取生錄取通知單寄出法律學系碩士班第六階段備取生錄取通知單寄出法律學系碩士班第六階段備取生錄取通知單寄出法律學系碩士班第六階段備取生錄取通知單。。。。

101.6.12101.6.12101.6.12101.6.12
彙整法律學系學生辦理彙整法律學系學生辦理彙整法律學系學生辦理彙整法律學系學生辦理101101101101年度暑假期間戶外活動年度暑假期間戶外活動年度暑假期間戶外活動年度暑假期間戶外活動，，，，並提送予並提送予並提送予並提送予
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

101.6.29~         101.6.29~         101.6.29~         101.6.29~         
101.7.31101.7.31101.7.31101.7.31

辦理法律學系碩士辦理法律學系碩士辦理法律學系碩士辦理法律學系碩士((((專專專專))))班班班班100100100100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畢業口試申請相學期畢業口試申請相學期畢業口試申請相學期畢業口試申請相
關作業關作業關作業關作業。。。。

101.8.8101.8.8101.8.8101.8.8
辦理法律學系碩士辦理法律學系碩士辦理法律學系碩士辦理法律學系碩士((((專專專專))))班班班班100100100100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畢業口試核銷作學期畢業口試核銷作學期畢業口試核銷作學期畢業口試核銷作
業業業業。。。。

101.9.3101.9.3101.9.3101.9.3 完成法律學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研究室座位之清空作業完成法律學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研究室座位之清空作業完成法律學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研究室座位之清空作業完成法律學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研究室座位之清空作業

101.9.10~       101.9.10~       101.9.10~       101.9.10~       
101.9.14101.9.14101.9.14101.9.14

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101101101101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座位之移轉作業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座位之移轉作業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座位之移轉作業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座位之移轉作業。。。。

101.9.19101.9.19101.9.19101.9.19 協助法律學系學生進行課程指定加簽作業協助法律學系學生進行課程指定加簽作業協助法律學系學生進行課程指定加簽作業協助法律學系學生進行課程指定加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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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2

101.9.20101.9.20101.9.20101.9.20
協助法律學系協助法律學系協助法律學系協助法律學系101101101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111學期教學助理之申請培訓進階課學期教學助理之申請培訓進階課學期教學助理之申請培訓進階課學期教學助理之申請培訓進階課
程及免訓相關事宜程及免訓相關事宜程及免訓相關事宜程及免訓相關事宜。。。。

101.9.25101.9.25101.9.25101.9.25 辦理本系開設課程之學生加簽作業辦理本系開設課程之學生加簽作業辦理本系開設課程之學生加簽作業辦理本系開設課程之學生加簽作業。。。。

101.9.26101.9.26101.9.26101.9.26
彙整法律學系彙整法律學系彙整法律學系彙整法律學系101101101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111學期各學制幹部名單學期各學制幹部名單學期各學制幹部名單學期各學制幹部名單，，，，並提送予並提送予並提送予並提送予
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

101.9.26101.9.26101.9.26101.9.26 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101101101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111學期課後輔導相關事宜學期課後輔導相關事宜學期課後輔導相關事宜學期課後輔導相關事宜。。。。

101.9.26101.9.26101.9.26101.9.26 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辦理法律學系101101101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111學期利堃祺先生獎學金相關事宜學期利堃祺先生獎學金相關事宜學期利堃祺先生獎學金相關事宜學期利堃祺先生獎學金相關事宜。。。。

101.10.4101.10.4101.10.4101.10.4 協助聯繫法學院基礎學科會考事宜協助聯繫法學院基礎學科會考事宜協助聯繫法學院基礎學科會考事宜協助聯繫法學院基礎學科會考事宜。。。。

101.10.12101.10.12101.10.12101.10.12
100100100100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申請碩士論文計畫之審核結果學期申請碩士論文計畫之審核結果學期申請碩士論文計畫之審核結果學期申請碩士論文計畫之審核結果，，，，轉知予申轉知予申轉知予申轉知予申
請同學請同學請同學請同學。。。。

101.10.15101.10.15101.10.15101.10.15
整理法律學系本學期教學助理薪資分配相關資料整理法律學系本學期教學助理薪資分配相關資料整理法律學系本學期教學助理薪資分配相關資料整理法律學系本學期教學助理薪資分配相關資料，，，，並轉知予並轉知予並轉知予並轉知予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101.10.19101.10.19101.10.19101.10.19
彙整法律學系學生申請研發助轉知之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彙整法律學系學生申請研發助轉知之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彙整法律學系學生申請研發助轉知之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彙整法律學系學生申請研發助轉知之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
「「「「日臺青少年強化連結計畫訪日團日臺青少年強化連結計畫訪日團日臺青少年強化連結計畫訪日團日臺青少年強化連結計畫訪日團」」」」活動之名單及相關資料活動之名單及相關資料活動之名單及相關資料活動之名單及相關資料，，，，
並推薦一名同學予法學院並推薦一名同學予法學院並推薦一名同學予法學院並推薦一名同學予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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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課程地圖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英文能力英文能力英文能力英文能力

