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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 E-mail 至系學會信箱，會有學長姊們熱心為您服務 

 Gmail：Electrophysics.NCYU@gmail.com 

 

 

#嘉義大學電子物理系版權所有，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並禁止不法影印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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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新生的話 

親愛的學弟、學妹： 

  首先恭喜各位進入嘉義大學裡，成為大一新鮮人，相信大家都對大學四年的生活抱

持著很多憧憬，迫不及待的想進入這個新的環境、認識新的朋友。剛進入一個陌生的

環境難免會感到不適應，但請學弟妹放心，身為資深學長姊的我們將會幫助你們盡快

的熟悉環境並認識嘉義。 

   

  相信大多數都是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嘉義這裡來念書的，但不管你是從哪裡來，我

們都真誠歡迎各位加入電物大家庭裡，從現在開始就是這大家庭的成員。在大學期間

其實不只學習學術上專業的知識而已，希望你們能慢慢努力成長，尋找到屬於自己的

人生方向。 

 

  這門電子物理系在課業上是具有挑戰性的，並不會讓你們感到無趣，有些人可能會

害怕科目太難，但千萬別緊張，系上的課程安排是循序漸進的，每位教授都相當優

秀，學校跟系上的資源也很豐富，並且理論跟實驗並重，會更加了解學習方向，所以

不用害怕面對挑戰。系學會還在系上附設「系Ｋ中」，提供自修室的讀書環境給大家使

用，讓大家能專心的應付重科。 

 

  大學這段時間其實最重要的是時間管理，在這四年裡除了課業要達到自己滿意的成

績之外，有很多其餘的時間能利用，可以多多參加系隊、社團等等的活動，來豐富自

己的大學生活，可以趁這四年期間好好的提升自己，祝福學弟妹能在這裡找到你想要

的，也希望你們能多交朋友，認識各式各樣的人來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對於未來絕對

有幫助。 

 

  我的職責像是系上的大家長，你可以跟我討論任何事情，不管是系上、課業上、同

學間等等的問題，都能來找我，甚至你要抱怨、訴苦或與我分享高興的事情也都隨時

歡迎，我會很開心。最後，我很歡迎各位參與系學生會（簡稱系會、系學會）的活

動，會舉辦各式各樣精采有趣，與交誼、課業、就業等相關的精采活動及講座，請各

位踴躍參加囉! 

 

    祝你有個美好的暑假和大學回憶！ 

國立嘉義大學電物系 

第 19屆系學會會長 洪子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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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交通位置 

 

（詳細地圖可以使用 Google Map 搜尋一下） 

 

※ 圈圈是嘉義火車站的位置 

如果騎車的話，可經由：小雅路→大雅路→民族路→仁愛路，到達火車站。 

 

※ 左上方是嘉義高鐵站的位置 

路線：學府路→彌陀路→垂楊路→高鐵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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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交通資訊 

 國道路線 

國道一號—嘉義交流道 

北港路民族路啟明路 

彌陀路學府路 

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國道三號—中埔交流道 

忠義橋學府路 

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客運 

 阿羅哈客運 國光客運 統聯客運 和欣客運 

服務 

電話 
05-216-6000 

05-222-2491 

(05-233-3272) 

05-223-5215 

(05-233-5215) 
05-233-3080 

台北 

 

嘉義 

全票：575 元 

來回：1040 元 

週一 

12 時 

 

週五 

12 時 

375 元 全票：420 元 

來回：800 元 

促銷：340 元 

 

全票時段 420 元 

台中 

 

嘉義 

全票：233 元 
全票：190 元 

來回：360 元 
 

全票：170 元 

來回：320 元 

高雄 

 

嘉義 

   
全票：225 元 

來回：440 元 

註：可以先打電話確定發車時間和票價唷！ 

 

 

 台鐵 

至【嘉義火車站】搭市區公車：1 號可至蘭潭校區大門口。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  of  Electrophysics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  112 級大一新生手冊 

Page 8 

 公車(火車站往返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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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 

高鐵站往返火車後站公車全票 46 元（憑高鐵車票免費） 

至【嘉義高鐵站】搭ＢＲＴ 2 號（7212）可至嘉義火車後站。 

 

 

火車後站往高鐵站 高鐵站往火車後站 

高鐵嘉義站→ 

嘉義交流道東站→大溪厝→

世賢北港→世賢八德→ 

自由友愛→台鐵嘉義站後站

（往返倒序） 

07：05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30 

19：30 

 

06：35 

07：35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19：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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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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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物理學系系館位置 

 

 從大門口進入，或是從宿舍經由愛的小路下去，直直走，會遇到 Y 字型叉路。 

(1) 走右邊的路，經過學生合作社、嘉禾館、學生活動中心，電物一館就在左手

邊。 

(2) 走左邊的路，經過機車第一停車場（簡稱大停），右手邊樓梯走下去的左手邊

大樓就是電物二館。 

 

 

電物一館：  

 

電物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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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必備用品 

 大學必備篇 

 電腦：大學許多作業需要以電腦上傳的方式繳交，報告大部分也都要用電子檔繳

交。帶了電腦可別忘了帶網路線唷！！ 

 工程計算機：習題的數字通常以貼近實際以及繁複的計算為主，因此必須一台計

算機，考試必須攜帶，要不然鐵定算不出來。 

(推薦：CASIO fx-991ES / fx-991ES Plus) 

 檯燈：由於每個房間的日光燈亮度不同，為了視力著想，帶一下吧！ 

 電風扇：如果不知道自己是睡在上舖或者下舖的話，可以考慮來嘉義購買，因為

上舖不適合太大台的電風扇。雖然有冷氣但不一定能開，因為冷氣很容易超出限

制用電量，你可能就要多付一筆電費了，且你想開你的室友不一定想開（要考慮

到別人）。 

 延長線：約 3~5 米長，很多電器都需要插頭。EX：電腦、檯燈 

 隨身碟：大部分老師都會以 PPT 方式上課，方便使用。再加上需要儲存報告、影

印！ 

 日常生活篇 

棉被（因應冬天及夏天來更換厚度）、床墊或是涼席、杯子、碗（泡麵碗即可）、餐

具、洗碗精、菜瓜布、水果刀、衛生紙（可於來學校時出外購買）、個人衛生用品、衣

架（約 20～30 支）、洗衣粉（洗衣精）、洗衣刷、洗衣盆、水壺、抹布（擦拭桌椅及

床）、拖鞋（室內及室外）、雨具（雨衣及雨傘）、盥洗用具（牙刷、牙膏、洗髮和洗澡

用品、梳子、浴巾、毛巾）、鏡子、吹風機、臉盆……等。 

 出門在外篇 

 個人的重要證件：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駕照、行照。 

 大頭照數張：尤其剛入學，很多資料需要你的照片！ 

 隨身藥品：防蚊液、綠油精、小護士、OK 蹦……等。 

 文具書籍篇 

 文具用品：剪刀、美工刀、膠水或口紅膠、文件夾、筆記本、A4 紙張（有些報告

需要用到）。 

（高中課本及講義：需要者再帶就好）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  of  Electrophysics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  112 級大一新生手冊 

Page 14 

 代步工具篇 

 腳踏車：校園非常大，站在前門看不到後門！教室離宿舍有點距離，校園又禁止

騎摩托車，腳踏車是很好的代步工具。 

註：依學長姐的經驗，帶太好的腳踏車，有很大的機率會被偷，因此可以考慮來

這裡買二手車！ 

 機車：雖然地址為嘉義市但其實學校離市區有一段距離，你會需要的！電物一

館、二館及綜合教學大樓附近皆有停車場。 

 

嘉義市區吃喝玩樂 

如果不是在地人，對嘉義不熟悉的你們，想要花錢都沒有地方花。為了讓你們更

快習慣嘉義和學校，學長姐要提供小小的情報給你們！有任何問題，學長姐都很樂意

替你們解答喔！ 

 校園篇 

A. 學生活動中心 

2F 以上：包含學生會會辦、美食街和各社團社辦。 

1F：嘉大郵局（營業至五點，十二點半午休一小時）、郵局 ATM、OK 便利商店、 

學員合作社。 

B1：嘉大影印店、勁舞社六面鏡、少數社辦。 

B. 圖書資訊大樓 

本大樓包含電子計算機中心以及圖書館、自修室、會議廳，其中電子計算機中心

為本校電腦系統之運算處理核心，可在此處列印文件，黑白 1 圓/張，彩色 10 圓/張。

圖書館方面，亦可以黑白列印、彩色掃描，圖書館列印方面，須向圖書館櫃台借影印

卡，黑白影印 A4 一元/張，彩色掃描免費。 

※ 在列印文件之前請習慣將文件轉檔為 PDF 避免文件檔因本本問題無法開啟。 

  