資訊能力資訊能力資訊能力資訊能力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政治學政治學政治學政治學、、、、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學學學學

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四大類共四大類共四大類共四大類共2222222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民法總則民法總則民法總則民法總則
(民1)

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
((((一一一一))))
(刑1)

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
總論總論總論總論((((一一一一))))
(民2)

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
((((二二二二))))
(刑2)

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
總論總論總論總論((((二二二二) ) ) ) 
(民3)

民法物權民法物權民法物權民法物權
((((一一一一) ) ) ) 
(民3-3)

民法親屬民法親屬民法親屬民法親屬
(民3-5)

刑法分則刑法分則刑法分則刑法分則
((((一一一一) ) ) ) (刑3)

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
各論各論各論各論((((一一一一) ) ) ) 
(民3-1)

民法物權民法物權民法物權民法物權
((((二二二二)   )   )   )   
(民3-4)

民法繼承民法繼承民法繼承民法繼承
(民3-6)

商事法總論商事法總論商事法總論商事法總論
暨公司法暨公司法暨公司法暨公司法
(商1)

刑法分則刑法分則刑法分則刑法分則
((((二二二二) ) ) ) (刑4)

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
各論各論各論各論((((二二二二) ) ) ) 
(民3-2)

民事訴訟民事訴訟民事訴訟民事訴訟
法法法法((((一一一一) ) ) ) (民5)

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
法法法法((((一一一一) ) ) ) (刑

6)

票據法票據法票據法票據法
(商2)

保險法保險法保險法保險法(商3)

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
(公6)

民事訴訟民事訴訟民事訴訟民事訴訟
法法法法((((二二二二) ) ) ) (民6)

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
法法法法((((二二二二) ) ) ) (刑7)

海商法海商法海商法海商法
(商4)

民法實例民法實例民法實例民法實例
演習演習演習演習
(民4)

刑法實例刑法實例刑法實例刑法實例
演習演習演習演習
(刑5)

公法實例演公法實例演公法實例演公法實例演
習習習習
(公5)

國際私法國際私法國際私法國際私法
((((一一一一))))

國際私法國際私法國際私法國際私法
((((二二二二))))

強制執行強制執行強制執行強制執行
法法法法
(民7)

商事法實商事法實商事法實商事法實
例演習例演習例演習例演習
(商5)

大一上大一上大一上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大三上 大三下 大四上 大四下

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
((((二二二二) ) ) ) (公4)

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一一一一))))
(公3)

憲法憲法憲法憲法((((二二二二))))
(公2)

憲法憲法憲法憲法((((一一一一))))
(公1)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外外外外 文文文文：：：：德文德文德文德文((((一一一一)))) 德文德文德文德文
((((二二二二))))

日文日文日文日文((((一一一一)))) 日文日文日文日文((((二二二二))))

公法必修課程公法必修課程公法必修課程公法必修課程

民法必修課程民法必修課程民法必修課程民法必修課程

法理學法理學法理學法理學

商法必修課程商法必修課程商法必修課程商法必修課程

刑法必修課程刑法必修課程刑法必修課程刑法必修課程

共同必共同必共同必共同必修課程修課程修課程修課程

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

視學期開課情況而定視學期開課情況而定視學期開課情況而定視學期開課情況而定

100年6月22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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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

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國家考試 升學升學升學升學

公職考試
《證照考試》

律師、金融或商標、
專利等智財證照、
民間公證人、

地政士、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

《《《《四等四等四等四等》》》》
法院書記官、法警、
執達員、監所管理員、
地方特考、、

《《《《三等三等三等三等》》》》
司法官、檢察事務官、
司法事務官、公證人、
觀護人、行政執行官、
法院書記官、監獄官、
關務人員特考、地方特考
、調查局、警察特考

《《《《五等五等五等五等》》》》
錄事、庭務員、
地方特考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普通考試

大專校院教職、
專業研究人員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所所所所))))職涯進路地圖職涯進路地圖職涯進路地圖職涯進路地圖

跨領域學習進
修及發展

《國內》

碩士班

博士班

《國外》

碩士班(LLM)

博士班
(SJD、PHD、JD)