學期中 寒暑假 

週一至週五 週六 週日 週一至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蘭潭、民雄、新民閱覽區 08:30~21:00 09:00~16:40 14:00~20:40 08:30~17:00 休館 09:00~17:00 休館 

蘭潭、民雄、新民自修室 08:30~24:00 09:00~24:00 09:00~24:00 08:10~24:00 08:30~24:00 09:00~24:00 09:00~24:00 

蘭潭、民雄視聽室 08:30~21:00 09:30~17:00 14:00~21:00 08:30~16:30 休館 09:00~17:00 休館 

**適逢國定假日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也會改變，若連假想讀書可提前幾天到圖書館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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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11 便利商店 

在活動中心和宿舍各有一家，營業到晚上十一點，六、日則到晚間九點。 

D. 吃飯的地方 

宿舍餐廳：有早餐店及簡餐。 

學生餐廳：學生餐廳的 1F 早上是賣中式早餐，中午是賣自助餐，而 2F 則有很多簡餐

店以及飲料店，還有一間麵包店，對於沒機車的人來說這裡算是相當方

便。 

小木屋：綜合教學大樓的正對面，在小木屋裡吃飯可是很有情調的！ 

後山園：在綜合教學大樓後方，很多新生剛開學都不知道此地，幾個月後中午時段都

會爆滿，推薦豬排咖哩飯、香酥魚柳飯和蛋包飯很讚！後山園可以說是蘭潭

校區校內最好吃的店家喔！ 

 

 生活篇 

註：轉彎的方向都是以學校出發往目的地的方向為準。 

 

A. 醫院、診所 

慶昇眼科 

05-2229191 

位於新榮路上，盡量事先掛號，免得等很久。 

地址：嘉義市新榮路 339-1 號。 

和平眼科 

05-2255561 

醫生專業親切的態度，讓很多病人都趨之若鶩。 

地址：嘉義市和平路 325 號。 

蔡湯鎮眼科 

05-2368019 

診所看起來有點老舊，不過醫術不錯。 

地址：嘉義市新民路 653 號。 

蘇耳鼻喉科 

05-2237078 

醫術很好，在地人都會去看。 

地址：嘉義市垂楊路 171 號。 

鄭乃哲兒鼻喉科 

05-2292203 

掛號費 80，醫生人好又認真。不要在精華時段去， 

因為會排很久。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266 號。 

宏醫診所 

05-2254868 

民族路上，掛號費 100 元，醫生看診很仔細。 

地址：嘉義市民族路 309 號。 

張耿榮牙科 

05-2238268 

民族路圓環轉光華路，醫生態度很親切。 

地址：嘉義市光華路 85 號。 

佳音牙醫 

05-2235242 

吳鳳北路上，假日也有開業。 

地址：嘉義市吳鳳北路 114 號 2 樓。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  of  Electrophysics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  112 級大一新生手冊 