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

法務人員、保險業、
不動產業、

高科技業務法務人員、
自行創業



16

法律學系第二週期評鑑時程法律學系第二週期評鑑時程法律學系第二週期評鑑時程法律學系第二週期評鑑時程

�教育部訪視時程：102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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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法律學系在學生事務活動上之補助明細學期法律學系在學生事務活動上之補助明細學期法律學系在學生事務活動上之補助明細學期法律學系在學生事務活動上之補助明細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學生主辦單學生主辦單學生主辦單學生主辦單
位位位位

補助單補助單補助單補助單
位位位位

補助金額補助金額補助金額補助金額

(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元元元元)
本系補助項目本系補助項目本系補助項目本系補助項目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系學會主辦系學會主辦系學會主辦系學會主辦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系學會系學會系學會系學會
法律學法律學法律學法律學
系系系系

8000~10000元元元元
本活動相關支本活動相關支本活動相關支本活動相關支

出出出出

101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第第第第1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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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提供獎勵項目法律學系提供獎勵項目法律學系提供獎勵項目法律學系提供獎勵項目

�本系利堃祺先生獎學金本系利堃祺先生獎學金本系利堃祺先生獎學金本系利堃祺先生獎學金，，，，本學期獲獎同學共六位本學期獲獎同學共六位本學期獲獎同學共六位本學期獲獎同學共六位，，，，補補補補
助金額助金額助金額助金額2萬元萬元萬元萬元/人人人人。。。。

�書卷獎書卷獎書卷獎書卷獎：：：：系友會贈送圖書禮卷系友會贈送圖書禮卷系友會贈送圖書禮卷系友會贈送圖書禮卷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300元元元元、、、、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200元元元元、、、、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100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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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法律學系開設課後輔導課程情形學期法律學系開設課後輔導課程情形學期法律學系開設課後輔導課程情形學期法律學系開設課後輔導課程情形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負責學長姐負責學長姐負責學長姐負責學長姐

大學部一年級大學部一年級大學部一年級大學部一年級 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一一一一) 黃敏綺黃敏綺黃敏綺黃敏綺(碩二碩二碩二碩二)

大學部二年級大學部二年級大學部二年級大學部二年級 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一一一一) 黃思融黃思融黃思融黃思融(碩二碩二碩二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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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系依據本系依據本系依據本系99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決議次課程委員會決議次課程委員會決議次課程委員會決議：：：：
本系碩專班學士後法律組應修畢大學基礎課程後本系碩專班學士後法律組應修畢大學基礎課程後本系碩專班學士後法律組應修畢大學基礎課程後本系碩專班學士後法律組應修畢大學基礎課程後，，，，再修習研再修習研再修習研再修習研
究所進階課程究所進階課程究所進階課程究所進階課程，，，，以符合本系課程地圖漸進修習之方式以符合本系課程地圖漸進修習之方式以符合本系課程地圖漸進修習之方式以符合本系課程地圖漸進修習之方式。。。。

�依據本系學分抵免辦法第六條第依據本系學分抵免辦法第六條第依據本系學分抵免辦法第六條第依據本系學分抵免辦法第六條第3333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申請抵免之原申請抵免之原申請抵免之原申請抵免之原
修習科目修習科目修習科目修習科目，，，，修讀時間距申請提出時點已逾修讀時間距申請提出時點已逾修讀時間距申請提出時點已逾修讀時間距申請提出時點已逾5555年不得抵免年不得抵免年不得抵免年不得抵免」」」」

�申請跨校選課規定申請跨校選課規定申請跨校選課規定申請跨校選課規定：：：：本系依下列原則審核本系學生申請跨校本系依下列原則審核本系學生申請跨校本系依下列原則審核本系學生申請跨校本系依下列原則審核本系學生申請跨校
選課案選課案選課案選課案，，，，須皆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得申請跨校選課須皆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得申請跨校選課須皆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得申請跨校選課須皆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得申請跨校選課。。。。

(1) (1) (1) (1) 跨校選修之科目名稱與學分數必須符合本系所開設之課程跨校選修之科目名稱與學分數必須符合本系所開設之課程跨校選修之科目名稱與學分數必須符合本系所開設之課程跨校選修之科目名稱與學分數必須符合本系所開設之課程。。。。
(2) (2) (2) (2) 重修之課程重修之課程重修之課程重修之課程。。。。
(3) (3) (3) (3) 大三大三大三大三、、、、大四以上學生或研究所修業滿兩年學生大四以上學生或研究所修業滿兩年學生大四以上學生或研究所修業滿兩年學生大四以上學生或研究所修業滿兩年學生。。。。