Page 16 

趙祥凱皮膚科 

05-2246236 

垂楊路上，風評還不錯。 

地址：嘉義市垂楊路 209 號。 

郭建軍皮膚科 

05-2273836 

位於文化路噴水圓環，很多人慕名而去。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284 號。 

王仁樟皮膚科 

05-2293829 

垂楊路轉民生南路，醫生醫術經驗十足又慈祥，但是掛號

費貴了點。    

地址：嘉義市民生南路 9 號。 

龍德安國術館 

05-2280937 
垂楊路跟和平路口，推拿的還不錯。 

大成中醫 

05-2222635 

民族路遇新榮路右轉直騎差不多到新榮路底，若是第一次

去看的話，拿出學生證證明，只要給五十元掛號費，就可

以免費看六次。 

地址：嘉義市新榮路 309 號。 

嘉義基督教醫院 

05-2765041 

民族路遇新生路右轉，直騎至忠孝路上右轉，看到 7- 

11 後待轉到對面，嘉義人都會推薦去那裡看。 

地址：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嘉義醫院 

05-2319090 

民族路直走到底，過陸橋後右轉博愛路，看到北港路 

左轉，嘉義市的省立醫院，風評不錯。 

地址：嘉義市北港路 312 號。 

聖馬爾定醫院 

05-2756000 

小雅路接大雅路口左轉，離學校最近，不過風評似乎 

不佳。 

地址：嘉義市大雅路二段 56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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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體育用品 

微笑大力士 球鞋、球衣等的體育用品連鎖專賣店，位於中山路上。 

虎威 
棒壘體育專賣店。 

地址：民生南路 113 號。 

巨人 林森西路上，有賣壘球棒球用品，東西算便宜。 

百冠 民國路上，專門賣羽網球用品。 

大眾 垂楊路上，專門賣羽網球用品。 

 

C. 生活用品 

家樂福 

興業西路過地下道後右轉博愛路，或是民族路走到底過嘉雄

陸橋博愛路左轉，一直到興業西路路口。東西應有盡有，買

完東西後，還可以逛逛嘉義的觀光夜市嘉樂福夜市。 

全聯福利中心 

民族路右轉和平路（離學校較近）。民族路右轉仁愛路，看

到延平街左轉（火車站附近）。民族路左轉吳鳳南路直走到

輔仁中學。 

美華泰 

中山路走到底右轉，以及興業西路上各有一家。日常用品在

那裡通常都買的到，價格方面可以多做比較，購買滿一百元

就可以申請會員卡，有會員卡會比較便宜。 

光南量販批發廣場 
位於中山路上靠近火車站，一樓主要是賣唱片和其他週邊商

品，二樓是日常用品，三樓則是文具用品，東西便宜。 

寶雅 垂楊路上。 

大創 

(均一價 39 元) 

嘉義市忠孝路耐斯松屋 6 樓、民族路與文化路交叉路口，台

北人大多知道的好店，日本的百圓商店，假日挖寶的好去

處。 

生活工場 中山路上，忠孝路的耐斯百貨裡也有店面。 

D. 書局 

敦煌書局 位於民權路和啟明路交叉口附近，內有許多外文書。 

鴻圖書局 
皆位於中山路上。 

墊腳石書局 

達摩二手書局 民族路遇新榮路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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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眼鏡行 

第一眼鏡 民族路上，服務好，價格合理。 

慶昇眼鏡 中山路右轉新榮路，服務態度不錯。 

眼鏡達人 興業西路上，名佳美對面，老闆人很親切。 

寶島眼鏡 

皆位於中山路上，選擇多樣。 
小林眼鏡 

年青人眼鏡 

 

F. 電子用品 

燦坤 
垂楊路、興業西路和吳鳳南路都有，價格偏高，有黃色鬼屋

之稱。 

順發 3C 
中山路底右轉林森西路，東西少，價格硬，但有時電腦螢幕

價格爆殺。 

全國電子 民族路上有兩家。在民生北路口和吳鳳南路口。 

玖業電腦 
林森西路上，接近火車站，有賣電腦周邊商品和耳機、音

響。 

 

G. 郵局 

中華郵政嘉義總局 民族路右轉文化路。(營業至夜間七點) 

彌陀路郵局 彌陀路接近垂楊路。(營業至五點，有午休) 

中山路郵局 在中山路民樂街口。 

 

**學校也有郵局，在學生活動中心一樓 

H. 百貨公司 

遠東百貨 垂楊路後段，新光三越對面。 

新光三越 垂楊路後段，遠東百貨對面。 

耐斯百貨 中山路右轉新生路走到與忠孝路交叉路口，有 UNIQLO。 

好事多 COSCO 新生路經耐斯百貨右轉忠孝路(台一線)往民雄方向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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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機車行＆加油站 

紘宇車行 
學府路上，納貝斯麵包店旁邊。換＄250（含工資）以上的機

油送齒輪油。 

加油站 文化路、中埔交流道下及大雅路上皆有直營加油站。 

 