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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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申請辦理延長休學者休學申請辦理延長休學者休學申請辦理延長休學者休學申請辦理延長休學者，，，，須向系辦提出休學計畫須向系辦提出休學計畫須向系辦提出休學計畫須向系辦提出休學計畫，，，，並須取得指並須取得指並須取得指並須取得指
導教授之同意導教授之同意導教授之同意導教授之同意，，，，請系主任審查之請系主任審查之請系主任審查之請系主任審查之，，，，自自自自101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實施學期實施學期實施學期實施。。。。

�本系課程之異動皆公告至本系網站本系課程之異動皆公告至本系網站本系課程之異動皆公告至本系網站本系課程之異動皆公告至本系網站，，，，請於上課前先行瀏覽請於上課前先行瀏覽請於上課前先行瀏覽請於上課前先行瀏覽。。。。

�本系本系本系本系101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助理名單學期教學助理名單學期教學助理名單學期教學助理名單 (請參閱本系網站請參閱本系網站請參閱本系網站請參閱本系網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e-
mail方式向教學助理詢問課業上問題方式向教學助理詢問課業上問題方式向教學助理詢問課業上問題方式向教學助理詢問課業上問題。。。。

�每學期學期末務必填寫至教務系統填寫教學意見調查每學期學期末務必填寫至教務系統填寫教學意見調查每學期學期末務必填寫至教務系統填寫教學意見調查每學期學期末務必填寫至教務系統填寫教學意見調查，，，，填寫者可填寫者可填寫者可填寫者可
參加本校抽獎活動參加本校抽獎活動參加本校抽獎活動參加本校抽獎活動。。。。

�本校設有學生信箱本校設有學生信箱本校設有學生信箱本校設有學生信箱，，，，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mail.nuk.edu.tw，，，，學校及本系多項訊息皆傳送至學生信學校及本系多項訊息皆傳送至學生信學校及本系多項訊息皆傳送至學生信學校及本系多項訊息皆傳送至學生信
箱箱箱箱。。。。

�請完成電子郵件轉寄功能請完成電子郵件轉寄功能請完成電子郵件轉寄功能請完成電子郵件轉寄功能，，，，以利學校相關單位傳達重要訊息以利學校相關單位傳達重要訊息以利學校相關單位傳達重要訊息以利學校相關單位傳達重要訊息。。。。

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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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系資訊站管理辦法依據本系資訊站管理辦法依據本系資訊站管理辦法依據本系資訊站管理辦法，，，，列印及影印資料列印及影印資料列印及影印資料列印及影印資料
(2元元元元/頁頁頁頁)，，，，本系學生列印資料應先取得系辦同意並完成登記本系學生列印資料應先取得系辦同意並完成登記本系學生列印資料應先取得系辦同意並完成登記本系學生列印資料應先取得系辦同意並完成登記。。。。
但列印校內申請表格但列印校內申請表格但列印校內申請表格但列印校內申請表格 、、、、文件等文件等文件等文件等，，，，毋須辦理登記毋須辦理登記毋須辦理登記毋須辦理登記。。。。

�每學期的導生聚餐每學期的導生聚餐每學期的導生聚餐每學期的導生聚餐，，，，請於請於請於請於1個月前向系辦提出借支個月前向系辦提出借支個月前向系辦提出借支個月前向系辦提出借支，，，，若未及若未及若未及若未及
借支借支借支借支，，，，須由班級先行墊付須由班級先行墊付須由班級先行墊付須由班級先行墊付，，，，並於餐後須檢據核銷並於餐後須檢據核銷並於餐後須檢據核銷並於餐後須檢據核銷；；；；上學期之上學期之上學期之上學期之
導生聚餐導生聚餐導生聚餐導生聚餐，，，，因涉及會計年度核算因涉及會計年度核算因涉及會計年度核算因涉及會計年度核算，，，，請於請於請於請於11月底前完成核銷月底前完成核銷月底前完成核銷月底前完成核銷。。。。

�系辦不提供學生信件之收件作業系辦不提供學生信件之收件作業系辦不提供學生信件之收件作業系辦不提供學生信件之收件作業。。。。

�學務處定期訪視租賃學生校外住處學務處定期訪視租賃學生校外住處學務處定期訪視租賃學生校外住處學務處定期訪視租賃學生校外住處，，，，以關心租賃狀況及安全以關心租賃狀況及安全以關心租賃狀況及安全以關心租賃狀況及安全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敬請同學配合敬請同學配合敬請同學配合敬請同學配合。。。。

�法學院有線及無線網路可下載月旦法學知識庫法學院有線及無線網路可下載月旦法學知識庫法學院有線及無線網路可下載月旦法學知識庫法學院有線及無線網路可下載月旦法學知識庫。。。。

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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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