J. 電影院 

新榮戲院 
播放二輪片 

地址：嘉義市新榮路 52 號 

嘉年華戲院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615 號火車站前。 

秀泰影城 地址：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299 號 

 

K. KTV 

嘉年華 

有新歌又很便宜，很多嘉大學生會去！ 

訂位專線：05-2750066 

地址：嘉義市大雅路 2 段 383 號。 

錢櫃 
訂位專線：05-2291100 

地址：嘉義市仁愛路 399 號(近嘉義火車站)。 

 

 飲食篇 

A. 火雞肉飯 

民族火雞肉飯 在民族路上，中午的時候人很多，提早去會比較好。 

大同火雞肉飯 也是在民族路上，跟民族很近，中午人也是很多。 

簡單火雞肉飯 大雅路上，7-11 旁邊。 

郭家火雞肉飯 文化路上豆奶攤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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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早餐店 

美而美 
學府路上，宿舍大門出來的斜坡下去右轉就到了，離學校很

近。 

飯糰店 
學府路上，在紘宇機車行旁邊，早上 9 點就快賣完了，有很

多料可以選。 

阿根早點 

大業街上，蛋餅很特別，酥酥脆脆的，離學校有點遠，可以

假日來吃，對面有一間古早味早餐店可以吃吃看，也很推

薦。 

晨間廚房 大雅路上，蛋餅不錯吃。 

新生早點 
隱藏版早餐店，在文化路和長榮街的交叉路口，大推它的峰

炸蛋餅。 

 

C. 學生指定飲食 

翁媽媽 
從宿舍出發走完環潭公路，全家便利商店之前，便當 

便宜又大碗。 

四季火鍋 

軍輝路上，賣小火鍋，有冰淇淋、紅茶、白飯可以吃，嘉

大人常跑的地方，不時遇到自己人。 

※攜帶學生證火鍋打 9 折（一人一張）。 

客家牛肉麵 
軍輝路上，賣客家小吃，老闆娘親切，人多去吃會送小

菜，水餃大顆好吃，有冰涼可口的冬瓜茶可以喝。 

台越美食 
軍輝路上，客家牛肉麵對面，賣越南小吃，推薦河粉和乾

肉麵。 

六年甲班 

軍輝路上，賣義大利麵、焗烤、豆花……等等，平價美

食，嘉大人愛吃，推薦三色豆花。 

※攜帶學生證打 9 折。 

來來豆漿 
民族路上，靠近大雅路，攜帶學生證 100 元以上可打 

95 折。 

豆奶攤 
位於文化路上，郭家火雞肉飯本店的對面，營業時間晚上

8：00 至隔天中午 12：00，推薦該店的豆漿。 

小妞滷味 
文化路上，文化公園對面，滷味很便宜，晚上人潮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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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聰明沙鍋魚頭 
有兩間店址，比較推薦中正路（近文化路），它的沙鍋 

魚頭十分好吃。 

錦龍 
溪興街上（離軍輝路很近），推薦豬腳飯、雞排飯，而且

沒有午休時間，營業時間是早上 10：00 至晚上 8：00。 

劉湯圓 民國路上，推薦燒冷冰。 

88 快炒 
吳鳳北路上（近光華路）炒飯與炒麵加量 20 元保證吃 

很飽（加辣超好吃）。 

阿岸米糕 
民族路，它的米糕很好吃，而且柴魚湯十分有味道， 

免費提供也可續碗。 

御香屋 
中山路上（噴水火雞肉飯的隔壁的隔壁），推薦該店的葡

萄柚綠茶、香橙百香綠茶、洛神檸檬與冬瓜青茶。 

體育館壽司 位於嘉義體育館附近，推薦該店的握壽司與味噌湯。 

貓尾巴 
民族路上（近民國路），該店泡芙十分搶手，下午為泡芙

與麵包的出爐時段，如果太晚去，只好等下一次了。 

哈牛排 民族路上，平價牛排 

0o 老爹 o0 

隱藏版美食，晚上 10 點才開始賣，凌晨 3 點收攤，文化

路過圓環，在 7-11 對面，賣韓式料理，大推鍋巴辣雞餐點

和辣炒年糕，有開胃菜—涼拌海帶。 

 

D. 夜市 

文化夜市 
文化公園附近，嘉女對面。有小妞滷味、阿娥豆花、御

香屋、江戶章魚燒……等有名店家。 

嘉樂福夜市 家樂福（博愛路上）旁邊，嘉義有名的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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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篇 

國王‧蝴蝶‧秘密基地 

這間店在遠東百貨後方的巷子裡，很隱密，但裡頭藏了

很多書、一位好老闆、很多嘉義地區的藝術資訊都可以

在這裡找到，偶有些地區藝術家也會到這間落腳喝咖

啡。 

地址：嘉義市建成街 22 巷 27 號 

二通六七二 

這和玉山旅社算是同樣性質的古早旅店，裡面有擺一些

書和一些復古風味的復刻品。 

地址：嘉義市東區中正路 672 號 

玉山旅社 

這是一間古早時代的旅社，翻修後重新經營，在裡面可

以感受到時代的氣氛。旅社外頭就是鐵路阿里山線的北

門車站。 

地址：嘉義市東區共和路 410 號 

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 

正式演奏展覽都會在這裡演出，在年末的嘉義市國際管

樂節系列活動也會在這舉辦。 

地址：嘉義市忠孝路 275 號 

陳澄波紀念館 

隱藏在住家大樓裡的紀念館，進去裡面就會感受到這位

受迫害的藝術家被社會遺忘的悲戚。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370 號 

洪雅書店 

書店裡有一隻很懶的貓。裡面的書籍多半和台灣藝術、

歷史有關；時常也會有小演講，算是一間有名的獨立書

店。 

地址：嘉義市東區長榮街 116 號 

檜意森活村 
賣一些貴貴的紀念品的地方，觀光客拜訪居多。 

地址：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1 號 

嘉義公園 

這公園頗大，裡頭有個日本時代留下來的熱帶林，走在

裏頭完全感受不到城市的吵雜，是散步的好地方。公園

旁邊有射日塔和嘉義棒球場，還有一個歷史資料館。 

地址：嘉義市啟明路 26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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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物理系系學會 

 

在大學裡每個科系都會有系學會，系學會費的費用大部分支出是用在

維持系辦與系 K書中心的種種資源，例如系 k的使用有免費的冷氣、

系辦的影印設備使用免費 

 

我們已盡量壓低成本，四年全部只需繳交 500元，我們系學會也會舉

辦系上相關活動，例如系卡拉 OK與聖誕晚會，有繳系學會會費的就

成為會員，可以享受系學會提供的資源與參加我們所舉辦的活動。 

 

在新生訓練的第一天就會有學長姐收取費用，到時候請各位新生準備

500元的會費，我們將在當天收取，謝謝新生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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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隊介紹 

電子物理系共有男籃、羽球、男排、女排、壘球五個系

隊，歷年來為系上爭取許多佳績，是系上最活躍的常態性

活動。藉此，可增進學長姐與學弟妹間的感情，也讓大家

一起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開學後，校內將舉辦新生盃，各類盟賽，理工盃，系內

盃……等比賽，以及由各校物理系輪流舉辦的大物盃，歡

迎新生們加入系隊，與學長姐共同為嘉大電物爭光。 

 

歡迎各位加入電物大家庭！ 

在課業之餘跟著我們動一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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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物男籃 

想要在球場上有很多美女替你加油嗎？ 

想要有球場上歡呼勝利的成就感嗎？ 

如果你還沒加入電物系籃，你 會 後 悔 四 年 ！ 

隊長人好，球員互相鼓勵，無怨無悔 

彼此經營這個溫馨的籃球隊 

每年都有新生盃、系際盃、系內盃，還有兩次的大物盃 

當然也不能缺少平常時的練習 

每個禮拜適當的訓練，才能拿出最強的實力 

你心動了嗎？趕快加入籃球隊，以免晚上躲在被子裡偷哭！ 

電物系籃歡迎你！ 

 

 

 

 

 

隊長：賴頡樺 0955268636 

球經：蕭碧芸 098508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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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大電物系羽 

<<如球的行板>> 

技巧之必要 

堅持之必要 

一點點運氣和實力之必要 

正正經經看一顆羽球飛行之必要 

揮拍之必要 

腳步之必要 

節奏感之必要 

每週五點自嘉禾羽球館彼端 

(改編亞弦 如歌的行板) 

 

歡迎大家加入系羽一起切磋球技! 

隊長：陳姸蓁 0902115989 

副隊長：陳泰澐 0930802033 

球經：吳柏穎 0975551294 

鄭梓延 097938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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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物男排 

剛進入大一的新鮮人們 

系排是一個可以追求自我 

並超越自我的好地方 

可以和夥伴們培養默契、一起上場比賽 

有刺激又精彩的大物盃等著你 

看著球場上每個人的笑容，真的很幸福 

在大學時代，可以找到一樣自己喜歡的運動 

認真參與、積極投入，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讓大家為了夢想一起努力吧！ 

歡迎加入系排 

跟我們一起在球場上揮灑青春的汗水 

為系隊努力、更為自己留下一個不一樣的大學生活 

    隊長:曾韋恩 0970790981 

球經：Victoria 090988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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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物女排 

排球場上 6人間的一個眼神一個動作， 

場邊隊友及球經的加油聲...... 

透過固定的練球時間以及練完球的宵夜 time， 

培養彼此的感情及在無形中產生的默契， 

並在每個學期的排盟、OB賽及大物盃中成長。 

不是只有男生才能當小飛人定三米， 

只要有心，妳也可以， 

進女排不僅能一起打球，課業也有學姊們幫忙， 

踏進女排的大家庭不需要多想， 

只需要一顆想了解它的心。 

隊長:劉宛瑜 電話:0909122031 

副隊:許涵雅 電話:0973892130 

球經:張語儒 電話:096867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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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物系壘 

喜歡棒球卻揮不到大谷翔平的 160 嘛 

想打球卻找不到一大群人一起玩嗎 

有以上情形 來系壘就對了 

系壘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不論男女老少只要喜歡打球都可以一同享受 

歡迎加入 嘉大電物系壘 

隊長   黃子泰 電話 0988057431 

副隊長 薛嵩霖 電話 0988856116 

對球隊有任何疑問都可以問我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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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安 全 重 要 告 知 

在嘉義市大學生主要的交通工具為機車，因往年皆有系上同學發生車禍事故，輕傷至

重傷都有，系學會在此聲明與告知，請新生注意以下內容，以保護自己，也保護他

人。 

 

 正確行車知識 

1. 請戴安全帽，切勿因為距離近，而未戴安全帽，意外的發生，無關行車遠

近，只關於你在不在乎安全這件事 

2. 行經未設置紅綠燈路口時，盡量放慢車速以避免衝撞。 

3. 即使有紅綠燈路口，綠燈時仍然要左顧右盼以避免不肖人士闖紅燈。 

4. 改變行車方向前，提早打方向燈告知後方車輛。 

5. 道路行駛時，盡量與前車保持能夠在緊急狀況下，煞車不至於追撞的距離。 

6. 請不要壓車。 

7. 請減速慢行，速度與油門的快感可能會帶來太多的傷痛。 

 

 車禍事故處理 

1. 發生事故時，保持冷靜，並查看是否有乘客或他方受傷。 

2. 若發生車禍，不管對方傷勢嚴重與否，請先報警，報警處理是為了保障自己

與他人的權益。 

3. 請冷靜不要與他人發生衝突，嘉義地區地方派系盛行。 

4. 若有受傷，一定要記得去醫院開醫生證明，以保障自己後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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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行車危險 

※ 嘉義市有許多人不具有遵守交通法規的觀念，常以自我方便為先，故有

許多危險時常出現。 

1. 他方未打方向號誌，直接左轉、右轉、停止不動。 

2. 他方即使打了方向燈，就以為開了無敵，天不怕地不怕直接左轉、右

轉、停在你前面。 

3. 紅燈右轉不打緊，就怕連你都不放在眼裡，連瞥你一眼都嫌多。 

4. 霸王車停在機車道、轉彎處、路中央、人行道等，於道路上超車時需冷

靜，並注意四面八方來車(因為可能會有紅燈左轉逆向行駛)。 

5. 有更過分的是，某些不肖人士可能直接無視小路口的紅燈，不減速強行

通過，所以行經路口時，請減速並注意四面八方來車。 

6. 有些人沒有順向逆向的觀念，他們只騎方便，橫行逆向衝或是自對向車

道衝到順向車道皆是嘉義市區常見的險象。 

7. 支道車輛未減速衝出幹道。 

8. 老年人行車速度過慢，尤其在彎道處，容易發生追撞意外。 

9. 突然開車門。 

10. 大馬路紅燈車陣中突然開車門下車。 

11. 普通機車上家庭四貼，小孩未戴安全帽父母有帶，行車時穩定度差，左

搖右晃。 

 

 過往機車車禍事件簡述 

1. 在急彎處，可能因道路砂石，導致同學打滑摔車，輕微擦傷。 

2. 因不肖人士並排騎機車，同時聊天講話，同學為閃避卻發生擦撞，而在

路中央發生摔車意外，事後遭不肖人士言語侮辱並強行索賠數千元。 

3. 同學與汽車擦撞摔車，多處擦傷。 

4. 同學雙載，過彎時輪胎打滑摔車，後座同學頸部受傷，住院。 

5. 同學三貼，未戴安全帽，行駛時摔車，皆輕傷。 

6. 同學借車出門，行駛時為閃避老年人而摔車，腳部肌腱韌帶受損、多處

擦傷，機車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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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借車 

1. 若是因借車而發生意外，責任釐清問題複雜。 

2. 若機車借人，可能會因為事故或人為操作不當，衍生賠償責任的問題 。 

3. 若機車借人，出了重大意外事故，保險給付條件問題、損害賠償、醫藥

賠償、以及責任歸咎問題將相當複雜。 

 

※ 以上訊息並不是威脅不准騎機車，而是告知各種潛在性的危險，不守

法、貪小便宜、自我中心主義等態度才是個真正各種車禍事故的根本癥

結。沒有公認的絕佳駕駛技術，但會有令人痛惡的行車手法，唯有減速

慢行，小心駕駛，才能有效降低車禍事故發生的機率。 

 

最重要的一點，「請不要酒駕」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第 19 屆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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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化校園重要連結操作指南 

 進入嘉大首頁，於右上角點擊 E 化校園，即可找到以下連結 

 校務行政系統 

 帳號：學號 (EX：10827OO) 

 成績查詢 

期中、學期成績將登錄於系統，請在考試後留意分數是否有誤，以維護自身權

益。 

 網路選課作業 

選課流程請見[附錄]。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將大學生活一點一滴的登錄在學習歷程檔案中，可幫助學生認識自己，了解自

身能力，並針對較弱的方面做加強。 

 請假申請作業 

因病假、事假…等事由不克到校者，請至系統列印假單，並在請假期限內作申

請。 

 出缺勤紀錄 

請注意自己出缺勤紀錄，若有登錄錯誤，或沒請到假的問題，可以即時找相關

單位做銷假、補假之動作，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嘉大輔助教學平台 

 帳號：s+學號 (EX：10827OO) 

 教學大綱 

記載教師安排之上課進度、學期成績配分、上課用書……等資訊，僅參考用，

教師仍可彈性調整教學方式。 

 該學期各科目資訊(開學後請務必留意) 

部分教師將上課講義、作業、討論問題……等資訊上傳至教學平台，作業繳交

也以平台上傳，請學生務必留意。 

 學校信箱 

 學雜費繳費單暨繳費證明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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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選課流程教學 

登入校務行政系統 

STEP(1)：點擊右上角系統選單 

STEP(2)：在選單內找尋「網路選課作業」，並點選進入連結 

 

 

STEP3.頁面下拉，點選進入「一般選課(登記)」 

 

 

 表定通識課程時段為星期一 7、8 節，星期五 3、4 節。 

 通識課程選課方式為按照志願序抽籤排定，請同學按照自己的志願填寫志願序。 

 

 

選課流程以開學後選課教學為準，本教學僅供參考。  

敬祝各位新生學業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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